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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Ⅲ）電訪問卷
計畫名稱：台灣地區基因體意向調查（Ⅲ）
計畫主持人：傅祖壇
計畫研究人員：江福松、于若蓉、沈志陽、林季平、胡克威、楊孟麗、廖培珊、杜素豪
聯絡電話：（日）02-2788-4188 轉分機 309 找楊小姐
（夜）02-2788-4188 轉分機 633 找當天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您好，這裡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我們為了瞭解一般民眾對基因科技的看法，正在進行一項電
話訪問。
可不可以耽誤您幾分鐘，跟您請教一些問題：謝謝！
請問這是住家的電話嗎？
（不是==>因為我們訪問的對象是住家，以後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我們想麻煩您家裡十八歲以上的一位大人來回答，所以想先請教您「住在這裡、民國 75 年
12 月底以前出生，年齡在 18 歲以上的人」有幾位？
其中，男性有幾位？

可不可以請家中ｘｘｘ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想跟他(她)進行一個簡單的電話訪問！（若
指定受訪者目前不在，請進行當日約訪或隔日約訪）
■■ 找到合格受訪者時請告知以下訊息 ■■
您好，這裡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我們為了瞭解一般民眾對基因科技的看法，正在進行一項電
話訪問。
可不可以擔誤您幾分鐘，跟您請教一些問題：謝謝！
如果我唸得太快或者您有聽不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唸一次給您聽，謝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訪員請自行確認受訪者的性別，若無法判別可直接問「請問可以怎麼稱呼您？」】
(1)男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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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先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01)不識字
(02)自修
(03)小學
(04)國中 (初中、初職)
(05)高中
(06)高職
(07)五專
(08)二、三專
(09)大學、技術學院 (10)研究所及以上 (11)其他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98)拒答
３那您是民國幾年次（出生）的？
【只訪問民國７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生者】
【『民國前』出生者，鍵入９６；『不知道』鍵入９７；『拒答』鍵入９８】
４請問在這次訪問前，您有沒有聽說過「生物科技」？
(1)沒有聽過
(2)聽過，但不瞭解
(3)聽過，而且有點瞭解
(4)聽過，而且非常瞭解
(8)不願意回答
５請問在這次訪問前，您有沒有聽說過「基因科技」？
(1)沒有聽過
(2)聽過，但不瞭解
(3)聽過，而且有點瞭解
(4)聽過，而且非常瞭解
(8)不願意回答
６請問您有沒有聽說過「禽流感」？
(1)沒有 (跳答第 8 題)
(3)有聽過，但只有大概的印象
(8)不願意回答

(2)有聽過，但完全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4)有聽過，而且可以解釋給別人聽

７請問您同不同意「禽流感讓人生病，是因為家禽的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發生
重新組合所造成的」？
(1)完全同意
(2)部份同意，部份不同意
(3) 完全不同意
(4)不瞭解題目的意思
（7）不知道
(8)拒答
８您同不同意「一般的大豆沒有基因，經過基因改造的大豆才有基因」這句話？
(1)同意
(2)不同意
(3)不確定
(7)不知道
(8)拒答
９您同不同意「小孩的性別是由母親的基因來決定」這句話？
(1)同意
(2)不同意
(3)不確定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０您同不同意「動物的基因不能移植到植物上」這句話？
(1)同意
(2)不同意
(3)不確定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１您同不同意「人類的基因有一半以上和猩猩的基因相同」這句話？
(1)同意
(2)不同意
(3)不確定
(7)不知道
(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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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請問您最主要由哪裡得到基因科技的相關資訊？【單選】
(01)電視
(02)收音機(廣播)
(03)網際網路
(04)報紙
(05)雜誌或書籍 (06)同學、朋友或家人 (07)老師
(08)醫療院所及醫療人員
(09)其他來源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10)完全沒有得到這方面的訊息
(97)不知道
(98)拒答
１３您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對於基因科技的報導多不多？
(1)非常多
(2)多
(3)少
(4)非常少
(5)沒有所謂多或少 (6)沒有接觸這方面的報導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４您有沒有從政府那邊（衛生署、農委會、國科會等）
，得到基因科技的相關資訊？
(1)有
(2)沒有
(3)不知道
(8)拒答

