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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 5 次 正式問卷 II 科技與風險

受訪者編號：□□□□□□□
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24小時制）

A、基本狀況
A1. 性別： □(01)男性

□(02)女性

A2.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以身分證上的為主)？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
A3.請問您現在居住在哪裡？
□(01)同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02)現住地地址 郵遞區號□□□
省/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編號□□□□□□□□□□□
村/里

路/街

A4. 請問您居住在這個地區(鄉鎮/區)有多久了？ (提示卡 1)
□(01)從出生開始
□(02)不到一年
□(04)3~5 年(不含 5 年)
□(05)5~10 年(不含 10 年)
□(07)20~30 年(不含 30 年)
□(08)30 年或以上

段

巷

□(03)1~3 年(不含 3 年)
□(06)10~20 年(不含 20 年)

A5. 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訪員請唸出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台灣原住民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A6. 請問您母親是哪裡人？(訪員請唸出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台灣原住民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A7. 請問您目前的宗教信仰(台語：信什麼教)？
□(01)佛教，有皈依
□(02)佛教，未皈依
□(03)道教
□(05)一貫道
□(06)回教
□(07)天主教
□(09)沒有宗教信仰
□(10)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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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民間信仰
□(08)基督教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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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提示卡 2)
□(01)無/不識字(跳答 A10)
□(02)自修/識字/私塾(跳答 A10)
□(04)國(初)中
□(05)初職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10)五專
□(11)二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A9. 請問您有沒有完成學業？
□(01)沒有，肄業
□(02)沒有，就學中
A10.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
□(01)單身且從沒結過婚 (跳答 A12)
□(04)離婚 (跳答 A12)
□(06)配偶去世 (跳答 A12)

□(03)小學
□(06)高中普通科
□(09)士官學校
□(12)三專
□(15)空中行專/商專
□(18)技術學院、科大
□(21)博士

□(03)有，畢業

□(02)已婚
□(03)同居
□(05)分居 (跳答 A12)
□(0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A11. 請問您配偶(或同居伴侶)的教育程度是：(提示卡 2)
□(01)無/不識字
□(02)自修/識字/私塾
□(04)國(初)中
□(05)初職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10)五專
□(11)二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不論父母存歿請續答第 A12、A13 題》
A12. 請問您父親的教育程度是：(提示卡 2)
□(01)無/不識字
□(02)自修/識字/私塾
□(04)國(初)中
□(05)初職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10)五專
□(11)二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03)小學
□(06)高中普通科
□(09)士官學校
□(12)三專
□(15)空中行專/商專
□(18)技術學院、科大
□(21)博士

□(03)小學
□(06)高中普通科
□(09)士官學校
□(12)三專
□(15)空中行專/商專
□(18)技術學院、科大
□(21)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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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請問您母親的教育程度是：(提示卡 2)
□(01)無/不識字
□(02)自修/識字/私塾
□(04)國(初)中
□(05)初職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10)五專
□(11)二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或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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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小學
□(06)高中普通科
□(09)士官學校
□(12)三專
□(15)空中行專/商專
□(18)技術學院、科大
□(21)博士

A14. 請問下列哪一項是您目前的狀況？(提示卡 3)
□(01)有全職工作

□(02)有兼職工作

□(03)不固定（打零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6)目前沒有工作，待業中 (跳答 A16)

□(07)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跳答 A16)

□(08)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9)學徒、受職業訓練者

□(10)已經退休 (跳答 A16)

□(11)家庭主婦/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 (跳答 A16) (
□(12)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跳答 A16) )
□(13)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跳答 A16)
□(14)服研發替代役 (跳答 A16)
□(15)無薪假/育嬰假/留職停薪
□(16)堅持是全職工作或其他，請說明_______
A15. 請問您目前主要的工作屬於下列哪一種？(提示卡 4)
□(01)長期正式編制人員（正職人員）
□(02)定期契約人員（含約聘、約雇、特約、委任）
□(03)臨時人員（含暫雇、工讀、代班（課）等形式）
□(04)人力派遣人員
□(05)外包（或承包）人員（含外包商或承包商）
□(06)自己是老闆且有雇人
□(07)為自己（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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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A16 的 a 至 f 小題，已退休者問退休前、失業者問失業前、退出勞動市場者問退出前》
A16. 請問您目前（以前）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a. 公司全名__________________，主要產品或服務內容__________________

行業 □□□

b. 部門（無部門者免填）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細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來沒有工作、兼職或打工過

