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台(90)處普三字第03697號
調查週期：定期按年調查

樣本編號：□□□□□□
縣市代號：□□
電話號碼：□□－□□□□－□□□
□

交通部觀光局
民國九十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問卷
資料期間：第一季：民國9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第二季：民國90年4月1日至6月30日
第三季：民國90年7月1日至9月30日
第四季：民國9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先生(小姐)您好！請問您這裡是(電話號碼)請問這裡是住家嗎？
(不是)：請問有沒有住家經常使用這個電話？
(沒有)：對不起！我們要訪問住家，打擾您了！
(住家)：我叫ˍˍˍˍ，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國人旅遊的情形，特別委託我們舉辦
這項訪問。我們用電腦選擇府上的人做為我們訪問的對象，您們的寶貴
意見對觀光局的決策很重要。請問您們家十二歲以上的有幾個人

？這

（回答人數）個人按照年齡排列，從最年長的到最年輕的，請問排行第
（戶內隨機選樣）的人，現在在家嗎？

(受訪者不在)：請問我什麼時候打來比較方便？請問怎麼稱呼他(她)？
(在家)：麻煩請他(她)聽一下電話，謝謝！
先生(小姐)您好！我叫________，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國人旅遊的情形，
特別委託我們舉辦這項訪問，您的寶貴意見對觀光局很重要，想麻煩您
幾分鐘，請教您幾個簡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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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憩、渡假、商（公）務兼旅行、宗教性旅行、探訪親
友、健身運動渡假、生態旅遊、會議渡假等)或至生活圈
內之遊憩據點從事旅遊活動，時間不超過一年者(含當日
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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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內旅遊部份

以下想請教您在國內旅遊的情形：
請問您今年一月到三月（依據訪問當季的月份）間在
國內旅遊過幾次？
（若受訪者回答3次以下，請訪員再次提示國內旅遊
的定義。）
請問您沒有在國內旅遊最主要的原因是？
【答完跳問第十八題】
(1) 出國旅遊

(8) 想去，健康狀況不佳(含懷孕、生產)

(2) 沒有興趣

(9) 想去，旅遊地點遊客太多

(3) 想去，沒有時間

(10) 想去，氣候狀況不佳

(4) 想去，找不到同行者

(11) 想去，無法解決住宿問題

(5) 想去，不知道那些地方好玩

(12) 其他(請記錄)

(6) 想去，無法負擔費用
(7) 想去，無法解決交通問題(遊憩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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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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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題? 三至十六b題? 請選擇印象深刻的三次國內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問?

請問您第______次旅遊的時間是在幾月份？ ______月
請問您旅遊地點名稱叫什麼？(可複選)
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是利用哪種假期？
(1) 國定假日

(9) 拒答

(2) 週末、星期日
(3) 平常日
(3a) 特意休假
(3b) 寒暑假
(3c) 其他平常日

請問您這次旅遊的天數是幾天幾夜？ ______天 ______夜
(夜數以"0"表示無過夜者，過一夜者以"1"表示，以
此類推)
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住宿方式是：
(1) 當日來回，沒有在外過夜

(5) 露營

(2) 旅館(含賓館、小木屋、民宿)

(6) 其他(請記錄)

(3) 招待所或活動中心

(9) 拒答

(4) 親友家(含自家)
（七a）回答(2) (3)者，住宿房間每日之旅館住宿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6)

4000∼未滿5000元

(2) 1000∼未滿1500元

(7)

5000∼未滿10000元

(3) 1500∼未滿2000元

(8)

10000∼未滿20000元

(4) 2000∼未滿3000元

(9)

20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元)

(5) 3000∼未滿4000元
(88)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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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拒答

請問您主要的住宿地點在哪一縣市？_____
請問您這次旅遊的主要目的是
(1) 觀光、遊憩、渡假 (6) 生態旅遊（登山、賞鳥、觀賞動、植物等）
(2) 商(公)務兼旅行 (7) 會議或學習性渡假（員工教育訓練、研習營、
(3) 探訪親友

