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國內旅遊部分
國內旅遊定義：指個人離開日常生活圈到國內某地從事旅遊活動（包括觀光、休憩、度假、商（公）
務旅行、宗教性旅行、探訪親友、健身運動度假、生態旅遊、會議度假），旅遊期
間不超過 1 年者（含當日來回）。
【開場白】以下想請教您在過去 3 個月，也就是今(109)年 1 月到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的國內旅遊情形：
一、請問您今(109)年 1 月到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間，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_________次
【若受訪者回答 3 次以下，請訪員再次提示國內旅遊的定義】
【回答 0 次者續答第二題，其他跳答第三題】
A、其中當日來回的有幾次？

次

B、其中 2 天 1 夜的有幾次？

次

C、其中 3 天 2 夜的有幾次？

次

D、其中 4 天 3 夜的有幾次？

次

E、其中 5 天 4 夜或以上的有幾次？

次

二、請問您沒有在國內旅遊最主要的原因是？
【只問當季未旅遊者，除選擇(12)外，其餘選項跳答第十九題】
（1）出國旅遊
（2）沒有興趣
（3）想去，沒有時間
（4）想去，找不到同行者
（5）想去，不知道哪些地方好玩
（6）想去，無法負擔費用或預算不符
（7）想去，無法解決交通問題（遊憩地點聯
外接駁大眾運輸工具不方便、怕塞車、
路況不佳、訂不到機位或買不到車票）

（8）想去，健康狀況不佳（含懷孕、生產）
（9）想去，旅遊地點遊客太多
（10）想去，氣候狀況不佳
（11）想去，無法解決住宿問題
（1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續答第二 a 題】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__
（99）拒答

二 a、請問您本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沒有在國內旅遊的原因? (可複選) 【答完跳答第十九題】
(1)擔心受到感染
(5)公司/學校規定(禁止)
(2)旅遊同伴取消旅遊計畫
(6)收入減少
(3)配合政府防疫宣導政策
(65)其他(請紀錄)_______________
(4)景點因應疫情的措施與限制
(99)拒答

＊＊以下各題（三至十六題）請選擇有記憶的國內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問(不限制次數)＊＊
三、請問您第

次旅遊的時間是在幾月份？

月

四、請問您第

次旅遊有去過哪些景點(指有具體名稱的旅遊景點)? (可複選，不限制)

問卷─2

五、請問您第
次旅遊主要是利用哪種假期？
（1）國定假日
(1a)春節連續假日
(1e)端午節連續假日
(1b)228 連續假日
(1f)中秋節連續假日
(1c)兒童清明節連續假日
(1g)雙十國慶連續假日
(1d) 51 勞動節連續假日
(1h)其他國定假日
（2）週末、星期日
（3）平常日(如特意休假、寒暑假及其他平常日等)
(3a)寒暑假的平常日

(3b)其他平常日

（99）拒答
六、請問您第

次旅遊的天數是幾天幾夜？

天

夜

【夜數 0 表示無過夜者，過一夜者以 1 表示，以此類推】
七、請問您第
次旅遊主要住宿方式是：
（1）當日來回，沒有在外過夜 【跳答第八題】 （6）親友家（含自家）
（2）旅館
（65）其他（請記錄）___
（3）招待所或活動中心
（99）拒答
（4）民宿
（5）露營

七 a、請問您第

【跳答第八題】
【跳答第八題】
【跳答第八題】

次旅遊時住宿房間(或營位)每間房(營位)每日之住宿費大約是？

（1）未滿 500 元

（8）5,000～未滿 7,000 元

（2）500～未滿 1,000 元

（9）7,000～未滿 10,000 元

（3）1,000～未滿 1,500 元

（10）10000～未滿 15,000 元

（4）1,500～未滿 2,000 元

（11）15,000～未滿 20,000 元

（5）2,000～未滿 3,000 元

（12）2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3,000～未滿 4,000 元

（88）不知道

【跳答第八題】

（7）4,000～未滿 5,000 元

（99）拒答

【跳答第八題】

七 b、請問幾個人住一間(一營位)？
七 c、請問您第
八、請問您第

人

次旅遊主要住宿的縣市是_____(可複選)?

