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別：台北市問卷
一、 以下為一些有關環境關懷的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您住家附近的環境乾不乾淨？
□(1)非常乾淨
□(2)還算乾淨
□(3)普通

□(4)不太乾淨

2 請問您是否清楚知道家庭垃圾中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不是？
□(1)非常清楚
□(2)還算清楚
□(3)普通
□(4)不太清楚

□(5)非常不乾淨

□(5)非常不清楚

3 請問您知不知道您家裡自來水的水源來自哪條河川、哪個水庫或是地下水？
□(1)知道
□(2)不知道
4 請問您對家裡自來水煮開後作為飲用水的品質有沒有信心？
□(1)非常有信心 □(2)還算有信心 □(3)普通
□(4)不太有信心

□(5)非常沒信心

5 請問您比較喜歡政府採取以下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
，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6 請問您認為政府採取下列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比較有效？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7 您是否願意努力減少垃圾量？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8 您是否願意努力作垃圾分類回收？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9 如果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時，您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1)環境保護應優先於經濟成長
□(2)經濟成長應優先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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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是否同意下列的看法：「對目前惡化的環境，除了政府與企業要負責任外，自己也
要負一些責任。」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1 如果可供現代與下一代人使用的資源是有限的，請問您對資源使用的分配情形有什麼
樣的看法？
□(1)這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下一代人的使用
□(2)下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這一代人的使用
12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下列行為或活動？
從 偶 經
不 爾 常

(1)會自備購物袋出門購物
(2)會重複使用塑膠袋
(3)外食時自備餐具，不用免洗餐具
(4)在家裡飲用瓶裝水(如在外購買的礦泉水)
(5)在家裡使用免洗餐具
(6)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避免購買過度包裝
的商品（即使包裝物品的材料可以回收）
(7)您平時會避免購買未列入回收項目的商品
(8)如果路途較遠，會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
----------------------
----------------------
---------------------- 
----------------------













----------------------  
----------------------  
----------------------  

二、以下為一些有關飲用水的問題
13 請問您家裡日常生活中除了自來水以外，有沒有另外買水？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7 題繼續作答)

14 請問您家裡多久買一次水？ 約______個月
15 請問您家裡買水的用途是：(可複選)
□(1)飲用水
□(2)洗蔬果
□(3)洗澡

□(4)洗衣

□(5)澆花草

16 請問您家裡一次買多少水？
約_______公升，每公升約______元，或
約_______加侖，每加侖約______元（一加侖＝3.785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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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家裡有沒有裝設飲用水處理設備（例如：淨水器、過濾器等）？
□(1)有 ， 購買的價格是
元，您預計使用約_______年
□(2)沒有（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9 題繼續作答）
18 請問您家裡購買的飲用水處理設備平均多久需要維護、保養一次（例如更換濾心等）？
約_______個月，平均維護、保養一次約需_______元 / 次。
19 您家裡的飲用水有沒有經過燒開煮沸？
□(1)有
□(2)沒有
20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淨水
過濾器、不用煮開）？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2 題繼續作答）
21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
淨水過濾器、不用煮開）？
（現在台北市的水費每度約 7.7 元，一度 = 1000 公升。市售保特瓶裝可口可樂 1.5 公升，
所以一度水約 = 666 保特瓶裝的容量。）
□(1)100 元 □(2)200 元 □(3)300 元 □(4)400 元 □(5)500 元
□(6)600 元 □(7)700 元 □(8)800 元 □(9)900 元 □(10)100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22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水過
濾器）就可以飲用？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4 題繼續作答）
23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
水過濾器）就可以飲用？
□(1)100 元 □(2) 150 元 □(3) 200 元 □(4)250 元 □(5)300 元
□(6)350 元 □(7) 400 元 □(8) 450 元 □(9) 500 元 □(10)550 元
□ (11) 其它，________元

三、以下為一些有關垃圾處理的問題
24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會使用幾個垃圾袋？
（可複選）
□(1)特小型（5 公升）袋_____個
□(2)小型袋（14 公升）袋_____個
□(3)中型袋（33 公升）袋_____個
□(4)大型袋（45 公升）袋_____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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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大型袋（76 公升）袋_____個

