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民國九十四年天然災害社經影響損失調查訪問表(風災 A、B 卷)－ 

問卷編號：(由訪員填註) 

 

水/風災 縣市 鄉鎮市區 村里代號 樣本序號 正備取序號 A/B 卷 

2               1 

 

受訪者： 

姓名                       

 

與戶長之關係                

 

聯絡電話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里      路街   段   巷   弄    號之   ,    樓 

 

【填表說明】 

一、填表對象：受訪名冊上正(備)取家戶。受訪者為該家戶之戶長、戶長配偶或家戶中經濟收入主要提供者。 

二、題號後有打「*」者，即第 25 至 29 等五題，若受訪對象的房屋使用為純商店，則此題不需作答。 

三、疑難之解決：填表過程中，如有疑難問題，請電洽本中心社會與經濟組。(電話：02-66286066 轉 651 至 656) 

 

 

 

訪員：                                        督導： 

核定機關：行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 0950003150 號

有效期間：至民國 95 年 12 月底止 



 

 

一、受訪對象：戶長、戶長配偶或家戶中經濟收入主要提供者；若在場者

超過一人符合資格，則請訪員訪問對該戶受災情形最瞭解

者。 

 

 

二、訪問規則：第四至第八大題，可交由高中職（含）以上教育程度之受

訪者自填(訪員須在旁陪同)。若非自填者，皆須由訪員逐

字唸誦題目，供受訪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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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 
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點        分       □□ □□ □□ □□ 

 

一、基本資料 

1.性別：  □(1)男性    □(2)女性                                                            1□ 

2.請問您是民國     年出生                                                               2□□ 

3.請問您在這個社區居住或營業      年                                                    3□□ 

4.記憶中，請問這房屋的所在地經歷過    次造成您財產損失的風災                           4□□□ 

5.教育程度：                    

□(1)研究所及以上 □(2)大學    □(3)專科（五專前三年同高中職）□(4)高中職   5□ 

□(5)國中、初中  □(6)小學或自修識字 □(7)不識字       □(8)其他          

 

6.工作情形： 

□(1)目前沒有工作（跳答 7）□(2)有工作(請續問 6.1、6.2 題)                                  6□ 

6.1 行業別：                                                                         

 □(01)農、林、漁、牧業         □(0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6.1□□ 

 □(03)製造業                   □(04)水電燃氣業 

 □(05)營造業                   □(06)住宿及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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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其他服務業               □(16)公共行政業 

6.2 工作身分？ 

 □(1)雇主     □(2)受私人僱用   □(3)受政府僱用   

 □(4)自營作業者  □(5)無酬家屬工作者(全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                        6.2□ 

 

7.請問您是否為原住民？    □(1)是     □(2)否                                               7□ 

 

8.請問您的宗教信仰為何？                                                                

□(1)佛教        □(2)道教          □(3)天主教         □(4)基督教 

□(5)一般民間信仰     □(6)無宗教信仰    □(7)其他      _____                         8□ 

 

9.整體來說，您覺得目前日子過得快樂嗎？ 

□(1)很快樂 □(2)快樂 □(3)不快樂 □(4)很不快樂                                    9□ 
 

10.請問去年十月間的龍王颱風，是否有造成您家庭任何的財產損失？  
□(1)是(跳答第二大題)                              □(2)否(續問 10.1)                        10□ 

10.1 請問您沒有遭受損失的主要原因是：                                                 10.1□

□(1)因為地形地勢的關係，所以風力減弱，沒有造成任何損害 

□(2)因為有做防颱準備，所以得以抵抗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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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兩者皆有 

□(4)運氣好 

□(5)其他原因：                     

 

二、房屋特性及風災損失 

11.請問這房屋現在的屋齡為    年？                                                    11□□□ 

 

