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研考會
「94 年數位落差調查」電話訪問問卷
調查期間：民國 94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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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填資料，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訪問接電話、滿十二歲者
以下首先請教您有關個人使用電腦及網路使用情形
1.請問您個人曾經使用過電腦嗎（不一定「在家」使用）？
(1)有（跳問第 2 題）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1 請問您想學習如何使用電腦嗎？
(1)想（跳答第 6-2 題）
(2)不想（跳答第 25 題）
(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25 題）
2.請問，您第一次使用電腦到現在已有多久了？
(1)不到 1 年
(2)1 年以上，不到 2 年
(3)2 年以上，不到 5 年
(4)5 年以上，不到 7 年
(5)7 年以上
(8)不知道/拒答
3.請問您目前有沒有上班或上學？請問您工作上或在學校有使用到電腦嗎？
(1)有
(2)沒有
(7)沒有上班或上學
(8)不知道/拒答
4.請問您在操作電腦或使用網路時，需要有其他人隨時在一旁協助嗎？
(1)需要「一直」在一旁協助
(2)有需要時才提供協助
(3)完全不需要
(8)不知道/拒答

5.請問您電腦的新軟體安裝，或者碰到當機、軟硬體毀損、中毒時，是如何解
決問題？
(1)完全由他人進行維修
(2)自行做簡易維修，專業維修由他人進行
(3)完全自行維修
(8)不知道/拒答
6.請問您個人曾經使用過網際網路（上網）嗎（不一定「在家」使用）？
(1)有
(2)沒有（續答第 6-1 及 6-2 題後，跳答第 25 題）
(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25 題）
6-1 你沒有上網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01)不會使用
(02)覺得不需要或無意願使用
(03)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
(04)無法負擔網路連線費用
(05)通訊設施及環境不完善
(06)網路上的內容不好
(07)沒時間
(08)家裡沒有電腦
(09)眼睛不好，看螢幕不舒服
(10)怕中毒
(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6-2 請問您想學習如何上網嗎？
(1)想
(2)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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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知道/拒答
7.請問，您第一次使用網際網路（上網）到現在有幾年了？
(01) 不到 1 年
(02) 1 年以上，不到 2 年
(03) 2 年以上，不到 3 年
(04) 3 年以上，不到 4 年
(05) 4 年以上，不到 5 年
(06) 5 年以上，不到 6 年
(07) 6 年以上，不到 7 年
(08) 7 年以上，不到 8 年
(09) 8 年以上
(98) 忘記確切年數（續問 7-1）
7-1 您第一次使用網際網路到現在約略是多久年？
(1)不到 1 年
(2)1 年以上，不到 2 年
(3)2 年以上，不到 5 年
(4)5 年以上，不到 7 年
(5)7 年以上
(8)不知道/拒答
7-2 您目前大概多久上網一次？
(1) 幾乎每天
(2) 一個禮拜一兩次
(3) 一個月一二次
(4) 幾個月一次
(5) 幾乎不上網
(8) 不知道/拒答
8.請問，您平均一天花多少時間上網?