□(6)超大型袋（92 公升）袋_____個

25 請問您家裡現在有作垃圾分類回收嗎？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28 題繼續作答)

26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約多久？(包括清洗、整理、送至回收
點的時間)
□(1) 1-15 分鐘
□(2) 15-30 分鐘
□(3) 30-45 分鐘
□(4) 45 分鐘-1 小時
□(5) 1 小時-1.5 小時
□(6) 1.5 小時-2 小時
□ (7)其它，________小時
27 在去年 7 月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您家裡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是增加
還是減少？
□(1)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減少
28 在去年 7 月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後，您家裡的垃圾量（指丟置在垃圾車，而不包
括資源回收的部分）是增加還是減少？
□(1)垃圾量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垃圾量減少
29 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後，您是否曾親眼看到他人有下列行為？（可複選）
□(1)將垃圾放置在公共垃圾桶
□(2)亂丟垃圾在公園、馬路、河川等偏僻地區
□(3)託人將垃圾帶至台北市以外的地區丟棄
□(4)在自家後院燒掉垃圾或掩埋
□(5)將垃圾帶至上班地點丟棄
□(6)將枝葉、廚餘做成堆肥
□(7)沒有看見以上行為
30 因為廚餘未列入回收項目，所以您如何避免家裡產生過多廚餘以節省垃圾費支出？
（可複選）
□(1)沒有刻意減少廚餘的產生
□(2)增加外食次數
□(3)加裝鐵胃
□(4)請附近的餐飲店幫您回收
□(5)自行製作堆肥
□ (6)參加廚餘回收活動

----(麻煩請您接續下頁)---5

最後，我們將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您的答案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您的基本資料，我們才能正確地分析調查結果，您所提供的資料都
僅作為本論文學術研究用途，一切保密，絕不作為他用。懇請您能提供我們
下列問題的答案，謝謝您。
31 性別: □(1)男 □(2)女
32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初/國中畢（肄）業
□(6)研究所及以上
33 請問您從事的行業是：
□(1)農林魚牧狩獵業
□(3)製造業
□(5)營造業
□(7)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軍人、教職、公務員
□(11)自由業
□(13)學生

□(2)識字（未進學校）
□(5)高中/職畢（肄）業

□(3)小學畢（肄）業
□(6)大專／學畢（肄）業

□(2)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旅遊業)
□(4)水電煤氣業
□(6)礦石及土石業
□(8)金融保險不動產及服務業
□(10)家庭管理
□(12)退休或無工作狀態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34 請問您家裡現在居住的房子是：
□(1)自有
□(2)父母、子女或親戚所有
□(4)公司機關宿舍
□(4)其他（請說明）_______

□(3)承租的

35 請問您家裡目前經常居住的共___人（包含自己），年齡層的分佈情形為：
6 歲以下共___人
35-50 歲共___人

7-12 歲共___人
51-64 歲共___人

13-18 歲共___人
65 歲以上共___人

19-34 歲共___人

36 請問您目前住家的房子總樓板數為______坪。
（ 1 坪 = 3.30579 平方公尺 ， 1 平方公尺 = 0.3025 坪 ）
37 請問您個人一個月的平均收入約為：
□(1)1 萬 5 千元以下
□(2)1 萬 5 千元～2 萬元
□(3)2 萬元～4 萬元
□(4)4 萬元～6 萬元
□(5)6 萬元～8 萬元
□(6)8 萬元～10 萬元
□(7)10 萬元～15 萬元
□(8)15 萬元～20 萬元
□(9)2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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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請問與您同住的家人在過去一年的年所得約為：
□(1)不滿 30 萬
□(2)30 萬-40 萬元以下
□(3)40 萬-50 萬元以下
□(4)50 萬-60 萬元以下
□(5)60 萬-70 萬元以下
□(6)70 萬-80 萬元以下
□(7)80 萬-90 萬元以下
□(8)90 萬-100 萬元以下
□(9)100 萬-120 萬元以下
□(10)120 萬-140 萬元以下
□(11)140 萬-160 萬元以下
□(12)160 萬元 180 元以下
□(13)180 萬元 200 萬元以下
□(14)200 萬元 250 萬元以下
□(15)250 萬元 300 萬元以下
□(16)300 萬元 350 萬元以下
□(17)350 萬元 400 萬元以下
□(18)400 萬元 450 萬元以
□(19)450 萬元 500 萬元以下
□(20)500 萬元以上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為了方便日後通知您幸運中獎以
及可能再次請教您對飲用水及垃圾處理的寶貴意見，煩請您選擇留下以下其
中的一個通訊方式。最後，請您將問卷黏好，地址向外，不必貼郵票直接寄
回即可。
電話：(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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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別：台北縣問卷
一、 以下為一些有關環境關懷的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您住家附近的環境乾不乾淨？
□(1)非常乾淨
□(2)還算乾淨
□(3)普通

