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
機車使用狀況調查表
中華民國 100 年
核定機關:行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 0990000763 號
有效期間：民國 101 年 12 月底止
調查週期：每 2 年 1 次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辦理統計時，被調查者無
論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
2.本表所填資料，係供整體統計分析與決策參考之用，絕不作其他
用途，如有損害受查者權益時，依法應予議處，敬請鼎力合作。

注意事項：
1. 本表請於接到表後一週內填妥（特別注意：本機車若暫時沒有使用、已失竊或不堪使用，仍請
填答第一大項「何時開始不使用」及「不使用原因」等相關問項後，直接跳答背面第七大項「使
用者基本資料」之第 1~7 題，並請寄回調查表）
，反摺後免貼郵票利用本部廣告回郵寄回：臺北
市仁愛路 1 段 50 號「交通部統計處」收。
2.本表請於「□」處打勾，
「___」請填數字或相關資料，金額均指新臺幣，無註明勾選方式者，
均為單選。
3.本表請詳細填寫，若有任何疑問或不明瞭之處，請電洽「交通部統計處」
，電話：(02)23492711~3、
(02)23492715~6，(02)23492719、(02)23492734，將有專人竭誠為您解說。

【車主若為法人或不常使用本車時，請由最常使用此機車者填寫】
一、機車持有情形
1.本機車 100 年底是否還在使用(填「否」者，請續答其子題 A、B、C 之相關問項後,
直接跳答背面第七大項「使用者基本資料」之第 1~7 題，但本調查表仍敬請務必寄
回交通部統計處)
□(1) 是(請跳至第 2 題)
□(2) 否
A.什麼時候才開始不使用：□民國 99 年底以前 □民國 100 年
B.不使用原因：
□暫時沒有使用(係指本機車還可騎，但已連續 3 個月或預期 3 個月及以上不使用)
最主要原因：
□使用者出外(含當兵、求學、工作、出國等)
□年老(傷病)無法騎
□機車須大修(尚未報廢)才能使用
□已改用其他運具代替
□其他原因（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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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竊 (請續填 a、b、c)
a.何時失竊:□(1)民國 100 年 □(2)民國 99 年 □(3)民國 98 年底以前
b.有沒有到警察機關辦理報案手續並取得車輛失竊證明單：
□有
□沒有
c.有沒有到監理單位辦理完成註銷牌照登記：
□有
□沒有，最主要原因：(限單選)
□不知道要(或不會)辦理 □嫌麻煩 □積欠稅款、罰款
□沒有失竊證明單，無法辦理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已不堪使用(含車禍後車輛損毀及不堪使用被棄置於空地或路旁)
a.何時開始不堪使用:□民國 100 年 □民國 99 年 □民國 98 年底以前
b.已不堪使用之處置方式：
□交給環保署立案之回收商處理
□停放於道路範圍(如停車格、街道、騎樓)任由環保局處理
□棄置於空地上
□賣或送給機車行、中古商、收舊物商或他人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c.有沒有到監理單位辦理完成牌照報廢手續：
□有
□沒有，最主要原因：(限單選)
□不知道要(或不會)辦理
□嫌麻煩
□積欠稅款、罰款
□車牌已遺失
□認為機車行會代辦
□車輛已遭環保局依廢棄車輛查報拖吊，應由其代辦
□認為環保署立案之回收商會代辦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C.不使用本機車後，您外出最常使用的運具為：
□機車

□自用小客車 □步行

□自行車 □公共運具（含計程

車）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2.本機車使用屬性為：
□(1)私人使用之車輛

□(2)專供公司行號或政府機關業務使用之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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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機車預計再使用幾年後汰換：
□(1) 未滿 2 年

□(2) 2~未滿 3 年

□(5) 5~未滿 6 年 □(6) 6~未滿 8 年

□(3) 3~未滿 4 年

□(4) 4~未滿 5 年

□(7) 8~未滿 10 年

□(8) 10 年及以上

4.本機車汰換後，是否會繼續購買機車：
□(1)會，會購買何種類型的機車：
□電動機車
□普通輕型機車(不超過 50cc)
□普通重型機車(超過 50~250cc) □超過 250~未滿 550cc 之大型重型機車
□550cc 及以上之大型重型機車
□(2)不會
5.您目前機車行照有無逾期：(請查看您的機車行照有效日期)
□(1)有，是否會去換發行照：
□會
□不會，最主要理由為：(限單選)
□不知道要換發
□認為沒有必要 □沒有時間嫌麻煩
□須繳燃料使用費，不願換發
□積欠稅款、罰款
□須繳強制責任險費用，不願換發
□其他原因(請說明)_____
□(2)沒有