(1)不到半小時
(2)半小時以上，不到 1 小時
(3)1 小時以上，不到 3 小時
(4)3 小時以上，不到 5 小時
(5)5 小時以上不到 10 小時
(6)10 小時以上
(8)不知道/拒答
8-1 和您過去上網經驗比起來，您目前上網次數和時間是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1) 多很多
(2) 多一點
(3) 一樣
(4) 少一點
(5) 少很多
(6) 幾乎不再使用
(8) 不知道/拒答
9.請問您會不會收發 EMAIL？
(1)會（續答第 9-1 及 9-2 題）
(2)不會
(8)不知道/拒答
9-1.當您寄電子郵件的附加檔時，檔案大小是您考慮是否寄信的因素之一嗎？
(1)是
(2)不是
(7)不會使用 E-MAIL
(8)不知道/拒答
9-2.網路上通常有些內容有趣或聳動，但消息尚未經證實的郵件。請問您曾經轉
寄類似電子郵件給其他人參考嗎？
(1)有
(2)沒有
(7)不會使用 E-MAIL
(8)不知道/拒答
10.請問您會不會製作網頁？
(1)精通
(2)會一部份
(3)不會
(8)不知道/拒答
11.請問您工作上或在學校有使用到網際網路嗎？
(1)有
(2)沒有
(7)沒有上班或上學
(8)不知道/拒答
12.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行政機關都設有網站，一般民眾可透過網路查詢政策、
公告或進行線上申請、反映意見嗎？
(1)知道（續答第 12-1、12-2 及 12-3 題） (2)不知道
(8)不知道/拒答
12-1.請問您過去一年曾經透過政府行政機關的網站查詢政策或政府公告事項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2-2.請問您過去一年曾經透過政府行政機關的網站從事「線上申請（包含各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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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謄本、網路報稅等）」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2-3.請問您過去一年曾經透過政府行政機關的網站「反映意見」（包含線上申訴、
網路投票）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3.請問您曾在網路上從事休閒活動（線上遊戲、收聽線上音樂、電影等）嗎？
(1)有
(2)沒有
(98)不知道/拒答
14.請問您曾在網路上使用線上傳呼軟體（MSN、ICQ、Yahoo 即時通等）和您的
親人好友聯絡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5.請問您曾在網路上搜尋生活資訊（如氣象、車票等）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6.請問您曾經透過網路處理個人金融（網路銀行存匯、轉帳、繳費、股票買賣
等）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7.請問您曾在網路上販售或購買商品嗎？
(1) 買方
(2)賣方
(3) 兩者皆有
(4) 皆沒有（續答第 17-1 題）
17-1 您不曾在網路上販售或購買商品的最主要原因是？
(1)不需要
(2)操作或流程不方便（例如需要另行開設網路帳戶）
(3)安全或隱私的顧慮（例如個人資料或信用卡號外流）
(4)比較喜歡傳統交易方式
(5)商品之保證、取貨、退貨之顧慮（如取貨時間太久、售後服務問題等）
(6)比傳統購物方式昂貴
(7)網路連線速度太慢
(8)沒有錢
(9)年紀小不適合或無法交易
(10)沒時間
(12)不會使用
(13)商品照片太小
(14)家中沒有上網
(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18.請問您過去一年曾經參加過資訊技能的相關訓練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19.請問您未來願不願意「自費」參加資訊技能的相關訓練嗎？
(1)願意
(2)不願意
(8)不知道/拒答
20.請問您曾經在公眾場所使用免費或付費電腦上網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21.當您的親友有特定資訊需求時，請問您能不能立即在網路上搜尋到他們需要
的資料？
(1)非常有把握
(2)還算有把握
(3)沒有把握
(8)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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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請問您知道如何在網路上下載及安裝您想要的軟體或檔案嗎？
(1)知道
(2)不知道
(8)不知道/拒答
23.請問您能不能看懂國外英文網頁的內容？
(1)非常有把握
(2)還算有把握
(3)沒有把握
(8)不知道/拒答
24.請問您曾使用網路電話嗎？
(1)用過
(2)沒有用過
(8)不知道/拒答
以下首先請教您有關家戶使用電腦及網路使用情形
25.請問平常和您一起住的家人有幾位（排除在外地工作或求學者）? ___ 人
26.請問一起住的家人中，有幾位「在學學生」？人
27.包括您在內，請問您家裏成員有幾位會操作電腦？＿＿＿位
28.包括您在內，請問您家裏成員有幾位會使用網際網路？
位
29.請問您家裏有沒有電腦？
(1)有（跳答第 30 題）(2)沒有（續答第 29-1 題後，跳答第 36 題）
(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36 題）
29-1.家裡沒有電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不會使用
(2)覺得不需要或無意願使用
(3)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
(4)可在其他地方使用
(5)沒時間使用
(6)不想讓小孩沈迷
(7)小孩念書帶去外地
(8)沒地方放
(9)離島買電腦不方便
(10)有輻射，對身體不好
(11)身體不方便使用
(12)無法上網所以就不買了
(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30.請問您家裏有幾台電腦？＿＿＿台
