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廣電願付價格衡量調查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所進行的資料整理方式為
不合理值檢核與邏輯檢核。
■聯絡方式
資料釋出：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日期：2012.06.07.
連絡電話：(02)2787-1829
傳真電話：(02)2788-1740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續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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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公共廣電願付價格衡量調查
*計畫主持人：傅祖壇 教授
*訪問地區：台、澎、金、馬
*訪問對象：20歲以上一般民眾
白天請打：02-27884188轉分機308 找洪小姐
晚上請打：02-27883224轉分機633、02-27884414轉分機633、
02-27884424轉分機633、02-27884247轉分機633 找當日督導
＊＊＊＊＊＊＊＊＊＊＊＊＊＊＊＊＊＊＊＊＊＊＊＊＊＊＊＊＊＊＊＊＊＊
您好，這裡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我們為了瞭解民眾對於公共電視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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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住家→
我們想請【您家中20歲以上，(民國76年12月底以前出生)，負責家裡經濟決定權】的
人來接受訪問，請問她/他現在在嗎？
合格受訪者→
您好，這裡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我們為了瞭解民眾對於公共電視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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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如果我題目唸得太快，或者您有聽不清楚的地方，請告訴我，我會再把題目
唸一遍。
＊＊＊＊＊＊＊＊＊＊＊＊＊＊＊＊＊＊＊＊＊＊＊＊＊＊＊＊＊＊＊＊＊＊
０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的？____年（只訪問民國76年12月底以前出生的人）
（「民國前出生」請鍵入96；「不知道/無法回答」鍵入97；「拒答」鍵入98）（回
答不知道、拒答者續答0＿1題）
０＿１您今年大概幾歲？
(1) 20歲- 29歲
(2) 30歲- 39歲
(4) 50歲- 59歲
(5) 60歲及以上

(3) 40歲- 49歲
(8) 拒答

１請問您家裡有安裝有線電視（第四台）嗎？
(1) 有
(2) 沒有
(7) 不知道
(8) 拒答
２請問您上個月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在看電視節目？
(01) 都沒看
(02) 不到一個小時
(03) 一小時以上、不到三小時
(04) 三小時以上、不到五小時
(05) 五個小時以上、不到七小時
(06) 七個小時以上、不到九小時
(07) 超過九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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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３那麼，有看過公共電視嗎？
(1) 有看過
(2) 從來沒看過【跳答第5題】

(7) 不知道

(8) 拒答

４請問您上個月平均每禮拜收看公共電視的時間大約是多久？
(1) 沒看
(2) 不到半小時
(3) 半小時以上、不到一小時
(4) 一小時以上、不到三小時
(5) 三個小時以上、不到五小時
(6) 五小時以上
(7) 不知道
(8) 拒答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對公共電視頻道以及商業電視台一些功能上的看法。
５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提供不受廣告及贊助廠商影響的節目」這項功能
重不重要？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
(8) 拒答
６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提供不受廣告及贊助廠商影響的節目」上的表
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７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提供即時與正確的公眾事務訊息」這項功能重不
重要？
(1) 很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８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提供即時與正確的公眾事務訊息」這項功能上
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９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提供適合不同年齡層收看的教育性節目」這項功
能重不重要？
(1) 很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０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提供適合不同年齡層收看的教育性節目」這
項功能上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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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提供娛樂性高的節目」這項功能重不重要？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２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提供娛樂性高的節目」這項功能上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３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提供本土文化及藝術的節目給下一代」這項功
能重不重要？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４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提供本土文化及藝術的節目給下一代」這項
功能上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５請問您認為對公共電視來說，「在政治及社會議題上，提供中立及各種不同意
見報導」這項功能重不重要？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不重要
(4) 非常不重要
(5) 沒什麼重要不重要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６請問您滿意不滿意商業電視台在「在政治及社會議題上，提供中立及各種不同
意見報導」這項功能上的表現？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不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沒什麼滿意不滿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１７【請訪員依照被分配到的組別自行進行下列勾選】
(1) 200

(跳答18_1題)

(2) 500

(跳答19_1題)

(3) 800

(跳答20_1題)

(4) 1200

(跳答21_1題)

(5) 2000

(跳答22_1題)

(6) 3000

(跳答23_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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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１８＿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2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18_2題)
(2) 不願意 (跳答18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１８＿２那如果是4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１８＿３那如果是1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１９＿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5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19_2題)
(2) 不願意 (跳答19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１９＿２那如果是1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１９＿３那如果是250元的話，您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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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7)
(8)

願意 (跳答24題)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不知道 (跳答24題)
拒答 (跳答24題)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２０＿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8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20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0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０＿２那如果是16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０＿３那如果是4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２１＿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12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21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1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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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那如果是24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１＿３那如果是6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２２＿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20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22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2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２＿２那如果是4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２＿３那如果是1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接下來想請教您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您的回答只供學術分析之用，並不會影響現在
的政策，請依照您實際的意願，安心作答：
目前公共電視台是政府提供經費，來製作適合全家觀看的教育、文化藝術及新聞節
目，而且節目沒有廣告。假設政府經費困難無法補助，公視必須向民眾收費才可以
繼續營運〈經營〉。
２３＿１如果考慮到公視對您家人的好處，請問您願不願意為您家人，每年支付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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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請注意，這項支出也會讓您的收入或買
其他東西相對地減少。
(1) 願意 (跳答23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3_3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３＿２那如果是6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2) 不願意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３＿３那如果是15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24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24題)
(7) 不知道 (跳答24題)
(8) 拒答 (跳答24題)
２４【請訪員依照被分配到的組別進行下列勾選】
(1) 300

