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名稱 ：發放消費券對國內經濟效益之評估：調查部分
*計畫主持人：吳中書
*共同主持人：傅祖壇
*委託單位 ：中研院經濟所
*訪問地區 ：台灣地區
*訪問對象 ：十五歲以上的一般民眾
***若受訪者有任何疑問，
白天請撥(02)27871830 找李小姐
晚上請撥(02)27871700 轉 1750 找當天督導
您好：
我們是台北的中央研究院，想就政府今年 1 月 18 日開始發放的消費券，請教您
幾個問題。調查結果將作為學術研究，及政策分析之用。可不可以耽誤您幾分鐘？
謝謝！
請問這是住家電話嗎？
［不是==>因為我們訪問的對象是住家，以後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我們想麻煩您家裡十五歲以上的人來回答，所以想先請教您「住在這裡一個禮拜
四天以上，有使用這支電話，民國 82 年底以前出生，年齡在 15 歲以上的人」有
幾位？
其中，男性有幾位？
可不可以請家中ｘｘｘ來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想跟他(她)進行一個簡單的電話
訪問！（若指定受訪者目前不在，請進行當日約訪或隔日約訪）
■■ 找到合格受訪者時請告知以下訊息 ■■
您好：
我們是台北的中央研究院，想就政府今年 1 月 18 日開始發放的消費券，請教您
幾個問題。調查結果將作為學術研究，及政策分析之用。可不可以耽誤您幾分鐘，
跟你請教一些問題？謝謝！
如果我唸得太快或者您有聽不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唸一次給您聽，
謝謝！
(樣本控制題)
１、請問您是否已經領到消費券？
(1)是(跳答２題)
(2)否

(8)拒答(跳答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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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請問為什麼沒有領？
(1)時間上不方便 (2)地點上不方便
(3)不想去領
(4) 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記錄表上》
(8)拒答
１＿２、請問您家中包含您在內，共有幾人有資格領消費券？
人 ﹝同住
家人﹞【若超過 40 人，請鍵入 96 並記錄於開放記錄表中，不知道請鍵入 97，拒
答請鍵入 98】
１＿３、請問您是否會在第二次發放（2 月 7 日~4 月 30 日）時領？
(1)是（結束本訪問，並選擇中止原因 09 還沒有領取消費券）
(2)否（結束本訪問，並選擇中止原因 09 還沒有領取消費券）
(8)拒答（結束本訪問，並選擇中止原因 09 還沒有領取消費券）
２、請問您是民國那一年出生的？《只訪問民國 82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
《民
國前請鍵入 96，若回答「97 不知道、98 拒答」者，請續答 2_1 題》
２＿１請問您今年大概幾歲？《不可唸出「拒答」選項》
(1)15 歲-19 歲 (2)20 歲-29 歲 (3)30 歲-39 歲 (4)40 歲-49 歲
(5)50 歲-59 歲 (6)60 歲-64 歲 (7)65 歲及以上 (8)拒答
３、請問您家中包含您在內，共有幾人有資格領消費券？
人 ﹝同住家人﹞
【若超過 40 人，請鍵入 96 並記錄於開放記錄表中，不知道請鍵入 97，拒答請鍵
入 98】
４、請問您家裡所領到的消費券是「全家完全統籌使用」
、
「部份統籌使用」或是
「個人自行使用」？
(1)全家完全統籌使用（跳答４＿３題）
(2)部份統籌使用，部份自行使用
(3)各自自行使用消費券（跳答５ａ題）
(7)不知道（跳答４＿３題）
(8)拒答（請歸中止原因）
４＿１、請問您個人的消費券是交由家人統籌處理還是自行使用？
(1)自行使用（即使部分自行使用消費券金額少於 3,600 元，亦可受訪）
(2)由家人統籌處理 （跳答４＿３題）
(8)拒答（請歸中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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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請問您個人是否也是家中「負責統籌支配消費券使用的人」？
(1)是（跳答５b 題)
(2)否（跳答５ａ題)
(8)拒答（請歸中止原因）
４＿３、請問是否可以請您家中（由受訪者自行定義）「負責統籌支配消費券使
用的人」來回答以下問題？
(1)是，就是接聽電話的人（跳答５ｂ）(2)是，換人訪問
(3)否（請訪員再約訪或歸中止原因） (8)拒答（請歸中止原因）
您好：
我們是台北的中央研究院，想就政府今年 1 月 18 日開始發放的消費券，請教您
幾個問題。調查結果將作為學術研究，及政策分析之用。如果我唸得太快或者您
有聽不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唸一次給您聽，謝謝！
５、請問您是民國那一年出生的？（家庭問卷）
《只訪問民國 82 年 12 月 31 日以
前出生者》
《民國前請鍵入 96，若回答「97 不知道、98 拒答」者，請續答 5_1 題》
（跳答５ｂ題)
５＿１請問您今年大概幾歲？（家庭問卷）
《不可唸出「拒答」選項》
（跳答５ｂ
題)
(1)15 歲-19 歲 (2)20 歲-29 歲 (3)30 歲-39 歲 (4)40 歲-49 歲
(5)50 歲-59 歲 (6)60 歲-64 歲 (7)65 歲及以上 (8)拒答