次旅遊的主要目的是

（1）觀光、休憩、度假
（2）商（公）務旅行
（3）探訪親友
（65）其他(請記錄)____
（99）拒答
八 a、請問您第______次旅遊有沒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改變旅遊安排?
（1）沒有
（2）有，

請問您受影響而改變的旅遊安排是?(可複選)
(1) 交通工具
(5) 餐飲方式
(2) 旅遊天數
(6) 出遊地點選擇
(3) 旅遊方式
(65) 其他(請紀錄)____________
(4) 住宿方式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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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九、請問您第
次旅遊的方式是
（1）參加旅行社套裝旅遊
（旅行社已經安排好的套裝旅遊商品、台灣觀巴、觀光列車等）【跳答第九_3 題 、第九_4 題】
（2）參加學校舉辦的旅遊
(包含班級校外教學、畢業旅行或學校社團活動等)
（3）參加機關、公司舉辦的旅遊
【回答(2)~(7)、(65)及(99)跳答第九_2
（4）參加宗教團體舉辦的旅遊
題】
（5）參加村里社區或老人會舉辦的旅遊
（6）參加民間團體舉辦的旅遊
（例：登山協會、賞鳥協會等舉辦的旅遊）

（7）參加其他團體舉辦的旅遊（請記錄）
（8）自行規劃行程旅遊【續答第九_1 題】
（65）其他（請記錄）____
（99）拒答
九_1、請問您這次旅遊，有沒有付費購買其他旅遊行程產品?(可複選)
（1）有
（1a）半日遊(一日遊、兩日遊等)行程
（2b）套票
（3c）其他(請記錄)_______________
（2）沒有【續答第九_2 題】
九_2、請問您這次旅遊是不是由旅行社承辦？
（1）是
【除第九題回答(8)者跳答第九_4 題外，其餘跳答第十題】
（2）不是
【跳答第十題】
（98）不知道【跳答第十題】
（99）拒答 【跳答第十題】
九_3、請問您會選擇參加套裝旅遊的原因?(可複選)
（1）套裝行程內容具吸引力(包括景點、住宿、餐飲、搭乘的交通工具等)
（2）缺乏到旅遊景點的交通工具
（3）節省自行規劃行程的時間
（4）價格具吸引力
（5）不必自己開車
（65）其他（請記錄）_____
（99）拒答
九_4、請問您會選擇該旅行社的原因?(可複選)
（1）旅行社的聲譽佳、 知名度高
（2）過去參加過該旅行社的行程
（3）價格合理公道
（4）親友推薦
（5）想去的行程或景點只有這家旅行社有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_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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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請問您第
次旅遊主要利用的交通工具是：(可複選)
（1）自用汽車（包含向別人借）
（7）捷運
（65）其他（請記錄）______
（2）遊覽車
（8）飛機
（99）拒答
（3）公、民營客運
（9）船舶
(3a)快捷巴士及台灣好行景點接駁公車
（10）出租汽、機車(自駕)
(3b)其他一般公、民營客運
（11）計程車(含 Uber、包車)
（4）自用機車（包含向別人借）
（12）腳踏車(含 YouBike 等公共自行車)
（5）臺鐵
（13）旅遊專車(台灣觀巴、雙層觀光巴士等)
（6）高鐵
（14）纜車

十一、請問您第
次旅遊有沒有同伴
（1）有
（2）沒有【跳答第十二 a 題】
十一 a、請問在第
7～11 歲者有

次的旅遊同伴中，與您同戶(同住家人)且 12 歲以上者有
人，0～6 歲者有

人，

人。

（未包括 12 歲以下且未與家人一起的旅遊，如學校、班級或與同學的旅遊）
十二 a、針對這次旅遊，請問您旅遊的交通、住宿、餐飲、娛樂、購物及其他費用中，您支付個人所需的總
金額大約是（包含補助、招待、家人或同行者替您付的錢，但不包含幫同行者支付的部分）
：
（1）0 元/不用錢
（9）5,000～未滿 7,000 元
（2）未滿 25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3）250～未滿 500 元
（11）10,000～未滿 15,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2）15,000～未滿 2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3）2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98）不知道
（7）3,000～未滿 4,000 元
（99）拒答
（8）4,000～未滿 5,000 元
十二 a1、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屬於您個人的團費或套裝旅程費用是：
（1）0 元/不用錢【跳答第十二 a2 題】
（8）5,000～未滿 7,000 元
（2）未滿 500 元
（9）7,000～未滿 10,000 元
（3）500～未滿 1,000 元
（10）10,000～未滿 15,000 元
（4）1,000～未滿 2,000 元
（11）15,000～未滿 20,000 元
（5）2,000～未滿 3,000 元
（12）2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3,000～未滿 4,000 元
（98）不知道
（7）4,000～未滿 5,000 元
（99）拒答
十二 a1_1、繳交的團費(套裝行程費用)包含哪些項目：(可複選)
（1）交通費
（5）其他費用
（2）住宿費
（98）不知道
（3）餐飲費
（99）拒答
（4）娛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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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十二 a2、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交通費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
（9）2,000～未滿 2,500 元
（2）未滿 100 元
（10）2,500～未滿 3,000 元
（3）100～未滿 200 元
（11）3,000～未滿 4,000 元
（4）200～未滿 400 元
（12）4,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5）400～未滿 600 元
（98）不知道
（6）600～未滿 1000 元
（99）拒答
（7）1000～未滿 1500 元
（8）1500～未滿 2000 元

