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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問卷題目 

0206地震-天然災害社經影響家戶調查 

 題號 問   項 

篩選題 F1 此調查受訪者需在 25歲以上，冒昧請問您是哪一年出

生？        ？ （若 1991年以後出生，跳出訪問結束） 

F2 請問今年 2月 6日地震發生時，您正在哪個縣市？ 

□（1）雲林縣 □（2）南投縣  □（3）嘉義縣  □（4）臺南市   

□（5）其他縣市（跳出，訪問結束） 

地震災

害知識

與認知  

K1 

（複

選） 

請問您是從哪裡瞭解地震災害的避難知識? （訪員不提供選項） 

□（1）電視 □（2）網路 □（3）廣播 □（4）平面媒體（如報章雜

誌）  

□（5）演習 □（6）教育機構（如學校、社區大學等）  □（7）其

他          

K2 

請問您在今年 2月 6日地震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 104年 2月 6

日至 105年的 2月 6日間），有沒有和家人討論地震災害的避難方

法？ 

（回答有者請追問：請問你和家人大約討論過幾次） 

□（1） 0次 □（2） 1～2次 □（3） 3～4 次 □（4） 5～6次 □

（5） 7次以上 

K3 

請問您在 2月 6日地震發生的前一年間，有沒有接受過政府地震

防災宣導、教育或參與地震相關應變演習活動？ 

（回答有者請追問：請問你參與過幾次） 

□（1） 0次 □（2） 1～2次 □（3） 3～4 次 □（4） 5～6次 □

（5） 7次以上 

K4 

請問您覺得政府推動地震防災宣導或教育成效如何？ 

□（1）非常不好 □（2）不好 □（3）普通 □（4）好 □（5）非常

好 

K5 

在 2月 6日地震發生前，請問您家中有沒有準備防災包？（防災

包內容物如手電筒、乾糧、水、哨子、手動照明燈等） 

 □（1）有 □（2）沒有 

K6 
請問您家中目前有沒有準備防災包？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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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震與

避難行

為 

A1 

請問 2月 6日地震發生時，您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註：請訪

員逐項提示） 

□（1）未感覺地震或覺得地震很小，不需應變 

□（2）感覺地震很大，想要反應卻來不及 

□（3）待在床上，用枕頭或被子保護頭部 

□（4）躲在床旁邊 

□（5）躲在堅固家具的旁邊，比如櫃子、冰箱 

□（6）躲在堅固家具的底下，比如書桌 

□（7）盡速起床，往建築物外跑 

□（8）把門打開，以免出入口損壞 

□（9）找家人 

□（10）其他                    

A2 請問您是否知道您住家附近政府公告的避難地點（如防災公

園） ？ 

□（1）是    □（2）否（跳答 A3） 

A2.1 請問該避難地點是否適用於地震災害? 

□（1）是    □（2）否   □（3）不知道 

A3 2月 6日地震發生時，請問您有沒有到空曠處避難？ 

□（1）有 □（2）沒有（跳答 A4） 

A3.1 

請問您避難的空曠處是不是政府公告的地震避難地點（如防災公

園）？ 

□（1）是 □（2）否 □（3）不知道 

A4 請問您有沒有因為 2月 6日地震，必須去別的地方暫時住幾天？ 

□（1）是 □（2）否（跳答 A5） 

A4.1 

（複

選） 

請問您曾去哪些地方暫時住幾天？ 

□（1）親友家               □（2）里民活動中心    □（3）村里

長的家 

□（4）政府幫忙找的旅館     □（5）自己找的旅館   

□（6）宗教場所（如寺廟、教會）  □（7）長照機構         

□（8）其他政府公告收容單位       □（9）其他         

A5 

有關地震當下的行為，您認為「蹲下、掩護、穩住」及「躲在黃

金三角」哪一個說法正確？ 

□（1）蹲下、掩護、穩住 

□（2）躲在黃金三角 

□（3）以上皆對 

□（4）以上皆錯 

□（5）不知道  

經濟損 E1 請問您家有沒有因為 2月 6日地震造成停水、停電或建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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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複

選） 

□（1）停水（續答 E2 與 E2.1）       □（2）停電（續答 E3與

E3.1）     

□（3）建物損失（續答 E4）          □（4）無 （跳答 E5） 

指導語 

以下題目主是想了解 2月 6日地震對你家建物造成的損失（包括結

構損失、室內裝潢、家電毀損、停水、停電等），若你不太了解相關

資訊，請你詢問家中戶長或主要經濟提供者，方便後面的詢答，謝

謝。 

E2 

因為 2月 6日地震造成的停水，讓您家暫停使用自來水的天數 

□（1）1天（24小時以下）  □（2）2-3天     □（3）4-5天    

□（4）6-7天            □（5）8-14天    □（6）15-21天  

□（7）22-28 天          □（8）29天以上，約_______天? 

