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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網際網路、人口結構、使用動機 

 

壹、研究緣起及經過 

網際網路近幾年隨著規模快速擴充，使用者急速增加，儼然已成新

興大眾傳播媒體之勢；然而相關傳播研究相較於電視廣播而言，尚稱稀

少。因此，亟需有關於網際網路的傳播研究。 

 網際網路擁有即時性、互動性、超連結等特質，使得使用者搜尋資

料、互相聯絡、接收即時消息、發表自己意見更加方便。在網際網路上，

使用者不僅可以閱讀網站所提供的資訊，也可以扮演資訊提供者的角

色，自己架設網站或者以電子郵件清單方式向外傳播；藉由網際網路，

使用者可以進行一對一的通訊，也可以進行多對多的溝通。根據網際網

路資訊情報中心的統計，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已於民國 88 年 6 月突破四

百萬；然而在這四百萬的使用者之中，有多少人真正運用到網際網路此

一新興媒體的特性？網際網路的特性之中，有多少被充分利用，有哪些

有待開發？使用者上網，最常利用到哪些網路的功能？這都是饒富興味

的問題，我們將在本研究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行為」分析之中加以探究。 

我國目前網路人口數已經突破 400 萬，隨著數量的增加，人口結構

是否會異於初期的網路人口結構？是否政府當時大力推行的 300 萬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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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能夠促進國民全面性地使用網際網路，真正促使女性、年齡較大以

及教育程度較低者加入使用網路的行列，而不僅限於大部份為男性、年

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使用網路的動機，是否與初期相同？亦

或使用動機將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而有所變更？網路使用者的人口結

構、使用動機，是否與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政策滿意程度有關聯？ 

本研究的進行方式乃是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對台灣地區 12 歲以上

民眾進行抽樣，本次研究之目的在於檢視網際網路使用者突破 400 萬人

之後，使用者的人口結構以及使用動機為何，以及網路使用者的人口結

構與使用動機之間是否有關聯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並依據調查所得

之資料進行分析，以了解國內網路使用人口之特徵與網路使用情形為

何。而問卷內容可包括八大項目： 

一、電腦網路之使用/非使用者的過濾 

二、使用電腦網路的經驗 

三、常連結的網站以及討論區 

四、使用動機 

五、接觸媒體時間 

六、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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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八、受訪者的人口結構 

 

在調查對象方面，則以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十二歲以

上的民眾為本次調查的母體。 

抽樣方法以台灣地區所有住宅用戶電話做為抽樣的母體。為求完整

的涵蓋性，抽樣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份先依據台灣地區所有的區域號

碼局碼組合（prefix），就其所屬電話號碼數佔台灣地區電話號碼數之估

計比例，分成低、中、高密度三類，再以等比例分配方式自各類抽出約

700個樣本 prefix。第二部份自電腦隨機產生亂數作為後四碼，搭配第一

部份之 prefix 構成完整電話號碼。訪問時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

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 

調查時間為民國 8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至 12 月 13 日（星期日）

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共計完成有效問卷 4447 份，以 95％信

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 ±1.5%。調查結果由統計套裝軟體 SPSS

來進行資料處理，而後將電腦所執行之結果交由研究人員進行分析討

論。而在資料處理的統計方法上，則使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卡方檢定

以及因素分析等方法來進行資料處理，其結果於第四章中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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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發現 

研究結果分析部分共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受訪者之人口結構資

料、問卷調查之結果、為問卷各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有達到顯

著之結果，以及為使用網路動機題組之因素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調查共有 4447位受訪者，受訪者之基本人口變項資料中男

性所佔的比例為 51.0%，女性有 49.0％。在受訪者年齡方面，12 至 19 歲

者有 17.2％，20 至 29 歲者有 20.6％，30 至 39歲受訪者佔 21.5％，為比

例最高的年齡層，40 至 49 歲者有 17.5％，50 至 59 歲者僅有 9.4％，而

60歲以上的受訪者比例則有 13.8％。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學歷之受訪者最多，有 31.8

％，其次為小學及以下之學歷者，有 25.9％，再者為國中、初中之學歷

者，有 21.7％，最後是專科與大學及以上者，各有 11.0％與 9.6％。 

二、網路使用行為分析 

在本研究所調查的 4447 位受訪者當中，共有 1286 位受訪者，即有

28.9％的受訪者表示平常有使用電腦網路的經驗，本研究第一題已過濾

掉從來沒有使用過網路的受訪者，而使用過網路的受訪者將繼續回答有

關網路使用行為之相關問題。本研究調查之各題結果分析詳見第四章第

二節之說明。 

三、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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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結果顯示，電腦網路使用分別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

及職業方面有相關性顯著，亦即電腦網路使用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以及職業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從來不使用電腦網路者

有 73.8％，顯著高於男性的 68.1％。在有使用過網際網路的受訪者中，

有 54.8％為男性，女性使用過網路的比例為 45.2％，與天下雜誌（2000）

的調查結果相當。 

在年齡方面，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而年紀愈小者愈常使用電

腦網路。在接觸過電腦網路的受訪者中，有 37.7％使用者年紀在 12 至

19歲之間，為使用電腦網路最多的年齡層，其次為 20 至 29 歲的受訪者，

佔 32.9％，其次為 30 至 39 歲者，佔 17.5％，其他依序為 40 至 49 歲 8.4

％，50 至 59 歲 2.8％，60 歲以上 0.6％。在教育程度方面則以專科、大

學以上之學歷的受訪者使用過網路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學歷者。 

網路使用人口在職業方面則以中高白領階級以上為主，佔 45.6％，

其次為中低、低級白領者，佔 35.7％。可知中高階級者為上網人口特徵

之一。 

網路使用者的每次上網時間長短，則與受訪者之年齡、教育程度、

省籍、職業與居住地區有顯著相關，在性別方面則無顯著差異。從比例

上來看，年紀較輕者有每次上網時間較長的傾向。在教育程度方面，每

次上網時間在兩個小時以下者，以國中、初中與高中、高職學歷為主，

而每次使用超過兩個小時者，則以大專、大學以上學歷者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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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籍方面，則以大陸各省市的受訪者使用的時間較長。在職業方

面，從比例上來看，高、中級白領與中、低級白領階級的網路使用者上

網時間多在半小時至兩小時之間，農林漁牧行業者上網時間在半小時以

內較多，而藍領職業者比起其他職業者有較長的上網時間。在居住地理

區域方面，從比例上來看，則居住在北部地區者每次上網的時數較長。 

網路使用者是否使用 WWW 網站在年齡與教育程度兩個人口特徵出

現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以 20 至 29 歲者最常使用 WWW網站，12 歲

至 19 歲者最少使用 WWW 網路。在教育程度方面，愈高學歷者愈常使

用 WWW 網路，專科與大專以上兩個學歷之受訪者回答經常使用 WWW

網路之比例分別為 46.6％與 61.0％。 

四、網路使用動機 

在網路使用動機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共有 11 個題目，分別是詢問

使用者在找資料、打發時間、純娛樂、結交新朋友、增加和別人聊天話

題、發表自己意見、知道最新消息、知道最新消息、購物、了解政治消

息、滿足好奇心、接觸色情資訊等方面，網路的重要性為何。本研究將

運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來對此十一個動機因素進行分類，這十

一個題目經信度分析檢定，Cronbach  Alpha值為 0.6639，顯示此量表的

信度穩定。經因素分析後取艾根值（特徵值）大於 1.0 者，共萃取出四

組因素。 

因此依據資料之分析結果，此四組因素為第一類包括跟朋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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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發時間、純娛樂結交新朋友、發表自己的意見、購物、了解政治消息、

接觸色情資訊等；第二類包括知道最新的訊息與滿足好奇心兩個因子；

第三類則為找資料一個因子；第四類為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一個因

子。綜合而言，網路使用者上網動機可分為「尋求人際交往與娛樂」、「滿

足好奇心」、「找資料」等三個主要的目的。 

 

肆、主要建議 

關於台灣電腦網路之使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四點建議，並區分為長、

中、短期等建議。 

一、 長期建議 

（一）定期追蹤網路使用人口之結構 

由於台灣網路使用人口持續在增加當中，因此上網人口之結構以及

網路使用行為應該有長期的追蹤調查，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大型而完整

的網路使用人口結構與網路使用行為之調查（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會；

協辦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二）持續推動電腦網路使用與普及 

根據本研究之機率抽樣調查，在 4447為受訪者當中，僅有將近三成

（28.9％）之受訪者有使用過電腦網路之經驗，顯示電腦網路之使用仍

未普及，在政府大力堆動民眾上網的政策之下，多數民眾仍無上網之習

慣，足見上網之推動仍有努力之空間。此外，上網人口明顯及終於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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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族群當中，包括年輕、較高學歷者，其他階層之民眾的上網需要政

府在加強推動與宣導以避免造成資訊鴻溝。 

至於政府可著手之處，除了目前進行中的從中小學推動上網之外，

亦可推動社區上網活動。由於撥接費用仍偏高，使得上網成為一種負擔，

政府可以社區為單位，鋪設寬頻網路，設置網路中心，如同地方圖書館

一樣對社區居民免費開放；如此一來上網的經濟負擔被免除，速度大大

提升，民眾可就近使用網路。另外，網路中心亦可開設網路入門課程，

教育一般民眾上網；除此之外，政府亦可在網路中心電腦室設置專員引

導網路初學者使用，如此結合在地性與適當的引導入門，應可促進更多

民眾上網。在推動電腦使用教育普及化方面，可與資策會合作或與其他

教育機構共同進行推廣工作（主辦機關：教育部；協辦機關：各地方教

育局）。 

二、 中期建議 

關於電子化政府方面之課題，本研究所探討的層面較少，而目前電

子化政府的腳步多仍屬於網頁的建構，以提供政府相關資訊為主，至於

在與民眾互動方面之落實仍為全面普及，仍須相當之投入。 

建議將來應針對政府部門在電子化政府之推動方面，以及民眾對電

子化政府之瞭解與使用情形兩個層面應有更深入之研究。一方面了解電

子化政府在落實面上所達到的成果為何，另一方面則從民眾使用者來了

解電子化政府在實際操作上所達到的效果以及問題為何（主辦機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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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研考會；協辦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三、 短期建議 

（一）對於網路使用行為及動機進行質性研究。 

目前對於網路使用者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量化的研究方面，以探討

上網人口比例以及人口結構等問題，但對於網路使用動機以及網路使用

行為方面，實需要更深入的質性研究予以補強，以更細緻地了解網路使

用者的使用動機為何，且在網路使用的經驗中，所面臨的問題為何，以

作為政府將來改善會推進網路使用建設上面之參考；並可作為其他後續

研究之基礎（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會；協辦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二）政府資料上網透明化 

   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在找資料方面，

網路對自己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高達 78.5％，可見在找資

料方面，大部分的使用者認為網路很重要，在上網動機方面高居第一。

既然大部分的使用者上網動機是找資料，那麼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

時，應可致力於內容的充實，將更多政府資料----公文往來、統計資料、

各部會相關資料等公開上傳至網站上，供民眾上網查詢（主辦機關：

行政院研考會；協辦機關：研考會資訊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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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網際網路近幾年隨著規模快速擴充，使用者急速增加，儼然已成新興

大眾傳播媒體之勢；然而相關傳播研究相較於電視廣播而言，尚稱稀少。

因此，亟需有關於網際網路的傳播研究，帶領人們一窺網際網路世界所帶

來之新興傳播異於傳統大眾傳播媒體之處。要進行傳播研究之前，必須先

瞭解傳播媒介的使用者；要瞭解傳播媒介的使用者，第一步便是描述其人

口結構變項，這是最基本的使用者素描。藉由對於使用者人口結構變項的

瞭解與分析，我們試著勾勒出上網者的基本面貌。 

 網際網路擁有許多特質，包括即時性、互動性、超連結等等，使得使

用者搜尋資料、互相聯絡、接收即時消息、發表自己意見更加方便。在網

際網路上，使用者不僅可以閱讀網站所提供的資訊，也可以扮演資訊提供

者的角色，自己架設網站或者以電子郵件清單方式向外傳播；藉由網際網

路，使用者可以進行一對一的通訊（例如 BBS 上的 TALK），也可以進行

多對多的溝通（如 IRC 多人聊天室）；質言之，網際網路不僅僅是一對多

的大眾傳播媒體，網際網路更是一對一、多對多的互動媒體，網際網路可

以是通訊的媒介，也可以是小眾媒體的發聲管道。根據網際網路資訊情報

中心的統計，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已於民國88年6月突破四百萬；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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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百萬的使用者之中，有多少人真正運用到網際網路此一新興媒體的特