(跳答25_1題)

(2) 600

(跳答26_1題)

(3) 900

(跳答27_1題)

(4) 1500

(跳答28_1題)

(5) 2500

(跳答29_1題)

(6) 4000

(跳答30_1題)

２５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3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25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5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５＿２那如果是6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２５＿３那如果是15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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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願意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６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6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26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6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６＿２那如果是12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 (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６＿３那如果是3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７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9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27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7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７＿２那如果是18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 (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７＿３那如果是45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８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15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28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8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８＿２那如果是3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 (跳答3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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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８＿３那如果是75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９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25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29_2題)
(2) 不願意 (跳答29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９＿２那如果是5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 (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２９＿３那如果是125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３０ˍ１如果考慮到公視能帶給全國民眾及社會的好處，請問您願意每年支付4000
元來維持公共電視的營運〈經營〉及發展嗎？
(1) 願意 (跳答30_2題)
(2) 不願意 (跳答30_3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３０＿２那如果是8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 (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３０＿３那如果是2000元的話，您願意嗎？
(1) 願意 (跳答31題)
(2) 不願意，請說明原因【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跳答31題)
(7) 不知道 (跳答31題)
(8) 拒答 (跳答31題)
３１您同不同意「如果今天公視停播了，商業電視台也可以取代它」的這個說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沒什麼同意不同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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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您同不同意「公共電視應該民營化、經費自籌、不接受政府補助」這樣的看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5) 沒什麼同意不同意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３３目前政府給公共電視的補助，平均每年每戶人家的投資是150元，請問您覺得這
個金額是太多、太少、還是差不多？
(1) 太多
(2) 有點多
(3) 差不多
(4) 有點少
(5) 太少
(7) 不知道/無意見
(8) 拒答
３４請問您平時常不常收看「文化教育的節目」？
(1) 經常看
(2) 偶爾看
(3) 很少看
(4) 不看
(7) 不知道
(8) 拒答
３５請問您平時常不常收看「新聞性節目」？
(1) 經常看
(2) 偶爾看
(3) 很少看
(7) 不知道
(8) 拒答

(4) 不看

３６請問您平時常不常收看「綜藝娛樂節目」？
(1) 經常看
(2) 偶爾看
(3) 很少看
(7) 不知道
(8) 拒答

(4) 不看

３７請問您平時常不常收看「戲劇節目」？
(1) 經常看
(2) 偶爾看
(3) 很少看
(7) 不知道
(8) 拒答

(4) 不看

最後是有關您個人基本資料的問題，這些資料絕對保密並僅作學術分析。
３８性別（由訪員自行判斷鍵入）：
(1) 男
(2) 女
３９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最高讀到哪裡）？
(01) 不識字
(02) 識字但未入學
(03) 小學
(04) 初/國中
(05) 高中職
(06) 專科
(07) 大學
(08) 研究所及以上
(09) 其他(請說明)【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４０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未婚、已婚、離婚、分居、還是喪偶？
(1) 未婚
(2) 已婚
(3) 離婚
(4) 分居
(5) 寡居(喪偶)
(6) 其他(請說明)【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8)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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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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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原住民
(5) 其他(請說明) 【請鍵入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
(7) 不知道
(8) 拒答
４２請問您的同住家人中，有沒有下面年齡層的小朋友（複選）？
(1) 六歲(含)以下的學齡前兒童
(2) 七歲(含)以上、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
(3) 都沒有
(8) 拒答
４３請問您整個家庭（包括同住家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
(01) 無收入
(02) 2萬(含)以下
(03) 2萬以上4萬(含)以下
(04) 4萬以上6萬(含)以下
(05) 6萬以上8萬(含)以下
(06) 8萬以上10萬(含)以下
(07) 10萬以上12萬(含)以下
(08) 12萬以上14萬(含)以下
(09) 14萬以上16萬(含)以下
(10) 16萬以上18萬(含)以下
(11) 18萬以上20萬(含)以下
(12) 20萬以上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４４請問您使用的家用電話號碼當中（含住商共用，但不含手機），主要用來接聽
電話的號碼有幾個？ 【至少要為「1」，「不知道」鍵入97，「拒答」鍵入98】
４５－７０請問這支電話的地區是XX（請見括號內）的那一個縣市呢？
【無區碼：北部】【032～037：桃竹苗】【038～039、089：東部】【042～049：中
部】【05：中南部】【06、07、087～088：南部】【082～083：金門馬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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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884188 轉分機 308 找洪小姐
晚上：02-27883224 轉分機 633、02-27884414 轉分機 633
02-27884424 轉分機 633、02-27884247 轉分機 633 找當天督導
＊ 訪員編號：

訪問日期：

＊ 樣本編號：

電話號碼：（

＊ 受訪者性別：男

女

＊ 使用語言：台語 國語
＊ 受訪者回答可信度：

）

客語

國台語

□大部份不可信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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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客語
□有些不可信

□大致可信

□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