變遷職位 □□□
ISCO08 □□□□

(跳答 A22)

c. 請問您目前（以前）工作的機構、公司或家裡事業約有多少位員工（包含您自己）？
□(01) 1-9 人
□(02) 10-29 人
□(03) 30 人或以上
d. 包含加班在內，請問您目前（以前）平均每週工作幾小時？________小時
e. 請問您目前（以前）是老闆還是員工？ (提示卡 5)
□(01)自己當老闆（包括與配偶或合夥人），而且有雇用別人 (續答 A16e1)
A16e1. 請問您雇用幾位員工？_______位
□(02)自己一人工作（包括與配偶或合夥人），沒有雇用別人 (跳答 A17)
□(03)幫家裡工作，有拿薪
□(04)幫家裡工作，沒有拿
□(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公營企業工作
□(07)為政府機構工作
□(08)為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工作
□(09)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10)家庭代工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f. 請問您目前（以前）有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_______人

若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請填 0

A17. 請問您目前（以前）的工作需不需要學習新的科技技術？□(01)需要

□(02)不需要 (跳答 A19)

A18. 請問您目前（以前），是否曾經擔心無法及時學習新技術，對工作造成負面影響？
□(01)從未 □(02)很少
□(03)偶爾
□(04)很常
□(05)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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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請回想一下，過去 20 年來(從民國 88 年以來)，您有沒有因職業傷害導致您有一個月或以上的時
間無法工作？
□(01)有
□(02)沒有
A20. 請回想一下，過去 20 年來(從民國 88 年以來)，您大約有多少次因為身心不適而辭職或喪失工作
的經驗？_________次。
A21. 請問您在工作上最可能會遭遇下列那一種危險：(提示卡 6)
□(01)粉塵
□(02)噪音
□(03)高溫

□(04)化學物質

□(05)交通事故

□(08)皆不會

□(06)其他，請說明

□(07)不清楚

《單身且從未結婚、離婚、分居、喪偶者，跳答 A23》
A22. 請問下列哪一項是您配偶（或同居伴侶）目前的狀況？(提示卡 3)
□(01)有全職工作
□(02)有兼職工作
□(03)不固定（打零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6)目前沒有工作，待業中

□(07)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08)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9)學徒、受職業訓練者

□(10)已經退休

□(11)家庭主婦/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

□(12)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

□(13)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14)服研發替代役

□(15)無薪假/育嬰假/留職停薪

□(16)堅持是全職工作或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A23 請問您家中，包含您本人在內總共有幾人？

人

a. 0～6 歲_______位； 7～12 歲_______位； 13~17 歲_______位； 65 歲或以上_______位
b. 有沒有行動不便的人？□(01)有

□(02)沒有

c. 您自己有沒有領身心障礙手冊？□(01)有 □(02)沒有
d. 家裡同住者有沒有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0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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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風險感知
B1. 以下要請問您有關災害或意外事故的問題：(提示卡 7)
a. 您平時會不會擔心自己或家人因颱風或淹水而受災？
非常擔心
□1
□2
□3
b. 您平時會不會擔心自己或家人因地震而受災？
非常擔心
□1
□2
□3
c. 您平時會不會擔心自己或家人的工作環境導致受傷或生病？
非常擔心
□1
□2
□3
d. 您平時會不會擔心自己或家人發生交通事故？
非常擔心
□1
□2
□3

□4

非常不擔心
□5

□4

非常不擔心
□5

□4

非常不擔心
□5

□4

非常不擔心
□5

B2. 請問您擔不擔心下列問題影響到您或您的家人？
非常擔心

擔心

無所謂
擔不擔心

不擔心

非常
不擔心

a.全球暖化影響氣候

01

02

03

04

05

b.核能電廠可能引發核災的風險

01

02

03

04

05

c.空氣污染

01

02

03

04

05

d.食物被重金屬或塑化劑汙染

01

02

03

04

05

e.水果、蔬菜、米、或麥片中殘留農藥

01

02

03

04

05

f.人類利用生物科技改變動植物的基因

01

02

03

04

05

g.科學技術的進步可能取代您的工作

01

02

03

04

05

h.網路或媒體提供不正確訊息

01

02

03

04

05

i.來自國內外的網路攻擊

01

02

03

04

05

B3. 請問您常不常採取行動來對抗或減緩各種環境問題、疾病(台語：生病)、或核災的發生？
□(01)總是 □(02)經常 □(03)偶爾 □(04)從來沒有 (提示卡 8)
B4. 關於複雜的科學與技術的政策，應該由專家來決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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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有人說，「許多政策爭議，政府委派的專家和民間專家往往意見不同，選擇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
是對的。」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C、災難
C1. 請問當颱風、水災發生時，您最常透過哪些管道獲得颱風、水災相關資訊(台語：代誌)？
(可複選) (提示卡 9)
□(01)電視
□(02)報紙
□(03)廣播
□(04)網路（例如：社群媒體、入口網站、BBS、即時通訊、新聞 APP）
□(05)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同儕（同事）
□(06)其他，請說明＿＿＿＿

