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台灣地震災害之風險知覺調查問卷 
(A) 耐震補強題組 
(B) 風險資訊與保險題組 

開頭語設定 
*計畫名稱 ：九十五年台灣地震災害之風險知覺調查問卷 
*計畫主持人：蕭代基、林舒予 
*委託單位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訪問地區 ：全國 

*訪問對象 ：二十歲至七十歲之一般民眾  

***若受訪者有任何疑問， 

白天請撥(02)27884188 轉 450 找 曾小姐 

晚上請撥(02)27884188 轉 633 找 當天督導 

＊＊＊＊＊＊＊＊＊＊＊＊＊＊＊＊＊＊＊＊＊＊＊＊＊＊＊＊     

   您好，這裡是台北中央研究院，我們為了瞭解民眾對於地震災害的想法與看

法，正在進行一項電話訪問。可不可以耽誤您幾分鐘，跟您請教一些問題：謝

謝！  

 請問這是住家的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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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麻煩您家裡二十歲以上至七十歲以下的一位大人來回答，所以想先

請教您「住在這裡一個禮拜有 4 天以上，民國 26 年至 75 年出生，年齡在

20 歲至 70 歲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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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合格受訪者時告知以下訊息■■ 

 

   您好，這裡是台北中央研究院，我們為了瞭解民眾對於地震災害的想法與看

法，正在進行一項電話訪問。 

     如果我念得太快或者您有聽不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念一次給您

聽，謝謝！ 

＊＊＊＊＊＊＊＊＊＊＊＊＊＊＊＊＊＊＊＊＊＊＊＊＊＊＊＊ 
 
 １請問您是民國那一年出生的？___年〈若拒答【98】或回答不知道【97】，

請續答 1-1〉 
 
１-１您今年大概幾歲？ 

(1)20--29           (2)30--39           (3)40--49           (4)50--59            
(5)60--70           (8)拒答 

 

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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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請問這支電話的地區是哪裡？是    縣/市     鄉/鎮/市/區 

 
  一、災難經驗 
 
２８請訪員自行勾選訪問題組 

（1） Ａ題組 (回答 51~52 題) 
（2） Ｂ題組(回答 53~55 題)  

 
２９請問您或您的家人是不是曾遭遇過地震災害，而造成「健康或財產上的損

失？」 
 
  (1) 是    （續問 30、31） 
     (2) 否  （跳答 32）   (7) 不知道（跳答 32）        (8) 拒答   （跳答 32） 
 
３０請問您或您的家人共遭遇過幾次地震災害的損害？  

（若回答不知道【97】、拒答為【98】） 
 
３１承上題，您或您的家人所遭遇的地震災害，是不是(包含)「九二一地震」

造成的？ 
   
     (1) 是              (2) 否                 (7) 不知道              (8) 拒答 
 
 
二、風險知覺 
 
３２平均而言，請問您的住家發生地震災害的機會比起台灣其他家庭較大、較

小，還是一樣？  

     

        (1) 大於其他家庭       (2) 與其他家庭一樣      (3) 小於其他家庭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３一般而言，請問您在地震搖晃的過程中，害怕程度如何？【唸出選項】  

 

        (1)非常不害怕            (2)不害怕           (3)害怕             (4)非常害怕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４請問您認為您的住家可不可能發生地震災害？ 

 
        (1) 非常不可能        (2) 不可能       (3) 可能        (4) 非常可能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５對於地震災害，請問您清不清楚您所能採取的災前防範措施？ 

 
        (1) 非常不清楚        (2) 不清楚       (3) 清楚        (4) 非常清楚  
        (7) 不知道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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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請問平常您個人所能採取的地震防範措施，能不能夠降低地震所帶來的風

險？ （就受訪者目前可知的防範方式來說） 

 

  (1) 非常不能降低       (2) 不能降低      (3) 能夠降低   (4) 非常能夠降低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７請問您覺得地震發生後，您個人所能採取的應變措施，能不能夠控制災情

以避免重大的損失？ （就受訪者目前可知的防範方式來說） 
     
  (1) 非常不能控制       (2) 不能控制      (3) 能夠控制   (4) 非常能夠控制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８請問您覺得地震對您生命安全的威脅程度如何？（整體而言，請您以直覺

回答）【唸出選項】 
 
        (1) 非常不嚴重     (2) 不嚴重    (3) 嚴重      (4) 非常嚴重          
        (7) 不知道                   (8) 拒答      
 