(98)不知道/拒答
31.請問您家裏成員（含受訪者本身）會「在家中」使用電腦的有幾位？＿＿＿位
32.請問您家裏有沒有連上網際網路？
(1)有（跳答第 33 題）(2)沒有（續答 32-1 後，跳答第 36 題）
(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36 題）
32-1 家裡沒有連上網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01)覺得不需要或無意願使用
(02)無法負擔電腦設備費用
(03)無法負擔網路連線費用
(04)通訊設施及環境不完善
(05)網路上的內容不好
(06)沒有時間
(07)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網際網路 (08)不熟悉上網操作
(09)怕小孩或家人沈迷
(10)設備故障
(11)剛買電腦，來不及申裝
(12)住所不固定
(13)怕中毒
(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33.包括您在內，請問您家裏成員會有幾位會「在家中」使用網際網路？＿＿位
34.請問您家裏有幾台電腦可連上網際網路（上網）？＿＿＿台
(98)不知道/拒答
35.請問目前您家中有哪幾種上網方式（連線方式）？（複選）
(1)免費電話撥接<利用數據機連接電話線，撥號碼連接網路主機>
(2)付費電話撥接<利用數據機連接電話線，撥號碼連接網路主機>
(3)ADSL（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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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bleModem（有線電視纜線數據機）
(5)固接專線<固接專線為固定連接式的電信線路，提供專屬用戶可以全天
候 24 小時不間斷地連接網際網路>
(6)ISDN（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7)行動在家上網(如 PHS,GPRS,大哥大數據機在家上網)
(8)無線區域網路（WLAN,WirelessLAN）
(96)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36.請問您的家人是否曾經幫您上網查詢您需要的生活資訊、購物或代您線上預
約掛號或申訴？【本題只問不會上網的民眾】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些個人基本資料
37.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是那一個縣市？
(01)台北市
(02)台北縣
(03)基隆市
(04)宜蘭縣
(05)桃園縣
(06)新竹縣
(07)新竹市
(08)苗栗縣
(09)台中縣
(10)台中市
(11)南投縣
(12)彰化縣
(13)雲林縣
(14)嘉義縣
(15)嘉義市
(16)台南縣
(17)台南市
(18)高雄市
(19)高雄縣
(20)屏東縣
(21)澎湖縣
(22)花蓮縣
(23)台東縣
(24)金門縣
(25)連江縣
38.請問是 XX 縣市的哪一個鄉鎮市？
39.請問您的出生年次是？________年
(97)只回答年齡範圍
(98)拒答
40.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正在就讀的）？
(1)未就學
(2)小學及以下
(3)國中或初中
(4)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及以上
(8)不知道/拒答

41. 請問您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誰？
(1)受訪者（第 49-51 題不問）
(2)其他男性家人 (3)其他女
性家人
(98)不知道/拒答
42.請問您個人目前從事甚麼行業？
(1)農業（跳答第 42-1 題）
(2)林業（跳答第 42-1 題）
(3)漁業（跳答第 42-1 題）
(4)牧業（跳答第 42-1 題）
(5)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製造業
(7)水電燃氣業
(8)營造業
(9)批發零售業
(10)住宿及餐飲業
(11)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2)金融及保險業
(13)不動產及租賃業
(14)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教育服務業（教）
(16)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7)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8)其他服務業
(19)公共行政業
(20)家管（跳答第 46 題）
(21)學生（跳答第 46 題）
(22)正在找工作/待業/失業（跳答第 46 題） (23)退休（跳答第 4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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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46 題）
42-1.請問您從事的行業是否為農業休閒業？
(1)是
(2)不是
(8)不知道/拒答
43.請問您個人目前的職務？
(1)現役軍人
(2)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
(3)專業人士
(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事務工作人員
(6)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7)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8)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9)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0)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97)其他（請說明）_____