□(07)都沒有

C2. 請問您有沒有做過以下這些防災準備工作？(可複選) (提示卡 10)
□(01)將汽機車或家用物品移往安全地點
□(02)投保災害保險
□(03)固定家中的櫃子或大型電器
□(04)準備防災包
□(05)瞭解、規劃避難的場所與路線
□(06)參加災害應變演練

□(07)都沒有

C3. 有關地震當下的行為，您認為「趴下、掩護、穩住」以及「躲在黃金三角」哪一個說法是現在政
府推廣的？
□(01)趴下、掩護、穩住
□(02)躲在黃金三角
□(03)以上皆對
□(04)以上皆錯
C4. 請問您主要居住地點是下列哪一種？ (提示卡 11-1)
□(01)居住在透天厝 (跳答 C5)
□(02)居住在只有一樓層的平房，不是鐵皮屋頂 (跳答 C5)
□(03)居住在只有一樓層的平房，是鐵皮屋頂 (跳答 C5)
□(04)居住在公寓或大樓
□(05)其他，請說明
C4a. 請問您的居住地點是在： (提示卡 11-2)
□(01)地下室
□(02)一樓
□(03)二樓以上，但不是頂樓 (跳答 C6)
□(04)居住於頂樓，但不是加蓋 (跳答 C6)
□(05)居住於頂樓加蓋處，不是鐵皮屋頂 (跳答 C6)
□(06)居住於頂樓加蓋處且為鐵皮屋頂 (跳答 C6)
□(07)其他，請說明

7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C5. 假設您家遇到淹水，水淹到多高，您會想要撤離？

公分。

□(995)不願撤離

C6. 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是誰的： (提示卡 12)
□(01)自己所有
□(02)夫妻共有-共同名下
□(03)配偶所有
□(04)父母所有
□(05)配偶父母所有
□(06)子女所有–我(或配偶)買給子女
□(07)子女所有
□(08)公司或機構所有
□(09)租用
□(10)政府社會救助(免租金)
□(11)其他，請說明
C7. 請問您主要居住地點房屋的屋齡幾年？

年。

以下請您想像一下您的家庭遇上重大天災時的情況：
C8. 請問若您家受災，能協助您清理住宅的約有多少人(含自己、家人)

人？

C8a. 請問您的住家萬一因為災難暫時無法居住，有沒有親友家可以讓您和家人借住至少一個星期？
□(01)有
□(02)沒有
C9. 如果您的住家因為災難損毀，您家有沒有可能以自己的經濟能力重建或購買新的住房？
□(01)非常可能
□(02)可能
□(03)不可能
□(04)非常不可能
C10. 如遇颱風或豪雨，恐形成嚴重水災必需進行撤離，請問您最可能去何處避難？(提示卡 13)
□(01)親友家
□(02)旅館/飯店
□(03)政府開設收容所(包含學校、活動中心、軍營等)
□(04)其他自有房屋
□(05)寺廟
□(06)其他，請說明
□(07)無
接著想請您回想一下過去 20 年來(自民國 88 年以來，也就是自 921 大地震那一年起)的情形
C11. 您大約有多少次因颱風或暴雨而造成淹水的經驗？________次。(0 次跳答 C13)
C12. 有沒有下面這些損失？(可複選) (提示卡 14)
□(01)自己或同住者受傷
□(02)失去工作
□(03)財產損失
□(05)其他，請說明
□(06)都沒有

□(04)心理創傷

C13. 請回想一下，您大約有多少次因颱風或暴雨而造成的坡地災害（包含土石流、坡地崩塌等）受
災經驗？__________次。(0 次跳答 C15)
C14. 有沒有下面這些損失？(可複選) (提示卡 14)
□(01)自己或同住者受傷
□(02)失去工作
□(03)財產損失
□(05)其他，請說明

□(06)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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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 請回想一下，您大約有多少次地震受災經驗？__________次。(0 次跳答 C17)
C16. 有沒有下面這些損失？(可複選) (提示卡 14)
□(01)自己或同住者受傷
□(02)失去工作
□(03)財產損失
□(05)其他，請說明
□(06)都沒有

□(04)心理創傷

C17. 請問過去 20 年來(從民國 88 年以來)，您有沒有因為水災、坡地災害或地震而搬家或房屋重建？
□(01)有
□(02)沒有
C18. 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為了要避免災害發生，而去限制您所居住地區的土地開發？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C19. 對災後重建物資或住房的分配，請問您覺得下面哪一種說法比較好？
□(01)應該快速有效，即使不公平也沒關係
□(02)應該要公平，即使影響效率也沒關係

(提示卡 15)

