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名稱：九十五年天然災害社會、心理、經濟影響調查：恆春地震 
定義： 
1.家(裡)人：和自己共住的有血緣關係之人或受訪者認定為家人者 
2.親戚：不與自己共住的直系或旁系親屬 
3.房屋：地震時所在的房屋 
4. (7/97)不知道      (8/98)拒答      (9/99)遺漏或跳答 

5. 以下虛線框內問題：針對有「健康或財產上的損失」的災民 
 

 
 

＊(過濾受訪者 20-70 歲後，續問) 請問您是民國幾年出生？       年。 
 

受訪者過濾題： 
A.請問去年 12/26 號恆春地震時，您人在高雄縣、市或屏東縣內嗎？ 

(1)是   (續答 1)      (2) 不是（結束訪問）    (3)不確定或忘記了  (訪問結束) 

 
1. 請問您或您的家人是否因恆春地震而造成「健康或財產上的損失？」 

(1) 是    （續問 1-1, 1-2）      (2) 否   （續問 1-3）    
(7) 不知道（跳答 2）           (8) 拒答  （跳答 2） 
1-1 請問您家裡在經歷恆春地震後，是否有向社會局申請災害救助金？ 

(1)有 (請訪員註記電話號碼以供比對救助名冊) 

(2)沒有  

1-2 你認為家裡遭受損失的「首要」原因是：(單選)  

(1)地震規模太大   (2)房屋耐震能力不夠強   (3)神(明)沒有保佑    

(4)平時的地震防災準備做的不夠     (5)運氣不好 

(6) 其他：               (請詳填) 

1-3 你認為家裡沒有遭受任何損害與損傷的「首要」原因是：(單選)  

(1)地震不大，不致成災   (2)房屋耐震能力強   (3)神(明)保佑 

(4)平時有做防災準備     (5)其他：               (請詳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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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知覺： 

以下面的問題是想請教你對地震的一些看法，請你依照平常生活的感受或經驗回答， 

謝謝！ 

2. 您覺得地震對於您生命安全的威脅程度如何？ 

(1) 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3. 您覺得地震對於您個人財產損失的威脅程度如何？ 

(1) 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4. 您覺得在您所居住的社區，以後發生大規模地震（類似屏東地震七級以上）的機會有

多大？ 

(1) 很小  (2)小  (3)大  (4)很大 

5. 平均而言，您覺得您的住家發生「地震災害」的機會比台灣其他家庭較大、較小，還

是一樣？ 

(1)大於其他家庭  (2)和其他家庭一樣   (3)小於其他家庭 

6. 您同不同意自己會受到地震的傷害是命中注定而且無法控制的，所以做震災準備是沒

有用的？ 

(1) 非常不同意  (2)不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二、災後影響調查題組： 

以下幾題是想請問您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生活狀況、態度與行為上的「改

變」。請您針對以下各個項目回答。 

 

7.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自己家中的經濟情況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8.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自己的身體健康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9.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自己的心情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10.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自己的生活作息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11.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與家人彼此關心問候的情況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12.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與鄰居彼此關心問候的情況是否有改變？ 

變差很多 (2)變差一些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些  (5)變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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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沒有鄰居 

13.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對於政府的地震危機處理能力的信任程度，

是否有改變？ 

(1)變差很多 (2)變差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好一點 (5)變好很多   

14.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對於住家發生地震災害的擔心程度，是否有

改變？  

(1)變小很多 (2)變小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大一點 (5)變大很多 

15.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做防震準備的意願是否有改變？ 

(1)變小很多 (2)變小一點 (3)沒有改變  (4)變大一點 (5)變大很多 

 

三、社會支持與調適行為 

以下想的問題是關於恆春地震後，您的信仰行為和親友聯繫的情況，請你依實際情況

回答，謝謝。 

16. 請問在恆春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內」，您拜拜或禱告的時間，是否有改變？ 

變少很多 (2)變少一些  (3)沒有改變  (4)變多一些  (5)變多很多  

(6)沒有拜拜或禱告的習慣 

17. 請問恆春地震後，宗教信仰對於安撫(平復)你的情緒(心情)有多大幫助？ 

(1)非常沒有幫助    (2)沒有幫助    (3)有些幫助   (4)有很大幫助   (5)沒有信仰 

(6)情緒影響不大，不需要安撫 

18. 恆春地震後一星期內，請問你有沒有用電話和「親友」聯絡，了解他們是否平安或向

他們報平安(兩項中有一項成立即可)？ 

(1)有  (續答 18-1 與 18-2)         (2)無  (災民跳答 19，其餘跳答 20) 