元）

十二 a3、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住宿費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
（9）5,000～未滿 7,000 元
（2）未滿 5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3）500～未滿 1,000 元
（11）10,000～未滿 15,000 元
（4）1,000～未滿 1,500 元
（12）15,000～未滿 20,000 元
（5）1,500～未滿 2,000 元
（13）2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98）不知道
（8）4,000～未滿 5,000 元
（99）拒答
十二 a4、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餐飲費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
（9）2,000～未滿 3,000 元
（2）未滿 100 元
（10）3,000～未滿 4,000 元
（3）100～未滿 300 元
（11）4,000～未滿 5,000 元
（4）300～未滿 500 元
（12）5,000～未滿 7,000 元
（5）500～未滿 700 元
（13）7,000～未滿 10,000 元
（6）700～未滿 1,000 元
（14）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7）1,000～未滿 1,500 元
元）
（8）1,500～未滿 2,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十二 a5、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娛樂費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
（8）3,000～未滿 4,000 元
（2）未滿 200 元
（9）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400 元
（10）5,000～未滿 7,000 元
（4）400～未滿 600 元
（11）7,000～未滿 10,000 元
（5）600～未滿 1,000 元
（12）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1,000～未滿 2,000 元
（98）不知道
（7）2,000～未滿 3,000 元
（99）拒答
十二 a6、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購物費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跳答第十二 a7 題】
（7）3,000～未滿 4,000 元
（2）未滿 2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問卷─6

元）

十二 a6_1、請問屬於您個人的購物費包含哪些項目?(可複選，再依有的項目詢問該項金額)
(1)服飾或相關配件(例如皮包、鞋子...)
(2)紀念品或手工藝品類
(3)生鮮農特產(如蔬菜、水果、海鮮…等)
(4)加工農特產(如水果乾、鳳梨酥、茶葉…等)
(5)美妝類(如化妝品、香水、保養品、面膜、…等)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_______
十二 a6_1a，請問您購買的服飾或相關配件(例如皮包、鞋子...) 大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十二 a6_1b，請問您購買的紀念品或手工藝品類大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十二 a6_1c，請問您購買的生鮮農特產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十二 a6_1d，請問您購買的加工農特產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6）2,000～未滿 3,000 元

十二 a6_1e，請問您購買的美妝類大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6）2,000～未滿 3,0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98）不知道
（99）拒答

（7）3,000～未滿 4,0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98）不知道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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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a6_1f，請問您購買的其他(______)大約是多少錢?
（1）未滿 1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2）100~未滿 2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9）5,000～未滿 7,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10）7,000～未滿 10,000 元
（5）1,000～未滿 2,000 元
（11）10,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2,000～未滿 3,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十二 a7、針對十二 a 回答的總金額中(除團費外)，屬於您個人的其他費用大約是
（1）0 元/不用錢
（6）2,000～未滿 3,000 元
（2）未滿 200 元
（7）3,000～未滿 4,000 元
（3）200～未滿 500 元
（8）4,000～未滿 5,000 元
（4）500～未滿 1,000 元
（9）5,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5）1,000～未滿 2,000 元
（98）不知道
（99）拒答

元）

元）

十二 a8、請問您這次的旅遊有沒有使用行動支付，支付任何的費用?
（1）沒有
（2）有
十二 a8_1 請問您支付的費用項目為?(可複選)
(1) 交通費
(2) 住宿費
(3) 餐飲費
(4) 娛樂費
(5) 購物費
(65)其他費用(請紀錄_________)