性？網際網路的特性之中，有多少被充分利用，有哪些有待開發？使用者

上網，最常利用到哪些網路的功能？這都是饒富興味的問題，我們將在本

研究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行為」分析之中一一加以探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重點 

我國目前網路人口數已經突破 400 萬，隨著數量的增加，人口結構是

否會異於初期的網路人口結構？是否政府當時大力推行的 300 萬人上網，

能夠促進國民全面性地使用網際網路，真正促使女性、年齡較大以及教育

程度較低者加入使用網路的行列，而不僅限於大部份為男性、年齡較輕、

教育程度較高的族群？使用網路的動機，是否與初期相同？亦或使用動機

將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而有所變更？網路使用者的人口結構、使用動機，

是否與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政策滿意程度有關聯？網路使用者的上網動

機，又提供給政府推行「電子化政府」什麼樣的思考？電子化政府有哪些

方面可以隨著使用者的人口結構特性與使用特徵作調整，以切合民眾需

要？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的進行方式乃是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對台灣地區12歲以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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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進行抽樣，調查受訪者的網路使用行為為何，以及對於電子化政府政策

之滿意度。因此，本次研究之目的在於檢視網際網路使用者突破 400 萬人

之後，使用者的人口結構以及使用動機為何，以及網路使用者的人口結構

與使用動機之間是否有關聯性。 

 

第四節  預期目標 

研究結果將對政府推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上，提供參考。從上網的人

口結構、上網動機，以及不斷激增的上網人口數中，政府可明確的知道需

要對各層結構的人民提供更完備的資訊建設，從而朝向資訊網路全國普及

化的目標邁進。配合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電子化時代，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

完整，將更能提昇國家競爭力。另外，此研究之結果亦可作為日後其他研

究的基礎，並可進一步對未來網際網路使用者趨勢作出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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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文獻檢閱 

第一節  網際網路簡介1 

 196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部尖端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ARPA）為了連結全美各地科學實驗室的電腦，彼此能分享

電腦資源，從而解決經費重複投資電腦設施的問題，決定建立一套電腦網

路。1969年末，ARPANET開始運作，這就是網際網路的起源。 

 網際網路（internet）顧名思義乃是網網相連的網路，實際上則是運用

著TCP/IP通訊協定的技術，在不同種類的網路之間（如區域網路、都會網

路等）傳送資料，利用骨幹（backbone）橫跨大陸和海洋，各式各樣的資

料傳輸通道都可成為網際網路的一部份，例如電話線、光纖纜線、通訊衛

星、微波中繼系統等。 

 對於企業、家庭以及一般人而言，連結網際網路的方式主要可分為兩

種： 

一、 永久性的直接連結（permanent direct connection）：需鋪設數據專線

（leased line），使電腦在所有時候皆能與網際網路通訊。 

                                                
1
 請參見柯力心，【台灣網際網路服務業的萌芽與成長：1994-1998】，民國 87 年，國立交

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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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撥號網路（dial up connection）：指電腦利用數據機透過電話線，與另

一台具有永久性連結的電腦進行通訊，連上網際網路。 

 雖然網際網路網網相連、無遠弗屆，但目前仍未如電話線般普及至每

一戶。更何況網際網路的通訊設備價值高昂，個人、企業多不可能自行架

設相關設備連通國外，必須藉由這些架設好的ISP（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

負擔一些使用費，來分享網際網路的資源。因此，民眾若想在公司或家裡

上網，常必須透過ISP的連線服務，無論是撥號網路，或是專線。 

 網際網路在台灣乃是從學術界與教育界萌芽。1990 年 12 月 TANet

（Taiwan Academic NETwork，台灣學術網路）開始試用，以網際網路架構

的數據專線串接校際，這是網際網路（Internet）這個名稱在台灣落實的開

始。 

第二節  網際網路相關研究 

    根據網際網路資訊情報中心2的統計，我國網際網路用戶數已於民國88

年 6月突破四百萬；對於這樣一個快速擴充的虛擬社群，國內近幾年來曾

有學術機構分析其成員的人口特質。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在民國85年完成

的一篇碩士論文中指出3
，根據論文作者調查，在 2264 位納入調查的網路

                                                
2
 請參見資策會網頁之網際網路資料情報中心，【88 年我國網際網路應用調查】，民國 89

年，http://www.find.org.tw/survey/survey1999_total.asp。 

 
3
 陶振超，【台灣地區全球資訊網使用者調查】，民國 85年，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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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中，男性高達 92.30%，女性只佔 7.70%。年齡在 35 歲以下的，佔

84.10%，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的達86.60%，職業方面則以學生(26.60%) 和

專業技術人員(28.40%)為主。此一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網路族的主要特徵

為：男性、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學生或專業技術人員。 

 蕃薯藤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1998年完成的台灣地區網路使用人

口調查報告則指出
4
，在 25127位納入分析的網路使用者中，男性佔57%，

女性佔43%。女性在1997年的類似調查資料中，只佔32%，一年中增加了

11%，可見女性上網人口有增加趨勢。年齡方面，199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上網人口平均年齡為24.5歲，比1997年的25.8歲略為下降。從1998年的

統計結果來看，35 歲以下的網路使用者還是佔總分析人數的 92.2%，可見

年輕還是網路族的主要特徵。教育程度方面，大專以上程度的佔 78.3%，

職業方面還是以學生佔 44.4%，為職業分佈中的最大比例。整體而言，蕃

薯藤的調查結果近似於前述的交大調查發現。相對於女性、年齡較大、教

育程度較低及勞動階層的民眾而言，男性、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及學

生或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民眾，更傾向於經常接觸網路資訊。 

 關於網路使用者接觸網路資訊的動機，在民國88年完成的一項有關交

                                                                                                                                 
士論文。 

4
 酈怡德，【1998年台灣地區網路使用人口調查報告】，民國 88 年，廣告雜誌，第 92 期， 

pp.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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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及政大網路使用者對網路使用與滿足的研究中指出5 ，受訪者使用網路

的主要動機包括：傳送信件與資料、參與討論與發表意見、下載與存取資

料、學習新事務、及打發時間。蕃薯藤在 1998 年的調查中則發現6，網友

經常在網路上從事的活動包括：蒐尋資料、瀏覽生活休閒資訊、下載軟體、

閱讀新聞/雜誌及通信。從這些調查發現來看，網友接觸網路的主要動機，

是尋找資訊、獲得娛樂及進行人際互動。 

 蔡依萍7對台灣網路使用行為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網路使用者以男性為

主，高達 81.8％，使用者的年齡則以 19 至 25 歲者最多，有 37.2％，其次

為 26 至 30 歲者，佔 22.8％；且使用者的學歷以大專程度的為主，有 67.7

％。 

蕭銘鈞8在民國 87 年 5 至 6 月針對台灣大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研究指

出，大學生擁有個人電腦的比例有72.06％，大多利用學術網路上網。而使

用者平均每天上網時間最多者為 5個小時，大學生上網最多是使用電子佈

告欄BBS為主，其次是使用WWW以及網路連線的電腦遊戲。在上網動機

                                                
5
 楊意菁，【新科技、新滿足？網際網路媒體使用與滿足研究】，民國 87 年，中華傳播學

會 1998 年會論文。 

6 同註 4。 

7 蔡依萍，【台灣網路使用行為 之研究：網路素養資訊關層面之分析】，民國 86 年，國

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8 蕭銘鈞（1998）。台灣大學生網路使用行為、使用動機、滿足程度與網路成癮現象之初

探。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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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學生最常上網的目的在於「搜尋傳送下載課業或其他資訊」，其次

為「立即知道最新消息」，再來是「替代傳統連絡方式」與「無聊、打發時

間」。 

 根據資策會FIND的統計，台灣地區網路用戶數，截至民國88年6月

底止，已突破四百萬人
9，統計報告中發現，在學生方面，從國小到大專以

上的上網比例為34.09%，其中以國小最低，只有10%，高職為50%，大專

以上則有80%比例最高。 

 天下雜誌10民國 88年10月所進行的台灣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指出，最近

一個月使用過電腦網路者有 291 萬，佔總人口數的 17％，相對於 87 年的

221萬使用者，其成長率為30％，較之於87年70％的成長率，則明顯趨緩。

在使用者人口特徵方面，88年上網人口平均年齡為28.6歲。30至39歲的

使用者比例下降，而50歲以上年齡層使用者則有增加的趨勢，在所有使用

人口中，年齡仍集中在15至29歲者，佔60％；女性使用者在過去三年內

一直有增加的趨勢，民國 88 年女性使用者有 45％；在學歷方面，則以大

專以上的學歷為主，佔 60.7％。而在使用動機方面，70％的使用者是為個

人目的上網，其餘30％才是為了工作需要上網。而網路上的各項應用工具

中，以WWW以及E-mail的使用最為普遍。另外，報告中亦指出，網路族

群在網路上所從事的活動愈來愈多樣化；而上網者看電視的時間較非上網

                                                
9 張秋蓉 （1998）。全台網路用戶突破 400萬。工商時報，民國 88年 8月 9日，13版。 
10 天下雜誌（2000）。台灣網際網路使用調查報告。台北：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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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電視的時間為短。 

 資策會11在今（2000）年7月公佈最新的網路使用者調查報告，在民國

88年底所作的調查指出，在性別方面，網路使用者中男性佔62%，女性為

37%，而男性網路使用者佔所有網路使用者的比例有逐年降低之趨勢，男

女上網比例與歐美網路應用先進國家一樣有漸趨平衡的趨勢。若以網路使

用者的年齡分布比例來看，18至29歲的人口佔了將近一半（47%），而30

至 39 歲亦佔了近三成（28%），40 至 49 歲人口佔 14%，由此可看出 18 至

49歲的青壯人口即佔了網際網路使用者九成比例。而在學歷方面則以大專

以上學歷者佔絕大多數，佔34%，大學學歷者佔38%，其次為高中/職學歷

者（15%）及研究所以上學歷者（10%）。而上網最主要目的為瀏覽查詢資

料（84%）及使用 E-mail（72%）；在網路使用者的上網頻率方面，每天上

網的民眾有 54%。在網路使用者最常瀏覽的網路內容方面，電子新聞、科

技資訊及休閒旅遊是最受歡迎的項目，都有 50%左右的網友支持率，其次

為影視娛樂、投資理財及產品資訊，皆超過30%。 

 以上討論，是針對我國網路使用者的一般人口特質及接觸網路動機，

作一概要介紹。本次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網際網路使用者突破 400 萬人之

後，使用者的人口結構以及使用動機，是否有重大改變，是否與電子化政

府政策滿意程度之間有著關聯，並根據調查結果，進一步對電子化政府政

策推行做出分析與建議，並對未來網際網路使用者趨勢作出推測。 

                                                
11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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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並依據調查所得之資

料進行分析，以了解國內網路使用人口之特徵與網路使用情形為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人口之統計變項，包

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省籍以及居住地區等，對於網路使用經驗

與對電子化政府之政策滿意度等方面之影響將為本研究探討重點。 

圖3-1  研究架構 

 

 

 

 

 

 

 

 

網 路 使 用 經 驗 

 

有無使用網路 

接觸網路時間 

每次上網時間 

有無使用www 

有無使用bbs 

有無使用newsgroup 

人 口 變 項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省籍 

居住地區 
對「電子化政府」 

政策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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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 

問卷由研究計畫主持人王石番教授召集研究人員，經討論後提出問卷

初稿及試測，經行政院研考會認可後定稿
1。 

 問卷內容可包括八大項目： 

一、電腦網路之使用/非使用者的過濾 

第一題首先區分出電腦網路的使用/非使用者。若從未使用過電腦網

路，則跳答第30題有關接觸其他媒體的問題以及人口結構資料等問題。 

二、使用電腦網路的經驗 

由第二題到第五題，則是使用電腦網路的經驗。包括使用電腦網路的

歷史多久、平均每次上電腦網路多久以及上網地點。 

三、常連結的網站以及討論區 

由第五題開始至十三題，問卷進入常連結網站以及討論區的問題。包

括是否經常使用WWW的網站，上網時首先連上哪一個WWW網站，上網

時最常連上哪一個 WWW 網站，是否常使用 BBS 網站，最常使用哪一個

BBS 網站，在 BBS 上最常瀏覽哪一個版面，是否常使用新聞討論群

（Newsgroups），在新聞討論群最常瀏覽哪一個版面。 

四、使用動機 

 由第十三題開始至二十二題，進入使用動機問題。包括在發表自己的

                                                
1 問卷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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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方面，新聞討論群對使用者而言重要與否、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新