□(4)不太乾淨

2 請問您是否清楚知道家庭垃圾中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不是？
□(1)非常清楚
□(2)還算清楚
□(3)普通
□(4)不太清楚

□(5)非常不乾淨

□(5)非常不清楚

3 請問您知不知道您家裡自來水的水源來自哪條河川、哪個水庫或是地下水？
□(1)知道
□(2)不知道
4 請問您對家裡自來水煮開後作為飲用水的品質有沒有信心？
□(1)非常有信心 □(2)還算有信心 □(3)普通
□(4)不太有信心

□(5)非常沒信心

5 請問您比較喜歡政府採取以下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
□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
，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6 請問您認為政府採取下列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比較有效？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7 您是否願意努力減少垃圾量？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8 您是否願意努力作垃圾分類回收？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9 如果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時，您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1)環境保護應優先於經濟成長
□(2)經濟成長應優先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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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是否同意下列的看法：「對目前惡化的環境，除了政府與企業要負責任外，自己也
要負一些責任。」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1 如果可供現代與下一代人使用的資源是有限的，請問您對資源使用的分配情形有什麼
樣的看法？
□(1)這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下一代人的使用
□(2)下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這一代人的使用
12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下列行為或活動？
從 偶 經
不

----------------------
----------------------
----------------------
---------------------- 
----------------------

爾 常













(1)會自備購物袋出門購物
(2)會重複使用塑膠袋
(3)外食時自備餐具，不用免洗餐具
(4)在家裡飲用瓶裝水(如在外購買的礦泉水)
(5)在家裡使用免洗餐具
(6)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避免購買過度包裝
的商品（即使包裝物品的材料可以回收）
(7)您平時會避免購買未列入回收項目的商品

----------------------  
----------------------  

(8)如果路途較遠，會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  

二、 以下為一些有關飲用水的問題
13 請問您家裡日常生活中除了自來水以外，有沒有另外買水？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7 題繼續作答)

14 請問您家裡多久買一次水？ 約______個月
15 請問您家裡買水的用途是：(可複選)
□(1)飲用水
□(2)洗蔬果
□(3)洗澡

□(4)洗衣

□(5)澆花草

16 請問您家裡一次買多少水？
約_______公升，每公升約______元，或
約_______加侖，每加侖約______元（一加侖＝3.785 公升）
17 您家裡有沒有裝設飲用水處理設備（例如：淨水器、過濾器等）？
□(1)有 ， 購買的價格是
元，您預計使用約_____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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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沒有（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9 題繼續作答）
18 請問您家裡購買的飲用水處理設備平均多久需要維護、保養一次（例如更換濾心等）？
約_______個月，平均維護、保養一次約_______元 / 次。
19 您家裡的飲用水有沒有經過燒開煮沸？
□(1)有
□(2)沒有
20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淨水
過濾器、不用煮開）？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2 題繼續作答）
21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
淨水過濾器、不用煮開）？
（現在台北縣的水費每度約 9.5 元，一度 = 1000 公升。市售保特瓶裝可口可樂 1.5 公升，
所以一度水約 = 666 保特瓶裝的容量。）
□(1)100 元 □(2)200 元 □(3)300 元 □(4)400 元 □(5)500 元
□(6)600 元 □(7)700 元 □(8)800 元 □(9)900 元 □(10)100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22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水過
濾器）就可以飲用？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4 題繼續作答）
23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
水過濾器）就可以飲用？
□(1)100 元 □(2) 150 元 □(3) 200 元 □(4)250 元 □(5)300 元
□(6)350 元 □(7) 400 元 □(8) 450 元 □(9) 500 元 □(10)55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三、以下為一些有關垃圾處理的問題
24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約使用_____個垃圾袋。（麻煩請用附上的垃圾袋為基準,謝謝。）
25 請問您家裡現在有作垃圾分類回收嗎？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27 題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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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約多久？(包括清洗、整理、送至回收
點的時間)
□(1) 1-15 分鐘
□(2) 15-30 分鐘
□(3) 30-45 分鐘
□(4) 45 分鐘-1 小時
□(5) 1 小時-1.5 小時
□(6) 1.5 小時-2 小時
□(7)其它，________小時
27 請問在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您是否有下列經驗？（可複選）
□(1)親眼目睹或耳聞有人將垃圾帶至台北縣丟棄
□(2)自己或曾受人之託將台北市垃圾帶至台北縣
□(3)無以上經驗