18-1 這當中請問你大約與幾位親友通過電話？          (此項不可為 0) 

18-2 請問其中不常聯絡的親友又有幾位？        (無請填 0) 

19. 請問恆春地震後，誰曾經提供你實質的幫助(例：金錢、物資、勞力援助等)？ 

(1) 親朋好友   (2)左鄰右舍   (3) 村里長     (4) 社區理事會、發展協會    

(5)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  (6)沒人提供幫助   (7)不需要幫助 

20. 在恆春地震後，您會不會加強住宅的耐震能力？(例如：加強樑柱等其他穩固房屋的措

施)  

(1)會  (跳答 21)        (2)不會  (續答 20-1) 

20-1 請問您「不會」增強房屋耐震能力的「主因」？ 

(1)房屋耐震能力夠好了   (2)金額太昂貴，負擔不起 

(3)可能會搬走           (4)覺得做耐震補強沒有用  

(5)神(明)會保佑          (6)其他原因：               (詳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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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損失 

接下來，我們想了解恆春地震後，您的家戶保險、房屋與損失等情況，以做為未來政

府防災政策研擬之基本依據，還請您依實際情況回答，謝謝。 

21. 請問您在去年恆春地震發生時是否有保地震險？ 

(1)有 (跳答 22，災民續答 21-1)   (2)沒有 (跳答 21-2) 

21-2 請問您會不會因為恆春地震而想要購買地震保險？ 

(1)會想購買      (2)不想購買 

21-1 請問保險公司給你的理賠金額是多少錢？             元。(未申請理賠金或未獲

得賠償者，皆填 0，若在申請理賠中，尚未獲得賠償者，請訪員註明) 

22. 請問您的這個房屋是自有的嗎? 

(1)完全自有 (續答 22-1)      (2)貸款購買(仍在繳款) (續答 22-1)   

(3)租的 (續答 22-2)          (4)其他        (續答 22-1) 

22-1. 請問你知道附近類似的房子一坪大約是多少錢？每坪       萬元。 

22-2. 請問月租金是多少？       千元。 

23. 請問您這房屋的建築樣式是屬於？ 

(1)透天式 (續答 23-1)   (2)平房  (跳答 24)    (3)公寓或大廈式 (跳答 24) 

23-1 請問您住的房屋或大樓共有幾層（不含地下室）？         層。 

24. 請問這房屋的屋齡是幾年？        年，請問您房屋的建坪大約多少坪？         

坪。【建坪：指房屋各樓層面積之加總】 

25. 請問這房屋主要結構(樑柱)的建築材料是？ 

(1)鋼骨或鋼筋混凝土  (2)磚或石造  (3)木造  (4)鋼鐵 

(5)土竹造  (6)其他____________(請註明)【建築材料另有解說，詳見附件】 

 

 

26. 請問恆春地震是否造成您這房屋結構受損? 
(1) 是（續答 26-1）      (2)否 (跳答 27) 

26-1 請問您重建與清理的總花費是多少錢？           元。 

27. 請問您家裡的電器、家俱或生財設備有沒有在這次震災中受損(有其中一項受損即可)？

(1) 有受損  (續答 27-1)       (2) 沒有受損   (跳答 28) 

27-1 請問您初步估計這些家俱與設備的損失金額是多少錢？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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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你家中是否有汽、機車？ 
(1) 是           (2)否(跳答 32) 

29. 這次震災後，您家裡與店裡是否有汽、機車受損(可複選)？ 
(1)完全沒有汽、機車受損  (跳答 32) 

(2)有汽車損失   (續答 29-1 與 30) 

(3)有機車損失   (續答 29-1 與 31) 

29-1.若有汽、機車受損，您所花費之修復金額共是多少錢？         元。(未花錢修復者，

以 0 元計) 

30. 請問您共有幾輛汽車受損？       輛，平均車齡是多少年？        年。 
31. 請問您共有幾輛機車受損？       輛，平均車齡是多少年？        年。 
32. 請問您這個房屋是否有經營商店？ 