十三、請問您選擇參加（或規劃）第

次旅遊的旅遊地點時主要的考慮因素是什麼？（至多可選 3 項）

第一重要_______ 第二重要_______ 第三重要_______
( 第八題回答(3)或第九題回答(2)~(7)者，此題不用回答)
（1）有主題活動
（10）業者促銷優惠活動
（2）民俗節慶活動
（11）配合同行兒童(12 歲以下)的喜好
（3）新景點/新設施
（12）配合長輩的喜好
（4）參觀展覽
（13）有旅遊補助措施(如紓困振興方案等)
（5）品嚐美食
（14）配合國民旅遊卡
（6）沒去過、好奇
（15）旅遊地點人潮少
（7）紓壓休閒保健
（16）該地區無疫情(如新冠肺炎、登革熱、流感等)顧慮
（8）交通便利或接駁方便
（65）其他（請記錄）_____
（9）有無障礙設施
（99）拒答
十四、請問您第
次旅遊的相關資訊主要從哪裡獲得？ (可複選)
（1）電子媒體(如電視、廣播、數位活動看板等)
（6）旅行社
（2）平面媒體(如旅遊叢書、報章、雜誌等)
（7）旅遊展覽
（3）網路網絡與社群媒體
（8）未曾蒐集相關資訊
（4）旅遊服務中心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
（5）親友、同事、同學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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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請問您第
（1）有
（2）沒有
（99）拒答

次旅遊有沒有使用在網路上訂購之旅遊相關產品？
十五 a、請問您使用的旅遊相關產品是?(可複選)
(1)套裝行程(含景點參觀、交通、餐飲或住宿的行程
如高鐵假期、巴士旅遊、火車之旅等)
(2)旅館、民宿
(3)門票(如遊樂園、展覽、表演、演講等活動之門票)
(4)機票
(5)臺鐵火車票
(6)高鐵票
(7)租車
(65)其他(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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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請問在第

次旅遊中，您主要從事哪些活動項目？ (可複選)

十六 a、自然賞景活動

十六 d、遊樂園活動

（101）觀賞海岸地質景觀、濕地生態、田園風光、 （401）機械遊樂活動（如碰碰車、雲霄飛車等）
溪流瀑布等
（402）水上遊樂活動
（102）森林步道健行、露營、登山、溯溪
（403）觀賞園區表演節目
（103）觀賞動物(如賞鯨、螢火蟲、賞鳥、賞蝶、貓熊等)

（404）遊覽園區特殊主題

（104）觀賞植物(如賞花、賞櫻、賞楓、神木等)

（465）其他(請紀錄)______

（105）觀賞日出、雪景、星象等自然景觀

十六 e、美食活動

（165）其他(請紀錄)______

（501）品嚐當地特產、特色美食

十六 b、文化體驗活動

（502）夜市小吃

（201）觀賞文化古蹟

（503）茗茶、喝咖啡、下午茶

（202）節慶活動(元宵燈會、天燈、大甲媽祖文化節、划龍

（504）健康養生料理體驗

舟、中元節搶孤等)

（505）美食推廣暨教學活動

（203）表演節目欣賞

（565）其他(請紀錄)______

(演唱會、歌劇、舞臺劇、參加錄影節目等)

十六 f、其他休閒活動

（204）參觀藝文展覽（如博物館、美術館等）
（205）參觀活動展覽（如博覽會、旅展、電腦展等）

（601）駕車（汽機車）兜風

（206）傳統技藝學習(如：竹藝、陶藝、編織等)

（602）泡溫泉、做 Spa

（207）原住民文化體驗(阿美族豐年祭、達悟族飛魚季等)

（603）逛街、購物

（208）宗教活動(如進香、拜拜等)

（604）看電影

（209）農場農村旅遊體驗(如稻米蔬果採摘品嚐、餵食動
物、傳統美食 DIY 體驗…)

（605）乘坐遊艇、渡輪、搭船遊湖

（210）懷舊體驗

（607）參觀觀光工廠

（606）纜車賞景

（211）參觀有特色的建築物

（608）乘坐熱汽球
（212）參觀戲劇節目熱門景點(電影、偶像劇拍攝場景等) （665）其他(請紀錄)______
（265）其他(請紀錄)______

十六 c、運動型活動

（701）純粹探訪親友，沒有安排任何活動

（301）游泳、潛水、衝浪、滑水、水上摩托車

【跳答第十八題】

（302）泛舟、划船

（99） 拒答【跳答第十七題】

（303）釣魚
（304）飛行傘
（305）球類運動（如高爾夫、棒球、籃球、網球、羽球、
等）

（306）攀岩
（307）滑草
（308）騎協力車、單車
（309）觀賞球賽
（如高爾夫、棒球、籃球、網球、羽球、等）

( 310 ) 路跑、馬拉松
（365）其他(請紀錄)____
十六_1 請問在第

次旅遊主要從事的活動項目中，您最喜歡的遊憩活動為

(選項為受訪者第十六題選擇的主要從事活動)