聞討論群對使用者而言重要與否、使用者在電腦網路上最常進行哪些活動

（複選）、在找資料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跟朋友聯絡方面網路對

使用者重要與否、在打發時間以及純娛樂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

結交新朋友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方面網

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

知道最新消息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購物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

與否、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網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網

路對使用者重要與否。 

五、接觸媒體時間 

 由二十三題至二十五題則是關於接觸其他媒體時間，包括以下問題：

平均每天看電視時間、平均每天聽廣播時間、平均每天看報紙時間。 

六、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 

 第二十六題則詢問受訪者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以0到10

的標尺來表示受訪者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0 表示很不滿

意，10表示很滿意，請使用者評分。  

七、對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詢問受訪者對於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八、受訪者的人口結構 

 包括出生年次、省籍、學歷、職業、配偶職業、以前（退休前）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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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個人月收入、居住地區、性別以及訪問所使用之語言。 

第三節  調查對象 

以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十二歲以上的民眾為本次調查的

母體。 

第四節  抽樣方法 

以台灣地區所有住宅用戶電話做為抽樣的母體。為求完整的涵蓋性，

抽樣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份先依據台灣地區所有的區域號碼局碼組合

（prefix），就其所屬電話號碼數佔台灣地區電話號碼數之估計比例，分成

低、中、高密度三類，再以等比例分配方式自各類抽出約700個樣本prefix。

第二部份自電腦隨機產生亂數作為後四碼，搭配第一部份之 prefix 構成完

整電話號碼。訪問時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

行訪問。 

第五節  調查方法 

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自民國 88 年 11 月 30 日（星

期一）至 12 月 13 日（星期日）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共計完成

有效問卷4447份，以95％信賴度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 ±1.5%。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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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結果表見表３∼１。 

 

表３∼１  訪問結果表 

(A)有效接通訪問結果 
────────────────────────────────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 
(1)合格受訪者 
 
 訪問結果 
 訪問成功                            4447       68.1%      29.6% 
 受訪者不在(非當日約訪者)             1608       24.6%      10.7% 
 受訪者中拒(非當日約訪者)              53         .8%        .4% 
 受訪者拒訪(無法再訪者)                279        4.3%       1.9% 
 受訪者中拒(無法再訪者)                 9         .1%        .1% 
 因語言因素無法受訪                    40         .6%        .3% 
 因生理因素無法受訪                    58         .9%        .4% 
 受訪者訪問期間不在                    34         .5%        .2% 
  
 小計                                6528      100.0%      43.2% 
  
(2)其他 
  
 訪問結果 
 接電話者即拒訪                       939       96.8%       6.2% 
 戶中無合格受訪對象                    24        2.5%        .2% 
 已訪問過或非受訪地區                   7         .7%        .0% 
  
 小計                                 970      100.0%       6.5% 
 ─────────────────────────────── 
 合計                                7498      100.0%      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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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B)非人為因素統計表 
 ───────────────────────────────   

                                     人數      百分比      總
計 

 ─────────────────────────────── 
 
 訪問結果 
 無人接聽                            3537       46.8%      23.5% 
 電話中                               585        7.8%       3.9% 
 電話停話改號故障空號                2062       27.4%      13.7% 
 傳真機                               613        8.1%       4.1% 
 答錄機                                85        1.1%        .6% 
 宿舍機關公司營業用電話               654        8.7%       4.4% 
  
 小計                                7536      100.0%      50.1% 
 ─────────────────────────────── 
 合計                                7536      100.0%      50.1% 

 

第六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透過統計套裝軟體SPSS 來進行

資料處理，而後將電腦所執行之結果交由研究人員進行分析討論。而在資

料處理的統計方法上，則使用次數分配（frequency）、百分比（percent）、

卡方檢定（Chi-Square）以及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方法來進行資料

處理，其結果於第四章中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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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分析部分共可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敘述受訪者之人口結構資

料，第二節說明問卷調查之結果，第三節則為問卷各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

交叉分析有達到顯著之結果，最後則為使用網路動機題組之因素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調查共有4447位受訪者，受訪者之基本人口變項資料如表４

∼１所示。其中男性所佔的比例為 51.0%，女性有 49.0％。在受訪者年齡

方面，12 至 19 歲者有 17.2％，20 至 29 歲者有 20.6％，30 至 39 歲受訪者

佔21.5％，為比例最高的年齡層，40至49歲者有17.5％，50至59歲者僅

有9.4％，而60歲以上的受訪者比例則有13.8％。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高中、高職學歷之受訪者最多，有31.8％，

其次為小學及以下之學歷者，有 25.9％，再者為國中、初中之學歷者，有

21.7％，最後是專科與大學及以上者，各有11.0％與9.6％。 

 受訪者的職業以高、中級白領階級為主，有 44.8％，中低、低級白領

者有23.0％，再者是藍領階層者有22.0％，農林漁牧者有7.7％，其他者有

2.6％。 

受訪者的省籍以本省閩南人為主，有75.0％的比例，本省客家人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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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省市人各佔11.9％與11.4％，最少的為原住民，佔1.7％。在族群認同

方面，半數受訪者認為自己同時是台灣人亦是中國人（50.0％），其次是認

為自己是台灣人，佔39.6％，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最少，只有 10.74％。

而在政黨支持方面，4447位受訪者中，中立無反應者高達47.4％，普通支

持國民黨者佔 21.3％，普通支持民進黨者佔 16.9％；非常支持國民黨者有

6.2％，非常支持民進黨者佔5.3％，普通支持新黨者佔2.2％。另有0.3％的

受訪者表示非常支持新黨，0.2％的受訪者表示普通支持建國黨，非常支持

建國黨者則佔0.1％。可見大部分的受訪者在政黨支持方面仍保持中立（本

研究進行電訪時，親民黨尚未成立）（表４∼１）。 

 

            表４∼１  受訪者基本資料 

 ───────────────── 
                   次  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2268     51.0% 

 女性               2178     49.0% 

 年齡 

 12至19歲           750     17.2% 

 20至29歲           897     20.6% 

 30至39歲           933     21.5% 

 40至49歲           759     17.5% 

 50至59歲           409      9.4% 

 60歲及以上          599     13.8%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143     25.9% 

 國、初中            95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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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           1403     31.8% 

 專科                487     11.0% 

 大學及以上          425      9.6% 

 省籍 

 本省客家人          515     11.9% 

 本省閩南人         3246     75.0% 

 大陸各省市人        494     11.4% 

 原住民               72      1.7%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992     44.8% 

 中低、低級白領     1022     23.0% 

 農林漁牧            341      7.7% 

 藍領                976     22.0% 

 其他                116      2.6% 

 

 地理區域七分類 

 大台北都會區        865     19.5% 

 北縣基隆            414      9.3% 

 桃竹苗              604     13.6% 

 中彰投              868     19.5% 

 雲嘉南              700     15.7% 

 高屏澎              726     16.3% 

 宜花東              217      4.9% 

 無反應               52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624     39.6% 

 都是               2051     50.0% 

 中國人              426     10.4% 

 

───────────────── 

總   計           4447 

───────────────── 

本研究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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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用網際網路行為分析 

 在本研究所調查的4447位受訪者當中，共有 1293位受訪者，即有28.9

％的受訪者表示平常有使用電腦網路的經驗，本研究第一題已過濾掉從來

沒有使用過網路的受訪者，而使用過網路的受訪者將繼續回答有關網路使

用行為之相關問題。以下是本研究調查之各題結果分析。 

一、 平時有沒有使用電腦網路 

在 4447 位受訪者中，高達 70.9％的民眾表示從來沒有使用過電腦網

路，很少使用電腦網路者有 7.6％，偶爾使用者有 13.2％，只有 8.1％的

受訪者表示經常使用電腦網路，另外有0.2％的受訪者沒有表示意見（表

４∼２）。可見大部分的受訪者皆未接觸過電腦網路。 

 

      表４∼２  平時有沒有使用電腦網路 

───────────────────────── 

                             次  數       百分比 

───────────────────────── 

 從來沒有                     3154         70.9% 

 很少使用                      339          7.6% 

 偶爾使用                      586         13.2% 

 經常使用                      361          8.1% 

 無反應                          7           .2% 

 

───────────────────────── 

 合  計                       4447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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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電腦網路之時間 

此題是詢問受訪者網路使用的網齡的情形，回答者共有1293位。最多

受訪者表示上網時間在一年以上至兩年以下，佔 23.6％；其次為使用半年

之使用者（22.7％）；其次是使用三年以上者，有 20.1%，再者為使用兩年

以上三年以下者（17.9％），而使用在半年以上一年以下者所佔的比例最

少，為14.7％，另有1.0％的受訪者沒有表示意見 （表４∼３）。 

   表４∼３  使用電腦網路之時間 

───────────────────────── 

                            次  數       百分比 

───────────────────────── 

 

 半年以內                      293         22.7% 

 半年以上一年以下              191         14.7% 

 一年以上兩年以下              305         23.6% 

 兩年以上三年以下              231         17.9% 

 三年以上                      260         20.1% 

 無反應                         13          1.0% 

───────────────────────── 

 合   計                      1293         100.0％ 

───────────────────────── 

 

三、 平均每次上網時間 

每次上網時間在30分鐘至1小時，與1小時至2小時的受訪者為數最

多，各有 29.8％；再者為半小時以下者，有 21.3％；其餘分別為，2 小時

至3小時，佔10.6％；3小時至4小時，佔3.6％；4小時至5小時，佔1.2

％；5小時至6小時，佔0.4％；6小時至7小時，佔0.3％；另外，每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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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網路超過 7 小時者，佔 1.4％，其餘有 1.6％的受訪者沒有回答（表

４∼４）。可知，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上網的時間在3小時以下。 

 

     表４∼４  平均每次上網路時間 

───────────────────────── 

                             次  數       百分比 

───────────────────────── 

 

 半小時以下                    275         21.3% 

 30分鐘到一小時                385         29.8% 

 一小時到二小時                385         29.8% 

 二小時到三小時                137         10.6% 

 三小時到四小時                 47          3.6% 

 四小時到五小時                 15          1.2% 

 五小時到六小時                  5           .4% 

 六小時到七小時                  4           .3% 

 七小時及以上                   17          1.4% 

 無反應                         21          1.6% 

 

───────────────────────── 

 合  計                       1293        100.0% 

───────────────────────── 

 

四、 使用電腦網路地點 

有 59.0％的受訪者表示最常在家裡（居住處所）上網，其次則有 20.9

％受訪者表示是在學校或宿舍上網，再者有 17.6％是從工作場所上網。其

餘地點比例則偏低，網路咖啡廳（餐廳）有 1.5％，朋友家有 0.6％，電腦

補習班有 0.2％，股票市場有 0.1％。另外，有少部份受訪者表示最常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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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以及學校或宿舍上網，有 0.1％（表４∼５）。大部份的網路使用者上網

地點以家裡、學校、工作場所三個地點為主。 

 

表４∼５  最常在哪裡上網路 

───────────────────────── 

                             次  數       百分比 

───────────────────────── 

 

 家裡（居住處所）              763         59.0% 

 學校、宿舍                    270         20.9% 

 工作場所                      227         17.6% 

 網路咖啡廳（餐廳）             20          1.5% 

 朋友家                          8           .6% 

 電腦補習班                      2           .2% 

 股票市場                        1           .1% 

 

───────────────────────── 

 合  計                       1293        100.0% 

 ───────────────────────── 

 

五、 是否使用WWW的網站 

    表示經常使用WWW的受訪者佔最多數，有42.6％，其次為偶爾使用，

有19.4％，再者為從來沒有使用WWW者，有17.6％，很少使用 WWW者

有 16.7％，另有 3.6％沒有表示意見（表４∼６）。顯見大部分網路使用人

口有使用WWW網站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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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６  是否常常使用WWW的網站 

 ───────────────────────── 

                             次  數       百分比 

 ───────────────────────── 

 

 從來沒有                      228         17.6% 

 很少使用                      216         16.7% 

 偶爾使用                      251         19.4% 

 經常使用                      550         42.6% 

 無反應                         47          3.6% 

 

 ───────────────────────── 

 合  計                       1293        100.0% 

 ───────────────────────── 

 