□(97)不知道

D、食品安全
D1. 媒體報導食物有問題時，您會盡量不吃嗎？
□(01)一定會 □(02)大概會
□(03)大概不會

□(04)一定不會

D2. 您會不會因為外食餐具的安全問題而自己準備餐具？
□(01)一定會 □(02)大概會
□(03)大概不會
□(04)一定不會
D3. 請問您會不會盡量食用有機的農、漁產品？
□(01)一定會 □(02)大概會
□(03)大概不會

□(04)一定不會

D4. 您擔不擔心政府隱瞞食品安全資訊？
□(01)非常擔心 □(02)擔心
□(03)無所謂擔不擔心

□(04)不擔心

□(05)非常不擔心

D5. 有人說：跟廠商的利益比起來，政府比較重視消費者健康，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D6. 當國外爆發動植物流行病時，對非法攜帶可能傳染病菌食品入境的人，您是否同意加重罰款？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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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交通風險與交通政策
E1. 請問您最常使用哪種交通工具？ (提示卡 16)
□(01)步行
□(02)捷運
□(03)公車
□(05)高鐵
□(09)輕軌列車
□(13)其他，請說明

□(06)腳踏車
□(10)計程車

□(04)火車

□(07)機車(續答 E2)
□(11)uber

E2. 請問您常不常以走路與自行車取代開車或騎機車？
□(01)從不
□(02)不常
□(03)偶爾
□(04)經常

□(08)汽車(續答 E2)
□(12)電動機車或其他電動車輛

□(05)總是

E3.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花在交通或交通工具上的費用大概多少？(提示卡 17)
□(01)0~500 元 □(02)501~1000 元 □(03)1001~5000 元 □(04)5001~10000 元

□(05) 10001 元以上

E4. 請問您認為您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嗎？
□(01)一定會 □(02)大概會
□(03)大概不會
□(04)一定不會
E5a. 為了推動空汙改善，根據現在的價格(約 4 萬元)，您願不願意購買電動機車？
□(01)非常願意
□(02)願意
□(03)無所謂願不願意
□(04)不願意
□(05)非常不願意
E5b. 為了推動空汙改善，根據現在的價格(約 200 萬元)，您願不願意購買電動汽車？
□(01)非常願意
□(02)願意
□(03)無所謂願不願意
□(04)不願意
□(05)非常不願意
E6. 請回想一下過去 20 年來(民國 88 年以來)，您大約有多少次車禍受害經驗？
E7. 有沒有下面這些損失？(可複選) (提示卡 18)
□(01)自己或同乘者受傷
□(02)失去工作
□(03)財產損失
□(05)其他，請說明
□(06)都沒有

次。(0 次跳答 E8)

□(04)心理創傷

E8a. 購買某種機車時，請問您主要考慮下列哪個因素？(提示卡 19)
□(01)價格便宜
□(02)省油
□(03)環保
□(04)安全配備

□(05)其他，請說明

E8b. 購買某種汽車時，請問您主要考慮下列哪個因素？(提示卡 19)
□(01)價格便宜
□(02)省油
□(03)環保
□(04)安全配備

□(05)其他，請說明

F. 核能風險與核能政策
F1. 您認為目前台灣高放射性核廢料(使用過的燃料棒)放在哪裡？
□(97)不知道
□(01)台東縣蘭嶼鄉
□(02)核電廠（新北市核一、二廠；屏東縣核三廠）
F2. 請問您認為目前的科學技術可以妥善處理核廢料嗎？
□(01)一定可以
□(02)大概可以
□(03)大概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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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請問您主張應繼續使用核電還是應廢除核電？ (提示卡 20)
□(01)應繼續使用核電
□(02)應廢除核電
□(03)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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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其他，請說明

F4. 請問您：核廢料放在用電量少的偏僻地方，對當地人公不公平？
□(01)非常公平 □(02)公平
□(03)無所謂公不公平
□(04)不公平

□(05)非常不公平

F5. 如果您所居住的地方每月可以得到回饋金(依目前台東蘭嶼為例，約每人每月 2600 元)，您是否同
意可以放核廢料？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F6. 請問您認為「台灣繼續使用核能發電可以改善空污問題」嗎？
□(01)一定可以 □(02)大概可以
□(03)大概不可以
□(04)一定不可以
F7. 目前核一廠已經超過 40 年的使用年限，但仍繼續營運，請問您擔不擔心？
□(01)非常擔心 □(02)擔心
□(03)無所謂擔不擔心
□(04)不擔心
□(05)非常不擔心

