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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男

□女

└─┴─┴─┴─┴─┴─┴─┘

（區域號碼）

（電話號碼）

訪員簽名：________

您好，我們是政大的學生，請問~________（受訪者姓名）女士

先生在嗎？我們

曾在我們曾經在選舉之前訪問過他，現在想再請教他幾個問題。

┌───┐
│ 不在 ├─→ 請問他大概什麼時候會在？
└───┘
┌───┐
│

在

我們曾經在選舉之前訪問過您，

├─→ 您的意見對我們幫助很大，現在想

└───┘

再借用您幾分鐘，請教您幾個問題
，如果有您覺得不方便回答的，請
您告訴我，我們就跳過去。

在開始訪問時，請訪員務必唸下列句子：
┌──────────────────────────────────┐
│我想開始請教您一些問題，如果我們的問題您覺得不方便回答的，請您告訴我│
│，我們就跳過去。

│

└──────────────────────────────────┘
(訪問開始，訪員請記下現在時間：______月_____日,星期____,____時_____分)

１．請問您最喜歡看那一台的電視新聞？

┌────┐┌────┐┌────┐┌─────┐
│01.台視 ││02.中視 ││03.華視 ││04.第四台 │
└────┘└────┘└────┘└─────┘
┌──────┐┌──────┐┌─────┐
│05.其他_____││96.都不看

││95.拒 答

│

└──────┘└──────┘└─────┘

２．在宋楚瑜、陳定南、朱高正三個人當中（訪員請輪序唸出）

２ａ．您感覺那一位做事最有魄力（氣魄）？

┌─────┐ ┌─────┐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04.都好 │ │05.都不好 │
└─────┘ └─────┘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２ｂ．那一位最清廉不貪汙？
┌─────┐ ┌─────┐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04.都好 │ │05.都不好 │
└─────┘ └─────┘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２ｃ．那一位最能了解民眾的需要？
┌─────┐ ┌─────┐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04.都好 │ │05.都不好 │
└─────┘ └─────┘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２ｄ．那一位做事的能力最強？
┌─────┐ ┌─────┐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04.都好 │ │05.都不好 │
└─────┘ └─────┘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３．你覺得台灣省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98. 不知道││95.拒 答│

└──┬──┘

└──┬──┘└──┬──┘└─┬──┘

└───────┴──────┴─────┴→ 續問第 10 題
│
↓
┌─────────────────────────────────────┐
│8ａ．對這些問題，您比較同意那一位省長候選人的主張？

│

│┌─────┐ ┌─────┐ ┌─────┐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04 都同意│ │05 都不同意│ │
│└─────┘ └─────┘ └─────┘ └────┘ └─────┘ │
│┌──────┐ ┌───────┐

│

││06.無人提及 │ │07.其他_______│

│

│└──────┘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

│

└─────────────────────────────────────┘

４．有些人投票時，主要是看那個政黨的，有些人是看候選人好不好，還有些人是
看他的政見好不好。請問您投票時最重要的考慮是那一項？（若非單選者，請
追問哪一項更重要）

┌──────┐

┌──────┐

┌─────┐

│01. 政

黨│

│02. 候 選 人│

│03. 政

└──────┘

└──────┘

└─────┘

見│

┌────────────────────────────┐
│0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５．我們（咱）社會上，有人支持國民黨，也有人不支持國民黨，請問您呢？（訪員
請追問強弱度）
┌──────┐