六、 上網時最先進入的網站 

此題是詢問受訪者開始使用WWW網站時，最先進入的網站為何，在

選項方面，除了列出數個上網人次較高之網站外採開放式回答，由受訪者

自行回答網站名稱，因此所回答的網站相當分散，共有132個不同的網站。

其中入門網站以奇摩站（Kimo）的比例最高，有34.7％，其次為為蕃薯藤

（yam），有 18.5％，中華電信 Hinet網站則有 12.6％，其餘比例超過 1.0％

者依序為，中文雅虎（Yahoo）2.1％，To Do有 1.5％，SeedNet有 1.2％，

新浪網則有 0.9％，另外有 12.1％沒有回答，有 0.3％表示都沒有（表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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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７  上網時最先進入的網站（僅列出超過1％者） 

 ───────────────────────── 

                             次  數       百分比 

 ───────────────────────── 

 

 奇摩站                      370          34.7% 

 蕃薯藤                         197          18.5% 

 Hinet                           134          12.6% 

中文雅虎                    23           2.1% 

 To Do                            15           1.5% 

 SeedNet          13           1.2% 

 

───────────────────────── 

  合  計                 752         70.6％ 

───────────────────────── 

 

七、 上網時最常進入的網站 

此題是要了解受訪者在入口網站之外，最常瀏覽的網頁為何。與上題

的結果相同的是，答案亦相當分散，共有 203 個網站，多數的網站比例在

1.0％以下。而最常使用的網站仍然以奇摩站的21.3％為數最多，其次為蕃

薯藤12.4％，Hinet的 3.4％，股票證券3.0％，中文雅虎2.0％，新浪網1.6

％，其餘的比例偏低不及1.0％。另外，有20.7％受訪者表示沒有固定最常

瀏覽的網站，有11.8％沒有回答此問題（表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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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８  上網時最常進入的網站（僅列出超過1％者） 

───────────────────────── 

                             次  數       百分比 

───────────────────────── 

 

奇摩站                        227          21.3% 

蕃薯藤                        132          12.4% 

Hinet                          36           3.4% 

股票證券                       31           3.0% 

中文雅虎                       21           2.0% 

新浪網                         17           1.6% 

不固定,都有                   221          20.7% 

 

───────────────────────── 

合 計                 685           64.4% 

───────────────────────── 

 

八、 是否經常使用BBS網站 

此題的回答者有1293位，其中有高達61.6％的受訪者表示從來沒有使

用 BBS 網站，其次為很少使用，有 20.2％，再者依序為偶爾使用 9.9％，

以及經常使用7.2％，其餘有1.1％沒有回答（表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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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９  是否常使用BBS網站 

 ───────────────────────── 

                             次  數       百分比 

 ───────────────────────── 

 

 從來沒有                      796         61.6% 

 很少使用                      262         20.2% 

 偶爾使用                      128          9.9% 

 經常使用                       93          7.2% 

 無反應                         14          1.1% 

 

 ───────────────────────── 

 合  計                       1293        100.0% 

 ───────────────────────── 

 

九、 最常使用的BBS網站 

在回答有使用過 BBS 網站的受訪者中，繼續詢問最常使用的 BBS 網

站，所回答的BBS網站共有131個，調查結果的比例顯示BBS的使用比起

WWW的使用更加分散。最常使用的BBS網站為台大椰林風情站，亦僅有

5.4％的比例，其次依序為中山計中西子灣站4.3％，淡江蛋捲廣場3.2％，

成功大學 3.1％，交大資科 2.1％，中央龍貓 1.3％，政大貓空行館 1.2％，

美麗寶島1.0％，其餘皆低於1.0％。另外有 9.0％表示都有，且有高達41.3

％沒有回答此題（表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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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０  最常使用的BBS站（僅列出超過1％者） 

 ───────────────────────── 

                             次  數       百分比 

 ───────────────────────── 

 

 台大椰林                       27          5.4% 

 中山計中西灣                   21          4.3% 

 淡江蛋捲廣場                   16          3.2% 

 交大資科                       11          2.1% 

 中央龍貓                        6          1.3% 

 政大貓空行館                    6          1.2% 

 美麗寶島                        5          1.0% 

 都沒有                         45          9.0% 

 無反應       205     41.3% 

───────────────────────── 

 合  計       342          68.8% 

───────────────────────── 

 

十、 在BBS網站上最常瀏覽的討論區 

此題的受訪者共有 496 位。最多受訪者表示最常瀏覽的討論區為休閒

娛樂版，有 16.8％，其次依序為校園資訊 9.6％，聊天版 8.9％，電腦知識

5.9％，資訊交流與經驗交流2.9％，體育健身2.8％，學術科學2.7％，知性

感性2.4％，政治2.2％，藝術文化與新聞版則各佔1.3％，社會關懷 0.6％，

財經 0.5％，行動電話與醫療則各為 0.3％，其餘教師甄試、消費資訊、笑

話版等各佔 0.2％。另外，有 11.5％回答都沒有，有 2.6％都看，而有高達

26.9％的受訪者並沒有回答此題（表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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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１  在ＢＢＳ站上最常瀏覽的討論區 

───────────────────────── 

                             次  數       百分比 

───────────────────────── 

 休閒娛樂                       83         16.8% 

 校園資訊                       48          9.6% 

 talk                            44          8.9% 

 電腦知識                       29          5.9% 

 資訊交流與經驗交流             14          2.9% 

 體育健身                       14          2.8% 

 學術科學                       14          2.7% 

 知性感性                       12          2.4% 

 政治版連線                     11          2.2% 

 藝術文化                        6          1.3% 

 新聞                            7          1.3% 

 社會關懷                        3           .6% 

 財經                            2           .5% 

 行動電話版                      1           .3% 

 醫療                            1           .3% 

 教師甄試方面消息                1           .2% 

 笑話版                          1           .2% 

 消費資訊                        1           .2% 

 都看                           13          2.6% 

 都沒有                         57         11.5% 

 無反應                        134         26.9% 

 ───────────────────────── 

 合  計                        496        100.0% 

 ───────────────────────── 

 

十一、 是否常常使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 

此題的受訪者有1293位，其中有高達79.2％的受訪者表示從來沒有使

用過，很少使用者有 12.4％，其次為偶爾使用 6.6％，經常使用 1.6％。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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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0.2％沒有回答（表４∼１２）。可見大多數網路使用者並沒有使用新聞

討論群。 

 

表４∼１２  是否常使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 

───────────────────────── 

                             次  數       百分比 

───────────────────────── 

 

 從來沒有                     1024         79.2% 

 很少使用                      160         12.4% 

 偶爾使用                       86          6.6% 

 經常使用                       20          1.6% 

 無反應                          3           .2% 

 

───────────────────────── 

 合  計                       1293        100.0% 

───────────────────────── 

 

十二、 使用新聞討論群最常瀏覽的討論區為何 

此題的回答者共有269位，其中最常使用的討論區為政治類，共有 21.7

％，其次為社會類9.1％，再者依序為電腦類5.5％，娛樂類3.1％，新聞類

1.9％，運動類1.5％，影視類1.4％，校園類 1.1％，其餘類型的討論區比例

皆不及1.0％。另外，有46.1％沒有回答（表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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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３ 在新聞討論群上最常瀏覽的討論區（大於1％者） 

 ───────────────────────── 

                             次  數       百分比 

 ───────────────────────── 

 

 政治版                         58         21.7% 

 社會版                         24          9.1% 

 電腦版                         15          5.5% 

 娛樂版                          8          3.1% 

 新聞版                          5          1.9% 

 運動版                          4          1.5% 

 影視版                          4          1.4% 

 校園版                          3          1.1% 

 無反應                        124         46.1% 

 

 ───────────────────────── 

 

十三、 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新聞討論群的重要性 

此題回答者共有 269 位，其中有 41.6％的受訪者表示不太重要，29.6

％表示有點重要，13.6％表示很重要，而認為很不重要的有6.9％，其餘有

8.3％沒有表示意見（表４∼１４）。因此有將近五成的受訪者不覺得新聞

討論群對自己發表意見有重要性，覺得重要的比例則超過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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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４  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新聞討論群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19          6.9% 

 不太重要                      112         41.6% 

 有點重要                       79         29.6% 

 很重要                         37         13.6% 

 無反應                         22          8.3% 

 

───────────────────────── 

 合  計                        269        100.0% 

───────────────────────── 

 

十四、 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新聞討論群的重要性 

有36.0％的受訪者表示不太重要，為比例最高的選項，其次為有點重

要，有 32.0％，覺得很重要的有 17.8％，認為很不重要的有 10.5％，另外

有3.8％受訪者沒有回答（表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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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５  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新聞討論群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28         10.5% 

 不太重要                       97         36.0% 

 有點重要                       86         32.0% 

 很重要                         48         17.8% 

 無反應                         10          3.8% 

 

 ───────────────────────── 

   合計         269        100% 

      ───────────────────────── 

 

十五、 是否在新聞討論群上與他人討論政治問題 

有高達 77.6％的受訪者表示從來沒有在新聞討論群上與他人討論政治

問題，有12.4％的受訪者表示很少，有7.4％者表示偶爾與他人討論，僅有

2.6％表示經常與他人在新聞討論群上討論政治問題（表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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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６  是否曾在新聞討論群上與他人談論政治問題 

───────────────────────── 

                             次  數       百分比 

───────────────────────── 

 

 從來沒有                      209         77.6% 

 很少                           33         12.4% 

 偶爾                           20          7.4% 

 經常                            7          2.6% 

 

───────────────────────── 

 合  計                        269        100.0% 

───────────────────────── 

 

十六、網路對使用者在找資料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在找資料方面，網路對自己很重要者最多，

佔 44％，認為有點重要者有 34.5％，認為不太重要者佔 18.3％，很不重

要者僅佔1.4％，另外有1.7％的受訪者沒有表示意見（表４∼１７）。認

為在找資料方面，網路對自己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高達 78.5

％，可見在找資料方面，大部分的使用者認為網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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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７  網路對使用者在找資料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19          1.4% 

 不太重要                      237         18.3% 

 有點重要                      446         34.5% 

 很重要                        569         44.0% 

 無反應                         22          1.7% 

 

───────────────────────── 

 合  計                       1293        100.0% 

───────────────────────── 

 

十七、網路對使用者在跟朋友聯絡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網路對與朋友聯絡上不太重要者佔39.7％，

認為有點重要者有 23.3％，認為網路對與朋友聯絡上很重要者佔 20.8％，

另有14.5％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在跟朋友聯絡方面很不重要，1.7％的受訪者

則沒有反應（表４∼１８）。認為網路在與朋友聯絡方面很不重要和不太重

要者合計有 54.2％，認為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亦有 44.1％。在

與朋友聯絡方面，認為網路不甚重要者佔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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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１８  網路對使用者在跟朋友聯絡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188         14.5% 

 不太重要                      513         39.7% 

 有點重要                      301         23.3% 

 很重要                        269         20.8% 

 無反應                         22          1.7% 

 

───────────────────────── 

 合  計                       1293        100.0% 

───────────────────────── 

 

十八、網路對使用者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網路對其自己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不太

重要者佔 34.1％，認為有點重要者有 29.8％，認為很重要的佔 22.8％，另

有12.1％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很不重要，除此之外，

1.2％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表４∼１９）。認為網路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

面方面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有 52.6％，認為很不重要和不太重

要者合計亦有 46.2％。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認為網路重要者佔了一

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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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９  網路對使用者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156         12.1% 

 不太重要                      440         34.1% 

 有點重要                      385         29.8% 

 很重要                        295         22.8% 

 無反應                         16          1.2% 

 

───────────────────────── 

 合  計                       1293        100.0% 

───────────────────────── 

 

十九、網路對使用者在結交新朋友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有41.1％的人認為網路對自己在結交新朋友方面

不太重要，有 39.7％的人認為很不重要。認為有點重要者有 11.5％，認為

很重要的佔 6.5％，另有 1.2％的受訪者沒有反應 （表４∼２０）。認為網

路對其自己在結交新朋友方面不太重要以及很不重要者合計高達 80.8％，

可見大多數使用者仍未將網路視為結交新朋友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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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０  網路對使用者在結交新朋友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513         39.7% 

 不太重要                      531         41.1% 

 有點重要                      148         11.5% 

 很重要                         84          6.5% 

 無反應                         15          1.1%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網路對使用者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網路對其自己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方面不

太重要者佔38.4％，認為有點重要的佔27.6％，認為很不重要者佔20.1％，

另有 12.6％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方面很重要，除此之

外，有 1.2％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表４∼２１）。認為網路在增加和別人聊

天話題方面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有 40.2％，認為很不重要和不

太重要者合計達 58.5％。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方面，認為網路較不重要

者佔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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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２１  網路對使用者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260         20.1% 