G. 空污風險與綠能政策
G1. 過去 12 個月中，您或您家人有沒有因為空氣污染而到醫院求診治療？ □(01)有

□(02)無

G2. 您認為台灣空氣污染最主要的來源是？ (提示卡 21)
□(01)境外(如中國沙塵暴)
□(02)火力發電
□(03)大工廠
□(04)柴油交通工具(如大貨車、飛機、船)
□(05)汽機車
□(06)其他，請說明
G3. 您認為下列何者是改善空氣污染需要優先管制的對象？ (提示卡 22)
□(01)火力發電
□(02)大工廠
□(03)柴油交通工具(如大貨車、飛機、船)
□(04)汽機車
□(05)其他，請說明
G4. 為了減少空污與碳排的風險，請問您願不願意配合漲電價，來推動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等）
的發展？ (提示卡 23-1)
□(01)不願意
□(02)願意，加 5％或以下
□(03)願意，加 6-10％
□(04)願意，加 11-15％
□(05)願意，加 16-20％
□(06)願意，加 21％以上
G5. 在台灣的企業必須配合加稅來節能減碳以保護台灣環境，請問您同不同意？ (提示卡 23-2)
□(01)不同意
□(02)同意，加 5％或以下
□(03)同意，加 6-10％
□(04)同意，加 11-15％
□(05)同意，加 16-20％
□(06)同意，加 2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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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請問您同不同意在確保安全下，開放在違章建築屋頂上放置太陽能板？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H. 科技使用與科技風險(人工智慧)
H1. 請問您每星期平均有幾天會看電視？ ________ 天 ( 0 天跳答 H3)
H2. 在您有看電視的日子，您大概一整天會看多久？______ 時 ______ 分
H3. 請問您從哪一年開始上網？民國______年
《不會上網或不會使用電腦/網路 請填(995) 並跳答 H12》
H4. 請問您最常用的社群網站是哪一個？ (提示卡 24)
□(01)Facebook(臉書)
□(02)LINE
□(04)Twitter
□(07)其他，請說明

□(03)Instagram

□(05)微博/WeChat(微信)/QQ
□(08)都沒有

□(06)YouTube

H5. 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網路上？ ______時______分
《請回答實際使用網路的時間，掛在網路上不算》
H6.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多常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例如臉書(Facebook)、部落格、YouTube、
Line、Skype、WeChat 等) 和人聊天、聯絡感情、一起玩遊戲、分享影音或影片等？(提示卡 25)
□(01)每天好幾次

□(02)幾乎每天

□(03)每個禮拜兩三次

□(04)每個月兩三次

□(05)每個月一次或更少

□(06)都沒有

H7.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多常透過網路(上網)買賣東西、辦事情或工作？(例如：瀏覽或查詢資訊、收
發 EMAIL、上網繳稅、買賣股票、住宿訂房、買機票等) (提示卡 25)
□(01)每天好幾次
□(04)每個月兩三次

□(02)幾乎每天
□(05)每個月一次或更少

□(03)每個禮拜兩三次
□(06)都沒有

H8. 請問您過去 12 個月來，在主要工作上多常使用通訊軟體（Email、LINE、臉書、TELEGRAM、
TRELLO、WhatsApp、Signal……等）？ (提示卡 25)
□(01)每天好幾次
□(02)幾乎每天
□(03)每個禮拜兩三次
□(04)每個月兩三次
□(05)每個月一次或更少
□(06)都沒有
H9. 請問您過去 12 個月來，多常在非上班時間，需要用通訊軟體處理工作事務？ (提示卡 25)
□(01)每天好幾次
□(02)幾乎每天
□(03)每個禮拜兩三次
□(04)每個月兩三次
□(05)每個月一次或更少
□(06)都沒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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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 請問過去 12 個月中，您符不符合下列情形：(提示卡 26)

非
常
不
符
合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a.一直想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

01

02

03

04

05

06

b.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來忘記個人的問題

01

02

03

04

05

06

c.曾試圖減少上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的時間，但是沒有成功

01

02

03

04

05

06

d.無法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時，會感到困擾或焦躁不安

01

02

03

04

05

06

e.太頻繁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以致對您的學業/工作
產生負面的影響

01

02

03

04

05

06

f.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經常遭遇到言詞攻擊(粗魯的/不尊
敬的/沒禮貌的)

01

02

03

04

05

06

H11. 當您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遭遇到負面攻擊或被散佈負面言詞時，您最常感受到： (提示卡 27)
□(01)使人討厭的
□(02)使人反感的
□(03)使人難堪的
□(04)使人沮喪的
□(05)使人不安的
□(06)使人受威脅的
H12. 請問您瞭不瞭解人工智慧？
□(01)非常瞭解 □(02)有些瞭解