最後，我們將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您的答案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您的基本資料，我們才能正確地分析調查結果，您所提供的資料都
僅作為本論文學術研究用途，一切保密，絕不作為他用。懇請您能提供我們
下列問題的答案，謝謝您。
28 性別: □(1)男 □(2)女
29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初/國中畢（肄）業
□(6)研究所及以上
30 請問您從事的行業是：
□(1)農林魚牧狩獵業
□(3)製造業
□(5)營造業
□(7)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軍人、教職、公務員
□(11)自由業
□(13)學生

□(2)識字（未進學校）
□(5)高中/職畢（肄）業

□(3)小學畢（肄）業
□(6)大專／學畢（肄）業

□(2)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旅遊業)
□(4)水電煤氣業
□(6)礦石及土石業
□(8)金融保險不動產及服務業
□(10)家庭管理
□(12)退休或無工作狀態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31 請問您家裡現在居住的房子是：
□(1)自有
□(2)父母、子女或親戚所有
□(4)公司機關宿舍
□(4)其他（請說明）_______

□(3)承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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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請問您家裡目前經常居住的共___人（包含自己），年齡層的分佈情形為：
6 歲以下共___人
35-50 歲共___人

7-12 歲共___人
51-64 歲共___人

13-18 歲共___人
65 歲以上共___人

19-34 歲共___人

33 請問您目前住家的房子總樓板數為______坪。
（ 1 坪 = 3.30579 平方公尺 ， 1 平方公尺 = 0.3025 坪 ）
34 請問您個人一個月的平均收入約為：
□(1)1 萬 5 千元以下
□(2)1 萬 5 千元～2 萬元
□(3)2 萬元～4 萬元
□(4)4 萬元～6 萬元
□(5)6 萬元～8 萬元
□(6)8 萬元～10 萬元
□(7)10 萬元～15 萬元
□(8)15 萬元～20 萬元
□(9)20 萬元以上
35 請問與您同住的家人在過去一年的年所得約為：
□(1)不滿 30 萬
□(2)30 萬-40 萬元以下
□(3)40 萬-50 萬元以下
□(4)50 萬-60 萬元以下
□(5)60 萬-70 萬元以下
□(6)70 萬-80 萬元以下
□(7)80 萬-90 萬元以下
□(8)90 萬-100 萬元以下
□(9)100 萬-120 萬元以下
□(10)120 萬-140 萬元以下
□(11)140 萬-160 萬元以下
□(12)160 萬元 180 元以下
□(13)180 萬元 200 萬元以下
□(14)200 萬元 250 萬元以下
□(15)250 萬元 300 萬元以下
□(16)300 萬元 350 萬元以下
□(17)350 萬元 400 萬元以下
□(18)400 萬元 450 萬元以
□(19)450 萬元 500 萬元以下
□(20)500 萬元以上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為了方便日後通知您幸運中獎以
及可能再次請教您對飲用水及垃圾處理的寶貴意見，煩請您留下以下其中一
種通訊方式。最後，請您將問卷黏好，地址向外，不必貼郵票直接寄回即可。
電話：(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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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別：台中市問卷
一、以下為一些有關環境關懷的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您住家附近的環境乾不乾淨？
□(1)非常乾淨
□(2)還算乾淨
□(3)普通

□(4)不太乾淨

2 請問您是否清楚知道家庭垃圾中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不是？
□(1)非常清楚
□(2)還算清楚
□(3)普通
□(4)不太清楚