12.請問這房屋的建築樣式、您家使用的樓層以及該建物的總樓層（不含頂樓加蓋）數： 

□(1)平房                                                                             

□(2)透天式，此建物共____樓                                                           

□(3)公寓大廈式，居住於頂樓；此建物共    樓                                         

□(4)公寓大廈式，未居住於頂樓；您家在第____樓，此建物共    樓               12□ □□ □□ 

 

13.這次風災造成房屋哪些樓層損害？（由下至上算起，不含頂樓加蓋；可複選） 

□(1)第一個樓層  □(2)第二個樓層 □(3)第三個樓層                         13□ □ □ 

□(4)第四個樓層  □(5)第五個樓層 □(6)其他，第      個樓層            □ □ □ □□ 

 

13.1 房屋災毀損情形【配合卡(A)至卡(H)填答】 

 1 2 3 4 5 6 7 

 有無 
面積

（坪） 
主要材料 

損害 

有無 

毀損面積

(坪) 
毀損原因 修復重建 

頂樓加蓋

(A) 
□ □□□ 

□ 

（屋頂） 
□ □□□ 

□ 

__________ 

□ 

□□□□□□ 

其他加蓋

(B) 
□ □□□ 

□ 

（屋頂） 
□ □□□ 

□ 

__________ 

□ 

□□□□□□ 

主體屋頂

(C) 
 □□□ 

□ 

（屋頂） 
□ □□□ 

□ 

__________ 

□ 

□□□□□□ 

鐵捲門 
(D) 

□   □  
□ 

__________ 

□ 

□□□□□□ 

窗戶 
(E) 

   □  
□ 

__________ 

□ 

□□□□□□ 

主體外牆

(F) 
  □ □  

□ 

__________ 

□ 

□□□□□□ 

主體結構 
(G) 

  □ □  
□ 

__________ 

□ 

□□□□□□ 

庭院 
(H) 

□ □□□  □ □□□ 
□ 

_________ 

□ 

□□□□□□ 

過錄原則： 

1.有無：(1)有 (2)無  
2.面積：直接填入坪數 
3.主要材料（A,B,C）：(1)鋼筋混凝土 (2)磚瓦 (3)石綿瓦 (4)木造 (5)鐵皮 (6)其他(以文字註明) 

主要材料（E,F）：(1)鋼筋混凝土 (2)鋼骨造 (3)磚造 (4)木造 (5)鐵皮 (6)土石造 (7)其他(以文字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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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損害有無：(1)有 (2)無  
5.毀損面積：直接填入坪數 
6.毀損原因： (1)被強風直接吹壞（無被物體碰撞即被風直接吹毀） 

(2)先被風中其他的物體碰撞，導致後來的損毀。主要為何物體？__________（請註明） 

7.修復重建：(1)有，花費_______________元  (2)無（無者花費欄位過為 999999） 

 

14.房屋內部是否因風力災害造成浸水或滲水？ 

□(1)無（跳答 15）      □(2)有（續問 14.1）                                           14□ 

14.1 第     樓浸水或滲水                                         □□ □□ □□ □□ □□ 

14.2 遭浸水或滲水的面積總計為       坪                                             □□□ 

 

15.這次風災後，請問房屋內部是否有進行清理、修理與復原？（含水電、裝潢、粉刷、地板、家俱、電器，

但不包括商店營運與農業使用的機械設備） 

□(1)無（跳答 16）      □(2)有（續問 15.1）                                            15□ 

15.1 如何清理、修理與復原(可複選)？ 

 □(1)自己(含家人)做，總共     人，總共花費        工作天              15.1□ □□ □□ 

 □(2)總共花費           元請別人做                                     □ □□□□□□ 

□(3)親戚、朋友、鄰居、軍人或慈善團體人士到屋子裡幫忙(不需支付任何金錢)；共    人，總

共花費        個工作天                                                 □ □□ □□ 

 