＊＊以上各題（三至十六題）是選擇有記憶的國內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問(不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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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請問您對 1 月至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間國內旅遊的整體滿意度是：
(1) 非常滿意
(2) 還算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回答不太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者，請續答十七_1 不滿意的項目、原因、遊覽地點或建議
十七_1 不滿意的地方？遊覽地點為何？有什麼樣的建議？
不滿意項目

回答不滿意(含不太滿意及非常不滿
意者)，進一步詢問不滿意的原因

□1.天然資源維護與自然景觀

□1.過於人工化 □□65.其他___
□2.人為破壞

□2.環境管理與維護

□1.管理欠佳
□2.缺乏維護

□3.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專業或效率
□4.聯外大眾運輸方便性
□5.住宿設施
□6.餐飲設施

□3.規劃不理想
□65.其他___

□1.態度不佳
□3.專業度不夠
□2.工作人員不足 □65.其他___
□1.班次少
□65.其他___
□2.沒有直達車
□1.價格貴
□2.設施老舊
□1.衛生欠佳
□2.價格貴
□3.空間小

□65.其他___
□4.選擇性少
□65.其他___

□7.盥洗室清潔與便利

□1.髒亂
□65.其他___
□2.太少或沒有公廁

□8.停車場設施

□1.收費貴
□4.動線不佳
□2.太少或沒有 □65.其他___
□3.距離景點過遠

□9.遊樂設施

□1.設施不足
□2.缺乏維護

□65.其他___

□10.門票收費

□1.收費太貴

□65.其他___

□11.指示牌清楚性

□1.標示不清楚
□2.不明顯或太小

□12.旅遊安全性

□65.其他___

□13.交通順暢情形

□1 車流過多
□65.其他___
□2 路線規劃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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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沒有指示牌
□65.其他___

不滿意的遊覽地點
或建議

十八、請問您今(109)年 1 月到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有沒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而增加或減少國內旅遊次數?
(1)有，增加國內旅遊次數

請問您增加國內旅遊次數的原因為(可複選)?
(1) 對台灣防疫有信心
(2) 景點人潮少
(3) 業者促銷優惠活動
(4) 政府紓困振興方案
(5) 公司鼓勵休假旅遊
(6) 原規劃的出國旅遊轉為國內旅遊
(65)其他(請紀錄)________________
(99)拒答

(2)有，減少國內旅遊次數

請問您減少國內旅遊次數的原因為(可複選)?
(1) 擔心受到感染
(2) 旅遊同伴取消旅遊計畫
(3) 配合政府防疫宣導政策
(4) 景點因應疫情的措施與限制
(5) 公司/學校規定(禁止)
(6) 收入減少
(65)其他(請紀錄)________________
(99)拒答

(3)沒有受到影響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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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出國旅遊部分
出國旅遊定義：指居住於臺閩地區人民離開國境出國旅行，從事包括觀光(例如：休閒、遊憩、度
假）
、商務、探訪親友、短期遊學等活動，旅遊期間不超過一年者。
【開場白】以下再請教您出國旅遊（包含觀光、商務、探親、短期遊學等活動）的情形，
十九、請問影響您本季出國旅遊意願最主要的原因為？
（1）行程(景點與活動)內容具吸引力
（7）身體健康狀況許可
（2）機票或團費價格便宜
（8）工作或家庭照顧有適切的安排
（3）假期長短或時間可以配合
（9）親友邀約
（4）預算充足
（10）離開國內，紓解壓力
（5）匯率變動
（11）沒有意願出國
（6）商務需要
（1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65）其他_______(請記錄)
二十、請問您今(109)年 1 月到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間出國旅遊過幾次？
次【回答 0 次者，跳答第三十一題】
二十一、請問您有沒有因為出國旅遊而減少國內旅遊次數？
（1）有，有因出國而減少國內旅遊
（2）沒有，沒有影響
（99）拒答

＊＊以下各題（二十二至三十題）請選擇有記憶的出國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問(不限次數)＊＊
二十二、請問您第

次出國共在國外停留

二十三、請問您第

次出國出境的交通工具為?