□(03)不太瞭解

□(04)完全不瞭解

H13. 請問您大約每隔多久會去主動瞭解人工智慧的應用與發展？
□(01)幾乎每天 □(02)每週幾次
□(03)每月幾次
□(04)每月不到一次

□(05)從未

H14. 以下有關人工智慧的影響說法，您最同意哪一個？ (提示卡 28)
□(01)人工智慧的發展一定對社會有利
□(02)雖然有些風險，但是人工智慧的發展仍對社會有利
□(03)雖然有些好處，但是人工智慧的發展仍對社會不利
□(04)人工智慧的發展一定對社會不利
H15. 請問您擔不擔心下列人工智慧的風險：
非常擔心

擔心

無所謂
擔不擔心

不擔心

非常
不擔心

a. 造成個人隱私外洩

01

02

03

04

05

b.與一般人能接受的習慣或倫理有衝突

01

02

03

04

05

c. 被利用作為犯罪工具

01

02

03

04

05

d. 成為戰爭武器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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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6. 針對以上人工智慧可能的風險，最應該由誰來負責預防及處理？ (提示卡 29)
□(01)政府
□(02)公益非營利組織
□(03)企業
□(04)個人

J.身心健康評估
J1. 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目前的日子過得快樂嗎？
□(01)很快樂 □(02)還算快樂
□(03)沒什麼快不快樂

□(04)不太快樂

J2.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生活品質滿不滿意？
□(01)很滿意 □(02)還算滿意
□(03)沒什麼滿意或不滿意
J3. 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您的身體好不好？
□(01)非常好 □(02)很好
□(03)好 □(04)普通

□(05)很不快樂

□(04)不太滿意

□(05)很不滿意

□(05)不好

J4. 請問您過去12個月中看幾次醫生？
□(01) 0 次

□(02) 1-5 次

□(03) 6-10 次

□(04) 11-15 次

□(05) 16 次以上

J5. 身高________公分、體重________公斤【女性懷孕者，請填懷孕前體重】
J6. 請問您最近三個月有沒有持續或規律的運動？若有，平均每週運動幾次？
沒有持續或規律的運動 請填0
J7. 過去 12 個月中，您們家人間關係有沒有改變？(提示卡 30)
□(01)變非常差 □(02)變有些差
□(03)沒有改變
□(04)變有些好
J8. 過去 12 個月中，您與配偶或同居伴侶關係有沒有改變？(提示卡 30)
□(01)變非常差 □(02)變有些差
□(03)沒有改變
□(04)變有些好
□(06)沒有配偶或同居伴侶

次

□(05)變非常好

□(05)變非常好

J9. 過去 12 個月中，除了家人之外，您的其他人際關係有沒有改變？(提示卡 30)
□(01)變非常差 □(02)變有些差
□(03)沒有改變
□(04)變有些好
□(05)變非常好
J10. 過去一年中，與一年以前的情況相比，整體而言您的身體健康狀態有沒有改變？(提示卡 31)
□(01)差很多
□(02)差一點
□(03)沒有變化
□(04)好一點
□(05)好很多
J11. 過去一年中，與一年以前的情況相比，整體而言您的心理/精神健康狀態有沒有改變？
(提示卡 31)
□(01)差很多
□(02)差一點
□(03)沒有變化
□(04)好一點
□(05)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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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 過去一年中，與一年以前的情況相比，整體而言您的睡眠狀況有沒有改變？(提示卡 31)
□(01)差很多
□(02)差一點
□(03)沒有變化
□(04)好一點
□(05)好很多
J13. 請回想一下，從民國 88 年以來，您大約有多少次因開刀而住院的經驗(生小孩、醫美除外)？
____次。

K、生活狀況
K1. 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下面有一個由上到下的圖表。請
問您認為您目前屬於哪一層？(提示卡 32)

最頂層

□10

最頂層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最底層

□01

最底層

K2. 請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大概總共跟多少人(含同住家人)接觸？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講
話、見面、打電話、寫信、透過網路，對方是認識或不認識的都算。 (提示卡 33)
□(01) 0人 (跳答K5)
□(02)1-4人
□(03)5-9人
□(04)10-19人
□(05)20-49 人
□(06)50-99 人
□(07)100 人或以上
□(94)無法選擇
K3. (承 K2)請問這些人裡面大概有多少是您平常面對面接觸的? (提示卡 34)
□(01)都是或幾乎都是
□(04)只有一些

□(02)大部份是
□(05)都不是或幾乎都不是

□(03)大概一半
□(94)無法選擇

K4. (承 K2)這些人裡面大概有多少是您認識的？ (提示卡 34)
□(01)都是或幾乎都是
□(04)只有一些

□(02)大部份是
□(05)都不是或幾乎都不是

K5. 現在的鄰居裡面，您大概跟多少位打過招呼？
□(01)0位
□(02)1-4位
□(03)5-9位
□(04)10-2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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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大概一半
□(94)無法選擇

□(05)30位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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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 當您需要的時候，請問您大概可以請多少位鄰居幫忙，例如：借醬油、幫忙收信、幫忙照顧(接)
小孩、和提供意見等。
□(01)0 位
□(02)1-2 位
□(03)3-4 位
□(04)5-9 位
□(05)10 位或以上
K7. 您過去 12 個月以來總共出國幾次?