消費狀況問題
（從第 5 題至第 17 題、第 19 題中，個人問卷部分用您個人；家庭問卷部分用您
家）
５ａ、請問您個人可以支配使用的消費券金額是
元？（個人問卷）（跳
答６ａ題）《不知道請鍵入 999997，拒答請鍵入 999998》
（參考:1 人份 3,600 元、 2 人份 7,200 元、 3 人份 10,800 元、4 人份 14,400 元 、
5 人份 18,000 元、6 人份 21,600 元、7 人份 25,200 元、8 人份 28,800 元、
9 人份 32,400 元、10 人份 36,000 元）
５ｂ、請問您家交由您支配使用的消費券金額是
元？（家庭問卷）《不
知道請鍵入 999997，拒答請鍵入 999998》
（參考:1 人份 3,600 元、 2 人份 7,200 元、 3 人份 10,800 元、4 人份 14,400 元 、
5 人份 18,000 元、6 人份 21,600 元、7 人份 25,200 元、8 人份 28,800 元、
9 人份 32,400 元、10 人份 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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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ｂ、請問包含您在內，您可以統籌支配消費券的家人之年齡為（跳答６ｂ
題）（複選題）【拒答請鍵入 98】
《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記錄表上》
(01)14 歲及以下 人
(02)15-19 歲 人
(03)20-29 歲
人
(04)30-39 歲
人
(05)40-49 歲
人
(06)50-59 歲
人
(07)60-64 歲
人
(08)65 歲以上
人
(98)拒答
６ａ、請問您個人可支配的消費券，已經開始使用了嗎？（個人問卷）
(1)是，已全部用完（跳答８題）(2)是，用了一部份（跳答７ａ題）
(3)尚未使用（跳答１７題） (8)拒答（跳答７ａ題）
６ｂ、請問您家交由您支配使用的消費券，已經開始使用了嗎？（家庭問卷）
(1)是，已全部用完（跳答８題）(2)是，用了一部份（跳答７ｂ題）
(3)尚未使用（跳答１７題）
(8)拒答（跳答７ｂ題）
７ａ、請問您個人已使用之消費券金額為多少元？（個人問卷）
(01)500 元及以下
(02)501-1,000 元
(03)1,001-1,500 元
(04)1,501-2,000 元
(05)2,001-2,500 元 (06)2,501-3,000 元
(07)3,001-3,500 元
(08)3,501-4,000 元 (09)4,001-4,500 元
(10)4,501-5,000 元 (11)5,001-5,500 元 (12)5,501-6,000 元
(13)6,001-6,500 元 (14)6,501-7,000 元 (15)7,001-7,500 元
(16)7,501-8,000 元 (17)8,001-8,500 元 (18)8,501-9,000 元
(19)9,001-9,500 元 (20)9,501-10,000 元 (21) 10,001-12,000 元
(22)12,001-13000 元 (23)13,001-14,000 元 (24)14,001-15,000 元
(25)15,001-16,000 元 (26)16,001-17,000 元 (27)17,001-18,000 元
(28)18,001-19,000 元 (29)19,001-20,000 元 (30)20,001 元以上 (98)拒答
７ｂ、請問您家已使用之消費券金額為多少元？（家庭問卷）
(01)500 元及以下
(02)501-1,000 元
(03)1,001-1,500 元
(04)1,501-2,000 元
(05)2,001-2,500 元 (06)2,501-3,000 元
(07)3,001-3,500 元
(08)3,501-4,000 元 (09)4,001-4,500 元
(10)4,501-5,000 元 (11)5,001-5,500 元 (12)5,501-6,000 元
(13)6,001-6,500 元 (14)6,501-7,000 元 (15)7,001-7,500 元
(16)7,501-8,000 元 (17)8,001-8,500 元 (18)8,501-9,000 元
