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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高職學生政治社會化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 

這是國立政治大學行政管理碩士學程碩士論文「學校社會化與學

生民主價值觀之研究－以台北市公立高職學生為例」之ㄧ部份。您是

我們根據抽樣的方法所抽取的樣本，希望藉由諸位真實的回答，能獲

得我們所關心問題的答案，並分析問題答案的成因，這份問卷所需要

的是大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因此請各位同學不要在問卷上填寫名字。

本問卷是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對外絕對保密，且不作其他任何用

途。作答時請您親自回答問題，並請不要與您的同學討論或交換意見，

大部分的問題均無任何標準答案，請依據個人的主觀判斷直接作答，

以確保研究分析的真實性。 

此一研究工作的完成，有賴各位同學的協助與合作，煩請各位同

學坦率回答，感謝您。祝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國立政治大學行政管理碩士學程 

指導教授：陳義彦博士 

研究生：李志強     敬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年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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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下是關於您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的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

妥適的答案前□加以勾選。 

A1.您最常看下列哪一個電視台（請只勾選一項）？ 

□（1）台視 □（2）中視  □（3）華視 □（4）民視 

□（5）中天 □（6）年代  □（7）三立 □（8）東森 

□（9）TVBS □（10）其他                     

A2.看電視時，您最常收看下列哪一種節目？（請只勾選一項） 

□（1）政治性節目□（2）娛樂性節目□（3）體育節目 

□（4）電影      □（5）益智性節目（如 Discovery 之類） 

□（6）其他                   

A3.您收看電視新聞報導嗎？ 

□（1）從來不看 □（2）很少看 □（3）有時看 □（4）經常看 

A4.您收看政論性節目嗎？ 

□（1）從來不看 □（2）很少看 □（3）有時看 □（4）經常看 

A5.您最喜歡看哪一份報紙？（請只勾選一項） 

□（1）聯合報  □（2）自由時報 □（3）中國時報 

□（4）蘋果日報 □（5）從不看  □（6）其他              

A6.您會看報上的政治新聞嗎？ 

□（1）從不看  □（2）很少看 □（3）有時看 □（4）經常看 

A7.您會看網路上的電子報嗎？ 

□（1）從來不看 □（2）很少看 □（3）有時看 □（4）每天看 

A8.您會在網路上與人討論關於公共事務或政治活動的議題嗎？ 

□（1）從來不會 □（2）很少會 □（3）有時會 □（4）經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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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您使用網路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系統獲取或發表相關的

公共事務或政治活動意見嗎？ 

□（1）從來不用  □（2）很少使用  □（3）有時使用 

□（4）經常使用 

A10.關於公共事務或政治相關議題的資訊，請問您主要是由下列何者

得到？（請只勾選一項） 

□（1）電視  □（2）收音機  □（3）報紙  

□（4）網際網路 □（5）父母親  □（6）學校老師 

□（7）同學或朋友□（8）兄弟姊妹 □（9）書本雜誌  

□（10）其他             

B、以下是關於您學校狀況的問題，請就您覺得最妥適的答案

前□加以勾選。 

B1.您所就讀的學校會讓學生自由投票選出班聯會主席嗎？ 

□（1）從來沒有  □（2）有時會   □（3）每屆都會 

□（4）其他                     

B2.當您認為學校對學生問題處理不當時，學校有沒有設立申訴管道因

應？ 

□（1）沒有    □（2）有 

B3.學校所舉辦與學生有關的活動中，讓學生參與決定的程度如何？ 

□（1）很低  □（2）低  □（3）高  □（4）很高 

B4.關於社團活動，學校干涉或介入的程度如何？ 

□（1）很低  □（2）低  □（3）高  □（4）很高 

B5.在上課時，老師會鼓勵學生發問或參與課堂上的討論嗎？ 

□（1）從來不會 □（2）很少會 □（3）有時會 □（4）經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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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上課時，師生的互動關係好不好？ 

□（1）非常不好 □（2）不太好 □（3）還好 □（4）非常好 

B7.整體來說，你們上課時，教室的氣氛是否融洽？ 

□（1）非常不融洽□（2）不太融洽 □（3）融洽  

□（4）非常融洽 

B8.如果同學的意見合理，老師通常會改變意見接受學生的建議。 

□（1）非常不同意□（2）有點不同意□（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B9.如果與老師意見不同時，同學都能毫無困難地向老師表達。 

□（1）非常不同意□（2）有點不同意□（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C、以下是關於您與朋友間互動情形的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

妥適的答案前□加以勾選。 

C1.您是否曾與同學或朋友談論公共事務或政治活動相關的議題？ 

□（1）從不談論 □（2）很少談論 □（3）有時談論 

□（4）經常談論 

C2.您是否會從與同學或朋友討論之內容中獲取相關的政治知識？ 

□（1）從未獲取 □（2）很少獲取 □（3）有時獲取 

□（4）經常獲取 

C3.整體來說，在與同學或朋友討論對公共事務或政治問題的看法時，

您會引用同學或朋友的看法嗎？ 

□（1）從不引用 □（2）很少引用 □（3）有時引用 

□（4）經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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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下是關於您家庭狀況的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妥適的答