夏令營等）

(4) 宗教性旅行

(8) 其他（請記錄）

(5) 健身運動渡假

(9) 拒答

請問您這次旅遊的方式是
(1) 參加旅行社套裝旅遊（跳答至第十一題）

(99) 拒答

(2) 參加學校、班級舉辦的旅遊
(3) 參加機關、公司舉辦的旅遊
(4) 參加宗教團體舉辦的旅遊
(5) 參加其他團體舉辦的旅遊(例：登山、賞鳥協會、老人會、村里社區舉辦的旅
遊等)
(6) 自行規畫行程旅遊
(9) 其他
（十a）請問您這次旅遊是否由旅行社承辦？
(1) 是
(2) 否
(8)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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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至多選三項)
(1) 自用汽車(包含向別人借)
(2) 遊覽車

(8) 船舶

(99) 拒答

(9) 出租汽車

(3) 公、民營客運

(10) 計程車

(4) 機車

(11) 腳踏車、協力車

(5) 火車

(12) 旅遊專車

(6) 捷運

(13) 其他(請記錄)

(7) 飛機

請問您選擇參加（或規劃）這次旅遊地點時最主要的考慮
因素是什麼？（至多可選三項）（請訪員隨機排列
答項）
(1) 有主題的活動

(7) 交通便利

(13) 宗教活動

(2) 景觀優美

(8) 遊樂設施

(14) 商(公)務兼旅行

(3) 探訪親友

(9) 費用(價格具吸引力) (15) 購物、逛街、看電影

(4) 距離遠近

(10) 風評好壞

(16) 其他 (請記錄)

(5) 親朋好友推薦

(11) 住宿便利性

(99) 拒答

(6) 沒去過

(12) 旅遊安全性

請問您這次旅遊的相關資訊是從哪裡獲得﹖(不提示，可複
選兩項)
(1) 電視

(9) 親友、同事、同學

(2) 廣播

(10) 旅行社

(3) 旅遊叢書

(11) 旅遊展覽

(4) 報章

(12) 未曾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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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雜誌

(13) 其他(請記錄)

(6) 電腦網路

(99) 拒答

(7) 戶外活動看板
(8) 觀光、遊憩政府單位(包括索取旅遊摺頁、手冊、旅遊諮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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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這次旅遊的同伴是(可複選)
(1) 沒有同伴
(2) 配偶
(3) 子女
(4) 父母
(5) 兄弟姊妹、親戚
(6) 同學、同事、朋友或鄰居
（十四a）請問您以上屬同戶十二歲以上者有_____人，十二歲以下者
有_____人

請問您這次所做的的活動中，您比較喜歡哪些項目﹖（至
多可選三項）
（請訪員隨機排列答項）
（十五 a）：自然賞景活動
(1)觀賞自然景觀
(2)露營、登山、森林步道健行
(3)觀賞動、植物（如賞鳥、賞鯨等）
(4)其他___________
（十五 b）：文化體驗活動
(1)觀賞文化古蹟
(2)節慶活動及表演節目欣賞
(3)參觀展覽（如博物館、美術館、商展、旅展等）
(3)傳統技藝學習(如：竹藝、陶藝等)
(4)宗教活動
(5)其他___________

附錄-140

（十五 c）：運動型活動
(1)游泳、潛水、衝浪、滑水、水上摩托車
(2)泛舟、划船、乘坐遊艇、渡輪
(3)釣魚
(4)飛行傘
(5)業餘球類運動(如高爾夫、網球、籃球、羽球等)
(6) 其他___________

附錄-141

（十五 d）：遊樂園活動
(1)機械遊樂活動（如碰碰車、雲宵飛車、滑水道）
(2)主題遊樂園體驗活動
(3)其他___________
（十五e）：其他休閒活動
(1)駕車(汽.機車.協力車.單車)兜風
(2)泡溫泉、做Spa
(3)美食
(4) 觀光果(茶)園參觀活動
(5) 逛街、購物
(6) 其他___________