３９請問您覺得地震對您個人財產損失的威脅程度如何？【唸出選項】 
 
        (1) 非常不嚴重     (2) 不嚴重    (3) 嚴重      (4) 非常嚴重          
        (7) 不知道                   (8) 拒答      
 
 
三、信任指標 
 
４０整體而言，請問您信不信任中央政府(指行政院)對地震的危機處理能力？ 
 
        (1) 非常不信任        (2) 不信任   (3) 信任    (4) 非常信任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１整體而言，請問您信不信任地方政府(指各縣、市)對地震的危機處理能

力？ 
 
        (1) 非常不信任        (2) 不信任   (3) 信任    (4) 非常信任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２整體而言，請問您信不信任科學家與專業人員，對地震的預測警告能力？ 
 
        (1) 非常不信任        (2) 不信任   (3) 信任    (4) 非常信任   
        (7) 不知道                   (8) 拒答     
  
 
四、脆弱性指標 
 
４３請問您平常擔不擔心住家發生地震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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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常不擔心        (2) 不擔心    (3) 擔心    (4) 非常擔心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４請問您同不同意自己會受到地震的傷害是命中注定且不能控制的，所以做

防災準備也是沒有用？ 
 
     (1) 非常不同意        (2) 不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５如果您住家發生了地震災害，急需親友協助，請問您覺得到時候會有多少

親朋好友來幫忙？【唸出選項】 
 
        (1) 非常少(包含沒有) (2) 少           (3) 多        (4) 非常多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６如果您住家發生了地震災害，急需政府協助，請問您覺得到時候有關單位

可不可能提供您適當的協助？ 
 
        (1) 非常不可能          (2) 不可能      (3) 可能        (4) 非常可能 
        (7) 不知道                   (8) 拒答 
 
 
五、減災行為傾向與意見 
 
以下想請問您對「防範地震災害」的態度及看法： 
 
４７＿１整體而言，請問您願不願意做地震防災準備？ 
 
              (1) 非常不願意   (2) 不願意      (3) 願意       (4) 非常願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７＿２整體而言，請問您覺得做好地震防災準備有沒有用？ 
                     
                    (1) 非常沒有用   (2) 沒有用      (3) 有用       (4) 非常有用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７＿３請問對您而言，做地震防災準備容不容易？ 
 
                    (1) 非常不容易   (2) 不容易      (3) 容易       (4) 非常容易 
                    (7) 不知道           (8) 拒答   
 
４８請問您平常會不會注意有關地震的資訊？    
        
        (1) 非常不注意      (2) 不注意   (3) 注意       (4) 非常注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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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請問您覺得實行地震的防災措施，誰的責任較大？【唸出選項】 

 
     (1) 自己                   (2) 社區的居民 （村、里）  (3) 地方政府 （縣、市）   
        (4) 中央政府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０請問您的房子現在有沒有保地震險？     
      
        (1) 有            (2) 無   (7) 不知道    (8) 拒答   
 

 
******************************************************** 

(A) 題組 
 
耐震評估： 
      
５１＿１為了更瞭解您住家建築物的耐震程度，若有需要的話，請問您願不願

意自費請專業人員（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共同評估）來做你家的耐震能

力評估（費用約數千元）？ 
 
         (1) 非常不願意     (2) 不願意        (3)  願意        (4) 非常願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１＿２請問您覺得做耐震能力評估，對於減低地震風險有沒有幫助？ 
 
        (1) 非常沒有幫助   (2) 沒有幫助 (3) 有幫助  (4) 非常有幫助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１＿３請問您覺得自費做耐震能力評估，對您而言容不容易做到？（就所需

的金錢、努力、時間等而言） 
 
        (1) 非常不容易   (2) 不容易            (3) 容易           (4) 非常容易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１＿４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一日前的建築物，並不符合現行的耐震規範。若是

政府強制要求民眾自費做耐震能力評估，請問您認為合不合理？ 
 
       (1) 非常不合理       (2) 不合理            (3) 合理           (4) 非常合理 
                    (7) 不知道              (8) 拒答   
 
 
耐震補強： 
 

 5



５２＿１為了減少地震造成的重大損失，若有需要的話，請問您願不願意自費

做你家的耐震補強措施（如增加強化樑柱的鋼筋）？（一般而言，費

用至少萬元以上） 
 
                (1) 非常不願意      (2) 不願意            (3) 願意                (4)非常願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２＿２請問您覺得耐震補強措施，對於減低地震風險有沒有用？ 
 
