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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告訴我您的星座嗎？  

(01) 魔羯座（山羊座）12/22~1/20 

(02) 水瓶座 1/21~2/18 

(03) 雙魚座  2/18~320 

(04) 牡羊座（白羊座）3/21~4/19 

(05) 金牛座 4/20~5/20 

(06) 雙子座 5/21~6/21 

(07) 巨蟹座 6/22~7/22 

(08) 獅子座 7/23~8/22 

(09) 處女座 8/23~9/23 

(10) 天秤座 9/24~10/23 

(11) 天蠍座 10/24~11/22 

(12) 射手座 11/23~12/21 

(99) 拒答 

2. 那麼，您平常會不會去注意星座的相關訊息（像是看看星座運勢這樣的資訊）

呢？  

(01) 非常注意 

(02) 還算注意 

(03) 不會注意 

(04) 完全不去注意 

(93) 看情形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3. 謝謝！那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大致來說，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或

報紙上所說的話呢？  

(01)很相信 

(02)還算相信 

(03)不太相信 

(04)很不相信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4. 整體來說，您會覺得台灣社會對立嗎？  

(01)非常對立 

(02)還算對立 

(03)普通/還好 

(04)並不對立 

(05)非常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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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5. 您最近多常與親朋好友聊到政治話題呢？ 

(01)幾乎天天聊到 

(02)三天兩頭聊一下 

(03)很少聊政治 

(04)完全不聊 

(92)不記得 

(95)不知道  

(99)拒答 

6. 您會覺得平常跟你談政治的親朋好友他們之間的政治立場對立嗎？  

(01)非常對立 

(02)還算對立 

(03)普通/還好 

(04)並不對立 

(05)非常融洽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7. 請問您最近多常看電視或網路上的政治談話節目？ 

(01)幾乎天天看  

(02)三天兩頭看一下 

(03)很少看 

(04)完全不看 

(92)不記得 

(95)不知道  

(99)拒答 

8. 您覺得最近電視新聞台的政治立場對立嗎？  

(01)非常對立 

(02)還算對立 

(03)普通/還好 

(04)並不會對立 

(05)完全沒有對立的情形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9. 現在台灣有很多的電視政論節目。在你的印象裡，有沒有您個人覺得比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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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派）的呢？ 

1. 李濤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TVBS) 

2. 鄭弘儀主持的「大話新聞」(三立) 

3. 史英主持的「有話好說」(公視) 

4. 紀惠容主持的「有話好說-NGO觀點」(公視) 

5. 李根政主持的「有話好說-南部開講」(公視) 

6. 鄭弘儀、于美人主持的「新聞挖挖哇」(超視) 

7. 姜玲、何勁松主持的「放眼天下」（中視） 

8. 李艷秋主持的「新聞夜總會」(TVBS) 

9. 張啟楷、丁靜怡主持的「新聞不一樣」(TVBS) 

10. 李四端主持的「101高峰會」(TVBS) 

11. 范立達主持的「新聞檢驗室」(TVBS) 

12. 于美人主持的「美人晚點名」(MUCH-TV) 

13. 「阿楷兩岸開講」(中視) 

14. 「新台灣加油」(三立) 

15. 蘇莉婷主持的「年代印象」（年代） 

16. 周玉琴主持的「藍海年代」（年代）-核心競爭力 

17. 張啟楷主持的「張啟楷新聞現場」（中天） 

18. 平秀琳主持的「新台灣星光大道」（中天） 

19. 謝志偉主持的「頭家來開講」（民視） 

20. 黃揚俊主持的「坐南向北」（民視） 

21. 李偵禎主持的「民視異言堂」（民視） 

22. 胡婉玲主持的「新聞觀測站」（民視） 

23. 李一凡主持的「村民大會」(客家電視) 

92. 都公正 

93. 都不公正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10. 假設你今天要來看政論節目，但是你的搖控器只能切換李濤主持的「2100

全民開講」和鄭弘儀主持的「大話新聞」這兩個政論節目，你會看那一個？  

(01) 「2100全民開講」。 

(02) 「大話新聞」。 

(03) 二個都看。                   

(04) 二個都不看。 

(95) 不知道。               

(99) 拒答。 

11.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請問您有沒有比較偏向哪一個黨？ 

(01) 有(請跳問第 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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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沒有 (請續問第 12題) 

(95) 不知道/沒意見(請跳問第 15題) 

 (99) 拒答(請跳問第 15題) 

12. 那相對來說，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黨？ 

(01) 有 (請續問第 13題) 

(02) 沒有(請跳問第 15題) 

(95) 不知道/沒意見(請跳問第 15題) 

(99) 拒答(請跳問第 15題) 

 

 

 

 

 

 

 

 

 

 

 

 

 

 

 

 

 

 

 

 

 

 

 

 

 

 

 

 