□(5)非常不乾淨

□(5)非常不清楚

3 請問您知不知道您家裡自來水的水源來自哪條河川、哪個水庫或是地下水？
□(1)知道
□(2)不知道
4 請問您對家裡自來水煮開後作為飲用水的品質有沒有信心？
□(1)非常有信心 □(2)還算有信心 □(3)普通
□(4)不太有信心

□(5)非常沒信心

5 請問您比較喜歡政府採取以下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
，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6 請問您認為政府採取下列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比較有效？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7 您是否願意努力減少垃圾量？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8 您是否願意努力作垃圾分類回收？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9 如果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時，您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1)環境保護應優先於經濟成長
□(2)經濟成長應優先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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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是否同意下列的看法：「對目前惡化的環境，除了政府與企業要負責任外，自己也
要負一些責任。」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1 如果可供現代與下一代人使用的資源是有限的，請問您對資源使用的分配情形有什麼
樣的看法？
□(1)這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下一代人的使用
□(2)下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這一代人的使用
12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下列行為或活動？
從 偶 經
不 爾 常

----------------------
----------------------
----------------------
---------------------- 
----------------------













(1)會自備購物袋出門購物
(2)會重複使用塑膠袋
(3)外食時自備餐具，不用免洗餐具
(4)在家裡飲用瓶裝水(如在外購買的礦泉水)
(5)在家裡使用免洗餐具
(6)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避免購買過度包裝
的商品（即使包裝物品的材料可以回收）
(7)您平時會避免購買未列入回收項目的商品

----------------------  
----------------------  

(8)如果路途較遠，會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  

二、 以下為一些有關飲用水的問題
13 請問您家裡日常生活中除了自來水以外，有沒有另外買水？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7 題繼續作答)

14 請問您家裡多久買一次水？ 約______個月
15 請問您家裡買水的用途是：(可複選)
□(1)飲用水
□(2)洗蔬果
□(3)洗澡

□(4)洗衣

□(5)澆花草

16 請問您家裡一次買多少水？
約_______公升，每公升約______元，或
約_______加侖，每加侖約______元（一加侖＝3.785 公升）
17 您家裡有沒有裝設飲用水處理設備（例如：淨水器、過濾器等）？
□(1)有 ， 購買的價格是
元，您預計使用約_____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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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沒有（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9 題繼續作答）
18 請問您家裡購買的飲用水處理設備平均多久需要維護、保養一次（例如更換濾心等）？
約_______個月，平均維護、保養一次約_______元 / 次。
19 您家裡的飲用水有沒有經過燒開煮沸？
□(1)有
□(2)沒有
20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淨水
過濾器、不用煮開）？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2 題繼續作答）
21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
淨水過濾器、不用煮開）？
（現在台中市的水費每度約 9.5 元，一度 = 1000 公升。市售保特瓶裝可口可樂 1.5 公升，
所以一度水約 = 666 保特瓶裝的容量。）
□(1)100 元 □(2)200 元 □(3)300 元 □(4)400 元 □(5)500 元
□(6)600 元 □(7)700 元 □(8)800 元 □(9)900 元 □(10)100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22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水過
濾器）就可以飲用？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4 題繼續作答）
23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
水過濾器）就可以飲用？
□(1)100 元 □(2) 150 元 □(3) 200 元 □(4)250 元 □(5)300 元
□(6)350 元 □(7) 400 元 □(8) 450 元 □(9) 500 元 □(10)55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三、以下為一些有關垃圾處理的問題
24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約使用_____個垃圾袋。（麻煩請用附上的垃圾袋為基準,謝謝。）
25 請問您家裡現在有作垃圾分類回收嗎？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28 題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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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約多久？(包括清洗、整理、送至回收
點的時間)
□(1) 1-15 分鐘
□(2) 15-30 分鐘
□(3) 30-45 分鐘
□(4) 45 分鐘-1 小時
□(5) 1 小時-1.5 小時
□(6) 1.5 小時-2 小時
□ (7)其它，________小時
27 在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後，您家裡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是增加還是減少？
□(1)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減少
28 在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後，您家裡的垃圾量（指丟置在垃圾車，而不包括資源回收的部
分）是增加還是減少？
□(1)垃圾量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垃圾量減少
29 為了不想作垃圾分類回收，您有沒有曾經親眼看到他人有下列行為？
□(1)將垃圾放置在公共垃圾桶
□(2)自己、託人將垃圾帶至台中市以外的地區
□(3)在自家後院燒掉垃圾或掩埋
□(4)將垃圾帶至上班地點由公司處理
□(5)將枝葉、廚餘做成堆肥
□(6)無看見以上行為