           (1) 非常沒有用      (2) 沒有用            (3) 有用          (4) 非常有用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２＿３請問您覺得自費做耐震補強措施，對您而言容不容易做到？（就所需

的金錢、努力、時間等而言） 
 
           (1) 非常不容易      (2) 不容易            (3) 容易          (4) 非常容易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２＿４若是政府強制要求具高風險的民間住宅實施耐震補強措施，並提供民

眾低利貸款。請問您認為這種方案合不合理？ 
    
           (1) 非常不合理      (2) 不合理            (3) 合理          (4) 非常合理 
                    (7) 不知道              (8) 拒答   
 
******************************************************************** 
 

(B)題組 
 

有關政府是否應主動告知民眾地震風險資訊(例如：台灣地區活斷層分佈的

情形)這件事，一直很有爭議。就好處來說，主動告知（「告知」台語︰跟

你說）地震風險資訊可做為民眾購屋及防災準備的參考。但壞處是，專家

對地震的預測並不精確（台語︰準），若貿然告知可能會造成恐慌，還會

影響房價市場。以下想請問您對此事的看法：  
 
５３＿１整體而言，請問您覺得政府主動告知（「告知」台語︰跟你說）地震

風險資訊的措施合不合理？  
 

           (1) 非常不合理    (2) 不合理      (3) 合理       (4) 非常合理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３＿２請問您同不同意政府應該主動告知（「告知」台語︰跟你說）台灣各

地區的地震風險資訊 ？ 
 
     (1) 非常不同意  (2) 不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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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您覺得政府主動告知（「告知」台語︰跟你說）地震風險資訊的壞處

多，還是好處多？ 
      
     (1) 大多是壞處             (2) 壞處比好處多一些   (3) 好處比壞處多一些          
           (4) 大多是好處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４目前政府主辦的地震保險，在民眾申請房貸時，就強制加保，採固定費

率，每年約 1500 元，且最高理賠金額為 120 萬元，您覺得這種保險制度

合不合理？ 
 
          (1) 非常不合理      (2) 不合理      (3)合理         (4) 非常合理 
       (7) 不知道        (8) 拒答  
 
若民間保險公司開辦自願性地震保險，您居住地區的地震風險越高、住屋越不

耐震，保費就越貴，若有什麼意外，保險最多可理賠到房價的 8 成，請問：

（訪員注意：題意為保險費率由居住地區的地震風險高低及住屋的耐震程度來

決定） 
   
５５＿１這樣的地震保險制度，您願不願意參加？ 
 
           (1) 非常不願意      (2) 不願意     (3) 願意    (4) 非常願意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５＿２請問您覺得這種地震保險費用合不合理？  
 
           (1) 非常不合理      (2) 不合理     (3) 合理     (4) 非常合理 
     (7) 不知道        (8) 拒答  
  
５５＿３您覺得購買這類地震險，衡量花費與保障等各種優缺點後，整體來說

請問您覺得是壞處多還是好處多？ 
   

(1) 大多是壞處          (2) 壞處比好處多一些   (3) 好處比壞處多一些               
(4) 大多是好處    (7) 不知道                 (8) 拒答  

 
********************************************************* 
 
六、損失減輕 
 
５６請問您是否有做下列的地震防範措施？ 【逐項唸出】 
 
 
        (1) 是否知道瓦斯管、水管和電源的總開關位置，並曉得如何關掉。 
   （訪員注意：三項開關位置皆須知道才可勾選） 
 
        (2) 是否在家中備有滅火器。(家中自有的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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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否有避免在家中牆上、櫥櫃上方掛或放易碎物品與重物。 
     
        (4) 是否有準備急難時可用之物品或飲水等，並放在隨手可得的地方。 
            （訪員可視情況舉例--包括：手電筒、電池、瓶裝水、口糧、哨子、急

用金、收音機、糖果、備份眼鏡、清潔用品等。重點在「須放在隨手

可得處」。一項以上即可勾選）（若受訪者提及其他物品以作為地震

緊急必需品仍可屬之）   
                                                                                                                                                                      
        (5)是否了解家中安全避難處、逃難路線和庇護所位置等。(注意：三項皆須

了解才可勾選) 
 