(19)9,001-9,500 元 (20)9,501-10,000 元 (21) 10,001-12,000 元
(22)12,001-13000 元 (23)13,001-14,000 元 (24)14,001-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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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001-16,000 元 (26)16,001-17,000 元 (27)17,001-18,000 元
(28)18,001-19,000 元 (29)19,001-20,000 元 (30)20,001 元以上 (98)拒答
８、請問您個人（您家）的消費券是一次使用還是分次使用？
(1)一次
(2)分次
(8)拒答
９、請問您個人（您家）已經使用的消費券是什麼時候使用的？（請訪員唸出選
項）
(1)1 月底前
(2)2 月至目前（續答９＿１）
(3)兩者都有（續答９＿１）(8)拒答
９＿１、請問您個人（您家）最近使用消費券的日期是 2 月 12 日之前還是之後？
(1)２月１２日（星期四）之前 (2)２月１３日之後
(7)不知道 (8)拒答
１０、請問您個人（您家）使用消費券的場所有哪些？（可複選）（請訪員唸出
選項）（此題只有回答選項 08、09、10 者，跳答１７題）
(01)連鎖量販店（例如家樂福、大潤發…）
(02)百貨公司
(03)超級市場（例如頂好超市、軍公教…）
(04)便利商店（例如７－１１、全家…）
(05)網路、電視、電台購物
(06)傳統市場、雜貨店、夜市、攤販、小吃(例如菜市場…)
(07)一般商店(例如藥妝店、補教業、服飾店…)
(08)交給家人或包紅包
(09)換現金
(10)捐贈
(11)其他 《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記錄表上》
(98)拒答
１１、請問您個人（您家）使用消費券的縣市？（請訪員唸出選項）（可複選）
(1)居住所在地
(2)戶籍所在地
(3)居住所在地或戶籍所在地以外的縣市
(8)拒答
１２、請問您個人（您家）以消費券購買過何種商品？（可複選）（請訪員確認
所有的花費是否都花在那些產品上）《若受訪者猶豫的話，則請訪員逐項念出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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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食品、飲料 (例如買菜、米油鹽醬醋茶、菸酒)
(02)家庭必需用品 (衛生清潔用品，例如洗碗精、洗髮精)
(03)大型家電、設備或傢俱（例如冰箱、電視機、沙發、櫥櫃）
(04)資訊或家電產品（電腦、手機、3C 電子產品或小家電）
(05)衣服類（衣服、鞋襪、帽子）
(06)支付學費、補習費、圖書
(07)交通費用或用品（例如計程車車資、購買車票、加油或汽機車用品、汽
機車、自行車）
(08)餐廳吃飯
(09)支付租金（房租、店租）
(10)理髮、美容、按摩
(11)旅遊或娛樂費用 （例如旅行費用、看電影、唱 KTV、購買彩券等活動）
(12)醫療保健或用品
(13)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記錄表上》
(98)拒答
１３、請問您個人（您家）消費券是用在，「原本就打算要買的」、「原本就打算
要買，但是買比原本要買的還要貴」，還是「本來沒有打算要買，但是因為有消
費券才買的」？
(1)原本就打算要的支出
(2)因為有消費券，才新增加的額外支出（跳答１３＿３題）
(3)兩者都有（跳答１３＿３題）
(4)原本就打算要買，但是買比原本要買的還要貴
(8)拒答
１３＿１、請問您有沒有因為消費券，而多花錢購買比原來品質較好或較貴的商
品？
(1)是
(2)否（跳答１４題）
(8)拒答
１３＿２、請問您這些東西較原來打算要買的貴多少錢？（此題於 2/18 開始不
問）
(01)500 元以下
(02)501-1,000 元
(03)1,001-1,500 元
(04)1,501-2,000 元
(05)2,001-2,500 元 (06)2,501-3,000 元
(07)3,001-3,500 元