（請訪員一定要唸出）
「基因科技」定義：基因會影響動植物的生長與外表，並且會遺傳下一
代。基因科技是指利用高科技，直接改變動植物體內的基因。接下來想請問您：
１５您接不接受基因改造的動物作為觀賞之用，例如：用基因科技改造的螢光魚。
(1)完全可以接受
(2)還可以接受
(3)不太能接受
(4)完全不能接受
(5)很難說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６您接不接受基因改造的花卉作為觀賞之用，例如：新花色的蘭花。
(1)完全可以接受
(2)還可以接受
(3)不太能接受
(4)完全不能接受
(5)很難說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７那您接不接受基因改造的動物作為食物，例如：豬肉、魚肉。
(1)完全可以接受
(2)還可以接受
(3)不太能接受
(4)完全不能接受
(5)很難說
(6)吃素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８您接不接受基因改造的植物做為食物，例如：稻米、木瓜。
(1)完全可以接受
(2)還可以接受
(3)不太能接受
(4)完全不能接受
(5)很難說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９整體而言，您擔不擔心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
(1)非常擔心
(2)擔心
(3)不擔心
(4)非常不擔心
(5)沒什麼擔不擔心的
(6)其他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7)不知道
(8)拒答
２０請問您認為，基因改造作物會不會影響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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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

(2)不會

(7)不知道

(8)拒答

２１想請問您「雖然基因科技有一些科學家不知道的危險，但政府仍應該鼓勵基因科技的發
展」，這個說法您同不同意？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沒什麼同不同意 (7)不知道
(8)拒答

接下來，我要向您請教一些有關基因醫學的問題：
２２在這次訪問前，請問您有沒有聽說過可以用基因科技來治療或檢查疾病？
(1)沒有聽過
(2)聽過，但不瞭解
(3)聽過，而且有點瞭解
(4)聽過，而且非常瞭解
(8)不願意回答
２３您有沒有聽說過人體中有一種細胞叫做「幹細胞」？
(1)沒有聽過
(2)聽過，但不瞭解
(3)聽過，而且有點瞭解
(4)聽過，而且非常瞭解
(8)不願意回答
２４請問您有沒有聽說過「臍帶血」？
(1)沒有聽過
(2)聽過，但不瞭解
(4)聽過，而且非常瞭解

(3)聽過，而且有點瞭解
(8)不願意回答

２５胎兒出生後可以收集到一些臍帶血，現在的醫學發展可以把這些臍帶血用來治療自己或
其他人身上的一些疾病。如果您的家中有新生兒，請問您願不願意花錢保存他／她的臍
帶血，每年約需一萬元左右。
(1)很願意
(2)願意
(3)不願意
(4)很不願意
(7)不知道
(8)拒答
（請訪員一定要唸出）現在的醫學技術可以進行基因檢查，透過基因檢查，可以讓我們知道
一個人身體未來的狀況，也可以檢查出他（她）有沒有遺傳疾病。那麼，想請問您：
２６基因檢測可以篩選出遺傳疾病，如果這項檢測是免費的，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2)不願意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3)不知道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７【請訪員依照被分配的組別進行下列勾選】：
(1)二仟元(跳答 28_1 題)
(2)五仟元(跳答 29_1 題)
(3)七仟元(跳答 30_1 題)
(4)一萬元(跳答 31_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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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萬元(跳答 32_1 題)
２８＿１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自費，健保不給付，要花費二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
測？
(1)願意 (跳答 28_2 題)
(2)不願意 (跳答 28_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８＿２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四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８＿３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一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__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９＿１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自費，健保不給付，要花費五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
測？
(1)願意 (跳答 29_2 題)
(2)不願意 (跳答 29_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９＿２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一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２９＿３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二仟五佰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__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０＿１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自費，健保不給付，要花費七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
測？
(1)願意 (跳答 30_2 題)
(2)不願意 (跳答 30_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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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一萬四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０＿３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三仟五佰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__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１＿１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自費，健保不給付，要花費一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
測？
(1)願意 (跳答 31_2 題)
(2)不願意 (跳答 31_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１＿２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二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１＿３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五仟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__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２＿１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自費，健保不給付，要花費二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
測？
(1)願意 (跳答 32_2 題)
(2)不願意 (跳答 32_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２＿２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四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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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如果這項基因檢測需花費一萬元，請問您願不願意做基因檢測？
(1)願意 (跳答 33 題)
(2)不願意_______請受訪者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跳答 33 題)
(7)不知道 (跳答 33 題)
(8)拒答 (跳答 33 題)
３３如果一個大的學術研究機構為從事學術研究，希望您提供一些自己的血，並且答應盡力
維護您的隱私權，您願不願意提供？【並不需要特別去醫療院所進行捐血】
(1)非常願意
(2)願意
(3)不願意 (跳答 35 題)
(4)非常不願意 (跳答 35 題)
(5)沒什麼願不願意 (跳答 35 題)
(7)不知道 (跳答 35 題)
(8)拒答 (跳答 35 題)
３４如果這項計畫每隔兩三年就需再請您提供一些自己的血，請問您願不願意提供？
(1)非常願意
(2)願意
(3)不願意
(4)非常不願意
(5)沒什麼願不願意
(7)不知道
(8)拒答
３５整體而言，您覺得目前的基因科技對於人們生活是好處多於壞處？還是壞處多於好處？
(1)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2)好處多於壞處
(3)壞處多於好處
(4)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5)一半一半
(6)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
(7)不知道
(8)拒答
３６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1)非常好
(2)好
(3)不好
(4)非常不好
(5)沒什麼好或不好 (6)其他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7)不知道
(8)拒答
３７請問您目前是否有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1)有
(2)沒有 （7）不知道
(8)拒答
３８請問您自己、您的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中，有沒有人曾得到癌症？（含往生者）
(1)有
(2)沒有
(7)不知道
(8)不願意回答
３９請問您自己、您的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中，有沒有人得到癌症之外的其他遺傳疾病？
（包括往生者）
(1)有，是哪種遺傳疾病?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2)沒有
(7)不知道
(8)不願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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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未婚、已婚、同居、離婚、分居、喪偶或其他？
(1)單身、未婚
(2)已婚
(3)同居
(4)離婚
(5)分居
(6)喪偶
(7)其他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8)拒答
４１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工作？
【注意：符合下列兩者之一，即記為有工作：
一、從事有收入的工作；
二、從事無酬家屬工作，每週工作１５小時以上。】
(1)有
(2)沒有 (跳答 43 題)
（8）拒答（跳答 43 題）