案前□加以勾選。 

D1.您的父母親對於諸如社會治安、政治問題等重大公共議題是否有興

趣？ 

□（1）毫無興趣  □（2）很少興趣  □（3）有點興趣 

□（4）非常有興趣 

D2.您的父母親經常參與各類型公共事務活動嗎？ 

□（1）從不參加  □（2）很少參加  □（3）有時參加 

□（4）經常參加 

D3.在家中您的父母親常談論關於政治或公共事務的議題嗎？ 

□（1）從不談論  □（2）很少談論  □（3）有時談論 

□（4）經常談論 

D4.您的父母親常和您討論關於政治或公共事務的議題嗎？ 

□（1）從不討論  □（2）很少討論  □（3）有時討論 

□（4）經常討論 

D5.在您和父母親談論公共事務或政治活動的過程中，您的父母親會接

受您的看法嗎？ 

□（1）從不討論  □（2）從不接受  □（3）很少接受 

□（4）有時接受  □（5）經常接受 

D6.關於家中一些物品購買（如電腦、電視等），父母親會讓您表示意

見嗎？ 

□（1）從來不會□（2）很少會□（3）有時會□（4）每次都會 

D7a. 您與父親的溝通狀況為何？ 

□（1）根本無法溝通  □（2）很難溝通 □（3）容易溝通 

□（4）非常容易溝通  □（5）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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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b. 您與母親的溝通狀況為何？ 

□（1）根本無法溝通  □（2）很難溝通 □（3）容易溝通 

□（4）非常容易溝通  □（5）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D8a.您父親對您的管教是： 

□（1）非常放任   □（2）有點放任 □（3）適中  

□（4）有點嚴格   □（5）非常嚴格 

□（6）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D8b.您母親對您的管教是： 

□（1）非常放任   □（2）有點放任 □（3）適中  

□（4）有點嚴格   □（5）非常嚴格 

□（6）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E、以下是關於一般國家認同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妥適的答

案前□加以勾選。 

E1.當提到「我國」時，您＂個人＂認為係指哪些地區？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 

□（2）指中國大陸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 

E1a.當提到「我國」時，您認為＂以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係指哪些

地區？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 

□（2）指中國大陸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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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當提到「我國人民」時，您＂個人＂認為係指哪些地區的人？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的人 

□（2）指中國大陸的人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的人 

E2a.當提到「我國人民」時，您認為＂以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係指

哪些地區的人？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的人 

□（2）指中國大陸的人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的人 

E3.當提到「我國文化」時，您＂個人＂認為係指哪些地區的文化？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的文化 

□（2）指中國大陸的文化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的文化 

E3a.當提到「我國文化」時，您認為＂以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係指

哪些地區的文化？ 

□（1）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的文化 

□（2）指中國大陸的文化 

□（3）指台灣、澎湖、金門、馬祖地區及中國大陸的文化 

E4.關於兩岸之間互動關係發展，您認為何者較符合您的期待？ 

□（1）趕快統一  □（2）維持現狀，而後走向統一 

□（3）維持現狀，視情形再決定統一或獨立  

□（4）永遠維持現狀 □（5）維持現狀，而後走向獨立   

□（6）趕快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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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以下是關於一般政黨認同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妥適的答

案前□加以勾選。 

F1.就目前我國主要政黨中，您覺得哪一個黨的領導人比較好？ 

□（1）民進黨  □（2）國民黨  □（3）台灣團結聯盟 

□（4）親民黨  □（5）新黨  □（6）都好  

□（7）都不好  □（8）不清楚 

F2.就目前我國主要政黨中，您覺得哪一個黨的整體表現比較好？ 

□（1）民進黨  □（2）國民黨  □（3）台灣團結聯盟 

□（4）親民黨  □（5）新黨  □（6）都好   

□（7）都不好  □（8）不清楚 

F3.就目前我國主要政黨中，哪一個黨的基本主張較符合您的理念？ 

□（1）民進黨  □（2）國民黨  □（3）台灣團結聯盟 

□（4）親民黨  □（5）新黨  □（6）均符合個人理念 

□（7）均不符合個人理念    □（8）不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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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G.、 