(99) 拒答

請問您這次個人旅遊費用中，
（十六 a）由機關、團體補助或招待(及親友招待)金額大
約是
(1) 無【跳答(十六b)】

(9)

7000∼未滿10000元

(2) 500元以下 (10) 10000∼未滿15000元
(3) 500∼未滿1000元

(11) 15000∼未滿20000元

(4) 1000∼未滿2000元

(12) 20000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5) 2000∼未滿3000元

(88) 不知道

(6) 3000∼未滿4000元

(99) 拒答

元)

(7) 4000∼未滿5000元
(8) 5000∼未滿7000元
(a1) 請問這次的交通費補助 (或招待 )占前項（十六 a）全額比率為多少？
(1) 全部
(4) 約 1/4 (或 1/3)
(8) 不知道
(2) 約 3/4

(5) 0

(9) 拒答

(3) 約 1/2
(a2) 請問這次的住宿費補助 (或招待 ) 占前項（十六 a）全額比率為多少
(1) 全部
(4) 約 1/4 (或 1/3)
(8)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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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 3/4

(9) 拒答

(5) 0

(3) 約 1/2
(a3) 請問這次的餐飲費補助 (或招待 ) 占前項（十六 a）全額比率為多少
(1) 全部
(4) 約 1/4 (或 1/3)
(8) 不知道
(2) 約 3/4

(9) 拒答

(5) 0

(3) 約 1/2
(a4)請問這次的娛樂費用補助 (或招待 ) 占前項（十六 a）全額比率為多少
(1) 全部
(4) 約 1/4 (或 1/3)
(8) 不知道
(2) 約 3/4

(9) 拒答

(5) 0

(3) 約 1/2
(a5)請問這次的其他費用補助 (或招待 ) 占前項（十六 a）全額比率為多少
(1) 全部
(4) 約 1/4 (或 1/3)
(8) 不知道
(2) 約 3/4

(9) 拒答

(5) 0

(3) 約 1/2

（十六b）請問您這次旅遊的交通、住宿、餐飲、娛樂、
購物及其他費用中由您自己(不含幫同行的家人
支付)支付的總金額大約是
(1) 無

(8)

5000∼未滿 7000元

(2) 500元以下 (9)

7000∼未滿10000元

(3) 500∼未滿1000元

(10) 10000∼未滿15000元

(4) 1000∼未滿2000元

(11) 15000∼未滿20000元

(5) 2000∼未滿3000元

(12) 20000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 3000∼未滿4000元

(88) 不知道

(7) 4000∼未滿5000元

(99) 拒答

(1) 無
(2) 500元以下

(8)

元)

(b1) 請問您自己繳交的團費或套裝旅程費用是
5000∼未滿 7000元

(9)

(3) 500∼未滿1000元

7000∼未滿10000元
(10) 10000∼未滿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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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0∼未滿2000元

(11) 15000∼未滿20000元

(5) 2000∼未滿3000元

(12) 20000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6) 3000∼未滿4000元

(88) 不知道

(7) 4000∼未滿5000元

(99) 拒答

(1) 無

元)

(b2)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交通費大約是
(8) 2000∼未滿2500元

(2) 200元以下 (9) 2500∼未滿3000元
(3) 200∼未滿 400元 (10) 3000∼未滿4000元
(4) 400∼未滿 600元 (11) 4000元以上(請問大約是

元)

(5) 600∼未滿1000元 (12) 包括在團費內
(6) 1000∼未滿1500元

(88) 不知道

(7) 1500∼未滿2000元

(99) 拒答

(1) 無

(8)

(b3)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住宿費大約是
5000∼未滿10000元

(2) 1000元以下 (9)

10000∼未滿20000元

(3) 1000∼未滿1500元

(10) 20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4) 1500∼未滿2000元

(11) 包括在團費內

(5) 2000∼未滿3000元

(88) 不知道

(6) 3000∼未滿4000元

(99) 拒答

元)