次

K8. 整體而言，您信不信任下列單位或組織？
非常信任

信任

a.中央政府

01

02

無所謂
信不信任
03

04

非常
不信任
05

b.縣市政府

01

02

03

04

05

c.鄉鎮市區公所

01

02

03

04

05

d.大型民間組織

01

02

03

04

05

e.專家學者

01

02

03

04

05

不信任

K9. 請問您目前是不是以下組織/社團/團體的成員？如果是的話，請問您是不是積極地參與組織/
社團/團體活動？(網路上的團體也算) (提示卡 35)
是，積極參與活動 是，但很少參與活動

不是

a. 政治團體

01

02

03

b. 社區(村里)管理委員會

01

02

03

c. 社會服務團體(志工/非營利組織/公民運動/
消費者合作團體)

01

02

03

d. 宗教團體

01

02

03

e. 康樂性團體(嗜好、運動)

01

02

03

f. 工會/職業/專業協會/工商會

01

02

03

01

02

03

g. 其他組織/社團/團體（請說明

）

K10. 請問在您的家人、親戚、好朋友或其他認識的人裡面，有沒有現在在做下列這些工作的人？
所謂認識，意思是您必須要叫得出他們的名字或稱呼，而且彼此夠熟，可以跟他們聯絡。
如果您認識好幾個人現在在做同一個職業，請選您最熟的一位。 (提示卡36)
請問您認識的人當中有沒有…?

這位是您的什麼人?

a. 大公司或大企業老闆
b. 清潔工
c. 美髮師或理髮師
d.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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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汽車維修工
f. 警察
g. 縣市議員
h. 新聞記者
i. 醫生
K10 選項

(01)家人或親戚

(02)好朋友

(03)其他我認識的人

(04)沒有認識

K11. 請問在民國 107 年 11 月縣市長選舉中您投票給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提示卡 37)
□(01)國民黨
□(02)民進黨
□(03)新黨
□(04)親民黨
□(05)台聯
□(07)時代力量
□(08)其他，請說明
□(10)泛綠
□(11)有，但拒答或忘記投給誰
□(13)當時年滿 20 歲但沒有投票權

□(06)無黨籍
□(09)泛藍
□(12)沒有去投票
□(14)當時未滿 20 歲

K12. 一般而言，請問您會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提示卡 38)
□(01)國民黨
□(02)民進黨
□(04)親民黨
□(05)台聯
□(07)時代力量
□(08)其他，請說明
□(10)泛綠

□(03)新黨
□(06)無黨籍
□(09)泛藍

□(11)有支持政黨，但不回答

K13. 請問您平均每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含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
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兼業收入、投資利息、紅利、房租收入、退休金、父母或小孩給予的生
活費、政府津貼給付等其他收入)

《訪員請唸出括號內的說明》

(提示卡 39)

□(01)無收入（例如：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30 萬元以下

□(23)3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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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4. 包括各種收入來源，請問您全家人的所有稅前收入，每個月大約多少元？(含薪資、年終獎金、
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兼業收入、投資利息、紅利、房租收入、退休金、
父母或小孩給予的生活費、政府津貼給付等其他收入) 《訪員請唸出括號內的說明》 (提示卡 40)
□(01)無收入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30 萬元以下

□(23)30-40 萬元以下

□(24)40-50 萬元以下

□(25)50-100萬元以下

□(26)100萬元以上

K15.今年一月到六月，您有沒有使用健保卡看過牙醫(有用到健保卡的就算)?
□(01)有
□(02)沒有
K16.請問您目前是否領有台灣普通小型車駕駛執照？
□(01)有
□(02)沒有

受訪者電話（市話）：
訪問結束時間：

受訪者手機：
月

日

時

非常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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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訪問紀錄
一、訪問行為
ZA0.在開始訪問後，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01)是
□(02)否（請續填下列訪問開始與結束時間） （24 小時制）
第一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第二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第三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ZA1.受訪者有沒有收到由計畫小組寄發的訪函？
□(01)有收到，但沒有打開看（請訪員說明訪函內容)
□(03)沒有，訪員當場遞上備用訪函
□(05)其他，請說明