16.這次風災，您家裡有無大型傢俱遺失或因受損而丟棄？【配合卡(I)填答】                  

□(1)完全沒有傢俱遺失或丟棄（跳答 17）  

□(2)有傢俱遺失或丟棄，其中包括下列傢俱：(續問 16.1)                                   16□        

16.1 客廳類：沙發_____組、桌椅_____組、櫥櫃_____組；                      16.1□□ □□ □□ 

16.2 臥書房類：床_____組、梳妝台_____組、衣櫃_____組、書桌椅_____組；16.2□□ □□ □□ □□ 

16.3 餐廳類：餐桌椅_____組、櫥櫃_____組；                                16.3□□ □□ 

16.4 戶外類：桌椅______組、水塔_______個；                                     16.4□□ □□ 

16.5 其他傢俱(請註明名稱和數量)：＿＿＿＿＿＿＿＿＿＿＿＿＿＿＿＿＿＿＿＿＿＿＿ 

 

17.這次風災，您家裡有哪些電器遺失或因受損而被丟棄？【配合卡(J)填答】 

□(1)完全沒有電器遺失或被丟棄（跳答 18） 

□(2)有電器遺失或丟棄，其中包括下列家電：（續問 17.1）                                 17□ 

17.1 生活家電類：                  17.1 

電視機＿台、冷氣機__台、洗衣機__台、                                       □□ □□ □□ 

除濕機＿台、烘衣機＿台、吸塵器＿台、熱水器＿台、                      □□ □□ □□ □□ 

開飲機＿台、微波爐＿台、烤箱＿台、電鍋＿台；                          □□ □□ □□ □□ 

17.2 廚房家電類：                  17.2 

電磁爐＿台、冰箱或冰櫃＿台、洗碗機＿台、                                   □□ □□ □□ 

排油煙機＿台、瓦斯爐＿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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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視聽家電類：                  17.3 

攝影機＿台、錄放影機（DVD、VCD）＿台、音響＿台、                         □□ □□ □□ 

照相機＿台、電視遊樂器＿台、卡拉 OK 伴唱機＿台                             □□ □□ □□ 

鋼琴（含電子琴）＿台、電腦_____組                                               □□ □□ 

通訊家電類： 

傳真機＿台、電話機＿台、行動電話＿台                                       □□ □□ □□ 

17.4 其他家電(請註明名稱和數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這次風災後，您家或您店裡是否有汽、機車受損？【配合卡(K)填答】 

□(1)完全沒有汽、機車受損(跳答 19) 

□(2)T汽、機車有受損。受損情形如下：(續問 18.1)                                        18□ 

18.1 汽車類 

a.小客車__輛，分別為民國__＿＿年、＿＿__年、＿＿__年出廠；           18.1a□ □□ □□ □□ 

b.大客車__輛，分別為民國__＿＿年、＿＿__年、＿＿__年出廠；           18.1b□ □□ □□ □□ 

c.小貨車__輛，分別為民國__＿＿年、＿＿__年、＿＿__年出廠；           18.1c□ □□ □□ □□ 

d.大貨車__輛，分別為民國__＿＿年、＿＿__年、＿＿__年出廠；           18.1d□ □□ □□ □□ 

e.這些受損的車輛如何處理？(可複選) 

□(1)修復，總費用____________元                                    18.1e□ □□□□□□ 

□(2)廢棄/出售/回收，總收入____________元                              □ □□□□□□ 

18.2 機車類 

a.共有_____輛機車受損；                                                          18.2a□□ 

b.這些受損的車輛如何處理？(可複選) 

□(1)修復，總費用____________元                                 18.2b□ □□□□□□ 

□(2)廢棄/出售/回收，總收入____________元                              □ □□□□□□ 

 