最後，我們將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您的答案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您的基本資料，我們才能正確地分析調查結果，您所提供的資料都
僅作為本論文學術研究用途，一切保密，絕不作為他用。懇請您能提供我們
下列問題的答案，謝謝您。
30 性別: □(1)男 □(2)女
3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初/國中畢（肄）業
□(6)研究所及以上
32 請問您從事的行業是：
□(1)農林魚牧狩獵業
□(3)製造業
□(5)營造業
□(7)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軍人、教職、公務員

□(2)識字（未進學校）
□(5)高中/職畢（肄）業

□(3)小學畢（肄）業
□(6)大專／學畢（肄）業

□(2)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旅遊業)
□(4)水電煤氣業
□(6)礦石及土石業
□(8)金融保險不動產及服務業
□(10)家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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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由業
□(13)學生

□(12)退休或無工作狀態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33 請問您家裡現在居住的房子是：
□(1)自有
□(2)父母、子女或親戚所有
□(4)公司機關宿舍
□(4)其他（請說明）_______

□(3)承租的

34 請問您家裡目前經常居住的共╴人（包含自己），年齡層的分佈情形為：
6 歲以下共___人
35-50 歲共___人

7-12 歲共___人
51-64 歲共___人

13-18 歲共___人
65 歲以上共___人

19-34 歲共___人

35 請問您目前住家的房子總樓板數為______坪。
（ 1 坪 = 3.30579 平方公尺 ， 1 平方公尺 = 0.3025 坪 ）
36 請問您個人一個月的平均收入約為：
□(1)1 萬 5 千元以下
□(3)2 萬元～4 萬元
□(5)6 萬元～8 萬元
□(7)10 萬元～15 萬元
□(9)20 萬元以上

□(2)1 萬 5 千元～2 萬元
□(4)4 萬元～6 萬元
□(6)8 萬元～10 萬元
□(8)15 萬元～20 萬元

37 請問與您同住的家人在過去一年的年所得約為：
□(1)不滿 30 萬
□(2)30 萬-40 萬元以下
□(3)40 萬-50 萬元以下
□(4)50 萬-60 萬元以下
□(5)60 萬-70 萬元以下
□(6)70 萬-80 萬元以下
□(7)80 萬-90 萬元以下
□(8)90 萬-100 萬元以下
□(9)100 萬-120 萬元以下
□(10)120 萬-140 萬元以下
□(11)140 萬-160 萬元以下
□(12)160 萬元 180 元以下
□(13)180 萬元 200 萬元以下
□(14)200 萬元 250 萬元以下
□(15)250 萬元 300 萬元以下
□(16)300 萬元 350 萬元以下
□(17)350 萬元 400 萬元以下
□(18)400 萬元 450 萬元以
□(19)450 萬元 500 萬元以下
□(20)500 萬元以上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為了方便日後通知您幸運中獎以
及可能再次請教您對飲用水及垃圾處理的寶貴意見，煩請您選擇留下以下其
中的一個通訊方式。最後，請您將問卷黏好，地址向外，不必貼郵票直接寄
回即可。
電話：(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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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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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別：高雄市問卷
三、 以下為一些有關環境關懷的問題
1 請問您認為您住家附近的環境乾不乾淨？
□(1)非常乾淨
□(2)還算乾淨
□(3)普通

□(4)不太乾淨

2 請問您是否清楚知道家庭垃圾中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不是？
□(1)非常清楚
□(2)還算清楚
□(3)普通
□(4)不太清楚

□(5)非常不乾淨

□(5)非常不清楚

3 請問您知不知道您家裡自來水的水源來自哪條河川、哪個水庫或是地下水？
□(1)知道
□(2)不知道
4 請問您對家裡自來水煮開後作為飲用水的品質有沒有信心？
□(1)非常有信心 □(2)還算有信心 □(3)普通
□(4)不太有信心