以下是關於一般民主價值問題，

請就您覺得最為妥適的答案前

□加以勾選。 

非

常

不

同

意 

有

點

不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G1. 教育程度很低的人，應該和教育程度高

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

權。 

□ □ □ □ 

G2. 女性不應該像男性一樣參加政治活動。 □ □ □ □ 

G3. 政府自然會為人民解決困難，謀求福

利，我們不必多作主張。 

□ □ □ □ 

G4.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庭的家長，一切大

小國事，皆應聽從他的決定。 

□ □ □ □ 

G5. 強而有力的領袖比優良的法律更重要。 □ □ □ □ 

G6. 大家想法若不一致，社會就會混亂。 □ □ □ □ 

G7. 一種觀念能否在社會上流傳，應由政府

來決定。 

□ □ □ □ 

G8. 對付殘暴的罪犯應立即處罰，不必經過

法院複雜的審理程序。 

□ □ □ □ 

G9. 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

個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與和

諧。 

□ □ □ □ 

G10. 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

治安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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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 法官在審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行政

機關的意見。 

□ □ □ □ 

G12.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不可

能有大作為了。 

□ □ □ □ 

 

 

H、以下是關於一般政治信任問題，請就您覺得最為妥適的答

案前□加以勾選。 

H1.您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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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經常是不會□（2）不太會 □（3）有時會 □（4）經常會 

H2.請問您相不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上或報紙上所說的話？ 

□（1）非常不相信 □（2）不太相信  □（3）有點相信 

□（4）非常相信 

H3.有人說：「政府做事常常都是想到哪裡，做到哪裡，沒有長遠的計

畫。」，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 

□（1）非常不同意 □（2）有點不同意  □（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H4.有人說：「政府所作的事大多數是正確的」，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

法？ 

□（1）非常不同意 □（2）有點不同意  □（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H5.有人說：「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所繳納的稅金」，請問您同不同

意這種說法？ 

□（1）非常不同意 □（2）有點不同意  □（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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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有人說：「大部分政府官員都是清廉，不會貪污的」，請問您同不同

意這種說法？ 

□（1）非常不同意 □（2）有點不同意  □（3）有點同意 

□（4）非常同意 

 

I、基本資料 

I1.請問您就讀哪一所學校？ 

□（1）松山家商  □（2）松山工農  □（3）士林高商 

□（4）大安高工 

I2.請問您就讀幾年級？ 

□（1）1年級     □（2）3年級    

I3.請問您的性別是□（1）男性 □（2）女性。 

I4.請問您的年齡是： 

□（1）14 歲  □（2）15 歲 □（3）16 歲 □（4）17 歲 

□（5）18 歲  □（6）19 歲 □（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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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您父親的職業是（若已退休，請勾選退休前的職業）： 

□（1）軍公教人員  

□（2）醫師、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人員 

□（3）自營商（店舖老闆） 

□（4）公司或工廠（公司總經理、董事長） 

□（5）公司或商店職員、業務員 

□（6）勞力工 

□（7）農林漁牧 

□（8）無職業 

□（9）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10）其他               

I6.您母親的職業是（若已退休，請勾選退休前的職業）： 

□（1）軍公教人員  

□（2）醫師、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人員 

□（3）自營商（店舖老闆） 

□（4）公司或工廠（公司總經理、董事長） 

□（5）公司或商店職員、業務員 

□（6）勞力工 

□（7）農林漁牧 

□（8）無職業 

□（9）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10）其他               

I7.您父親的教育程度是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或大學 □（5）碩士以上 

□（6）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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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母親的教育程度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或大學 □（5）碩士以上 

□（6）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I9.您父親是 

□（1）本省客家人 □（2）本省閩南人  □（3）大陸各省人 

□（4）原住民   □（5）外國人  

□（6）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I10.母親是 

□（1）本省客家人 □（2）本省閩南人  □（3）大陸各省人 

□（4）原住民   □（5）外國人 

□（6）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I11.以您所瞭解的台灣社會狀況，請問您認為您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

是屬於哪一個階層？ 

□（1）下層□（2）中下□（3）中等 □（4）中上□（5）上層 

I12.有人喜歡國民黨或親民黨、新黨，我們會說他的政黨色彩是藍色；

有人喜歡民進黨或台灣團結聯盟（台聯），我們會說他的政黨色彩

是綠色；請問您父親比較偏好： 

□（1）藍色（國民黨或親民黨、新黨） 

□（2）綠色（民進黨或台灣團結聯盟） 

□（3）都喜歡    □（4）都不喜歡  □（5）不清楚 

□（6）單親家庭（未與父親同住）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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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a.那您母親偏好的是： 

□（1）藍色（國民黨或親民黨、新黨） 

□（2）綠色（民進黨或台灣團結聯盟） 

□（3）都喜歡    □（4）都不喜歡  □（5）不清楚 

□（6）單親家庭（未與母親同住） 

□（7）其他                                

I12b.那您自己偏好的是： 

□（1）藍色（國民黨或親民黨、新黨） 

□（2）綠色（民進黨或台灣團結聯盟） 

□（3）都喜歡    □（4）都不喜歡  □（5）不清楚 

□（6）其他                                 

 

 

最後感謝您的填答，祝您身心健康，學業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