(98)不知道/拒答
44.請問您工作的身份是？
(1)雇主
(2)自營作業者
(3)受政府僱用者
(4)受私人僱用者
(5)無酬家屬工作者
(8)不知道/拒答

45.請問您月平均收入為多少元？
(01)未滿 15,840 元
(02)15,840～未滿 2 萬元
(03)2 萬～未滿 2 萬 5 千元
(04)2 萬 5 千～未滿 3 萬元
(05)3 萬～未滿 4 萬元
(06)4 萬～未滿 5 萬元
(07)5 萬～未滿 6 萬元
(08)6 萬～未滿 7 萬元
(09)7 萬～未滿 8 萬元
(10)8 萬～未滿 9 萬元
(11)9 萬～未滿 10 萬元
(12)10 萬～未滿 11 萬元
(13)11 萬～未滿 12 萬元
(14)12 萬～未滿 13 萬元
(15)13 萬～未滿 14 萬元
(16)14 萬以上
(98)不知道/拒答
46.請問您是客家人或原住民嗎？
(1)客家人
 (2)原住民
(3)以上皆非

(8)不知道/拒答
47.請問您的家戶有外籍配偶嗎？
(1)有
(2)沒有

(8)不知道/拒答
48.您或您的家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
(1)「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2)「家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3)本人與家人皆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4)本人與家人皆無
(8)不知道/拒答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些家戶型態相關問題
49.請問您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者，目前從事甚麼行業？
(1)農業（跳答第 49-1 題）
(2)林業（跳答第 49-1 題）
(3)漁業（跳答第 49-1 題）
(4)牧業（跳答第 49-1 題）
(5)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製造業
(7)水電燃氣業
(8)營造業
(9)批發零售業
(10)住宿及餐飲業
(11)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2)金融及保險業
(13)不動產及租賃業
(14)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5)教育服務業（教）
(16)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7)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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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其他服務業
(19)公共行政業
(20)家管（跳答第 52 題）
(21)學生（跳答第 52 題）
(22)正在找工作/待業/失業（跳答第 52 題） (23)退休（跳答第 52 題）
(97)其他（請說明）______
(98)不知道/拒答（跳答第 52 題）
49-1.請問您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的行業是否為農業休閒業？
(1)是
(2)不是
(8)不知道/拒答
50.請問您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者，目前的職務？
(1)現役軍人
(2)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
(3)專業人士
(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事務工作人員
(6)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7)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8)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9)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0)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97)其他（請說明）_______
(98)不知道/拒答
51.請問您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者，目前工作身份是？
(1)雇主
(2)自營作業者
(3)受政府僱用者 (4)受私人僱用者
(5)無酬家屬工作者 (8)不知道/拒答
52.請問，您及您同住的家庭成員，每月花在購買「家中」電腦相關應用軟體、
設備或上網的費用大約是多少？
(1)999 元及以下
(2)1,000 元至 1,999 元
(3)2,000 元至 3,999 元
(4)4,000 元至 5,999 元
(5)6,000 元至 7,999 元
(6)8,000 元至 9,999 元
(7)10,000 元至 14,999 元
(8)15,000 元至 19,999 元
(10)沒有相關花費
(9)20,000 元及以上
(98)不知道/拒答
53.請問，您和您同住的家庭成員加起來，每月的總收入大約是多少？
(01)未滿 15,840 元
(02)15,840～未滿 2 萬元
(03)2 萬～未滿 2 萬 5 千元
(04)2 萬 5 千～未滿 3 萬元
(05)3 萬～未滿 4 萬元
(06)4 萬～未滿 5 萬元
(07)5 萬～未滿 6 萬元
(08)6 萬～未滿 7 萬元
(09)7 萬～未滿 8 萬元
(10)8 萬～未滿 9 萬元
(11)9 萬～未滿 10 萬元
(12)10 萬～未滿 11 萬元
(13)11 萬～未滿 12 萬元
(14)12 萬～未滿 13 萬元
(15)13 萬～未滿 14 萬元
(16)14 萬以上
(98)不知道/拒答
54.受訪者的性別
(1)男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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