┌──────┐

┌─────────────┐

│01 非常支持 │

│02 普通支持 │

│03 不一定，無所謂，看情形 │

└──────┘

└──────┘

└─────────────┘

┌──────┐

┌──────┐

┌─────┐

┌─────┐

│04 不太支持 │

│05 非常不支持│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

└──────┘

└─────┘

└─────┘

┌────┐

┌──────────┐

│95.拒 答│

│06 都不支持任何政黨 ├─→續問第 8 題

└────┘

└──────────┘

６．我們（咱）社會上，有人支持民進黨，也有人不支持民進黨，請問您呢？（訪員
請追問強弱度）
┌──────┐

┌──────┐

┌─────────────┐

│01 非常支持 │

│02 普通支持 │

│03 不一定，無所謂，看情形 │

└──────┘

└──────┘

└─────────────┘

┌──────┐

┌──────┐

┌─────┐

┌─────┐

│04 不太支持 │

│05 非常不支持│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

└──────┘

└─────┘

└─────┘

┌────┐
│95.拒 答│
└────┘

７．我們（咱）社會上，有人支持新黨，也有人不支持新黨，請問您呢？（訪員請
追問強弱度）
┌──────┐

┌──────┐

┌─────────────┐

│01 非常支持 │

│02 普通支持 │

│03 不一定，無所謂，看情形 │

└──────┘

└──────┘

└─────────────┘

┌──────┐

┌──────┐

┌─────┐

┌─────┐

│04 不太支持 │

│05 非常不支持│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

└──────┘

└─────┘

└─────┘

┌────┐
│95.拒 答│
└────┘

８．請問１２月３日的選舉您有沒有去投票？

┌───┐

┌────┐

┌───────┐

│01. 有│

│02.沒有 │

│03.記不清楚了 │

└─┬─┘

└─┬──┘

└───┬───┘

│

│

│
│
↓

│

┌────┐
│95.拒答 │
└──┬─┘
│

└─────────┴────────┴→續問第 11 題

９．請問您投給哪位省長候選人？
┌─────┐┌─────┐┌─────┐┌─────┐
│01. 宋楚瑜││02. 陳定南││03. 朱高正││04.吳梓

│

└─────┘└─────┘└─────┘└─────┘
┌─────┐┌─────┐
│93.投廢票 ││95. 拒答

│

└─────┘└─────┘

１０．請問您投給哪位省議員候選人？

───────────

１１．在省長選舉之前，請問您比較希望那一位候選人當選？

┌─────┐ ┌─────┐ ┌─────┐
│01. 宋楚瑜│ │02. 陳定南│ │03. 朱高正│
└─────┘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5.拒 答│
└─────┘ └─────┘ └─────┘ └────┘

１２．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
，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
，也有人
說都是。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
│1.台 灣 人││2.都

是││3.中 國 人││8.不 知 道││5.拒 答│

└─────┘└────┘└─────┘└─────┘└────┘

１３．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有幾種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那一種？
１：儘快獨立
２：儘快統一
３：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４：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５：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６：永遠維持現狀
┌──────┐

┌──────┐

┌─────────────┐

│01. 儘快獨立│

│02. 儘快統一│

│03.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

└──────┘

└─────────────┘

┌─────────────┐ ┌──────────────────┐
│04.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0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
└─────────────┘ └──────────────────┘
┌────────┐ ┌───────────────────────┐
│06. 永遠維持現狀│ │07.其它

│

└────────┘ └───────────────────────┘
┌─────┐

┌─────┐

┌─────┐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

└─────┘

└─────┘

┌────┐
│95.拒 答│
└────┘

１４．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那一個政黨？
┌───┐┌───┐┌──┐┌───┐┌────┐┌───┐┌──┐┌────┐
│ 01

││ 02 ││ 03 ││ 04 ││ 05

││ 98

││ 99 ││ 06

│

│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都支持││都不支持││不知道││拒答││其他____│
└─┬─┘└─┬─┘└─┬┘└─┬─┘└─┬──┘└─┬─┘└┬─┘└────┘
└────┼────┘

└────┴─────┼───┘

↓

↓

┌─────────┐

┌────────────────────────┐

│１４ａ．您支持的程│

│１４ｂ．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還是偏向

│度是非常支持還是普│

│

│普通通？

│

│ ┌──────┐┌──────┐┌─────┐ │

│ ┌──────┐ │

│ │01.偏國民黨 ││02. 偏民進黨││03. 偏新黨│ │

│ │01.非常支持 │ │

│ └──────┘└──────┘└─────┘ │

│ └──────┘ │

│ ┌─────┐┌───────┐

│

│ ┌──────┐ │

│ │04. 都不偏││05. 其他_____ │

│

│ │02.普通支持 │ │

│ └─────┘└───────┘

│

│ └──────┘ │

│ ┌──────┐┌──────┐

│

│

│

│

05.其它________│

└─────────┘

新黨，或是都不偏？

│ │98. 不 知 道││95. 拒

│
│

答│

│ └──────┘└──────┘

│
│

└────────────────────────┘

** 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

訪問結束時間______時_______分，共用________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