19.請問這房屋是否有放置農業原料作物或機械設備？ 

□(1)無（跳答 20）       □(2)有（續問 19.1）                                           19□ 

19.1 這次風災這房子有多少農業原料作物或機械設備受損 (可複選) ： 

□(1)兩種都沒有受損                                                            19.1□ 

□(2)農業原料作物(種子、肥料或農藥等)，因毀壞而丟棄的總損失 ___ 元   □ □□□□□□□ 

□(3)農業機械設備，(勾選者續問 a 與 b；餘者跳答 20)                                    □ 

a.有哪些農業機械設備受損（請註明）：             

  b.這些農業機械設備如何處理（可複選）？ 

   □(1)修復。請問花費             元                         19.1b□ □□□□□□□ 

□(2)廢棄。假設在風災前將這些機械設備售出，您覺得這些農業機械設備值        元 

□  □□□□□□□ 

20.請問這房屋是否經營商店？ 

□(1)無（跳答 21）       □(2)有（續問 20.1）                                           20□ 

20.1 請問此商店屬於         行業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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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是否有招牌？□(1)無（跳答 20.3）      □(2)有（續問 a 與 b）                        20.2□ 

a.是否於災前加強固定招牌或將招牌卸下移走？ 

□(1)無  □(2)有，花費      元                            20.2a□ □□□□□□ 

b.招牌是否受損？ 

□(1)無受損                                                  20.2b□ □□□□□□       

□(2)有受損，但沒有進行修復 

□(3)有受損並且有修復，花費         元 

20.3 此商店使用該建物的第     樓，總計     坪營業面積浸水或滲水               20.3□ □□□ 

20.4 災後是否已經恢復營業？□(1)無  □(2)有，災後        天恢復營業            20.4□ □□□ 

20.5 風災造成此商店內有多少存貨或其他生財設備受損（可複選）： 

□(1)兩種都沒有受損(跳答 21)                                                      20.5□ 

□(2)存貨（含原物料、製成品與店中陳列商品）。因毀壞而丟棄總損失  ___元□ □□□□□□□ 

□(3)生財設備(如機械、工具)。請註明哪些生財設備：     ___ （勾選者續問 a；餘者跳答 21）      □ 

a.這些受損的生財設備如何處理（可複選）？ 

□(1)修復。總費用為             元                           20.6a□ □□□□□□□ 

□(2)廢棄。假設在風災之前將這些生財設備售出，您認為這些生財設備的價值為          元 

                   □ □□□□□□□ 

21.這次風災後，這房子中是否有難以替代的、有紀念價值的物品因風災而毀壞？(如：照片、信、古物、寵

物等等) 

□(1)無（跳答 22）      □(2)有（續問 21.1）                                          21□ 

21.1 請問您最多願意花多少錢來避免這些損失？         元                  21.1□□□□□□□ 

 

22.這次風災後，這房屋所在的「住宅社區」中，是否有公共設施損壞？（係指住宅社區內的所有住戶共同

擁有的設施，不是政府擁有的公共設施） 

□(1)無（跳答 23）      □(2)有（續問 22.1）                                              22□ 

22.1 是那些公共設施損壞？（可複選）                                                       22.1 

□(1)造景（含燈、植物等）  □(2)遊樂設施      □(3)自來水抽水機     □ □ □ 

□(4)自來水儲水槽   □(5)社區大門      □(6)機電設備（含電梯）   □ □ □ 

□(7)其他                           □ 

22.2 貴戶分攤這些公共設施復原金額為       元（含公共設施損壞與環境清理）    22.2□□□□□□ 

 

23.風災期間，您覺得本地區所發生較嚴重的負面現象有哪些？（可複選）                         
□(1)親戚朋友不幫忙  □(2)左鄰右舍袖手旁觀  □(3)有人趁火打劫（偷竊）     23□ □ □ 

□(4)商人哄抬價格  □(5)侵佔或囤積救濟品  □(6)不覺得有負面現象發生        □ □ □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24.風災期間，您覺得以下哪三類的人的幫忙最大？                                 24□□ □□ □□ 
□(1)親戚朋友   □(2)左鄰右舍   □(3)在地的廟宇或教會人員 

