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政治文化延續計畫
┌────────────────────────────── ─┐
│您好！這裡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請問（姓名）在嗎？
│
│ （若符合資格的受訪者目前不在，請務必問清楚受訪者何時在家，記 │
│
錄下來再按 F3 當日約訪或鍵入 07 隔日約訪）
│
│ （若找到樣本，請確認他是否真的是此次要受訪的對象）
│
│您好！這裡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請問您前陣子是否有收到我們寄
│ 過去的訪問函？
1、有： 現在可不可以花十分鐘時間，瞭解一下您目前的看法？
2、沒有：我們在 87 年暑假曾至您府上進行問卷訪問，由於台灣政治和社
會的快速變動，現在想要透過電話訪問，大概花您十分鐘的時間，瞭解
一下您目前的看法。
│
│
│
│ ＊＊ 待會如果我唸的太快或您題目聽不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
│
│
我會再唸一次給您聽，謝謝！
│
│
│
└──────────────────────────── ───┘
１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 ____ 年
【只訪問民國 68 年 12 月底以前出生者】
《不知道者鍵入 97，拒答者鍵入 98 後，請按 ESC 鍵終止訪問》
２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有人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些人是新黨的支持者，有些人是親民黨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
政黨的支持者？
(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03) 新黨
(04) 建國黨
(05) 親民黨
(06) 其他政黨 【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中】
(07) 都不是【跳答第４題】
３ 請問您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
(1) 非常支持
(2) 支持 【跳答第５題】
４ 請問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偏向建國黨、偏向親民黨？
(01) 偏向國民黨 (02) 偏向民進黨
(03) 偏向新黨
(04) 偏向建國黨
(05) 偏向親民黨 (06) 都不偏
(07) 其他（請說明）
５ 國內關於台灣前途的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未來台灣獨立比較好；也有些認
為將來與中國統一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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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獨立【跳答第 7 題】 (2) 與中國統一【跳答第 7 題】
(3) 維持現狀
(4) 其他 【請填寫至開放記錄表，跳答第 7 題】
(5) 無所謂【跳答第 7 題】
６ 如果現狀無法維持，您的選擇是？
(1) 台灣獨立
(2) 與中國統一
７ 民進黨最近關於兩岸關係的立場，和您的想法是很接近還是很不一樣？
(1) 很接近 (2) 接近 (3) 不太一樣 (4) 很不一樣
８ 請問您對民進黨執政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沒意見 (4) 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９ 民進黨的執政表現和以前國民黨比起來如何？
(1) 更好許多 (2) 好一點 (3) 差不多 (4) 差一點
１０ 你覺得國民黨作為一個在野黨，它的表現如何？
(1) 非常好 (2) 還好 (3) 沒意見 (4) 不好

(5) 差很多

(5) 非常不好

１１ 請問你覺得陳水扁、連戰與宋楚瑜三個人當中，哪一位最具有執政的能力？
(01) 陳水扁 (02) 連戰 (03) 宋楚瑜 (04) 都沒有執政能力
(05) 都差不多
(06) 陳水扁與連戰 (07) 連戰與宋楚瑜 (08) 宋楚瑜與陳水扁
１２ 請問今年三月總統選舉，你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1) 陳水扁 (2) 宋楚瑜 (3) 連戰 (4) 其他 【請將答案填寫至開放記錄表】
(5) 沒投票 (6) 忘記
１３ 請問您感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還是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 台灣人 (2) 中國人 (3) 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4) 在台灣的中國人 (5)其他 【請將答案填寫至開放記錄表】
１４ 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的關係
，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獨立」？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不贊成 (4) 非常不贊成

(5) 無意見

１５ 如果中國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接近時，
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大陸統一」？
(1) 非常贊成 (2) 贊成 (3) 不贊成 (4) 非常不贊成 (5) 無意見
１６ 有人認為，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以繼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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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不是同意這樣的說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無意見

１７ 有人認為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一定會引起中國大陸對台灣使用武力。
您是不是同意這樣的說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無意見
１８ 有人認為，只要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台灣沒有被國際社會承認是一個國家
並不重要。您是不是同意這樣的說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無意見
１９ 關於中國政府對台灣的態度，有人認為它非常鴨霸/霸道，有人認為是情勢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
(1) 中國政府是鴨霸/霸道的 (2) 是情勢造成，可以理解的 (3) 都不同意
(4) 無意見
２０ 請問您家中有幾個電話號碼？
【超過 6 支者請鍵"6"】
２１ 另外的電話號碼主要用途是：
(1) 傳真號碼
(2) 上網
(3) 電話
(4) 其他【請將答案填寫至開放記錄表】
２２ 請問您有沒有手機 大哥大 ？
(1) 有
(2) 沒有【訪員請結束訪問】
２３ 請問這支電話現在是否轉接到行動電話？
(1) 是
(2) 不是
*訪問結束前，如果對受訪者的性別有任何疑問，請務必向受訪者確認，謝謝！*
受訪者性別：（1）男 （2）女
使用語言： （1）國語
（2）台語
（3）客語
（4）國、台語
（5）國、客語（6）其他情況
配合程度：（1）非常合作 （2）合作 （3）普通 （4）不合作 （5）非常不合作
******我們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您的配合，謝謝！************
如果受訪者對訪問有任何疑問，可電洽（02）27884188 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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