（1）飛機，

天

夜

請問您搭乘的飛機為(1)國籍航空(如中華、長榮、虎航、星宇、華信)
(2)非國籍航空
(98)不知道
(99)拒答

（2）郵輪
（3）渡輪(小三通)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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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請問您第

次出國到過哪幾個國家或地區（不包括過境及轉機者）？（可複選）

亞洲地區
（1）香港
（2）大陸
（3）澳門
（4）泰國(含普吉島)
（5）馬來西亞
（6）新加坡
（7）印尼(含峇里島)
（8）菲律賓
（9）越南
（10）柬埔寨
（11）緬甸
（12）日本(含琉球)
（13）韓國
（14）印度
（60）亞洲其他(請記錄)____

二十五、請問您第

美洲地區
（15）美國(含關島、夏威夷)
（16）加拿大
（61）美洲其他(請記錄)____
歐洲地區
（17）英國
（18）荷蘭
（19）比利時
（20）法國
（21）德國
（22）瑞士
（23）奧地利
（24）捷克
（25）匈牙利
（26）義大利
（27）希臘
（28）西班牙
（62）歐洲其他(請記錄)____

大洋洲地區
（29）澳洲
（30）紐西蘭
（31）帛琉
（63）大洋洲其他(請記錄)
非洲地區
（32）南非
（64）非洲其他（請記錄）____
（65）其他(請記錄)____

次出國旅遊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1）觀光旅遊（例如：休閒、遊憩、度假）
（2）商務（業務或考察、會議或展覽、表演或比賽）
【跳答第二十七題】
（3）探訪親友
【跳答第二十七題】
（4）短期遊學
【跳答第二十七題】
（65）其他（請記錄）____【跳答第二十七題】
（99）拒答
【跳答第二十七題】
二十六 a、請問您第
（1）

次出國主要是利用哪種假期？

國定假日
(1a)春節連續假日
(1b)228 連續假日
(1c)兒童清明節連續假日
(1d) 51 勞動節連續假日

(1e)端午節連續假日
(1f)中秋節連續假日
(1g)雙十國慶連續假日
(1h)其他國定假日

（2）週末、星期日
（3）平常日(如特意休假、寒暑假及其他平常日等)
(3a)寒暑假的平常日

(3b)其他平常日

（99）拒答
二十六 b、請問您第

次旅遊選擇到該國(或地區)旅遊的主要原因為何？

（1）購物
（2）公司招待（包括中獎招待者）
（3）親友邀約
（4）離開國內，紓解壓力
（5）旅費便宜
（6）遊憩設施佳
（7）好奇，體驗異國風情

（8）特殊觀光活動
（9）歷史文物
（10）旅遊交通方便
（11）品嚐異國美食風味
（12）宗教因素
（13）旅遊國家(地區)沒有相關疫情或疫情影響不大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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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請問您第
次出國是如何安排？
（1）參加團體旅遊、獎勵或招待旅遊
（2）向旅行社購買「自由行」或參加「機加酒」行程
（3）委託旅行社代辦部分出國事項（如代辦簽證、訂機票、旅館等）
（4）未委託旅行社代辦，全部自行安排【跳答第二十八題】
二十七 a、請問您會選擇該旅行社的原因?(可複選)
（1）旅行社的聲譽佳、 知名度高
（2）過去參加過該旅行社的行程
（3）價格合理公道
（4）親友推薦
（5）想去的行程或景點只有這家旅行社有
( 6 ) 親友或公司學校代為安排
（65）其他（請記錄）______
(99）拒答
二十八、請問您第
（1）有

次出國旅遊有沒有使用在網路上訂購之旅遊相關產品？
二十八 a、請問您使用的旅遊相關產品是?( 可複選)

（2）沒有

(1)行程(團體行程、自由行、航空假期等)

（99）拒答

(2)國際機票
(3)旅遊票券(如遊樂園門票、巴士券、地鐵票券、展覽門票等)
(4)國際訂房
(5)餐廳訂位
(6)SIM 卡、網路 wifi
(7)租車
(65)其他(請記錄)

二十九、請問您第
（1）有
（2）沒有
（99）拒答

次旅遊有沒有使用在旅遊展覽上訂購之旅遊相關產品？
二十九 a、請問您使用的旅遊相關產品是?(可複選)
(1)行程(團體行程、自由行、航空假期等)
(2)國際機票
(3)旅遊票券(如遊樂園門票、巴士券、地鐵票券、展覽門票等)
(4)國際訂房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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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請問您個人第