□(4)宗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等宗教團體等的志工）   

□(5)社福團體（如世界展望會、家扶中心等機構的專業人員）  

□(6)軍人    □(7)警察    □(8)消防隊員   

□(9)村里鄰長、區公所 □(10)縣市政府官員  □(11)中央政府官員 

□(12)民意代表   □(13)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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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若受訪對象的房屋使用為純商店，第 25 題至第 29 題不需作答】 

 

*25.您家人因這次風災而沒去工作的人數共      人 ， 總 共       工作天                 25□□ □□ 

*26.您家人因這次風災而沒去上學的人數共      人 ， 總 共        上學天                26□□ □□ 

*27.這次風災發生時，您家人待在哪裡？（可複選） 

□(1)在家；                                                                          27□ 

□(2)暫住親友家，住         天；                                                   □ □□ 

□(3)暫住政府或慈善團體安排的地方，住         天；                                 □ □□ 

□(4)暫住旅館，住        天，花費           元；                      □ □□ □□□□□□ 

□(5)風災期間剛好全家外出不在家                                                        □ 

 

*28.您家中成員是否有人因為此風災的發生而導致傷亡或生病？  

□(1)無（跳答 29）      □(2)有（續問 28.1）                         28□  28.1□□ □□ □□ 

28.1 死亡       人；遭受外傷        人；罹患因災害導致的相關疾病（如感冒、皮膚病等）     人  

28.2 受傷或生病的家人是否曾花錢進行治療？  

□(1)無               28.2□ □□ □□□□□□ 

□(2)有，總共      人，總共花費       元 

 

*29.發生風災後，您家人是否因恐懼、害怕、憂慮而失眠，或有其他心理問題影響生活？  

□(1)無（跳答第三大題）       □(2)有（續問 29.1） 29□ 

29.1 是否曾因此尋求下列協助？(可複選) 

□(1)去看心理醫生、心理諮商、社會工作者                                          29.1□ 

□(2)到寺廟、教堂祈求平安等                                                         □ 

□(3)未尋求任何協助                                                                 □ 

□(4)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 

 

三、損失減輕措施 
30.預防風災措施： 

請問您或您家人在這次風災發生前，有做哪些預防風災的設施與措施，來降低損失？                  30 

1.是否知道這房屋位於可能會發生風災的地方 □(1)有    □(2)無  □ 

2.是否有透過媒體或專家留意颱風風力最新動態 □(1)有 □(2)無 □ 

3.是否有留意這房屋附近有發生風災的前兆（如焚風、海浪高、街上或空

中有物品被風吹起等） 

□(1)有 □(2)無 □ 

4.是否使用抗風窗扇（如強化玻璃、鐵窗或防颱窗等） □(1)有 □(2)無 □ 
5.是否有進行窗戶補強工作以增加抗風能力（如釘木板） □(1)有 □(2)無 □ 
6.是否有進行大門補強工作以增加抗風能力（如釘木頭橫樑） □(1)有 □(2)無 □ 
7.否有進行屋頂或頂樓加蓋補強工作以增加抗風能力 □(1)有 □(2)無 □ 
8.是否先移除或固定可能造成您家災害損失的物品（如搬移盆栽、修剪樹

木等） 

□(1)有 □(2)無 □ 

9.是否有事先規劃避難的場所與路線 □(1)有 □(2)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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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否有將傢俱電器設備或商品搬至較安全的地方 □(1)有 □(2)無 □ 
11.是否有將汽機車移至安全的地方 □(1)有 □(2)無 □ 
12.其他 □(1)有______ □(2)無 □ 

 
31.預防風災措施： 

請問這房屋所在的社區（村里或鄰），在這次風災發生前，有做哪些預防風災的設施與措施，來降低損失？ 

31 

1. 是否先移除或固定可能造成風災的物品（例如修剪樹木） □(1)有    □(2)無  □

2. 是否有風災害預警或通報體系（例如村、里、鄰長通知要疏散） □(1)有 □(2)無 □

3. 災害發生前，社區居民是否有互相通知與預警 □(1)有 □(2)無 □

4. 其他 □(1)有______ □(2)無 □

 