(7) 4000∼未滿5000元
(1) 無
(2) 100元以下

(9)

(b4)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餐飲費大約是
2000∼未滿 3000元

(10)

3000∼未滿 5000元

(3) 100∼未滿 300元 (11)

5000∼未滿10000元

(4) 300∼未滿 500元 (12) 10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5) 500∼未滿 700元 (13) 包括在團費內
(6) 700∼未滿1000元 (88) 不知道
(7) 1000∼未滿1500元

(99)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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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8) 1500∼未滿2000元
(1) 無

(b5)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娛樂費大約是
(7) 2000∼未滿4000元

(2) 200元以下 (8) 4000∼未滿6000元
(3) 200∼未滿 400元 (9) 6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元)

(4) 400∼未滿 600元 (10) 包括在團費內
(5) 600∼未滿1000元 (88) 不知道
(6) 1000∼未滿2000元

(99) 拒答
(b6)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購物費大約是

(1)無

(7) 3000∼未滿 5000元

(2) 200元以下 (8) 5000∼未滿10000元
(3) 200∼未滿 500元 (9) 10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元)

(4) 500∼未滿1000元 (88) 不知道
(5) 1000∼未滿2000元

(99) 拒答

(6) 2000∼未滿3000元
(b7) 請問您自己支付的其他費用大約是
(1)無

(6) 2000∼未滿5000元

(2) 200元以下 (7) 5000元以上 (請問大約是
(3) 200∼未滿 500元 (8) 不知道
(4) 500∼未滿1000元 (9) 拒答
(5) 1000∼未滿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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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請問您對第一季（依據實際季別）所到過的遊覽地區”區
內”整體上在下列各項中的滿意度是：（本大題為
本季所有旅遊的整體情形之滿意度）
非
常
滿
意

還
算
滿
意

不
太
滿
意

1. 天然資源維護與自然景觀 □ □
2. 環境管理與維護
□ □
3.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
□ □
4. 聯外大眾運輸方便性
□ □
5. 住宿設施
□ □
6. 餐飲設施
□ □
7. 盥洗室清潔與便利
□ □
8. 停車場設施
□ □
9. 遊樂設施
□ □
10. 門票收費
□ □
11.指示牌清楚性
□ □
12. 旅遊安全性
□ □
13. 交通擁塞疏導情形
□ □
14. 整體上
□ □
15. 其他最滿意或最不滿意之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

無
此
項
目

目

非 不 拒
常 知 答
不 道
滿 /
意 沒
意
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離島地區是否開放設置賭場一直是大家關注之課題，站在
發展離島觀光立場，請問您如果在離島地區設置類
似美國拉斯維加斯式之賭場，是否會增加您前往離
島的旅遊意願？
(1) 會
(2) 不會
(8) 無意見/不知道
(9) 拒答
（十八 a）回答 (1)者，請問如果該地區設置賭場，係以觀光遊樂為主且
遊樂設施齊全，您是否會帶家人一起前往旅遊？
(1)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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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會
(8) 不知道
(9) 拒答

乙、出國旅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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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請教您出國旅遊(包含觀光、商務、探親
、短期求學等)的情形，
請問您今年一月到三月（依據訪問當季的月份）間出國旅
遊過幾次？ 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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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0”次者跳問至個人基本資料，否則
續答(十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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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題? 二十至二十四c題? 請選擇印象深刻的三次出國情形逐次重複訪問?