二、機車使用情形
1.本機車里程錶之已行駛公里數為：(請查看里程錶之累計總行駛公里數，共 6 位數，
注意最右邊跳動的數字，請填於下列小數點之右方陰影空格內，其餘數字則從小數
點左方，由右至左填列。若里程數為液晶顯示，有小數點者，則請由右至左填滿下
列 6 個空格，如 01212.3 公里；無小數點者，陰影空格內請補零，如 01212.0 公里)
□(1)里程數確定，截至 101 年__月__日里程錶之總行駛公里數為□□□□□.□公里
□(2)里程數不確定
2.本機車通常每公升汽油可行駛多少公里：【電動機車免填】
□(1)未滿 15 公里
□(2)15~未滿 20 公里 □(3)20~未滿 25 公里
□(4)25~未滿 30 公里□(5)30~未滿 35 公里 □(6)35 公里及以上（請註明

公里）

3.本機車平常出門最常乘載人數：（含駕駛人、嬰兒、小孩、大人）
□(1) 1 人

□(2) 2 人

□(3) 3 人

□(4) 4 人及以上

4.本機車在100年平均每星期（星期一至星期日）約使用幾天？
□(1)1 天以下□(2)1 天 □(3)2 天 □(4)3 天 □(5)4 天 □(6)5 天 □(7)6 天 □(8)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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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機車通常在使用天數中，平均一天約行駛多少時間？
□(1) 未滿 15 分鐘
□(2) 15 分鐘~未滿 30 分鐘 □(3) 30 分鐘~未滿 45 分鐘
□(4) 45 分鐘~未滿 1 小時 □(5) 1 小時~未滿 1 小時半 □(6) 1 小時半~未滿 2 小時
□(7) 2 小時~未滿 3 小時 □(8) 3 小時~未滿 4 小時
□(9) 4 小時及以上
6.本機車通常在使用天數中，平均一天約行駛多少公里？
□(1)未滿 1 公里
□(2)1~未滿 3 公里
□(3)3~未滿 5 公里
□(4)5~未滿 10 公里 □(5)10~未滿 15 公里 □(6)15~未滿 20 公里
□(7)20~未滿 30 公里 □(8)30~未滿 40 公里 □(9)40 公里及以上（請註明