次出國旅遊的總花費大約是

（含補助、招待、家人或同行者幫您付的錢但不包含幫同行者支付的部分，
也不包含出國前及回國後的個人花費如三十 b、三十 c、三十 d 及三十 e 等）
（1） 未滿 7,500 元（約
元）
（13）75,000 元～未滿 85,000 元
（2） 7,500 元～未滿 12,500 元
（14）85,000 元～未滿 95,000 元
（3）12,500 元～未滿 17,500 元
（15）95,000 元～未滿 105,000 元
（4）17,500 元～未滿 22,500 元
（16）105,000 元～未滿 115,000 元
（5）22,500 元～未滿 27,500 元
（17）115,000 元～未滿 125,000 元
（6）27,500 元～未滿 32,500 元
（18）125,000 元～未滿 135,000 元
（7）32,500 元～未滿 37,500 元
（19）135,000 元～未滿 145,000 元
（8）37,500 元～未滿 42,500 元
（20）145,000 元～未滿 155,000 元
（9）42,500 元～未滿 47,500 元
（21）155,000 元～未滿 165,000 元
（10）47,500 元～未滿 55,000 元
（22）165,000 元以上（約
元）
（11）55,000 元～未滿 65,000 元
（88）不知道
（12）65,000 元～未滿 75,000 元
（99）拒答
三十 a、其中給付旅行社的費用大約是（含補助或招待）
（1） 無
（2） 未滿 7,500 元（約
元）
（3） 7,500 元～未滿 12,500 元
（4）12,500 元～未滿 17,500 元
（5）17,500 元～未滿 22,500 元
（6）22,500 元～未滿 27,500 元
（7）27,500 元～未滿 32,500 元
（8）32,500 元～未滿 37,500 元
（9）37,500 元～未滿 42,500 元
（10）42,500 元～未滿 47,500 元
（11）47,500 元～未滿 55,000 元
（12）55,000 元～未滿 65,000 元
（13）65,000 元～未滿 75,000 元

（14）75,000 元～未滿 85,000 元
（15）85,000 元～未滿 95,000 元
（16）95,000 元～未滿 105,000 元
（17）105,000 元～未滿 115,000 元
（18）115,000 元～未滿 125,000 元
（19）125,000 元～未滿 135,000 元
（20）135,000 元～未滿 145,000 元
（21）145,000 元～未滿 155,000 元
（22）155,000 元～未滿 165,000 元
（23）165,000 元以上（約
元）
（88）不知道
（99）拒答

三十 b、除上述費用外，請問您這次出國，出發前 總共花了多少錢準備個人出國所需的物品? (不包含旅
費，指在臺灣購買旅行裝備、衣物、藥品及送給國外親友的禮品等)
（1）無/沒有為了這次旅遊購買任何東西 （9） 6,000～未滿 7,000 元
【跳答第二十八 c 題】
（10）7,000～未滿 10,000 元
（2）未滿 500 元
（11）10, 000～未滿 15,000 元
（3）500～未滿 1,000 元
（12）15,000～未滿 20,000 元
（4）1,000～未滿 2,000 元
（13）20,000～未滿 25,000 元
（5）2,000～未滿 3,000 元
（14）25,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3,000～未滿 4,000 元
（88）不知道
（7）4,000～未滿 5,000 元
（99）拒答
（8）5,000～未滿 6,000 元
三十 b_1、主要是哪些項目
(1)旅行裝備
(2)衣物
(3)藥品

?
(4)送給國外親友的禮品
(5)在國內購買出國使用之 SIM 卡、wifi 機等
(65)其他(請記錄)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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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十 c、請問您這次出國屬於個人的旅遊平安險、意外險、醫療險等保險費用共多少錢?
（1）無
（9） 1,000～未滿 1,500 元
（2）未滿 100 元
（10）1,500～未滿 2,000 元
（3）100～未滿 200 元
（11）2, 000～未滿 3,000 元
（4）200～未滿 300 元
（12）3,000～未滿 4,000 元
（5）300～未滿 400 元
（13）4,000～未滿 5,000 元
（6）400～未滿 500 元
（14）5,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7）500～未滿 700 元
（88）不知道
（8）700～未滿 1,000 元
（99）拒答

元）

三十 d、請問這次出國至機場/港口及回國後由機場/港口返家，您個人在國內的交通費用共多少錢?
（1）無
（9） 1,000～未滿 1,500 元
（2）未滿 100 元
（10）1,500～未滿 2,000 元
（3）100～未滿 200 元
（11）2, 000～未滿 3,000 元
（4）200～未滿 300 元
（12）3,000～未滿 4,000 元
（5）300～未滿 400 元
（13）4,000～未滿 5,000 元
（6）400～未滿 500 元
（14）5,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元）
（7）500～未滿 700 元
（88）不知道
（8）700～未滿 1,000 元
（99）拒答