32.去年風災發生時，這房屋是否有保颱風險？ 

□(1)有，得到        元賠償     □(2)無                 32□ □□□□□□ 

 

33.去年風災發生時，您家或商店的車輛是否有買颱風險？ 

□(1)有，得到        元賠償  □(2)無       □(3)無車子             33□ □□□□□□ 

 

34.為因應日後風災風險，您「現在」是否有買颱風險？ 

34.1 這房屋保了颱風險嗎？ 

□(1)是，何時開始保的？民國     年  □(2)否          34.1□ □□ 

34.2 車輛保了颱風險嗎？ 

□(1)是，何時開始保的？民國     年  □(2)否  □(3)無車子     34.2□ □□ 
 

35.請問您家或商店有無拿到政府給予的救助金？ 

□(1)有，            元      □(2)無                 35□ □□□□□□ 

 

36.除了政府的救助金外，您家或商店是否收到其他救濟金或慰問金？ 

□(1)有，            元      □(2)無               36□ □□□□□□ 

 

37.請問您家或商店是否有因風災而申報所得稅減免？ 

□(1)有，總金額          萬元（跳答第四大題） □(2)無（續問 37.1）  37□ 整數□□□ 小數□ 

37.1 未申報理由是： 

□(1)不需申報所得稅 □(2)未達申請標準  □(3)申報手續麻煩 

□(4)不知道申請規定 □(5)其他                                               37.1□ 

 

四、整體衝擊評估 

38.請你自己評估一下，龍王颱風造成你家庭的總損失，大約是多少錢？＿＿＿＿萬元 38 整數□□□ 小數□ 

 

39.請問龍王颱風造成你家庭的總損失，其嚴重程度為何？  

□(1)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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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A 卷之 40 題】 

40.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100%的機會發生一個像龍王颱風一樣等級的風災，但是您知道有一種有效期為

一年的防災措施可以完全避免您的損失，請問您最多願意花費多少錢來採行這種防災措施？  
共            元                                              40□□□□□□

 
 

【風災 B 卷之 40 題】 

40.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100%的機會發生一個像龍王颱風一樣等級的風災，但是您知道有一種

一年期的風災保險可以完全理賠您的損失，請問您最多願意花費多少錢來購買這種風災保險？

共            元                                              40□□□□□□

 

 

五、生活影響調查量表 
41.【配合卡(M1)及卡(M2)填答】下列是針對龍王颱風發生後的一個月內，對你個人生活狀況影響的調查。

針對以下所列舉的各個項目，請您先考慮，整體而言，龍王颱風對該項目是有正面（好）的影響、負面（壞）

的影響、還是沒有影響？然後再請你圈選一個最能代表其影響程度的數字。數字( -1 到-5)表示風災造成的

負面影響，數字越大表示負面影響越多；數字(1 到 5) 表示風災造成的正面影響，數字越大表示正面影響

越多；數字 0 則表示風災對該項項目並沒有影響。 

 

1. 對自己工作的滿意度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1□ □

2. 自己的家庭經濟狀況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2□ □

3. 自己的身體建康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3□ □

4. 自己的心理建康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4□ □

5. 自己的人際關係與情感生活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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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己的家庭生活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6□ □

7. 對自己整體的滿意度 
非常負面的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非常正面的影響  

     -5    -4    -3    -2    -1     0     1     2     3    4    5 
 

41.7□ □

過錄原則：第一位編正負號、第二位編 0 至 5 的數字；負號(-)編為 0、正號(+)編為 1 

 

 