請問您此次出國共在國外停留
天
夜【在國外停
留超過一年（365 天）者，跳問至個人基本資料】
請問您這次出國到過那幾個國家或地區(不包括過境及轉機
者)：(可複選)
(1) 香港
(2) 大陸
(3) 澳門
其他(請註明)
(4) 泰國
(5) 馬來西亞

(8) 菲律賓
(15) 比利時 (22) 紐西蘭
(9) 越南
(16) 德國
(23) 南非
(10)日本(含琉球)
(17) 法國 (24)

(6) 新加坡
(7) 印尼

(13)加拿大
(14)荷蘭

(11)韓國
(18) 瑞士
(12)美國(含關島)
(20) 英國
(21) 澳洲

請問您這次出國旅遊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1) 觀光旅遊（例如：休閒、遊憩、渡假）
(2) 商務（業務或考察、會議或展覽）
(3) 探訪親友
(4) 短期遊學
(5) 求學
(6)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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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義 大 利

請問您這次出國是如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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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答至（二十四 b）題】
(3) 委託旅行社代辦部份出國事項(如代辦簽證、訂機票、旅館等)【跳答至 （二十四 c）題】
(4) 未委託旅行社代辦，全部自行安排【跳答至（二十四 c）題】

請問有關您出國消費支出情形：
（二十四a）參加團體旅遊、獎勵或招待旅遊者請回答
（a1）請問您個人這次出國旅遊的團費大約是 (含補助
或招待)
(1) 7,500元以下（約

元）

(10) 47,500元∼未滿55,000元

(2) 7,500元∼未滿12,500元

(11) 55,000元∼未滿65,000元

(3) 12,500元∼未滿17,500元

(12) 65,000元∼未滿75,000元

(4) 17,500元∼未滿22,500元

(13) 75,000元∼未滿85,000元

(5) 22,500元∼未滿27,500元

(14) 85,000元∼未滿95,000元

(6) 27,500元∼未滿32,500元

(15) 95,000元以上（約

元）

(7) 32,500元∼未滿37,500元
(8) 37,500元∼未滿42,500元
(9) 42,500元∼未滿47,500元

（a2）除團費外的其他花費，請問您回答個人花費比較
方便，還是回答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比較方便
？
(1)個人花費
(2)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請問共同消費的親朋好友有
人)，以下各項費用請合計

人(含本

個人的支出來回答】

（a3）除團費外，您個人(或與親朋好友)在其他方面花
費大約是 (含補助或招待)
(1) 4,000元以下

(9) 30,000元∼未滿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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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000元∼未滿6,000元

(10) 40,000元∼未滿50,000元

(3) 6,000元∼未滿8,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4) 8,000元∼未滿10,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5) 10,000元∼未滿15,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6) 15,000元∼未滿20,000元
(7) 20,000元∼未滿25,000元
(8) 25,000元∼未滿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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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 旅館外餐飲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7) 4,000元∼未滿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8) 5,000元∼未滿6,000元

(3) 1,000元∼未滿1,500元

(9) 6,000元∼未滿8,000元

(4) 1,500元∼未滿2,000元

(10) 8,000元∼未滿10,000元

(5) 2,000元∼未滿3,000元

(11) 10,000元以上約 元）

(6) 3,000元∼未滿4,000元
(3a2) 購物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a3) 娛樂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a4) 雜

費

元【跳答至個人基本資料】

（二十四b）向旅行社購買”自由行”或參加”機加酒”
行程者請回答
（b1）請問您個人給付旅行社費用大約是 (含補助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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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1) 7,500元以下（約

元）

(9) 42,500元∼未滿47,500元

(2) 7,500元∼未滿12,500元

(10) 47,500元∼未滿55,000元

(3) 12,500元∼未滿17,500元

(11) 55,000元∼未滿65,000元

(4) 17,500元∼未滿22,500元

(12) 65,000元∼未滿75,000元

(5) 22,500元∼未滿27,500元

(13) 75,000元∼未滿85,000元

(6) 27,500元∼未滿32,500元

(14) 85,000元∼未滿95,000元

(7) 32,500元∼未滿37,500元

(15) 95,000元以上（約

(8) 37,500元∼未滿4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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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b2）除團費外的其他花費，請問您回答個人花費比較
方便，還是回答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比較方便
？
(1)個人花費
(2)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請問共同消費的親朋好友有
人) ，以下各項費用請合計
個人的支出來回答】