三十 e、請問您這次 回國後 的個人相關支出，共多少錢?
(包含相機修理、行李箱修理或洗衣費等因出國回國後所發生的相關支出)
（1）無【跳答第三十一題】
（10）3,000～未滿 4,000 元
（2）未滿 200 元
（11）4,000～未滿 5,000 元
（3）200～未滿 400 元
（12）5,000～未滿 6,000 元
（4）400～未滿 600 元
（13）6,000～未滿 7,000 元
（5）600～未滿 800 元
（14）7,000～未滿 10,000 元
（6）800～未滿 1,000 元
（15）10,000～未滿 15,000 元
（7）1,000～未滿 1,500 元
（16）15,000 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8）1,500～未滿 2,000 元
（88）不知道
（9）2,000～未滿 3,000 元
（99）拒答
三十 e_1、主要是哪些項目
(1)相機修理
(2)照片沖洗
(3)行李箱修理

元）

?
(4)洗衣費用
(65)其他(請記錄) _______

＊＊以上各題（二十二至三十題）是選擇有記憶的出國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問(不限次數)＊＊
三十一、請問您今(109)年 1 月到 3 月【4 月至 6 月、7 月至 9 月、10 月至 12 月】出國旅遊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為 ?
(1)取消出國
(2)延後出國
(3)提前回國
(4)更改出國旅遊地點
(5)未受影響照原計畫出國
(6)本來就沒有出國旅遊計畫
(65)其他(請紀錄)_______________
(99)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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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前幾季旅遊狀況及下季旅遊計畫
三十二、今(109)年前幾季國內旅遊狀況？
【訪問第 2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1 月至 3 月(第 1 季)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次

【訪問第 3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4 月至 6 月(第 2 季)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次

今(109)年 1 月至 3 月(第 1 季)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次

【訪問第 4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7 月至 9 月(第 3 季) 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次

今(109)年 1 月至 6 月(上半年)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次

三十三、今(108)年前幾季，出國旅遊過幾次?
【訪問第 2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1 月至 3 月(第 1 季)出國旅遊過幾次?

次

【訪問第 3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4 月至 6 月(第 2 季)出國旅遊過幾次?
今(109)年 1 月至 3 月(第 1 季)出國旅遊過幾次?

次
次

【訪問第 4 季新抽樣本】請問您今(109)年 7 月至 9 月(第 3 季)出國旅遊過幾次?
今(109)年 1 月至 6 月(上半年)出國旅遊過幾次?

次
次

丁、民眾意見及建議事項
（※請訪員記錄民眾表示可提高其國內旅遊意願之具體建議及其他意見）
：
可提高國內旅遊意願的具體建議：

其他意見及建議：

三十四、請問您的 e-mail 信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願意網路填答者)
我們將會將連結網址及登錄的帳號密碼寄送到您的 e-mail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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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個人基本資料
一、年齡
（1）12～14 歲
（2）15～19 歲
（3）20～24 歲
（4）25～29 歲
（5）30～39 歲
（6）40～49 歲

（7）50～54 歲
（8）55～59 歲
（9）60～64 歲
（10）65～69 歲
（11）70 歲及以上
（99）拒答

二、教育程度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及以上
（99）拒答
三、工作別
(1)軍公教人員
(2)非軍公教人員
（2a）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b）專業人員(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
（2c）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d）事務支援人員(辦公室事務人員、資料輸入人員、銀行櫃員…)
（2e）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2f）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2g）技藝有關人員(營造、砌磚、手工藝、印刷…等工作人員)
（2h）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2i）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清潔工、幫工….)
(3)未就業
（3a）家庭管理(料理家務) （3b）退休人員
（3c）學生
（3d）其他
四、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3）其他
（99）拒答
五、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包含薪資、兼差工資、利息收入、投資收入、租金收入、年金等等)
（1）無收入
（2）未滿 1 萬元
（3）1 萬元～未滿 1 萬 5 千元
（4）1 萬 5 千元～未滿 2 萬元
（5）2 萬元～未滿 3 萬元
（6）3 萬元～未滿 4 萬元

（7）4 萬元～未滿 5 萬元
（8）5 萬元～未滿 7 萬元
（9）7 萬元～未滿 10 萬元
（10）10 萬元以上
（99）拒答

六、請問您的居住縣市是：
七、性別（1）男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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