公里）

7.本機車最主要用途為：（限單選）
□(1)上、下班
□(2)上、下學（限學生填寫，且背面第七大題 5.職業應勾選學生）
□(3)業務使用(含農業用、自行做生意、推廣公司業務、送貨等)
□(4)接送親屬(含小孩) □(5)購物 □(6)休閒娛樂及旅遊 □(7)其他(請說明)___
8.針對上題所勾選之最主要用途，請您逐項(A~D)回答本機車使用該用途之頻率：
A.您平均每星期約使用幾天？
□(1)1 天以下 □(2)1 天 □(3)2 天 □(4)3 天 □(5)4 天 □(6)5 天 □(7)6 天 □(8)7 天
B.在使用的天數中，您平均每天約使用幾次：（來回算 1 次）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5 次及以上
C.本機車平均每次（來回算 1 次）約行駛多少時間？
□(1)未滿 7 分鐘
□(2)7 分鐘~未滿 15 分鐘
□(3)15 分鐘~未滿 30 分鐘
□(4)30 分鐘~未滿 1 小時 □(5)1 小時~未滿 1 小時半 □(6)1 小時半~未滿 2 小時
□(7) 2 小時~未滿 3 小時 □(8) 3 小時~未滿 4 小時 □(9) 4 小時及以上
D.本機車平均每次（來回算 1 次）約行駛多少公里？
□(1) 未滿 0.5 公里
□(2) 0.5~未滿 1 公里
□(3) 1~未滿 2 公里
□(3) 2~未滿 3 公里
□(4) 3~未滿 5 公里
□(5) 5~未滿 10 公里
□(6) 10~未滿 15 公里
□(7) 15~未滿 20 公里 □(8) 20~未滿 30 公里
□(10) 40 公里及以上（請註明
公里）
□(9) 30~未滿 40 公里
9.本機車在居家附近的主要停車位是（公司行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車免填）：（限單選）
□(1) 路邊或巷道內之機車停車格(含停車彎) □(2) 人行道上之機車停車格
□(3) 無機車停車格之路邊或巷道內
□(4) 無機車停車格之人行道上
□(5) 騎樓
□(6) 停車場
□(7)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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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勤（學）情形（本大項限「第二大項第 7 題：使用本車最主要用途」，答
案選（1）上下班及（2）上下學者填寫，若非上述答案者，請跳至第四大項作答）
1.您通勤(學)（指上下班或上下學）時使用機車最主要原因為：（限單選）
□(1) 搭乘公共運輸工具不方便 □(2) 機動性較高，方便進行其他活動
□(3) 可縮短通勤時間
□(4) 通勤成本較低
□(5) 停車較方便
□(6)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
2.本機車做通勤(學) (上下班或上下學)用時，有沒有作為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之用：
□(1)沒有
□(2)有，
A.騎機車到達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地點平均所需時間：
□未滿 3 分鐘
□3~未滿 5 分鐘
□5~未滿 10 分鐘
□10~未滿 20 分鐘
□20~未滿 30 分鐘
□30~未滿 40 分鐘
□40~未滿 50 分鐘
□50 分鐘~未滿 1 小時 □1 小時及以上
B.最主要轉搭乘之交通工具為:(限單選) (專指上下班或上下學時，先騎機
車至某一地點，再轉乘下列交通工具者)
□自用小客車 □市區公車 □長途客運車 □火車
□交通車
□捷運
□高鐵
□其他(請說明)______
C.轉搭乘其他運具時，機車最常停放的位置：（限單選）
□路邊或巷道內之機車停車格(含停車彎) □人行道上之機車停車格
□無機車停車格之路邊或巷道內
□無機車停車格之人行道上
□騎樓
□停車場
□捷運站附設之機車停車格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3.本機車平常在工作(上學)地點最常停放的位置：（限單選）
□(1) 路邊或巷道內之機車停車格(含停車彎) □(2) 人行道上之機車停車格
□(3) 無機車停車格之路邊或巷道內
□(4) 無機車停車格之人行道上
□(5) 騎樓
□(6) 停車場
□(7)捷運站附設之機車停車格
□(8)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四、機車支出情形
1.本機車通常平均每星期耗用汽油費為：【電動機車免填】
□(2)30~未滿 50 元
□(3)50~未滿 70 元
□(1)未滿 30 元
□(4)70~未滿 90 元
□(5)90~未滿 110 元
□(6)110~未滿 130 元
□(7)130~未滿 150 元 □(8)150~未滿 175 元
□(9)175~未滿 200 元
□(10)200~未滿 225 元 □(11)225~未滿 250 元 □(12)250 元及以上（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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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本機車通常平均每月花費之停車費為：【含路邊、路外、建築物附設停車位等之停車費】
□(1)無停車費
□(2)未滿 50 元 □(3)50~未滿 100 元 □(4)100~未滿 200 元
□(5) 200~未滿 300 元
□(6) 300~未滿 400 元
□(7) 400~未滿 500 元
□(8) 500~未滿 600 元
□(9) 600 元及以上（請註明
元）
3.本機車 100 年全年保養維修費用約：(含零件、配件、機油更換、車身及引擎維修，但不
含燃料稅、汽油費及折舊費)

□(1) 未滿 5 百元 □(2) 5 百~未滿 1 千元
□(3) 1 千~未滿 1 千 5 百元
□(4) 1 千 5 百~未滿 2 千元
□(5) 2 千~未滿 3 千元
□(6) 3 千~未滿 4 千元
□(7) 4 千~未滿 5 千元
□(8) 5 千元及以上（請註明
元）

五、機車違規及事故情形
1.您在 100 年全年騎機車時，有沒有違規過(不論有無被取締)：
□(1) 有，較常違規項目為：(最多選 3 項，並請將其答案號碼依序填於下列之[_____]
內，第 1：[_____]，第 2：[_____]，第 3：[_____])
違規停車 紅燈右轉 不依二段式規定左轉 未戴安全帽（含帽帶未繫妥）
超速
行駛快車道 遺忘攜帶駕照、行照等證件 闖紅燈 逆向行駛
超載 ⑪未裝照後鏡 ⑫借車給無駕照者（含無適當駕照者） ⑬使用行動電話
⑭酒後騎機車
⑮遇行人穿越道未禮讓行人 ⑯其他項目（請說明）________
□(2)沒有
2.您在 100 年全年騎機車時，有關下列行為之頻率（不論有無被取締）：
【頻率很少表示 10 次騎車有 1-2 次；偶而表示 10 次騎車有 3-4 次；經常表示 10 次騎車有 5 次及以上】