E2.1 

請問您家平均每天因停水而造成額外花費？（包括：買水、洗衣、

修抽水修馬達、買水桶、出外洗澡，外出居住等）  

□（1） 1千元以下（不含）           

□（2） 1千元（含） ~ 2千元（不含）    

□（3） 2千元（含） ~ 3千元（不含）    

□（4） 3千元（含） ~ 4千元（不含）    

□（5） 4千元（含） ~ 5千元（不含）    

□（6） 5千元（含） ~ 6千元（不含）    

□（7） 6千元（含） ~ 7千元（不含）    

□（8） 7千元（含） ~ 8千元（不含）    

□（9） 8千元（含） ~ 9千元（不含）    

□（10） 9千元（含） ~ 1萬元（不含）   

□（11） 1萬元（含） ~ 2萬元（不含）   

□（12） 2萬以上，約______元 

E3 

請問因為 2月 6日地震造成您家停電的時間 

□（1） 2小時以下      □（2） 3-4小時      □（3） 5-6小時        

□（4） 7-8 小時        □（5） 9-10小時     □（6） 11-12小

時    

□（7） 13-18 小時      □（8） 19-24小時    □（9） 25-36小

時   

□（10） 37-48小時 

E3.1 

請問因為 2月 6日地震造成的平均每天停電損失多少錢？（損失例

如缺電造成住家冰箱食物腐壞、商家原料） 

□（1） 1千元以下（不含）            

□（2） 1千元（含） ~ 2千元（不含）    

□（3） 2千元（含） ~ 3千元（不含）     

□（4） 3千元（含） ~ 4千元（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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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千元（含） ~ 5千元（不含）     

□（6） 5千元（含） ~ 6千元（不含）    

□（7） 6千元（含） ~ 7千元（不含）     

□（8） 7千元（含） ~ 8千元（不含）    

□（9） 8千元（含） ~ 9千元（不含）     

□（10） 9千元（含） ~ 1萬元（不含）   

□（11） 1萬元（含） ~ 2萬元（不含）    

□（12） 2萬以上，約______元 

E4 

請問因為 2月 6日地震造成您家建物損失（如結構損失、室內裝

潢損失、家電毀損等）多少錢？  

□（1） 10萬以下（不含）             

□（2） 10萬（含） ~20萬（不含）         

□（3） 20萬（含） ~30萬（不含）        

□（4） 30萬（含） ~40萬（不含）         

□（5） 40萬（含） ~50萬（不含）        

□（6） 50萬（含） ~60萬（不含）         

□（7） 60萬（含） ~70萬（不含）        

□（8） 70萬（含） ~80萬（不含）         

□（9） 80萬（含） ~90萬（不含）        

□（10） 90 萬以上，__________萬元   

□（11）不知道 

指導語 
若你不太了解相關資訊，請你詢問家中戶長或主要經濟提供者，
方便後面的詢答，謝謝。 

E5 

目前住宅地震保險每年花您 1350元，建物全倒可賠您最高 150萬

元，請問您是否願意提高保費，增加理賠額度？ 

□（1） 沒有投保 （續答 E5.1）              

□（2） 有投保，不願意增加保費（原價）                

□（3） 有投保，增加 500元（理賠多 50萬元） 

□（4） 有投保，增加 1000元（理賠多 100 萬元）  

□（5） 有投保，增加 1500元（理賠多 150 萬元）   

□（6） 有投保，增加 2000元（理賠多 200 萬元）  

□（7） 有投保，增加超過 2000元，多少_____元？ 

E5.1 
經歷 2月 6日地震後，請問您是否願意投保地震保險？ 

□（1）是 □（2）否 

E6 

政府未來若可針對您的需求，提供客製化的防災資訊（例如：地

震到達時間、最近的避難所、最近食物供應處等），您每年最高願

意出少多錢來購買?  

□（1） 不願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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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元以下（不含）  

□（3） 30元（含）~ 60元（不含）        

□（4） 60元（含）~ 90元（不含） 

□（5） 90元（含）~ 120元（不含）       

□（6） 120 元（含）~ 150元（不含） 

□（7） 150 元（含）~ 180元（不含）      

□（8） 180 元（含）~ 210元（不含） 

□（9） 210 元（含）~ 240元（不含）      

□（10） 240 元（含）~ 2700元（不含） 

□（11） 270 元（含）~ 300元（不含）    

□（12） 300 元（含） 以上 

基本題 

P1 

請問您家的建築樣式是屬於？ 

□（1）平房         □（2）透天式，最高幾樓？______樓    

□（3）公寓大廈式，第幾樓？______樓 

（註：若受訪者擁有 2樓（含）以上房子，以有受災或受災最嚴重的建

物為主） 

P2 
請問您家的居住型態為何？ 

□（1）純住家   □（2）住商混合   □（3）純商家 

P3 
請問與您共住家中 14歲以下有幾人      ，15-64  歲有幾人       

人，65歲以上有幾人      （包含自己） 

P54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不識字     □（2）自學   □（3）幼稚園   □（4）國小  

□（5）國中  □（6）高中/職校  □（7）大學/五專            □

（8）研究所以上 

P5 

請問您家每月的總收入約多少？ 

□（1）沒有收入                    

□（2） 1萬以下（未含）  

□（3） 1萬元（含） ~ 3萬元（未含）   

□（4） 3萬元（含） ~ 5萬元（未含）     

□（5） 5萬元（含） ~ 7萬元（未含）   

□（6） 7萬元（含） ~ 9萬元（未含）   

□（7） 9萬元（含） ~ 11萬元（未含）   

□（8） 11萬元（含） ~ 13萬元（未含） 

□（9） 13萬元（含） ~ 15萬元（未含）    

□（10）15萬元（含） ~ 20萬元（未含）   

□（11）20萬元（含） ~ 25萬元（未含）    

□（12） 25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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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受訪者性別 ? □（1）男性    □（2）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