13. 請問是哪一個黨呢？ 

(01)民進黨           

(02)國民黨 

(03)台灣團結聯盟   

(04)親民黨 

(05)新黨            

(06)建國黨 

(07)其他 

(08)沒有支持任何政黨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14. 請問您平常會多支持這個黨所提出的主張？  

(01) 全部都支持 

(02) 大多數會支持 

(03) 一半一半 

(93) 看情形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15. 請問去年的總統選舉投票，和立委選舉的政黨票，您都投給同一個黨嗎？ 

(01) 是，投給同一個政黨 

(02) 不是，投給不同政黨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16. 謝謝。接下來想問問您的看法。請問您認為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決定重大政策

時，會不會把民眾的福利放在第一優先考慮的地位？  

(01)經常會 

(02)有時會 

(03)不太會 

(04)絕對不會 

(93)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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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17. 有人說，「政府官員時常浪費老百姓所繳納的稅金」。請問您有多同意這個說

法？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不同意 

(04)非常不同意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18.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能透過投票、遊行等方式，對政府的施政發揮影響

力。」請問您有多同意這個說法？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不同意 

(04)非常不同意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19. 有人說，「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所做的事大多數是正確的」，請問您有多同意這

個說法？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不同意 

(04)非常不同意 

    (93)看情形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20. 接下來，想請問您幾個和台灣外交相關的問題。請問您會支持政府經濟援助

其他國家嗎？  

    (01) 非常支持 

    (02) 還算支持 

    (03) 不太支持 

    (04) 非常不支持 

(93) 看情形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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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致來說，除了海峽對岸以外，您對待亞太地區國家的態度，是心存相信還

是小心謹慎呢？（訪員：如受訪者需要進一步資訊，可參考以下敘述。亞太

地區即指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地帶，包括日韓、菲律賓、印尼、越南、柬埔寨、

寮國、緬甸、汶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01) 相信這些國家 

(02) 態度小心謹慎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22. 大致來說，除了對岸以外，您認為亞太地區國家常常樂於幫助台灣，或者他

們只在意他們自己呢？ 

(01) 他們樂於幫助台灣 

(02) 他們只在意自己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23. 請問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外交部長是誰呢？ 

(01) 答對（歐鴻鍊） 

(02) 答錯 

(03) 知道，但忘記名字 

(95) 不知道  

24. 請問台灣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會員嗎？  

(01) 是 

(02) 不是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25. 請問您知道我們現在的邦交國有幾個嗎？  

(01) 答對（23個） 

(02) 答案接近（二十幾個，大約是____個） 

(03) 答錯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26. 請問您會擔心這個數字愈變愈少嗎？ 

(01) 非常擔心 

(02) 有點擔心 

(03) 不擔心 

(04) 完全不擔心 

(95) 不知道/沒意見 

(99)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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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27. 可否告訴我您的學歷呢？如果你在念書，您即將取得的學位是什麼呢。 

(01)小學 

(02)初中/中學 

(03)高中 

(04)大學/專科 

(05)研究所或以上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28. 請問您是民國那一年出生的呢？ 

民國______年（訪員，若回答西元請減去 1911後填入） 

(95)不知道/沒意見 

(99)拒答 

29. 請問您是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外省籍後代、

還是外籍人士呢？ 

(01)本省閩南人/河洛人 

(02)本省客家人 

(03)大陸各省市人 

(04)原住民 

(05)外省第二代 

(06)其他/外籍人士（含外籍新娘） 

(99)未表態很難說 

30. 請問您家庭（台：厝內）每個月總收入大約是多少：（包括薪資以外的其他

收入，如房租、股利等等）（訪員，請依受訪者精準到千位數，並依其回答

勾選） 

(01)三萬六千元以內（<36,000） 

(02)三萬六千元到四萬七千元（36,001~47,000） 

(03)四萬七千元到五萬八千元（47,001~58,000） 

(04)五萬八千元到六萬五千元（58,001~65,000） 

(05)六萬五千元到七萬八千元（65,001~78,000） 

(06)七萬八千元到八萬八千元（78,001~88,000） 

(07)八萬八千元到十萬八千元（88,001~108,000） 

(08)十萬八千元到十三萬八千元（108,001~138,000） 

(09)十三萬八千元到十五萬八千元（138,001~158,001） 

(10)十五萬八千元以上（>158,000） 

(95)不知道 

(99)拒答 

31. 很感謝您這麼耐心地配合這個調查。國立中山大學還有個研究計畫，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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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未來一個月內的周末時間(日期再訂)來高雄西子灣參加座談。這個活

動將提供您全額交通費外加出席費一千元。我們會根據您的意願，由電腦隨

機提出邀請，若是電腦抽中您，請問您有興趣再接到我們的邀請電話嗎？（訪

員：此資訊內若受訪者詢問再提供：交通費包括台鐵自強號或高鐵自由座來

回車票，但不加計程車費。） 

(01)是 

(02)否 

32. 受訪者為男性或女性？（此題由訪員自行填入） 

(01) 男性 

(02) 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