 不太重要                      497         38.4% 

 有點重要                      357         27.6% 

 很重要                        163         12.6% 

 無反應                         15          1.2%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一、網路對使用者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的重要性 

在 1293 位回答者中，認為網路在發表自己意見上不太重要者佔 38.7

％，認為有點重要者有 24.5％，認為網路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很不重要者

佔 20％，另有 14.6％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很重要，2.2

％的受訪者則沒有反應（表４∼２２）。認為網路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很不

重要和不太重要者合計有 58.7％，認為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亦

有39.1％。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認為網路不甚重要性者佔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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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２２  網路對使用者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259         20.0% 

 不太重要                      501         38.7% 

 有點重要                      316         24.5% 

 很重要                        189         14.6% 

 無反應                         29          2.2%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二、網路對使用者在知道最新消息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網路對知道最新消息方面很重要者最多，佔

48.7％，認為有點重要者其次，有 30.7％，認為不太重要者則佔 15％，另

有4.4％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在知道最新消息方面很不重要，除此之外，另有

1.1％的受訪者沒有反應，0.1％的受訪者認為普通（表４∼２３）。認為網

路在知道最新消息方面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高 79.4％，可見大

部分的使用者認為在知道最新消息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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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３  網路對使用者在知道最新消息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56          4.4% 

 不太重要                      194         15.0% 

 有點重要                      397         30.7% 

 很重要                        630         48.7% 

 無反應                         14          1.1%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三、網路對使用者在購物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有38.4％的人認為網路對自己在購物方面不太重

要，有 36.7％的人認為很不重要。認為網路對自己在購物方面有點重要者

有14.6％，認為很重要者僅佔8％，另有2.3％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表４∼

２４）。認為認為網路在購物方面不太重要以及很不重要者合計高達 75.1

％，可見大多數使用者仍認為在購物方面，網路並不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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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４  網路對使用者在購物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475         36.7% 

 不太重要                      496         38.4% 

 有點重要                      188         14.6% 

 很重要                        104          8.0% 

 無反應                         29          2.3%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四、網路對使用者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有37.8％的人認為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網路對

自己而言不太重要，認為很不重要者有25.9％，認為有點重要者有22.7％，

另有 12.4％的受訪者認為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很重要，

1.2％的受訪者則沒有反應（表４∼２５）。認為網路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

很不重要和不太重要者合計達 63.7％，可見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認為網

路不甚重要者佔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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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５  網路對使用者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334         25.9% 

 不太重要                      489         37.8% 

 有點重要                      294         22.7% 

 很重要                        160         12.4% 

 無反應                         16          1.2%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五、網路對使用者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有點重

要者最多，有35％，認為很重要者其次，佔29.6％；認為不太重要者有24.9

％，另有 10％的受訪者認為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很不重

要，0.5％的受訪者則沒有反應（表４∼２６）。認為網路在滿足好奇心方

面很重要和有點重要者合計達 64.6％，可見大部分的使用者肯定網路在滿

足好奇心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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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６  網路對使用者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的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129         10.0% 

 不太重要                      322         24.9% 

 有點重要                      452         35.0% 

 很重要                        383         29.6% 

 無反應                          7           .5%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六、網路對使用者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的重要性 

在1293位回答者中，認為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很不

重要者最多，達 47.1％，認為不太重要者其次，有 34.5％；認為有點重要

者有11.7％，另有4.4％的受訪者認為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網路對自己而

言很重要，2.2％的受訪者則沒有反應。認為網路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很不

重要和不太重要者合計高達 81.6％，可見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網路對自己

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不具重要性（表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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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２７  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網路之重要性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重要                      609         47.1% 

 不太重要                      446         34.5% 

 有點重要                      152         11.7% 

 很重要                         57          4.4% 

 無反應                         28          2.2% 

 

 ───────────────────────── 

 合  計                       1293        100.0% 

 ───────────────────────── 

 

二十七、每日平均花多少時間看電視 

在4447位受訪者中，每天花兩小時以上看電視者最多，達50.6％，其

次是 13.1％的受訪者表示每天花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的時間看電

視，每天看電視31分鐘到一小時者則有10.9％。每天花一小時以上、一小

時半以下的時間看電視者有10.1％。5％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表示每天看電

視時間在30分鐘以下者有4.2％，偶爾看電視者有3.7％，完全不看電視者

則有 2.3％（表４∼２８）。可見每天花兩小時以上看電視的比率最大，達

一半；其他時間分佈則較為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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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８  平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 

───────────────────────── 

                             次  數       百分比 

───────────────────────── 

 

 ３０分鐘以下                  187          4.2% 

 ３１－６０分鐘                487         10.9%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450         10.1%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        583         13.1% 

 二小時以上                   2248         50.6% 

 偶爾看                        167          3.7% 

 完全不看                      103          2.3% 

 無反應                        223          5.0% 

 

───────────────────────── 

 合  計                       4447        100.0% 

───────────────────────── 

 

二十八、每日花多少時間聽廣播 

在4447位受訪者中，有高達41.7％的民眾表示完全不聽廣播，每天花

兩小時以上聽廣播者則佔 18％，偶爾聽廣播者有 13.8％，每天聽廣播 31

分鐘到一小時者有8.4％，表示每天聽廣播時間在30分鐘以下者有 8.1％。

每天花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聽廣播者有4.1％，一小時半以上、二小

時以下者有3.5％，另外2.4％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表４∼２９）。可見完全

不聽廣播的人為數仍不少，接近一半。 

 

 



第四章  資料分析 

 47

表４∼２９  平均每天聽廣播的時間 

───────────────────────── 

                             次  數       百分比 

───────────────────────── 

 

 ３０分鐘以下                  358          8.1% 

 ３１－６０分鐘                375          8.4%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180          4.1%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        154          3.5% 

 二小時以上                    801         18.0% 

 偶爾聽                        615         13.8% 

 完全不聽                     1854         41.7% 

 無反應                        109          2.4% 

 

───────────────────────── 

 合  計                       4447        100.0% 

───────────────────────── 

 

二十九、每天花多少時間看報紙 

在4447位受訪者中，表示根本不看報紙者最多，有28.8％，每天花30

分鐘以下看報紙者其次，佔 24.3％，花 31 到 60 分鐘者有 18.5％，偶爾看

報紙者有 9.4％，每天花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看報紙者有 8.7％，花

兩小時以上的時間看報紙者有 4.7％，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者有 3.8

％。另外有1.9％的受訪者沒有反應。近30％的人根本不看報紙，24.3％的

人則每天花 30 分鐘以下的時間看報（表４∼３０），也顯示了現代人無暇

看報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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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０  平均每天看報紙的時間 

 ───────────────────────── 

                             次  數       百分比 

 ───────────────────────── 

 

 ３０分鐘以下                 1081         24.3% 

 ３１－６０分鐘                821         18.5%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385          8.7%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        168          3.8% 

 二小時以上                    210          4.7% 

 偶爾看                        417          9.4% 

 完全不看                     1280         28.8% 

 無反應                         85          1.9% 

 

 ───────────────────────── 

 合  計                       4447        100.0% 

 ───────────────────────── 

 

三十、對目前台灣政治狀況滿意程度 

如果以0到10的標尺來表示受訪者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

度，0表示很不滿意，10表示很滿意，訪問結果顯示在 4447位受訪者中，

態度中庸，給刻度 5 的人最多，有 29.4％；其次是給刻度 6 者，態度中庸

但有一點滿意，有11.4％；給刻度4者，表示接近中庸但仍有點不滿意者，

有 7.5％。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滿意程度給刻度 3 者有 6.9％，給刻度 7 者

有 6.1％，給刻度 8 者有 3％，給刻度 2 者有 2.4％；除此之外，給刻度 10

表示很滿意者有1.6％，給刻度1者有0.9％，給刻度9者有0.6％（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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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可見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滿意程度相當分散，僅有態度中庸者

稍多，近30％。 

   表４∼３１  對台灣政治情況之滿意度 

 ───────────────────────── 

                             次  數       百分比 

 ───────────────────────── 

 

 1.00                           40           .9% 

 2.00                          107          2.4% 

 3.00                          305          6.9% 

 4.00                          334          7.5% 

 5.00                         1306         29.4% 

 6.00                          506         11.4% 

 7.00                          273          6.1% 

 8.00                          132          3.0% 

 9.00                           28           .6% 

 10.00                          71          1.6% 

 無反應                       1346         30.0% 

 

 ───────────────────────── 

 合  計                       4447        100.0% 

 ───────────────────────── 

 

三十一、對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在4447位受訪者中，表示對政府所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滿意者最多，佔

40.3％，但其次便是無反應者，佔 36.0％。表示對電子化政府不太滿意者

佔15.7％，表示很滿意者有5.1％，很不滿意者有3％。可見雖然有 40％的

民眾滿意政府所推動的電子化政府，但對此題無反應者之比例也達到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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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討無反應的原因（表４∼３２）。 

 

  

表４∼３２  對電子化政府之滿意度 

 ───────────────────────── 

                             次  數       百分比 

 ───────────────────────── 

 

 很不滿意                     132          3.0％ 

 不太滿意                     697          15.7% 

 滿意                        1791          40.3% 

 很滿意                       226           5.1% 

 無反應                      1601          36.0% 

 

 ───────────────────────── 

 合  計                       4447        100.0% 

 ───────────────────────── 

 

第三節  網路使用與人口統計變項交叉分析 

 此部分之分析為問卷中各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參見附錄

二），並經過卡方檢定達顯著水準者，分析如下。 

 

一、是否使用電腦網路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電腦網路使用分別與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職業方面有相關性顯著，亦即電腦網路使用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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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職業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從來

不使用電腦網路者有 73.8％，顯著高於男性的 68.1％。在有使用過網際網

路的受訪者中，有 54.8％為男性，女性使用過網路的比例為 45.2％（見表

４∼３３），與天下雜誌（2000）的調查結果相當（男性55％，女性45％）。 

在年齡方面，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而年紀愈小者愈常使用電腦

網路。在接觸過電腦網路的受訪者中，有 37.7％使用者年紀在 12 至 19 歲

之間（見表４∼３３），為使用電腦網路最多的年齡層，其次為 20 至 29

歲的受訪者，佔 32.9％，其次為 30 至 39 歲者，佔 17.5％，其他依序為 40

至49歲8.4％，50至59歲2.8％，60歲以上 0.6％。 

在教育程度方面則以專科、大學以上之學歷的受訪者使用過網路的比

例顯著高於其他學歷者。 

網路使用人口在職業方面則以中高白領階級以上為主，佔 45.6％，其

次為中低、低級白領者，佔35.7％。可知中高階級者為上網人口特徵之一。 

在省籍方面則以原住民最少使用電腦網路，大陸各省人則有較高的上

網比例，佔32.8％。在地理區域方面，北部地區明顯高於其他地區，佔31.7

％。 

     表４∼３３   網路使用者人口特徵（N=1293） 

人 口 特 徵 百 分 比 

性別  

 男 54.8% 

 女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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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12至19歲 37.7% 

  20至29歲 32.9% 

  30至39歲 17.5% 

  40至49歲 8.4% 

  50至59歲 2.8% 

  60歲及以上 0.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6% 

  國、初中 12.1% 

  高中、職 15.0% 

  專科 30.6% 

  大學及以上 39.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5.6% 

  中低、低級白領 35.7% 

  農林漁牧 1.6% 

  藍領 9.3% 

其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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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人 口 特 徵 百 分 比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8.1% 

  本省閩南人 24.1% 

  大陸各省市人 32.8% 

  原住民 15.0% 

地理區域  

  北部 31.7% 

  中部 22.3% 

  南部 23.0% 

  東部 23.0% 

   本研究調查整理 

 

二、使用網路之網齡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網路使用人口之網齡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電腦網路

使用分別與年齡及教育程度方面有相關性顯著，亦即電腦網路使用因年

齡、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年齡方面，20 歲至 49 歲者網齡較其

他年齡層為長，20 至 29 歲的網路使用者有 27.1％使用網路超過三年，30

至 39歲有 22.3％，40至 49歲則有 25.2％的使用者使用網路超過三年。相

較之下，12 至 19 歲以及 50 至 59 歲兩個年齡層的網路使用者中回答使用

網路在半年以內的比例最高，分別有32.3％與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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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程度方面，則顯出學歷愈高者使用網路的時間也愈長，專科以