        (6) 是否有事先準備醫療重要文件（例：處方簽）、醫藥箱或特殊醫療物品

（例：輪椅、支架、或特殊藥品）等。（注意：符合其中一項即可勾

選） 
 
        (7) 是否有準備一份緊急聯絡的名單和電話號碼。 
             (請受訪者自己認定) 
 
        (8) 是否把存款簿、保險資料等重要財務文件放在安全的地方（安全地方可

由受訪者自行認定，例：銀行保險箱、親友家等）。 
 
        (9) 是否將家中可能會因地震倒下的櫃子或大型電器用品固定住。 
 
        (10) 是否有了解自家房屋的耐震強度與地震風險。 
 
  (11) 皆沒有做任何地震防範措施 
 

(97)不知道 

 

(98)拒答 

 
七、基本資料  
 
（最後再向您請教一些個人的基本資料，請放心，您的資料我們會絕對保密，

並且只供作調查統計參考，不做其他用途，請不用擔心，懇請您詳實回答，謝

謝。） 
 
５７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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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說明)                         (97)不知道  (98)拒答 
  
 
５８請問您目前從事哪種類型的行業？（訪員可參考行業類別分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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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農、林、漁、牧業         (0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3) 營造業                           (04) 製造業 

   (05) 水電燃氣業                   (0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7) 批發及零售業               (08)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09) 金融及保險業               (10) 不動產及租賃業 

   (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 教育服務業 

   (13)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14)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包括住宿、餐飲業)                            

           (15) 公共行政業                   (16) 其他服務業        

           (17) 家庭主婦                       (18) 學生    
  (19) 失業、其他無職業者    (20) 退休 
  (21)其他（請填入）             (97)不知道 
  (98)拒答 

 
５９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是未婚、已婚、離婚還是喪偶？ 

 

          (1)未婚            (2)已婚        (3)離婚       (4) 喪偶        

          (5)  其他(鍵入並記錄在開放記錄表中) ______ 

          (8) 拒答 

 
６０請問您這間房子是自有的嗎？ 
 
          (1) 完全自有（屬於直系親屬或配偶也算）   (2) 租賃       
    (3) 其他(若受訪者尚有其他情況，請訪員註記)  
          (7)不知道      (8)拒答 
 
６１家中人數： 
 
    （１）請問目前與您共同居住的家人共有幾人（包括您自己）？（共同居

住：意指每星期至少在家居住４天以上者） 
             （若回答不知道【97】或拒答【98】，請跳答６２） 
 
       （２）其中，12 歲以下共有幾人？  （(97)不知道  (98)拒答） 
 
       （３）其中，65 歲以上共有幾人？ （(97)不知道  (98)拒答） 
 
６２請問您個人平均每個月收入大約是多少元？【包括薪資、利息、房租收

入、獎金、退休金等等】  
 
        (01) 沒有收入     (02) 不到 1 萬元      (03) 1 萬元以上，不到 2 萬元      
        (04) 2 萬元以上，不到 3 萬元          (05) 3 萬元以上，不到 4 萬元           
        (06) 4 萬元以上，不到 5 萬元          (07) 5 萬元以上，不到 6 萬元    
        (08) 6 萬元以上，不到 7 萬元          (09) 7 萬元以上，不到 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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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萬元以上，不到 9 萬元        (11) 9 萬元以上，不到 10 萬元      
        (12) 10 萬元以上，不到 15 萬元    (13) 15 萬元以上，不到 20 萬元    
        (14) 20 萬元以上                         (97) 不知道               (98) 拒答 
 
 
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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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籍

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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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表）      (7)不知道  (8)拒答 

 
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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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知道鍵入 97，拒答鍵入 98】 

 

６５受訪者性別：【請訪員自行辨別】   

    (1)男性    (2)女性 

 

＊＊＊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中央研究院祝您健康快樂！！ ＊＊＊ 

 

如遇受訪者對訪問內容有任何疑問時，可請受訪者來電詢問。 

白天：2788-4188#450 找曾小姐 

晚上：2788-4188#633 找當天督導 

＊ 訪員編號：       訪問日期：         

＊ 樣本編號：       電話號碼：（  ）         

＊ 二十歲以上至七十歲以下人數：    人；其中男性人數：    人 

＊ 受訪者性別：男  女 

＊ 使用語言：台語 國語 客語  國台語  國客語 

＊受訪者回答可信度：□大部份不可信  □有些不可信  □大致可信  □非常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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