(1) 是（續答 32-1 與 32-2）       (2)否  (跳答 33) 

32-1 請問這次地震後，您這商店停業幾天？        。 

32-2 這 次 地 震 後 ， 請 問 您 平 均 營 收 減 少 了 幾 成 ？       。 大 約 影 響 幾 個

月 ？       。 (沒 有 填 0) 

33. 您家裡共有多少人因這次震災而沒去工作？      人。(若 為 0 則 跳 答 34，其 餘 續 答

33-1)  
33-1 平 均 大 約 是 多 少 天 沒 去 工 作 ？        。 (沒 有 填 0)  

34. 請問您在房屋清理或重建期間，是否有暫至他處居住? 
(1)有 (續答 34-1)        (2)無  (跳答 35) 

34-1 請問您暫住他處的花費大約是多少錢？         元。(無則填 0) 

35. 這次震災後，您一共花多少上班時間清理房屋內部？          天。 
36. 請問這次震災後，有多少人來你家幫忙清理？_________人。(有則續答 36-1，沒有則填 0，

跳答 37) 
36-1 請問這次震災，您有花錢請人幫忙清理嗎？ 

(1)有   (續答 36-1-1)    (2)沒有  (跳答 37) 

36-1-1 若是有「請人」清理，那花費共是多少錢？        元。 

37. 您家中成員有幾人因恆春地震而受傷？___ ___人。(無則填 0 並跳答 38；有則續答 37-1) 
37-1 總醫療費用共是多少？             元。 

38. 請問對你而言，恆春地震造成你家庭損失的嚴重程度為何？ 
(1)非常不嚴重  (2)不嚴重  (3)嚴重  (4)非常嚴重 

39. .請你自己評估一下，恆春地震造成你家庭的總損失，大約是多少錢？ ＿＿＿＿ 萬元。 
40. 如果地震保險能完全理賠您所有的損失，包括建物與非建物，您每年最多願意付多少錢

的保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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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資料： 

41. 請問你是家中經濟的主要提供者嗎？ 
(1)是    (2)否 

42. 教育程度：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高職   
(4)大學/專科     (5)研究所以上    

43. 職業：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不唸出選項，由訪員判斷為職業類別)【依主計處職業分

類標準，若有疑慮詳見附件「職業類別(ncdr 修改版) 」】 

(1) 民意代表、各行業主管人員或經理人員(包括教育、社福、農林漁牧與工商業) 
(2) 技術及研究等專業人員(非主管級) 
(3) 一般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4) 行政人員(文書、會計等) 
(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餐飲、照顧、美容髮、模特兒…等服務業人員) 
(6) 一般農、林、漁、牧工作人員(非主管級) 
(7) 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 
(8) 體力工及非技術工 
(9) 現役軍人 
(10) 家庭主婦 
(11) 學生 
(12) 無工作 
(13) 退休 

 
44. 宗教信仰：請問您的宗教信仰為何？【若 17 題勾選項 5 者，此題填 8，不再詢問】 

(1)佛教      (2)基督教     (3)天主教    (4)道教   
(5)一貫道    (6)回教       (7)其他宗教(請填入)              。 
(8)無      

45. 婚姻狀況：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3)喪偶    (4)離婚    (5)其他          

46. 請問您是哪裡人？(若有疑問以父親為準) 
(1)閩南人   (2)客家人   (3)原住民   (4)外省人   (5)新移民 
(6)其他         (請詳填) 

47. 請問與您共住的家人共有幾位？          。【訪員注意：家人指與受訪者有血緣關係

或其認定為家人者，此題人數包括受訪者本身。】 
47-1 其中，12 歲以下有幾位？          。 
47-2 其中，65 歲以上有幾位？          。 

48. 收入：請問您家中每月總收入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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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萬元          (04) 3 萬元以上，不到 5 萬元 
(05) 5 萬元以上，不到 7 萬元          (06) 7 萬元以上，不到 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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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9 萬元以上，不到 11 萬元         (08) 11 萬元以上，不到 13 萬元           
(09) 13 萬元以上，不到 15 萬元        (10) 15 萬元以上，不到 20 萬元           
(11) 20 萬以上 

49. 性別：(1)男性     (2)女性 

 

 

~訪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