４２您目前這份工作主要是在做什麼？
【注意：一、若同時有兩個工作，以全職工作或時數較長的為主。
二、行職業均須詢問。】
(1)目前工作的行業
【請說明】;職務/工作內容
【請說明】
(2)有工作但不願意回答
４３那您從以前及現在有沒有做過跟生物科技、醫學、或醫療院所等的相關工作？
(1)有
(2)沒有
(7)不知道
(8)拒答
４４包括各種收入來源，請問您個人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包含退休金大約是多少元？
(01)無收入
(02)一萬元以下
(03)一萬元至二萬元以下
(04)二萬元至三萬元以下
(05)三萬元至四萬元以下
(06)四萬元至五萬元以下
(07)五萬元至六萬元以下
(08)六萬元至七萬元以下
(09)七萬元至八萬元以下
(10)八萬元至九萬元以下
(11)九萬元至十萬元以下
(12)十萬元至十一萬元以上
(13)十一萬元至十二萬元以下
(14)十二萬元至十三萬元以下
(15)十三萬元至十四萬元以上
(16)十四萬元至十五萬元以下
(17)十五萬元至十六萬元以下
(18)十六萬元至十七萬元以上
(19)十七萬元至十八萬元以下
(20)十八萬元至十九萬元以下
(21)十九萬元至二十萬元以上
(22)二十萬元至三十萬元以下
(23)三十萬元以上
(97)不知道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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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是？
(01)無宗教信仰【跳答 47 題】
(02)一般民間信仰
(03)道教
(04)佛教
(05)一貫道
(06)基督教
(07)天主教
(08)回教
(09)其他宗教
(97)不知道【跳答 47 題】
(98)拒答【跳答 47 題】
４６那宗教信仰對您來說重不重要？
(1)非常重要
(2)有點重要
(7)不知道
(8)拒答

(3)不太重要

(4)一點都不重要

４７請問您父親是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大陸各省市還是原住民？
(1)台灣客家人
(2) 台灣閩南人
(3)大陸各省市
(5)其他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7)不知道
(8)拒答

(4)原住民

４８請問不包含自己，與您同住的人一共有幾位？
（超過 50 人以上，請鍵入 50；不知道 97，拒答 98）
４９請問這支電話的地區是哪裡？
是
縣/市
鄉/鎮/市/區。
＊＊＊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中央研究院祝您健康快樂！！

如遇受訪者對訪問內容有任何疑問時，可請受訪者來電詢問。
白天：2788-4188#309
晚上：2788-4188#633
訪員編號：
樣本編號：

電話號碼：（

18 歲以上人數：

）

人；其中男性人數：

受訪者性別：男

女

使用語言：國語

台語

客語

國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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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國客語

台客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