(1)未戴安全帽行駛（含帽帶未繫妥）
：□ 無 □很少 □ 偶而 □ 經常
(2)酒後騎機車：□ 無 □很少 □ 偶而
(3)超速行駛：□ 無

□很少

□ 偶而

□ 經常
□ 經常

3.您在 100 年全年機車行駛過程中，有無發生道路交通事故(含輕微擦撞)：
□(1)沒有
□(2)有，
A.全年發生事故總次數為：□1 次 □2 次 □3 次 □4 次及以上，共___次
B.其中因下列狀況引發事故各為幾次：
a.使用行動電話：□無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共___次
b.酒後騎機車：□無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共___次
c.超速來不及反應：□無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共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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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您對下列措施之意見
1.100 年您有沒有親自到監理處所(站)辦理有關機車考照、換照及其他手續之服務：
□(1)有，對其整體服務態度及品質之滿意程度：
□很滿意 □還算滿意 □不太滿意 □很不滿意 □無意見
□(2)沒有
2.您覺得在您目前機車使用縣市最需要增闢之機車硬體措施為何：
（最多選 3 項，並請將
其答案號碼依序填於右列之[____]內,第 1 優先：[____],第 2 優先：[____],第 3 優先：[_____]）
(1)機車專用道（或優先道）
(2)機車路邊(人行道)停車格 (3)機車收費停車場
(4)機車停等區 (5)機車賽車場 (6)機車二段式左轉標誌及標線 (7)其他（請說明）______
3.在政府實行下列機車管理措施下，您是否會因此而改用公共運輸工具：
□(1)無論何種措施都不會改用
□(2)會改用,因下列何種管理措施會改用(最多選 3 項，並請將其答案號碼依序填於下
列之[___]內，第 1 優先: [____]，第 2 優先：[_____]，第 3 優先：[_____])
機車停車要收費
限制機車停放範圍 擴大機車禁行區域或路段
加強取締機車違規行為 燃料費隨油徵收
實施防制機車廢氣排放相關政策
實施機車總量管制
油價飆漲時
政府提供便利、完善之公車服
務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

七、使用者基本資料（下列各問項請填目前本機車最常使用者之基本資料）
1.您是否為車主本人：
□(1) 是
□(2) 不是
2.性別：
□(1) 男

□(2) 女

3.年齡：
□(1) 未滿 18 歲
□(4) 30~未滿 40 歲
□(7) 60~未滿 65 歲
4.教育程度：
□(1) 國小及以下
□(4) 專科

□(2) 18~未滿 20 歲
□(5) 40~未滿 50 歲
□(8) 65~未滿 70 歲
□(2) 國(初)中
□(5)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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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未滿 30 歲
□(6) 50~未滿 60 歲
□(9) 70 歲及以上

□(3) 高中(職)
□(6) 研究所及以上

5.職業：
□(1) 有就業：□農林漁牧 □工
□商
□服務
□軍公教
□(2) 未就業：□學生
□家庭管理
□已退休
□其他_________
6.您平均每個月之個人總所得（含任何收入及津貼，但不含家庭其他成員所得）
：
□(1) 未滿 5 千元
□(4) 2 萬~未滿 3 萬元
□(7) 5 萬~未滿 6 萬元

□(2) 5 千~未滿 1 萬元
□(5) 3 萬~未滿 4 萬元
□(8) 6 萬~未滿 7 萬元

□(3) 1 萬~未滿 2 萬元
□(6) 4 萬~未滿 5 萬元
□(9) 7 萬元及以上

7.您府上目前擁有的交通工具：
（公司行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車免填）
(1)機車，總共有： □0 輛 □1 輛
□2 輛 □3 輛 □4 輛及以上
(2)自用小客車，總共有：□0 輛 □1 輛 □2 輛 □3 輛 □4 輛及以上
8.您平常出門除騎本機車外，是否也兼用其他交通工具：
□(1)是，最主要兼用之交通工具為：（限單選）
□自用小客車 □計程車
□火車
□市區公車 □長途客運車
□捷運
□自行車 □交通車 □高鐵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2) 否
9.本機車目前最主要在哪一個縣市使用______（請填下列縣市之代號） （限單選，若本
車有跨縣市使用者，請填選行駛時間花費較多之縣市）
(1)新北市
(2)臺北市
(3)臺中市
(4)臺南市
(5)高雄市
(6)宜蘭縣
(7)基隆市
(8)桃園縣
(9)新竹縣
(10)新竹市
(11)苗栗縣 (12)南投縣
(13)彰化縣 (14)雲林縣
(15)嘉義市 (16)嘉義縣
(17)屏東縣 (18)臺東縣
(19)花蓮縣 (20)澎湖縣
(21)金門縣 (22)連江縣
建議事項：請您提供對政府機車管理政策與措施之具體建言,供為施政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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