□(5)非常沒信心

5 請問您比較喜歡政府採取以下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
，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6 請問您認為政府採取下列哪一種鼓勵減少垃圾量的方式比較有效？
□(1)隨垃圾量多寡收費，並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如台北市）。
□ (2)實施強制垃圾分類（如未做好分類，則處以罰金如臺中市、高雄市），並配合垃圾
分類回收。
7 您是否願意努力減少垃圾量？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8 您是否願意努力作垃圾分類回收？
□(1)非常願意
□(2)還算願意
□(3)普通

□(4)不太願意

□(5)非常不願意

9 如果環境保護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有不可避免的衝突時，您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1)環境保護應優先於經濟成長
□(2)經濟成長應優先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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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是否同意下列的看法：「對目前惡化的環境，除了政府與企業要負責任外，自己也
要負一些責任。」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11 如果可供現代與下一代人使用的資源是有限的，請問您對資源使用的分配情形有什麼
樣的看法？
□(1)這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下一代人的使用
□(2)下一代人的使用應優先於這一代人的使用
12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下列行為或活動？
從 偶 經
不 爾 常

----------------------
----------------------
----------------------
---------------------- 
----------------------













(1)會自備購物袋出門購物
(2)會重複使用塑膠袋
(3)外食時自備餐具，不用免洗餐具
(4)在家裡飲用瓶裝水(如在外購買的礦泉水)
(5)在家裡使用免洗餐具
(6)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避免購買過度包裝
的商品（即使包裝物品的材料可以回收）
(7)您平時會避免購買未列入回收項目的商品

----------------------  
----------------------  

(8)如果路途較遠，會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  

一、 以下為一些有關飲用水的問題
13 請問您家裡日常生活中除了自來水以外，有沒有另外買水？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7 題繼續作答)

14 請問您家裡多久買一次水？ 約______個月
15 請問您家裡買水的用途是：(可複選)
□(1)飲用水
□(2)洗蔬果
□(3)洗澡

□(4)洗衣

□(5)澆花草

16 請問您家裡一次買多少水？
約_______公升，每公升約______元，或
約_______加侖，每加侖約______元（一加侖＝3.785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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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家裡有沒有裝設飲用水處理設備（例如：淨水器、過濾器等）？
□(1)有 ， 購買的價格是
元，您預計使用約_______年
□(2)沒有（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9 題繼續作答）
18 請問您家裡購買的飲用水處理設備平均多久需要維護、保養一次（例如更換濾心等）？
約_______個月，平均維護、保養一次約_______元 / 次。
19 您家裡的飲用水有沒有經過燒開煮沸？
□(1)有
□(2)沒有
20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淨水
過濾器、不用煮開）？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2 題繼續作答）
21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的自來水可直接生飲（不需要再使用
淨水過濾器、不用煮開）？
（現在高雄市的水費每度約 9.5 元，一度 = 1000 公升。市售保特瓶裝可口可樂 1.5 公升，
所以一度水約 = 666 保特瓶裝的容量。）
□(1)100 元 □(2)200 元 □(3)300 元 □(4)400 元 □(5)500 元
□(6)600 元 □(7)700 元 □(8)800 元 □(9)900 元 □(10)100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22 您是否願意每度水多花一些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水過
濾器）就可以飲用？
□(1)願意
□(2)不願意（若回答「不願意」，請跳至第 24 題繼續作答）
23 承上題，您願意每度水多花多少錢，使得您家裡自來水經過煮開後（不需要再使用淨
水過濾器）就可以飲用？
□(1)100 元 □(2) 150 元 □(3) 200 元 □(4)250 元 □(5)300 元
□(6)350 元 □(7) 400 元 □(8) 450 元 □(9) 500 元 □(10)550 元
□(11) 其它，________元

三、以下為一些有關垃圾處理的問題
24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約使用_____個垃圾袋。（麻煩請用附上的垃圾袋為基準,謝謝。）
25 請問您家裡現在有作垃圾分類回收嗎？
□(1)有