人(含本

（b3）除上述費用外，您個人(或與親朋好友)在其他方
面花費大約是 (含補助或招待)
(1) 4,000元以下

(8) 25,000元∼未滿30,000元

(2) 4,000元∼未滿6,000元

(9) 30,000元∼未滿40,000元

(3) 6,000元∼未滿8,000元

(10) 40,000元∼未滿50,000元

(4) 8,000元∼未滿10,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10,000元∼未滿15,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15,000元∼未滿2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7) 20,000元∼未滿25,000元
(3b1) 旅館外餐飲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7) 4,000元∼未滿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8) 5,000元∼未滿6,000元

(3) 1,000元∼未滿1,500元

(9) 6,000元∼未滿8,000元

(4) 1,500元∼未滿2,000元

(10) 8,000元∼未滿10,000元

(5) 2,000元∼未滿3,000元

(11) 10,000元以上（約

元）

(6) 3,000元∼未滿4,000元
(3b2) 購物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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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b3) 娛樂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 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b4)

雜

費

元【跳答至個人基本資料】

（二十四c）委託旅行社代辦部份事項，或未委託旅行社全
部自行安排者請回答
（c1）除團費外的其他花費，請問您回答個人花費比較
方便，還是回答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比較方便
？
(1)個人花費
(2)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請問共同消費的親朋好友有
人) ，以下各項費用請合計
個人的支出來回答】

人(含本

（c2）請問您個人(或與親朋好友)這次出國旅遊的總花
費大約是 (含補助或招待)
(1) 7,500元以下（約

元）

(10) 47,500元∼未滿5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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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500元∼未滿12,500元

(11) 55,000元∼未滿65,000元

(3) 12,500元∼未滿17,500元

(12) 65,000元∼未滿75,000元

(4) 17,500元∼未滿22,500元

(13) 75,000元∼未滿85,000元

(5) 22,500元∼未滿27,500元

(14) 85,000元∼未滿95,000元

(6) 27,500元∼未滿32,500元

(15) 95,000元以上（約

元）

(7) 32,500元∼未滿37,500元
(8) 37,500元∼未滿42,500元
(9) 42,500元∼未滿47,500元
(3c1) 國際機票費大約是
(1) 7,500元以下（約

元） (7) 50,000元∼未滿60,000元

(2) 7,500元∼未滿10,000元

(8) 60,000元∼未滿70,000元

(3) 10,000元∼未滿20,000元

(9) 70,000元以上（約

元）

(4) 20,000元∼未滿30,000元
(5) 30,000元∼未滿40,000元
(6) 40,000元∼未滿50,000元
(3c2) 旅館內支出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9) 10,000元∼未滿1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10) 15,000元∼未滿20,000元

(3) 1,000元∼未滿2,000元

(11) 20,000元∼未滿30,000元

(4) 2,000元∼未滿3,000元

(12) 30,000元∼未滿50,000元

(5) 3,000元∼未滿4,000元

(13) 50,000元∼未滿70,000元

(6) 4,000元∼未滿6,000元

(14)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7) 6,000元∼未滿8,000元

(15)100,000元以上（約

(8) 8,000元∼未滿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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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c3) 旅館外餐飲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9) 10,000元∼未滿1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10) 15,000元∼未滿20,000元

(3) 1,000元∼未滿2,000元

(11) 20,000元∼未滿30,000元

(4) 2,000元∼未滿3,000元

(12) 30,000元∼未滿50,000元

(5) 3,000元∼未滿4,000元

(13) 50,000元∼未滿70,000元

(6) 4,000元∼未滿6,000元

(14)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7) 6,000元∼未滿8,000元

(15)100,000元以上（約

元）

(8) 8,000元∼未滿10,000元
(3c4) 當地交通費(不含國際機票)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9) 10,000元∼未滿1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10) 15,000元∼未滿20,000元