(08)3,501-4,000 元 (09)4,001-4,500 元
(10)4,501-5,000 元 (11)5,001-5,500 元 (12)5,501-6,000 元
(13)6,001-6,500 元 (14)6,501-7,000 元 (15)7,001-7,500 元
(16)7,501-8,000 元 (17)8,001-8,500 元 (18)8,501-9,000 元
(19)9,001-9,500 元 (20)9,501-10,000 元 (21) 10,001-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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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001-13000 元 (23)13,001-14,000 元 (24)14,001-15,000 元
(25)15,001-16,000 元 (26)16,001-17,000 元 (27)17,001-18,000 元
(28)18,001-19,000 元 (29)19,001-20,000 元 (30)20,001 元以上 (98)拒答
１３＿３、請問您個人（您家）額外花了多少錢？（包含使用之消費券金額）
(01)500 元以下
(02)501-1,000 元
(03)1,001-1,500 元
(04)1,501-2,000 元
(05)2,001-2,500 元 (06)2,501-3,000 元
(07)3,001-3,500 元
(08)3,501-4,000 元 (09)4,001-4,500 元
(10)4,501-5,000 元
(11)5,001-5,500 元 (12)5,501-6,000 元
(13)6,001-6,500 元
(14)6,501-7,000 元 (15)7,001-7,500 元
(16)7,501-8,000 元
(17)8,001-8,500 元 (18)8,501-9,000 元
(19)9,001-9,500 元
(20)9,501-10,000 元 (21) 10,001-12,000 元
(22)12,001-13000 元 (23)13,001-14,000 元 (24)14,001-15,000 元
(25)15,001-16,000 元 (26)16,001-17,000 元 (27)17,001-18,000 元
(28)18,001-19,000 元 (29)19,001-20,000 元 (30)20,001 元以上 (98)拒答
１４、請問您個人（您家）使用消費券時，是否有搭配現金或刷卡使用？
(1)是
(2)否（跳答１５題）
(8)拒答
１４＿１、請問您個人（您家）搭配使用的現金或刷卡，比已經使用的消費券金
額來得多或少？
(1)比消費券金額少
(2)跟消費券金額差不多
(3)比消費券金額多
(8)拒答
１５、消費券在今 (98) 年 1 月 18 日發放，請問您個人（您家）有沒有因此延後，
本來打算要在去 （97） 年 12 月的花費？
(1)是
(2)否
(8)拒答
１６、請問您會不會因為目前已經用了消費券，而減少或增加原先打算在未來半
年中的花費？
(1)會減少（續答１６＿１題）(2)不會有什麼改變（跳答１７題）
(3)會增加（跳答１６＿２題）
(8)拒答（跳答１７題）
１６＿１ａ、請問減少的花費，會比您個人全部可以使用的消費券金額來得多或
少？（個人問卷）
(1)比消費券金額少
(2)跟消費券金額差不多
(3)比消費券金額多
(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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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ｂ、請問減少的花費，會比全部交由您使用的消費券金額來得多或少？
（家庭問卷）
(1)比消費券金額少
(2)跟消費券金額差不多
(3)比消費券金額多
(8)拒答
１６＿２ａ、請問增加的花費，會比您個人全部可以使用的消費券金額來得多或
少？（個人問卷）
(1)比消費券金額少
(2)跟消費券金額差不多
(3)比消費券金額多
(8)拒答
１６＿２ｂ、請問增加的花費，會比全部交由您使用的消費券金額來得多或少？
（家庭問卷）
(1)比消費券金額少
(2)跟消費券金額差不多
(3)比消費券金額多
(8)拒答