六、風險知覺 

42.您認為在您所居住的社區，未來發生風災的機會有多大？ 

□(1)很小   □(2)小   □(3)大   □(4)很大 

42□

43.請問您對風災的防範與應變措施的熟悉程度為何？ 

□(1)非常不熟悉 □(2)不熟悉 □(3)熟悉 □(4)非常熟悉 

43□

44.若您居住的房屋未來再發生風災，您覺得自己是否有把握控制災情，以避免重大的損失？ 

□(1)完全無法控制□(2)較難控制 □(3)尚可控制 □(4)完全可控制 

44□

45.您覺得風災對於您生命安全的威脅，嚴重程度為何？ 

□(1)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45□

46.您覺得風災對於您個人財產損失的威脅，嚴重程度為何？  

□(1)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46□

47.風災發生前，您個人所能採行的防災措施，是否能有效降低災害風險，以避免重大的損失？ 

□(1)完全無法降低 □(2)無法降低 □(3)可以降低 □(4)完全可以降低 

47□

48.整體而言，您是否信任中央政府對於風災的危機處理能力？ 

□(1)非常不信任  □(2)不信任  □(3)信任  □(4)非常信任 

48□

49.整體而言，您是否信任地方政府對於風災的危機處理能力？ 

□(1)非常不信任  □(2)不信任  □(3)信任  □(4)非常信任 

49□

50.請問您平常會不會留意有關風災的資訊？ 

□(1)非常不注意  □(2)不注意  □(3)注意  □(4)非常注意 

50□

 
【以下幾個問題，是要請問您的同意程度為何？】 
51.您常會擔心住家發生風災嗎？ 

□(1)非常不同意   □(2)不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51□

52.一個人是否會受到風災的傷害是命中註定，不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非常不同意   □(2)不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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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在發生風災的期間，您常因得不到外界適時的援助，而覺得無助： 

□(1)非常不同意   □(2)不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53□

54.你常覺得當災害發生在這個社區時，外界常抱持著漠不關心的態度： 

    □(1)非常不同意   □(2)不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54□

 

【風災 A卷之假設性問題】 

七、假設性問題 

以下幾個問題，是屬於假設性的問題，想請教您的看法。 
 

 

55.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1%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50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您知

道有一種有效期為一年的防災措施可以完全避免您的損失，但此措施需要花費 5

千元。請問您是否願意採用這種防災措施？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5 

□ □□□□□□ 

 

56.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25%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2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但是

您知道有一種有效期為一年的防災措施可以完全避免您的損失，但此措施需要花

費 5 千元。請問您是否願意採用這種防災措施？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6 

□ □□□□□□ 

 

57.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50%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1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但是

您知道有一種有效期為一年的防災措施可以完全避免您的損失，但此措施需要花

費 5 千元。請問您是否願意採用這種防災措施？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7 

□ □□□□□□ 

 

 

【風災 B卷之假設性問題】 

七、假設性問題 

以下幾個問題，是屬於假設性的問題，想請教您的看法。 
 

 

55.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1%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50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您知

道有一種一年期的風災保險可以完全理賠您的損失，但此種保險需花費 5 千元。

請問您是否願意購買這種風災保險？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5 

□ □□□□□□ 

 

56.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25%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2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您

知道有一種一年期的風災保險可以完全理賠您的損失，但此種保險需花費 5 千

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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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請問您是否願意購買這種風災保險？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7.假設在未來一年內，有 50%的機會發生一個會造成您 1 萬元財產損失的風災。您知

道有一種一年期的風災保險可以完全理賠您的損失，但此種保險需花費 5 千元。

請問您是否願意購買這種風災保險？  

□(1)願意    □(2)不願意，最多願意花多少錢 ______________ 

 

57 

□ □□□□□□ 

 

 

 

八、家戶特性 

58.風災發生時共同生活之家人（包括您本人）共     人。請填寫下列分類的共同生活家人人

數： 
58□□

58.1 男性：12 歲（含）以下    位，12 到 65 歲    位，65 歲（含）以上     位 

58.2 女性：12 歲（含）以下    位，12 到 65 歲    位，65 歲（含）以上     位 

 