(3) 1,000元∼未滿2,000元

(11) 20,000元∼未滿30,000元

(4) 2,000元∼未滿3,000元

(12) 30,000元∼未滿50,000元

(5) 3,000元∼未滿4,000元

(13) 50,000元∼未滿70,000元

(6) 4,000元∼未滿6,000元

(14)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7) 6,000元∼未滿8,000元

(15)100,000元以上（約

元）

(8) 8,000元∼未滿10,000元
(3c5) 購物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9) 10,000元∼未滿1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10) 15,000元∼未滿20,000元

(3) 1,000元∼未滿2,000元

(11) 20,000元∼未滿30,000元

(4) 2,000元∼未滿3,000元

(12) 30,000元∼未滿50,000元

(5) 3,000元∼未滿4,000元

(13) 50,000元∼未滿70,000元

(6) 4,000元∼未滿6,000元

(14)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7) 6,000元∼未滿8,000元

(15)100,000元以上（約

(8) 8,000元∼未滿10,000元
(3c6) 娛樂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9) 10,000元∼未滿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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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10) 15,000元∼未滿20,000元

(3) 1,000元∼未滿2,000元

(11) 20,000元∼未滿30,000元

(4) 2,000元∼未滿3,000元

(12) 30,000元∼未滿50,000元

(5) 3,000元∼未滿4,000元

(13) 50,000元∼未滿70,000元

(6) 4,000元∼未滿6,000元

(14)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7) 6,000元∼未滿8,000元

(15)100,000元以上（約

(8) 8,000元∼未滿10,000元
(3c7) 雜

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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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丙、個人基本資料
一、

年齡

(1) 12∼19 歲

(4) 30∼39 歲
(7) 60 歲及以上
(5) 40∼49 歲
(9) 拒答

(2) 20∼24 歲
(3) 25∼29 歲 (6) 50∼59 歲
二、

教育程度

(1) 國小及以下 (4) 專科 (9) 拒答
(2) 國中 (5) 大學
(3) 高中、職 (6) 研究所
三、

職業別

(1) 軍公教人員
理
(2)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中
(3) 專業人員(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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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
四、

婚姻狀況

(1) 未婚 (3) 離婚或分居
(2) 已婚 (4) 喪偶
五、

(1)
(2)
(3)
(4)

(9) 拒答

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無經常性收入 (5) 四萬元至未滿五萬元 (9) 拒答
二萬元以下 (6) 五萬元至未滿七萬元
二萬元至未滿三萬元 (7) 七萬元至未滿十萬元
三萬元至未滿四萬元 (8) 十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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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庭管
(10) 未就業、待業
(11) 退休人員
(12) 學生
(99) 拒答

六、

請問您服務的單位或就讀的學校目前是採用那
種週末休假方式？

(1) 週休二日 (5) 彈性休假 (排休、輪休)
(2) 隔週休二日

(6) 其他休假方式

(3) 每週休一天半 (7) 無工作或未就學
(4) 週休一日 (9) 拒答
七、

請問您的地址是_________縣(市)

性別(1) 男(2) 女
九、 訪員編號___________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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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全年旅遊狀況

(特別針對第四季樣本進行訪問全年旅遊狀況)
(一) 請問您去年(90年) 1月到12月間有沒有在國內旅遊
<1> 有
<2> 沒有

(二) 請問您去年(90年) 1月到12月間有沒有出國旅遊
<1>有，共出國旅遊幾次
月
份
次
數

1

2

3

4

5

6

；分別為
7

8

9

10 11 12

<2> 沒有

(三) 請問美國911事件發生後,是否影響您在9/12至
12/31這段期間的出國旅遊型態
A. <1> 暫停出國

<2> 減少出國次數

<3> 增加出國次數 [跳答第四題]
<4> 出國次數不變,但改變旅遊地點[跳答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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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沒有改變[跳答第四題]
B.您是否因此改變為在國內旅遊
<1> 是
<2> 不是

(四) 請問您美國911事件發生後,是否影響您在9/12至
12/31這段期間的國內旅遊型態
<1> 減少國內旅遊次數
<2> 增加國內旅遊次數
<3> 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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