□(2)沒有

(若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28 題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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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問您家裡每星期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約多久？(包括清洗、整理、送至回收
點的時間)
□(1) 1-15 分鐘
□(2) 15-30 分鐘
□(3) 30-45 分鐘
□(4) 45 分鐘-1 小時
□(5) 1 小時-1.5 小時
□(6) 1.5 小時-2 小時
□ (7)其它，________小時
27 在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後，您家裡花在作垃圾分類回收的時間是增加還是減少？
□(1)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減少
28 在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後，您家裡的垃圾量（指丟置在垃圾車，而不包括資源回收的部
分）是增加還是減少？
□(1)垃圾量增加
□(2)沒多大改變
□(3)垃圾量減少
29 為了不想作垃圾分類回收，您有沒有曾經親眼看到他人有下列行為？
□(1)將垃圾放置在公共垃圾桶
□(2)自己、託人將垃圾帶至高雄市以外的地區
□(3)在自家後院燒掉垃圾或掩埋
□(4)將垃圾帶至上班地點由公司處理
□(5)將枝葉、廚餘做成堆肥
□(6)無看見以上行為

最後，我們將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基本資料，您的答案對本研究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了您的基本資料，我們才能正確地分析調查結果，您所提供的資料都
僅作為本論文學術研究用途，一切保密，絕不作為他用。懇請您能提供我們
下列問題的答案，謝謝您。
30 性別: □(1)男 □(2)女
3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初/國中畢（肄）業
□(6)研究所及以上
32 請問您從事的行業是：
□(1)農林魚牧狩獵業
□(3)製造業
□(5)營造業
□(7)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2)識字（未進學校）
□(5)高中/職畢（肄）業

□(3)小學畢（肄）業
□(6)大專／學畢（肄）業

□(2)商業(批發、零售、餐飲、旅遊業)
□(4)水電煤氣業
□(6)礦石及土石業
□(8)金融保險不動產及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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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軍人、教職、公務員
□(11)自由業
□(13)學生

□(10)家庭管理
□(12)退休或無工作狀態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33 請問您家裡現在居住的房子是：
□(1)自有
□(2)父母、子女或親戚所有
□(4)公司機關宿舍
□(4)其他（請說明）_______

□(3)承租的

34 請問您家裡目前經常居住的共___人（包含自己），年齡層的分佈情形為：
6 歲以下共___人
35-50 歲共___人

7-12 歲共___人
51-64 歲共___人

13-18 歲共___人
65 歲以上共___人

19-34 歲共___人

35 請問您目前住家的房子總樓板數為╴╴╴坪。
（ 1 坪 = 3.30579 平方公尺 ， 1 平方公尺 = 0.3025 坪 ）
36 請問您個人一個月的平均收入約為：
□(1)1 萬 5 千元以下
□(2)1 萬 5 千元～2 萬元
□(3)2 萬元～4 萬元
□(4)4 萬元～6 萬元
□(5)6 萬元～8 萬元
□(6)8 萬元～10 萬元
□(7)10 萬元～15 萬元
□(8)15 萬元～20 萬元
□(9)20 萬元以上
37 請問與您同住的家人在過去一年的年所得約為：
□(1)不滿 30 萬
□(2)30 萬-40 萬元以下
□(3)40 萬-50 萬元以下
□(4)50 萬-60 萬元以下
□(5)60 萬-70 萬元以下
□(6)70 萬-80 萬元以下
□(7)80 萬-90 萬元以下
□(8)90 萬-100 萬元以下
□(9)100 萬-120 萬元以下
□(10)120 萬-140 萬元以下
□(11)140 萬-160 萬元以下
□(12)160 萬元 180 元以下
□(13)180 萬元 200 萬元以下
□(14)200 萬元 250 萬元以下
□(15)250 萬元 300 萬元以下
□(16)300 萬元 350 萬元以下
□(17)350 萬元 400 萬元以下
□(18)400 萬元 450 萬元以
□(19)450 萬元 500 萬元以下
□(20)500 萬元以上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為了方便日後通知您幸運中獎以
及可能再次請教您對飲用水及垃圾處理的寶貴意見，煩請您選擇留下以下其
中的一個通訊方式。最後，請您將問卷黏好，地址向外，不必貼郵票直接寄
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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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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