及大學以上學歷之網路使用者使用網路高過三年的比例較其他學歷者高，

分別為22.5％與38.8％。 

可見使用網路較久，亦即較早接觸網際網路者為年紀介於 20 至 48 歲

間，而且是高學歷的使用者。 

 

三、 每次上網路時間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網路使用者的每次上網時間長短與受訪者之年齡、教育程度、省籍、

職業與居住地區有顯著相關，在性別方面則無顯著差異。從比例上來看，

年紀較輕者有每次上網時間較長的傾向。在教育程度方面，每次上網時間

在兩個小時以下者，以國中、初中與高中、高職學歷為主，而每次使用超

過兩個小時者，則以大專、大學以上學歷者比例較高。 

在省籍方面，則以大陸各省市的受訪者使用的時間較長。在職業方面，

從比例上來看，高、中級白領與中、低級白領階級的網路使用者上網時間

多在半小時至兩小時之間，農林漁牧行業者上網時間在半小時以內較多，

而藍領職業者比起其他職業者有較長的上網時間。在居住地理區域方面，

從比例上來看，則居住在北部地區者每次上網的時數較長。 

 

四、 上網地點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上網地點在年齡、教育程度、職業與地理區域方面出現顯著差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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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方面，30 至 59 歲的使用者較其他年齡層更常透過工作場所上網，而

29歲以下年齡者，較常從學校、宿舍上網。在教育程度方面，從比例上來

看，專科、大學以上學歷的網路使用者較其他學歷者更常在工作場所上網，

高中、高職者主要從家裡上網，國、初中以及國小以下教育程度者，在比

例上較常透過學校或宿舍上網。 

在職業方面，從比例上來看，中低、低級白領者較常透過工作場所上

網，而農林漁牧以及藍領則多在家裡上網。在居住地理區域方面，北部地

區的網路使用者較其他地區更常透過工作場所上網，中部以及東部者則較

常透過學校或宿舍網路上網。 

 

五、 是否使用WWW網路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網路使用者是否使用WWW網站在年齡與教育程度兩個人口特徵出現

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以20至29歲者最常使用WWW網站，12歲至19

歲者最少使用WWW網路。在教育程度方面，愈高學歷者愈常使用WWW

網路，專科與大專以上兩個學歷之受訪者回答經常使用WWW網路之比例

分別為46.6％與61.0％。 

 

六、 是否有使用BBS網站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網路使用者是否有使用BBS網站在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三項人口特

徵上有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則以20至29歲者最常使用BBS網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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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方面，則學歷愈高者愈傾向於使用BBS網站。在職業方面，則以

高、中級白領較常使用BBS網路。 

 

七、 在BBS網站上瀏覽的討論版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瀏覽BBS的討論版類型在性別與教育程度方面出現顯著差異。在性別

方面，男性使用者比女性更常瀏覽政治、體育健身、電腦知識方面的討論

版，而女性則較男性更常瀏覽休閒娛樂、聊天、校園資訊等討論版。在教

育程度方面，專科、大學以上者較常瀏覽政治，大學以上者較常瀏覽電腦

知識以及校園資訊，而國中、初中以及國小以下學歷者較常瀏覽聊天版，

另外，國中、初中與高中、高職者較常瀏覽休閒娛樂討論版。 

 

八、 是否使用新聞討論群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是否使用新聞討論群在年齡方面出現顯著差異，30 至 39 歲年齡層者

較其他年紀之使用者更常使用新聞討論群。此題在其餘人口特徵上皆無顯

著差異。 

 

九、 在新聞討論群上瀏覽的討論區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在新聞討論群上瀏覽的討論區在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年紀在 20 至

49 歲間的使用者較其他年齡層者更常瀏覽政治類討論區，30 至 39 歲者較

常瀏覽電腦類討論區，12至19歲者則較常瀏覽影視與娛樂類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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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新聞討論群對發表自己意見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的結果在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年紀愈小者愈覺得新聞討論群對

發表自己意見上有較大的重要性。 

 

十一、 新聞討論群對了解政治消息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在性別與居住地區方面出現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較男性

更認為重要；在居住地理區域方面，中部與南部的受訪者較其他地區受訪

者覺得新聞討論群對了解政治消息有點重要，而北部與中部地區受訪者較

其他地區受訪者更傾向於回答很重要。 

 

十二、 是否在新聞討論群上與他人討論政治在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在職業方面有顯著差異，中低、低級以及農林漁牧、藍領較高、

中級白領職業者更常在新聞討論群上與他人討論政治。 

 

十三、 網路對找資料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認為網路對找資料的重要性一題上，在教育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專

科、大學以上學歷者回答網路對找資料上很重要的比例較其他學歷者高。 

 

十四、 網路對連絡朋友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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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網路對連絡朋友的重要性在年齡、教育程度與居住地區之人口特

徵上有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年紀愈大者愈覺得網路對於連絡朋友更為

重要。在教育程度方面，學歷愈高者愈覺得網路對於連絡朋友很重要。在

居住地區方面，居住在北部地區者更覺得網路對連絡朋友很重要。 

 

十五、網路對打發時間、純娛樂的重要性方面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與教育程度方面皆

出現顯著差異。在年齡方面，年紀越輕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打發

時間、純娛樂方面重要。教育程度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教

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很重要。 

 

十六、網路對結交新朋友的重要性方面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以及職業方面皆出現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有 45.1%認為在結交新

朋友方面，網路很不重要，顯著高於男性的 35.4%。年齡方面，年紀越大

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結交新朋友方面很不重要。教育程度方面，

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結交新

朋友方面很不重要。可見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低者，愈覺得電腦網路在

結交新朋友方面很不重要。職業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從事

農林漁牧者有 38.4%認為電腦網路在結交新朋友方面很重要，顯著高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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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職業。 

十七、網路對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和教育程度方面出

現顯著差異。年齡方面，年紀越小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增加和別

人聊天的話題方面很重要。教育程度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

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方面很不重要。 

 

十八、 網路對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地

理區域方面出現顯著差異。年齡方面，年紀越大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

路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不重要。教育程度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

水準；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很重要。

地理區域方面，東部使用者有 30.2%認為電腦網路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

很重要，顯著高於北部與中部的 13.5％，南部的 14.9％，在卡方檢定亦達

到顯著水準，顯示東部使用者較之北部、中部、南部更覺得電腦網路在發

表自己的意見方面很重要。 

 

十九、網路對知道最新的消息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年齡以及教育程度方面

出現顯著差異。年齡方面，年紀越小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知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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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消息方面重要。教育程度方面，國小以下有 48.9%，國、初中程度者

有 56.1％認為電腦網路在知道最新的消息方面很重要，顯著高於中學程度

以上者，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

網路在知道最新的消息方面很重要。 

 

二十、網路對購物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教育程度和職業方面出

現顯著差異。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越低的使用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

購物方面很不重要。職業方面，農林漁牧業有39％認為電腦網路在購物方

面很重要，顯著高於其他職業，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教育程度越

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知道最新的消息方面很重要。 

 

二十一、網路對了解政治消息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只有在省籍出現顯著差

異。原住民中有 24.7%認為電腦網路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很重要，遠高於

其他族群，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原住民較其他族群更覺得電

腦網路在了解政治消息方面很重要。 

 

二十二、網路對滿足好奇心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只有在年齡出現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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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卡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60 歲以上的使用者有 60.3%認為電腦網路

在滿足好奇心方面很重要，遠高於其他年齡層。認為電腦網路在滿足好奇

心方面很重要比率第二高的是12歲至19歲的使用者，有36.5％。 

 

二十三、網路對在接觸情色資訊的重要性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方面皆出現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有 64.5%認為在接觸情色資訊方

面，網路很不重要，顯著高於男性的 33.4%。年齡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

到顯著水準，其中60歲及以上的使用者有28.4%認為電腦網路在接觸情色

資訊方面有點重要，遠高於其他年齡層。教育程度方面，在卡方檢定亦達

到顯著水準；教育程度越低者，越認為電腦網路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很不

重要，其中小學程度以下者有 60.6%認為電腦網路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很

不重要，遠高於其他程度使用者。 

 

二十四、對目前台灣政治狀況滿意程度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 

以0到10的標尺來表示受訪者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

0 表示很不滿意，10 表示很滿意，訪問結果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

果顯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職業以及地理區域方面皆出現

顯著差異。 

性別方面在卡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其中女性有 30.5％選擇態度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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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5，顯著高於男性的28.3%，顯示女性較男性更對台灣政治現狀抱持

中庸的滿意程度。年齡方面亦出現顯著差異，20-29歲的受訪者有38.7%選

擇態度中庸的5，12-19歲的受訪者亦有35%，遠高於其他年齡層，顯示年

輕的使用者傾向於對台灣政治現狀抱持中庸的滿意程度，在卡方檢定達到

顯著水準。 

 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程度的受訪者有37.7%選擇態度中庸的5，遠

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者，在卡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對台灣政治現狀抱

持中庸的滿意程度者以高中職程度者最多，接下來則往上下遞減。省籍方

面，原住民有 38.9％選擇態度較為中庸的 5，顯著高於其他族群，在卡方

檢定亦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原住民較其他族群更對台灣政治現狀抱持中庸

的滿意程度。 

職業方面，高、中級白領有32.3%選擇態度中庸的5，中、低級白領則

有 32%，顯著高於農林漁牧、藍領階級以及其他職業，在卡方檢定亦達到

顯著水準，顯示愈是白領階級，對台灣政治現狀的滿意程度愈是抱持中庸

態度。地理區域方面，北部使用者有 31.4%選擇態度中庸的 5，東部則有

30.4%，顯著高於中部的 28％，南部的 28.2％，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著水

準。顯示北部與中部較中部與南部的使用者更對台灣政治現狀抱持中庸的

滿意程度。 

 

二十五、對於目前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在人口統計變項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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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與人口統計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省籍、職業、地理區域方面皆出現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男性有3.9％對

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很不滿意，顯著高於女性的2.2％，在卡

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 

年齡方面亦出現顯著差異，12-19歲的受訪者有59.1％對目前政府在推

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滿意，20-29 歲的受訪者則有 45.8％，30-39 歲的受訪

者亦有 39.2％，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顯示越年輕的使用者越傾向於對目

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滿意，在卡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 

 教育程度方面，國中、初中程度者有 47.8％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

政府感到滿意，高、中職程度的受訪者則有 45.4％，遠高於其他教育程度

者，在卡方檢定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對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

滿意者以國中與高中職程度者最多。省籍方面，原住民有 47.8％對目前政

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滿意，顯著高於其他族群，在卡方檢定亦達到

顯著水準，顯示原住民較其他族群更對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

滿意。 

職業方面，高、中級白領有 47.7％對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

到滿意，顯著高於農林漁牧、藍領階級以及其他職業，在卡方檢定亦達到

顯著水準，顯示愈是白領階級，愈對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感到滿

意。地理區域方面，中部使用者有 42.4％對目前政府在推動的電子化政府

感到滿意，北部則有 40.6％，顯著高於南部與東部，在卡方檢定亦達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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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顯示中北部的使用者較南部與東部的使用者更對目前政府在推動

的電子化政府感到滿意，。 

 

第四節  使用網路動機因素分析 

在網路使用動機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共有 11 個題目，分別是詢問使

用者在找資料、打發時間、純娛樂、結交新朋友、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

發表自己意見、知道最新消息、知道最新消息、購物、了解政治消息、滿

足好奇心、接觸色情資訊等方面，網路的重要性為何。本研究將運用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來對此十一個動機因素進行分類（見表４∼３４），

這十一個題目經信度分析檢定，Cronbach  Alpha值為0.6639，顯示此量表

的信度穩定。經因素分析後取艾根值（特徵值）大於 1.0 者，共萃取出四

組因素。 

因此依據統計資料之分析結果，此四組因素為第一類包括跟朋友聯

絡、打發時間、純娛樂結交新朋友、發表自己的意見、購物、了解政治消

息、接觸色情資訊等；第二類包括知道最新的訊息與滿足好奇心兩個因子；

第三類則為找資料一個因子；第四類為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一個因子。

其中第四類「增加聊天話題」可與第一類合併為「尋求人際交往與娛樂」

之動機；第二類則為可歸納為「滿足好奇心」；第三類則為「找資料」。因

此，經由因素分析之結果顯示，網路使用動機包含主要三項：尋求人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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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與娛樂、滿足好奇心、找資料。 

 