消費券政策的意見
１７、請問您認為發放消費券政策，對刺激消費、振興經濟有沒有幫助？
(1)有，且幫助很大
(2)有，但幫助不大
(3)沒有
(4)無意見
(7)不知道
(8)拒答
１８、請問您覺得您個人（您家）今年收入比去年收入，會較好、較差或差不多？
(1) 較好
(2) 較差 (3)差不多 (4)無意見 (7)不知道 (8)拒答
１９、請問您認為消費券應發放的對象是誰?（請訪員唸出選項）
(1) 全國人民
(2)全國人民，但排除高收入戶(排富條款)
(3) 只發給低收入戶(4) 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5)無意見
(7)不知道
(8)拒答
２０、整體而言，請問您贊不贊同本次消費券的發放？
(1)非常贊同（跳答２１＿１題）(2)贊同（跳答２１＿１題）
(3)沒什麼贊不贊同（跳答２１＿１題）(4)不贊同
(5)非常不贊同
(8)拒答（跳答２１＿１題）
２０＿１請問您不贊同的原因是什麼?

(記錄理由)

２１＿１、請問您認為消費券的發放金額太多、太少還是差不多？
(1) 太多
(2) 太少 (3)差不多 (7) 不知道 (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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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請問您認為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太長、太短還是差不多？
(1)太長
(2) 太短 (3)差不多 (7) 不知道 (8)拒答
２１＿３、請問您覺得消費券的不可找零方不方便？
(1)方便
(2) 不方便 (3)還好 (7) 不知道 (8)拒答
２１＿４、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消費券的「發放方式與使用規定」滿不滿意？
(1)非常滿意（跳答２２題） (2)滿意（跳答２２題）
(3)普通 （跳答２２題）
(4)不滿意
(5)非常不滿意
(6)無意見（跳答２２題）
(8)拒答（跳答２２題）
２１＿５、請問您不滿意的原因是什麼?

(記錄理由)

２２、請問您贊不贊同再發一次消費券？
(1)非常贊同（跳答２３題）
(2)贊同（跳答２３題）
(3)沒什麼贊不贊同（跳答２３題） (4)不贊同
(5)非常不贊同
(8)拒答（跳答２３題）
２２＿１請問您不贊同的原因是什麼?

(記錄理由)