58.1□□ □□ □□

58.2□□ □□ □□

 

59.請問您家庭每個月的平均收入是：                                                       59□□ 

□(01) 沒有收入 

□(03) 5 千（含）~1 萬(不含) 元 

□(05) 1 萬 5 千（含）~2 萬元（不含） 

□(07) 2 萬 5 千（含）~3 萬元（不含） 

□(09) 4 萬（含）~5 萬元（不含） 

□(11) 6 萬（含）~8 萬元（不含） 

□(13) 10 萬（含）~12 萬元（不含） 

□(15) 15 萬（含）~17 萬元（不含） 

□(17) 20 萬（含）~25 萬元（不含） 

□(19) 30 萬（含）~40 萬元（不含） 

□(21) 50 萬（含）以上 

□(02) 5 千元以下 (不含) 

□(04) 1 萬(含)~1 萬 5 千元(不含) 

□(06) 2 萬（含）~2 萬 5 千元（不含） 

□(08) 3 萬（含）~4 萬元（不含） 

□(10) 5 萬（含）~6 萬元（不含） 

□(12) 8 萬元（含）~10 萬（不含） 

□(14) 12 萬（含）~15 萬元（不含） 

□(16) 17 萬（含）~20 萬元（不含） 

□(18) 25 萬（含）~30 萬元（不含） 

□(20) 40 萬（含）~50 萬元（不含） 

□(97) 不知道 

 

 

 

非常謝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祝您身體健康！ 

 

 

 

訪問結束時間：        月        日        點        分      □□ □□ □□ □□



 

訪問記錄                                           訪員編號：                    □□ 

請訪員花幾分鐘，依照訪問時的情形以及事後的判斷填寫下列資料： 

1. 在正式訪問時，這份問卷是                                                               1□ 

□(1)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有給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2)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沒有給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3)部份由受訪者自填       □(4)完全由受訪者自填 

□(5)其他                

 

2. 在訪問過程中，受訪者是否有和別人討論問卷？                                            2□ 

□(1)沒有(跳答 3)     □(2)有(續答 2a 及 2b) 

2a.如果受訪者有和別人討論，其討論的情形比較接近下列何者？                             2a□ 

□(1)主要是在前半段（一至四大題）討論    □(2)主要是後半段（五至八大題）討論 

□(3)全程都有討論        □(4)只有零星的討論 

2b.如果受訪者有和別人討論，那麼其對整體作答的影響如何？                               2b□ 

□(1)有非常顯著的影響       □(2)有顯著的影響 

□(3)稍微有些影響        □(4)幾乎沒有影響 

 

3. 在訪問中，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受訪的意思？                                           3□  

□(1)開始時有意要拒絕       □(2)訪問進行中曾表示拒絕的意思 

□(3)訪問到最後有拒絕的意思     □(4)從頭到尾曾數次表達拒訪的意思 

□(5)從頭到尾均未表示拒訪的意思 

 

4. 在訪問過程中，受訪者是否表示不耐煩？                                                   4□ 

□(1)從未表示不耐煩  □(2)偶爾表示不耐煩  □(3)有時不耐煩  □(4)一直不耐煩 

 

5. 在訪問過程中，受訪者是否有應付的意思？                                                5□ 

□(1)大部份都在應付  □(2)有些時候有在應付  □(3)幾乎沒有在應付 □(4)完全沒有在應付 

 

6. 就您的感覺，這次訪問所得到的資料其可靠程度為？                                        6□ 

□(1)很可靠    □(2)可靠     □(3)不可靠   □(4)很不可靠 

 

7. 訪問時所使用的語言是：                                                                7□ 

□(1)國語  □(2)台語  □(3)客語  □(4)國台語 □(5)國客語 □(6)其他語言           

 

8. 在正式訪問中，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1)是 □(2)否(請以 24 小時制繼續填下列訪問開始與結束時間)         8□ 

第一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 □□ □□ 

第二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 □□ □□ 

第三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