 表４∼３４  上網動機之因素分析（N=1293） 

 因素1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找資料 .136 .199 .812 .282 

跟朋友聯絡 .618 -.133 .212 -9.485E-02 

打發時間、 

純娛樂 
.455 .450 .150 -4.170E-02 

結交新朋友 .630 -.298 -9.623Ｅ-02 -7.176E-02 

增加和別人聊

天的話題 
.470 -.272 -.121 .588 

發表自己的意

見 
.627 -.133 3.028E-03 -8.791E-02 

知道最新的訊

息 
.418 .547 -.174 .279 

購物 .514 -.459 -2.632E-02 .211 

了解政治消息 .570 8.151E-02 .234 -.483 

滿足好奇心 .289 .442 -.316 .284 

接觸色情資訊 .461 .179 -.327 -.365 

特徵值 2.679 1.184 1.043 1.019 

解釋變異量 

共解釋53.9％ 
24.4% 10.8% 9.5% 9.3% 

註：各項因素中加註網底者，即為該組所挑選之因素。因素選擇標準為

該行中數值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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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國內網路使用者之人口結構、使用動機，與民

眾對於電子化政府的滿意度為何。在結論方面共分五部分說明，另並提出

建議。 

第一節  網路使用人口特徵 

在網路使用的比例方面，由本次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全體

人口中有將近三成（28.9％）的民眾有使用電腦網路的習慣。而這群網路

使用者其人口特徵上，仍是男性的使用者（54.8％）多於女性使用者（45.2

％），年齡方面則以年紀愈輕者使用網路之比例愈高，網路使用者中年紀在

29 歲以下者就佔了超過七成（70.6％）的比例，隨著年齡增長其使用網路

的比例愈低。在網路使用者之學歷方面則以高學歷為主，網路使用者之學

歷在專科、大學以上者約佔七成（70.2％），在職業等級方面，網路使用者

以中低、中高級白領階級以上為主，共佔 81.3％。而在使用者的居住地區

方面以北部地區為多數（31.7％），然中部、南部與東部等地區之比例則皆

為22-23％之間，故除了北部地區比例較高外，其餘地區並無差異。 

因此，在網路使用人口的描述方面，台灣在1999年底的網路使用人口

特徵仍以男性為較多數，但根據過去的調查顯示，男女上網的比例已漸趨

相等，未來預期男女在使用網路方面將無顯著差異。除性別的差異外，網

路使用者有年輕、高學歷、且為白領階級等特徵。可見網路的使用仍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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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別，局限於某些族群，並未普及到各個年齡層，以及各個社會階層當

中，此亦為將來政府推動上網人口可以致力的方向。 

第二節  網路使用行為特徵 

而在使用網路的年數方面，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的網齡在兩年以下，

共佔 61.0％的比例，而 38.0％的網路使用者網齡在三年以上，可見多數的

網路使用者在近兩年內才開始有使用電腦網路的習慣。而網齡與使用者之

年齡有關，年紀介於 20 至 49 歲者網齡較長，20 歲以下與 50 歲以上的網

路使用者網齡較短，可見年紀較輕者以及年長者之網路使用經驗較短，亦

是有待開發的兩個年齡層。而在每次上網的時間方面，大部分的使用者每

次上網時間介於半小時與兩小時間間，共有 59.6％的比例。而最常上網的

地點是在家裡面。 

在上網人口中有使用 WWW經驗者共佔 78.7％，而在入口網站方面以

奇摩站的使用比例最高。網路使用者中有超過六成的使用者沒有使用過

BBS，在將近四成（37.3％）的 BBS 使用人口中，最長瀏覽的討論區以休

閒娛樂的類型為較多數（16.8％）。相較於 WWW 與 BBS 的使用人口，使

用過新聞討論群的比例更低，在上網人口中僅有20.6％。 

第三節  電腦網路之使用動機 

 在網路使用動機方面，受訪者對在各個動機方面的回答可以整理成表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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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１   網路使用動機之重要性 

動機 重要 不重要

找資料 78.5％ 19.7％

跟朋友聯絡 44.1％ 54.2％

打發時間、純娛樂 52.6％ 46.2％

結交新朋友 18.0％ 80.8％

增加和別人聊天話題 40.2％ 58.5％

發表自己意見 39.1％ 58.7％

知道最新消息 79.4％ 19.4％

購物 22.6％ 75.1％

了解政治消息 35.1％ 63.7％

滿足好奇心 64.6％ 34.9％

接觸情色資訊 16.1％ 81.6％

註一：「重要」一欄由問卷選項中之「很重要」及「有點重要」合併而成，「不

重要」一欄則由問卷選項中之「不太重要」與「很不重要」合併而

成。 

註二：「重要」與「不重要」兩者百分比之總和未達 100％者，表示有少部分

受訪者在此題上未表示意見。 

 

在網路使用的動機方面，由本次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網路

使用人口中有近八成（78.5％）的使用者認為網路在找資料方面重要，在

知道最新消息方面，認為網路重要的受訪者則高達 79.4％。可見近八成的

使用者認為在找資料以及知道最新消息方面，網路對自己而言相當重要，

肯定了網路在扮演新知識來源的角色，在未來亦可繼續增強網路此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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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維繫固定使用者的成長。認為網路在滿足好奇心方面重要者合計亦

達 64.6％，可見大部分的使用者皆肯定網路在滿足好奇心方面的重要性。

而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則覺得重要者之比例為 52.6％，略高於認為不

重要之46.2％。 

至於結交新朋友方面，認為網路不重要者高達八成（80.8％），可見大

多數使用者仍未將網路視為結交新朋友的重要媒介。在增加和別人聊天話

題方面，認為網路不重要者近六成（58.5％），在發表自己意見方面，亦有

近六成（58.7％）的使用者認為網路不重要；顯示網路在增加和別人聊天

話題以及發表意見方面並未完全發揮其功能。 

認為認為網路在購物方面不重要的網路使用者合計高達 75.1％，認為

很重要者僅佔 8％，可見對大多數使用者而言，網路購物仍是不具重要性

的。在瞭解政治消息方面，則有六成（63.7％）的網路使用者認為網路不

甚重要。 

由研究結果可知，網路使用者的使用之主要動機為尋求人際交網與娛

樂、滿足好奇心、找資料等方面。 

第四節  其他媒體接觸行為 

在接觸電視時間方面，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台灣全體民眾每天花

兩小時以上看電視者最多，達50.6％，而完全不看電視之受訪者僅佔2.3

％，可見看電視仍是台灣民眾接觸時間最多的媒體。收聽廣播方面，有

高達 41.7％的民眾表示完全不聽廣播，而每天花兩個小時以上聽廣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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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佔 18.0％，可見廣播的觸及率仍不高。閱報時間方面，台灣全體民眾

完全不看報紙者最多，有近三成（28.8％）的比例；其次則是24.3％的人

每天花 30 分鐘以下的時間看報，而每天閱報兩個小時以上者僅有 4.7％

的比例，顯示了現代人無暇看報的狀況。 

第五節  對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在4447位受訪者中，表示對政府所推動的「電子化政府」滿意者最多，

佔四成（40.3％），但其次便是無反應者，佔35.9％。雖然有40％的民眾滿

意政府所推動的「電子化政府」，但仍有近 40％的人對此無反應，可能是

根本沒接觸過電子化政府，或是瞭解不深之故，值得繼續探討無反應的原

因。而男性對於電子化政府較不滿意的程度顯著高於女性，另外，年紀較

輕與中等學歷者對電子化政府的滿意度較高。 

第六節 研究建議 

關於台灣電腦網路之使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四點建議，並區分為長、

中、短期等建議。 

一、 長期建議 

（一）定期追蹤網路使用人口之結構 

由於台灣網路使用人口持續在增加當中，因此上網人口之結構以及網

路使用行為應該有長期的追蹤調查，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大型而完整的網

路使用人口結構與網路使用行為之調查（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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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二）持續推動電腦網路使用與普及 

根據本研究之機率抽樣調查，在 4447為受訪者當中，僅有將近三成

（28.9％）之受訪者有使用過電腦網路之經驗，顯示電腦網路之使用仍未

普及，在政府大力推動民眾上網的政策之下，多數民眾仍無上網之習慣，

足見上網之推動仍有努力之空間。此外，上網人口明顯及集中某些社會族

群當中，包括年輕、較高學歷者，其他階層之民眾的上網需要政府在加強

推動與宣導以避免造成資訊鴻溝。 

至於政府可著手之處，除了目前進行中的從中小學推動上網之外，亦

可推動社區上網活動。由於撥接費用仍偏高，使得上網成為一種負擔，政

府可以社區為單位，鋪設寬頻網路，設置網路中心，如同地方圖書館一樣

對社區居民免費開放；如此一來上網的經濟負擔被免除，速度大大提升，

民眾可就近使用網路。另外，網路中心亦可開設網路入門課程，教育一般

民眾上網；除此之外，政府亦可在網路中心電腦室設置專員引導網路初學

者使用，如此結合在地性與適當的引導入門，應可促進更多民眾上網。在

推動電腦使用教育普及化方面，可與資策會合作或與其他教育機構共同進

行推廣工作（主辦機關：教育部；協辦機關：各地方教育局）。 

二、 中期建議 

關於電子化政府方面之課題，本研究所探討的層面較少，而目前電子

化政府的腳步多仍屬於網頁的建構，以提供政府相關資訊為主，至於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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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互動方面之落實仍為全面普及，仍須相當之投入。 

建議將來應針對政府部門在電子化政府之推動方面，以及民眾對電子

化政府之瞭解與使用情形兩個層面應有更深入之研究。一方面了解電子化

政府在落實面上所達到的成果為何，另一方面則從民眾使用者來了解電子

化政府在實際操作上所達到的效果以及問題為何（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

會；協辦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三、 短期建議 

（一）對於網路使用行為及動機進行質性研究。 

目前對於網路使用者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量化的研究方面，以探討上

網人口比例以及人口結構等問題，但對於網路使用動機以及網路使用行為

方面，實需要更深入的質性研究予以補強，以更細緻地了解網路使用者的

使用動機為何，且在網路使用的經驗中，所面臨的問題為何，以作為政府

將來改善會推進網路使用建設上面之參考；並可作為其他後續研究之基礎

（主辦機關：行政院研考會；協辦機關：民間專業機構）。 

（二）政府資料上網透明化 

   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在1293 位回答者中，認為在找資料方面，網

路對自己有點重要和很重要的受訪者合計高達 78.5％，可見在找資料方

面，大部分的使用者認為網路很重要，在上網動機方面高居第一。既然

大部分的使用者上網動機是找資料， 那麼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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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致力於內容的充實，將更多政府資料----公文往來、統計資料、各部會

相關資料等公開上傳至網站上，供民眾上網查詢（主辦單位：行政院研

考會；協辦機關：研考會資訊管理處）。 

除了資料透明化之外，亦應注意使用者的方便性，依照使用者習慣

進行介面設計，從版面設計、搜尋引擎方面著手，務求使用者在連上政

府網站時，能夠迅速而方便地找到想要的資訊。如此一來，不但能滿足

民眾上網動機，亦可以達到政府資訊透明化，使得資訊流通更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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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 卷 

 

工 作 區：                  座位號碼：                        督導A：        督導B：        

訪員編號：                  訪員簽名：                        日期：      月      日 

 

（如因電腦當機而手動輸入者，請詳填以上資料，輸入完畢後勿再使用，逕交專任助理保存，謝謝） 

 

 

                                                            

                  ┌─┬─┬─┬─┐                      ┌─┬─┬─┬─┐ 

         問卷編號 │  │  │  │  │（訪員免填） 樣本編號 │  │  │  │  │ 

                  └─┴─┴─┴─┘                      └─┴─┴─┴─┘ 

 
「台灣地區網際網路使用」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王石番教授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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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正在做一項關於網際網路使用問題的研究，有幾 

       個問題想請教您。 

 

          首先想請您家中年滿十二歲以上的人一共有（男性／女性）有          人， 

       （訪員請按戶中抽樣原則，抽出受訪對象），哪麼，麻煩請                來聽電話 

       好嗎？我們想請教他一些問題，謝謝！ 

 

 

                        **請轉記受訪者的稱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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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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平時有沒有使用網際網路？ 

 

     ┌──────┐   

     │01. 從來沒有│─────→跳問第２６題 

     └──────┘   

     ┌──────┐  ┌──────┐  ┌──────┐ 

     │02. 很少使用│  │03. 偶爾使用│  │04. 經常使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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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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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那您使用網際網路有多久了？ 

 