受訪者個人資料與家庭背景
２３、性別：《請訪員自行判斷》
(1)男
(2)女
２４、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什麼？《請詳細詢問行業、職位，並記錄在開放紀錄
表中》
(01) 受訪者有工作且願意回答：行業
職位（工作內容） 《請鍵入並記錄
在開放紀錄表中》
(02) 受訪者有工作但不願回答
(03) 學生
(04) 家庭主婦
(05) 退休
(06) 失業/沒有工作
(07) 其他 《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98) 拒答
２５、請問您的最高學歷是什麼？
(01)不識字
(02)識字但未入學
(03)小學
(04)初/國中
(05)高中職
(06)專科
(07)大學
(08)研究所及以上
(09)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97)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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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拒答
２６、請問您個人平均月所得為多少？（只有個人問卷須問）
(01)無收入
(02)1萬元以下
(03)1萬元及以上未滿2萬元
(04)2萬元及以上未滿3萬元
(05)3萬元及以上未滿4萬元
(06)4萬元及以上未滿5萬元
(07)5萬元及以上未滿6萬元
(08)6萬元及以上未滿7萬元
(09)7萬元及以上未滿8萬元
(10)8萬元及以上未滿9萬元
(11)9萬元及以上未滿10萬元
(12)10萬元及以上未滿11萬元
(13)11萬元及以上未滿12萬元 (14)12萬元及以上未滿13萬元
(15)13萬元及以上未滿14萬元 (16)14萬元及以上未滿15萬元
(17)15萬元及以上未滿16萬元 (18)16萬元及以上未滿17萬元
(19)17萬元及以上未滿18萬元 (20)18萬元及以上未滿19萬元
(21)19萬元及以上未滿20萬元 (22)20萬元及以上未滿25萬元
(23)25萬元及以上未滿30萬元 (24)30萬元及以上未滿35萬元
(25)35萬元及以上未滿40萬元 (26)40萬元及以上未滿100萬元
(27)100萬元以上
(98)拒答
２７、請問您家庭平均月所得為多少？（個人問卷、家庭問卷皆須問）
(01)無收入
(02)1萬元以下
(03)1萬元及以上未滿2萬元
(04)2萬元及以上未滿3萬元
(05)3萬元及以上未滿4萬元
(06)4萬元及以上未滿5萬元
(07)5萬元及以上未滿6萬元
(08)6萬元及以上未滿7萬元
(09)7萬元及以上未滿8萬元
(10)8萬元及以上未滿9萬元
(11)9萬元及以上未滿10萬元
(12)10萬元及以上未滿11萬元
(13)11萬元及以上未滿12萬元 (14)12萬元及以上未滿13萬元
(15)13萬元及以上未滿14萬元 (16)14萬元及以上未滿15萬元
(17)15萬元及以上未滿16萬元 (18)16萬元及以上未滿17萬元
(19)17萬元及以上未滿18萬元 (20)18萬元及以上未滿19萬元
(21)19萬元及以上未滿20萬元 (22)20萬元及以上未滿25萬元
(23)25萬元及以上未滿30萬元 (24)30萬元及以上未滿35萬元
(25)35萬元及以上未滿40萬元 (26)40萬元及以上未滿100萬元
(27)100萬元以上
(98)拒答
２８、請問您目前居住的房屋為：
(1)自有(含配偶所有) (2)父母或子女所有
(3)租屋
(4)公私立機構宿舍
(5)親友借住
(6)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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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請問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持有金融資產(如股票、基金、債券、投資型保險
等資產)？
(1)是
(2)否
(7)不知道 (8)拒答
３０、請問您父親是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大陸各省市還是原住民？
(1)台灣客家人
(2)台灣閩南人
(3)大陸各省市
(4)台灣原住民
(5)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7)不知道 (8)拒答
３１、請問您的婚姻狀況是未婚、已婚、離婚、分居、還是喪偶？
(1)未婚 (2)已婚 (3)離婚 (4)分居 (5)寡居(喪偶)
(6)其他《請鍵入並記錄在開放紀錄表中》 (8)拒答
３２、請問您使用的家用電話號碼當中（含住商共用，但不含手機）
，主要用
來接聽電話的號碼有幾個？《至少要為「1」，「不知道」鍵入97，「拒答」鍵
入98》
３３、請問這支電話的地區是 XX（請見括號內）的哪個縣市呢？﹍﹍﹍﹍﹍ 縣
市
﹍﹍﹍﹍﹍鄉/鎮/區
＊＊＊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中研院祝您健康快樂！！

＊＊＊

如遇訪者有任何疑問時，可請受訪者來電詢問
白天請撥(02)27871830 找李小姐
晚上請撥(02)27871700＃1750 找當天督導
＊＊＊＊＊＊＊＊＊＊＊＊＊＊＊＊＊＊＊＊＊＊＊＊＊＊＊＊
＊ 訪員編號：

訪問日期：

＊ 樣本編號：

電話號碼：（

＊ 受訪者性別：□1 女

）

□2 男

＊ 使用語言：
□1 台語

□2 國語

□3 客語

□4 國台語

＊ 受訪者回答的可信度：
□1 大部份不可信 □2 有些不可信

□5 國客語

□3 大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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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常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