□(02)有收到，且有看過信函的內容
□(04)沒有，由計畫小組補寄訪函

ZA2 本次訪問時，問卷的記錄方式為何？
□(01)全程以 CAPI 系統記錄
□(02)一部份以 CAPI 系統記錄，一部份以紙本問卷記錄，原因(請說明)
□(03)全程以紙本問卷記錄，原因(請說明)
□(04)其他(請說明)
ZB1.有沒有其他人陪同您進行訪問？
□(01)有，有人跟訪（含觀摩見習），請說明訪員編號
□(02)有，請說明陪同者的身份

□(03)沒有

ZB2.有沒有事先與受訪者約定訪問時間？ □(01)有

□(02)沒有

ZB3.請問最後一次訪問受訪者（完訪）是在哪裡進行的？
□(01)受訪者家裡
□(02)受訪者家門口
□(03)受訪者居住的大樓／社區的公共場所（含警衛室、一樓大廳等）
□(04)受訪者工作地點
□(05)受訪者就讀學校
□(06)商店（超商、咖啡廳、速食店等） □(07)其他地方，請說明
ZB4.訪問過程中，您有沒有唸出題目？
□(01)有，整份問卷都有唸，而且沒有給受訪者看題目
□(02)有，整份問卷都有唸，但有給受訪者看題目（不含提示卡）
□(03)有，部分問卷有唸，部分沒有，請說明原因
□(04)整份問卷都沒有唸，請說明原因
ZB5.訪問時，有沒有受訪者家人、朋友、鄰居等人在場？
□(01)有(續答 ZB5a、ZB5b)
□(02)沒有（跳答 ZB6）
ZB5a.是受訪者的什麼人？（可複選）
□(01)子女／婿媳
□(02)配偶／同居伴侶
□(04)父母／公婆／岳父母 □(05)祖父母／外祖父母
□(07)其他親戚
□(08)幫傭
□(10)同學或同事
□(11)其他人，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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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06)孫兒／外孫（或其配偶）
□(09)鄰居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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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5b.有沒有干擾受訪者回答題目，或直接幫受訪者回答題目？
□(01)有，請說明題號
□(02)沒有
ZB6.訪問過程中，受訪者有沒有以下情形而影響訪問？（可複選）
□(01)口語表達障礙
□(02)聽力障礙
□(03)心智障礙，請說明
□(04)語言不通需透過翻譯，請說明翻譯人的身份
□(05)其他問題，請說明
□(06)都沒有
ZB7.從您接觸到這位受訪者開始，他還沒答應受訪以前，您花了多少力氣，才讓他接受訪問？
□(01)說明訪問開場白後就答應（訪問開場白包含執行單位、主題及自我介紹）
□(02)需要再清楚說明訪問內容與目的等相關資訊
□(03)除了上述說明外，還需再三拜託懇請他幫忙
ZB8.訪問結束後，您有沒有將禮券送給受訪者？
□(01)有，受訪者有收下禮券
□(02)有，但受訪者沒有收下禮券
□(03)有，但受訪者將禮券送給訪員
□(04)沒有，因已無禮券但已通知計畫小組補送給受訪者，寄至戶籍地址。
□(05)沒有，因已無禮券但已通知計畫小組補送給受訪者，寄至現住地址。
□(06)沒有，因已無禮券但已通知計畫小組補送給受訪者，寄至其他地址。
收件人姓名：
，地址
□(07)其他，請說明

二、訪問情境評估
ZC1.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接受訪問的意思？（可複選）
□(01)開始時有
□(02)訪問中有
□(03)訪問到最後有 □(04)都沒有
ZC2.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是否曾表示過不耐煩？
□(01)從未
□(02)很少
□(03)有時

□(04)經常

ZC3.整體而言，您覺得受訪者回答的可信度為何？
□(01)非常不可信
□(02)有些不可信
□(03)還算可信

□(04)非常可信

ZC4.整體而言，您覺得受訪者對您的信任程度如何？
□(01)非常不信任
□(02)有些不信任
□(03)有些信任

□(04)非常信任

ZC5.整體而言，您覺得受訪者對問卷題目的瞭解程度如何?
□(01)非常不瞭解
□(02)有些不瞭解
□(03)還算瞭解

□(04)非常瞭解

ZC6.這位受訪者曾經反問您對問卷題目的意見或態度嗎？
□(01)從未
□(02)一次到兩次
□(03)三次到五次

□(04)六次或以上

ZC7.對於其他大多數受訪者都不需要說明的問卷題目，您需要對這位受訪者額外重複詢問或說明題意
嗎？
□(01)都不需要 □(02)一次到兩次 □(03)三次到五次 □(04)六次到十次 □(05)十一次或以上
ZC8.對於不是計畫規定要先追問方向再追問強弱的問卷題目，您需要額外追問這位受訪者的回答，才
能問出他的答案嗎？
□(01)都不需要 □(02)一次到兩次 □(03)三次到五次 □(04)六次到十次 □(05)十一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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