     ┌──────┐  ┌──────────┐  ┌──────────┐ 

     │01. 半年以內│  │02. 半年以上一年以下│  │03. 一年以上兩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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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4. 兩年以上三年以下│  │05. 三年以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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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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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請問您通常每次上網際網路多久？ 

 

   ┌───────┐┌─────────┐┌─────────┐┌─────────┐ 

   │01. 半小時以下││02. 半小時到一小時││03. 一小時到二小時││04. 二小時到三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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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三小時到四小時││06. 四小時到五小時││07. 五小時到六小時│ 

   └─────────┘└─────────┘└─────────┘ 

   ┌─────────┐┌────────┐┌──────┐┌──────┐ 

   │08. 六小時到七小時││09. 七小時及以上││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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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請問您最常在哪裡上網際網路？ 

 

     ┌─────────┐ ┌───────┐  

     │01. 家裡(居住處所)│ │02. 學校、宿舍│  

     └─────────┘ └───────┘  

     ┌──────┐┌───────────┐ 

     │03. 工作場所││04. 網路咖啡廳（餐廳）│ 

     └──────┘└───────────┘ 

     ┌───────┐ ┌──────┐ ┌──────┐ 

     │05. 其他      │ │98. 不 知 道│ │95. 拒    答│ 

     └───────┘ └──────┘ └──────┘ 

 

  ５．請問您是否常常使用WWW的網站？ 

 

     ┌──────┐   

     │01. 從來沒有│─────→跳問第８題 

     └──────┘   

     ┌──────┐  ┌──────┐  ┌──────┐ 

     │02. 很少使用│  │03. 偶爾使用│  │04. 經常使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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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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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去那一個網站？ 

 

     ┌─────┐┌──────┐┌────────┐┌─────┐ 

     │01. Hinet ││02. SEEDNet ││03. 奇摩站(Kimo)││04. 蕃薯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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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新浪網(Sina)││06. 台灣網路資源索引(Openfind)││07. 哇塞中文網(What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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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 中文雅虎(Yahoo) ││09. 其他____││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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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去那一個網站？ 

 

     ┌─────┐┌──────┐┌────────┐┌─────┐ 

     │01. Hinet ││02. SEEDNet ││03. 奇摩站(Kimo)││04. 蕃薯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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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新浪網(Sina)││06. 台灣網路資源索引(Openfind)││07. 哇塞中文網(What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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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中文雅虎(Yahoo) ││09. 其他____││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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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請問您是否常常使用BBS的網站？ 

 

     ┌──────┐   

     │01. 從來沒有│─────→跳問第１１題 

     └──────┘   

     ┌──────┐  ┌──────┐  ┌──────┐ 

     │02. 很少使用│  │03. 偶爾使用│  │04. 經常使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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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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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BBS站是那一個？ 

 

     ┌──────┐┌────────┐┌────────┐┌────────┐ 

     │01. 台大椰林││02. 政大貓空行館││03. 淡江蛋卷廣場││04. 中山計中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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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中央龍貓││06. 清大電機││07. 交大資科│ 

     └──────┘└──────┘└──────┘ 

     ┌──────┐┌──────┐┌──────┐ 

     │08. 其他____││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 

 

  １０．請問您在BBS上最常瀏覽那一個版面？ 

 

       ┌──────┐┌──────┐┌──────┐┌───────────┐ 

       │01. 電腦知識││02. 學術科學││03. 體育健身││04. 資訊交流/經驗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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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 藝術文化││06. 社會關懷││07. 休閒娛樂││08. 知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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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 其他____││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 

  １１．請問您最常在網際網路上進行那些活動？(複選，最多三項) 

 

       ┌──────┐┌────────────┐┌────────┐ 

       │01. 抓取軟體││02. 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料││03. 閱讀新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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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瀏覽生活休閒資訊││05. 運用線上資料庫││06. 瀏覽影視娛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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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 理財││08. 瀏覽醫療保健資訊││09. 玩線上遊戲││10. 聊天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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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購物││12. 上成人網││13. 通信(e-mail)││14. 瀏覽及參與熱門活動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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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其他____││96. 很 難 說││97. 無 意 見││98. 不 知 道││95. 拒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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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上網路的動機對您的重要性的問題    **** 

 

 

  １２．在找資料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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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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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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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在跟朋友聯絡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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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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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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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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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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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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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在結交新朋友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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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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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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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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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在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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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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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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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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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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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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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在知道最新的訊息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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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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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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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在購物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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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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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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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在瞭解候選人動態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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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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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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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在滿足好奇心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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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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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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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在接觸成人資訊方面，您覺得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01. 很不重要││02. 不太重要││03. 有點重要││04. 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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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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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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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接觸媒體的問題    **** 

 

 

  ２３．請問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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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３０分鐘以下││02. ３１－６０分鐘││03.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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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05. 二小時以上││06. 偶爾看││07. 完全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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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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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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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請問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聽廣播？ 

 

       ┌────────┐┌─────────┐┌─────────────┐ 

       │01. ３０分鐘以下││02. ３１－６０分鐘││03.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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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05. 二小時以上││06. 偶爾看││07. 完全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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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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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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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請問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看報紙？ 

 

       ┌────────┐┌─────────┐┌─────────────┐ 

       │01. ３０分鐘以下││02. ３１－６０分鐘││03. 一小時以上一小時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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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 一小時半以上二小時以下││05. 二小時以上││06. 偶爾看││07. 完全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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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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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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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關於政治與社會方面的問題    **** 

 

 

  ２６．如果用一把從０到１０的尺來表示您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其中，０表示您

很不滿意，１０表示您很滿意，請問您的滿意程度是多少？ 

 

                              ┌──────┐   ┌──────┐ 

                              │ 95.拒 答   │   │ 98.不知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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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請問您覺得目前我們社會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那些？(複選，最多三項) 

 

       ┌──────┐ ┌──────┐ ┌──────┐ ┌──────┐ 

       │ 01.社會福利│ │ 02.經濟發展│ │ 03.環境保護│ │ 04.充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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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5.社會治安│ │ 06.兩岸關係│ │ 07.廉能政府│ │ 08.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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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9.國家安全│ │ 10.國家外交│ │ 11.公共建設│ │ 12.其他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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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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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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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的是：________________ 

   第二需要的是：______________ 

   第三需要的是：______________ 

 

  ２８．在選舉期間，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接觸或參加一些活動，請問您是否有閱讀候選人的文宣或傳

單？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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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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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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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是否有拜託親友投票給您支持的候選人？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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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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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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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是否有參加候選人或政黨舉辦的競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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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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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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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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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是否曾在網路上閱讀選舉方面的消息？(第一題回答從來沒有使用過網際網路者， 

跳過第３１題到３６題，續問第３７題)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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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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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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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是否曾在網路上與他人談論政治上的問題（包含參加網路意見調查）？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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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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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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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是否曾在網路上進入候選人的網站瞭解候選人的消息？ 

 

       ┌──────┐     ┌────┐      ┌────┐    ┌────┐ 

       │ 01.從來沒有│     │ 02.很少│      │ 03.偶爾│    │ 04.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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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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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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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是否有在網路上進入候選人的網站表達意見？ 

 

       ┌────┐     ┌────┐      ┌────┐    ┌──────┐ 

       │ 01.經常│     │ 02.有時│      │ 03.很少│    │ 04.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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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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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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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請問在本次總統選舉期間，您曾經進入那些候選人的網站了解選舉消息？(複選) 

 

       ┌─────┐ ┌─────┐ ┌─────┐ ┌─────┐ 

       │ 01.連戰  │ │02.陳水扁 │ │03.李  敖 │ │04.宋楚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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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5.許信良│ │ 06.鄭邦鎮│  

       └─────┘ └─────┘  

       ┌─────┐ ┌─────┐ ┌─────┐ 

       │07.都沒有 │ │ 98.不知道│ │ 95.拒 答 │─────→跳問第３７題 

       └─────┘ └─────┘ └─────┘ 

 

 

  ３６．請問您覺得那一位候選人的網站設計的最好？ 

 

       ┌─────┐ ┌─────┐ ┌─────┐ ┌─────┐ 

       │ 01.連戰  │ │02.陳水扁 │ │03.李  敖 │ │04.宋楚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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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5.許信良│ │ 06.鄭邦鎮│ │07.都  好 │ │08.都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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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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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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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請問上次（民國八十五年）的總統選舉時，您是將選票投給哪一位總統候選人？   

 

       ┌──────┐ ┌──────┐ ┌──────┐ ┌──────┐ 

       │ 01.陳履安  │ │ 02.李登輝  │ │ 03.彭明敏  │ │ 04.林洋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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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5.沒有去投票    │ │ 06.投廢票  │ │ 91.當時沒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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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忘了  │ │ 98.不知道│ │ 95.拒 答 │ 

       └─────┘ └─────┘ └─────┘ 

 

  ３８．請問您在本次（民國八十九年）總統選舉中，在連戰、陳水扁、李敖、宋楚瑜、許信良與鄭

邦鎮（名單順序隨機出現）等六名候選人當中，您會將選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   

 

       ┌─────┐ ┌─────┐ ┌─────┐ ┌─────┐ 

       │ 01.連戰  │ │02.陳水扁 │ │03.李  敖 │ │04.宋楚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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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5.許信良│ │ 06.鄭邦鎮│ │07.未決定 │ 

       └─────┘ └─────┘ └─────┘ 

       ┌───────┐ ┌─────────┐ ┌─────┐ 

       │ 08.不會去投票│ │ 91.還沒有投票權  │ │ 95.拒 答 │ 

       └───────┘ └─────────┘ └─────┘ 

 

  ３９．那請問您最不可能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 ┌─────┐ ┌─────┐ ┌─────┐ 

       │ 01.連戰  │ │02.陳水扁 │ │03.李  敖 │ │04.宋楚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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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5.許信良│ │ 06.鄭邦鎮│ │07.未決定 │ 

       └─────┘ └─────┘ └─────┘ 

       ┌───────┐ ┌─────────┐ ┌─────┐ 

       │ 08.不會去投票│ │ 91.還沒有投票權  │ │ 95.拒 答 │ 

       └───────┘ └─────────┘ └─────┘ 

 

  ４０．台灣跟大陸兩岸的關係很受大家的關心，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以下幾種看

法中的那一種？   

       ┌─────────────┐┌─────────────┐ 

       │ 01.儘快統一              ││ 0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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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2.儘快獨立              ││ 0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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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統一或獨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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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問卷 

 87

 

  ４１．我們社會上總是有人說他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民進黨的」，有人說

他是「支持新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建國黨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

「支持民進黨的」、「支持新黨的」，「支持建國黨的」，還是支持其它政黨？ 

 

       ┌────────┐     ┌──────────────────┐ 

       │┌──────┐│     │ ┌──────┐  ┌──────┐ │ 

       ││ 01.國民黨  ││     │ │ 05.都支持  │  │ 07.其他    │ │ 

       │└──────┘│     │ └──────┘  └──────┘ │ 

       │┌──────┐│     │ ┌──────┐  ┌──────┐ │ 

       ││ 02.民進黨  ││     │ │ 06.都不支持│  │ 98.不知道  │ │ 

       │└──────┘│     │ └──────┘  └──────┘ │ 

       │┌──────┐│     │ ┌─────┐                     │ 

       ││ 03.新  黨  ││     │ │ 95.拒答  │                     │ 

       │└──────┘│     │ └─────┘                     │ 

       │┌──────┐│     └─────────┬────────┘ 

       ││ 04.建國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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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b．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 │ 

               ↓              │     向新黨、偏向建國黨，或是都不偏？ │ 

       ┌──────────┐│                                      │ 

       │41a．請問您是非常支 ││   ┌──────┐  ┌──────┐ │ 

       │     常支持這一個政 ││   │ 03.偏國民黨│  │ 04.偏民進黨│ │ 

       │     黨，還是普普通 ││   └──────┘  └──────┘ │ 

       │     通？           ││   ┌─────┐    ┌──────┐ │ 

       │                    ││   │ 05.偏新黨│    │ 06.偏建國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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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非常  │  ││   ┌─────┐    ┌────┐     │ 

       │    └─────┘  ││   │ 07.都不偏│    │ 08.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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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2.普通  │  ││   ┌─────┐    ┌────┐     │ 

       │    └─────┘  ││   │ 98.不知道│    │ 95.拒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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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請問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建國黨這四個政黨中，您最不支持哪一個政黨？ 

 

       ┌─────┐  ┌─────┐   ┌─────┐    ┌─────┐ 

       │ 01.國民黨│  │ 02.民進黨│   │ 03. 新 黨│    │ 04.建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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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1.都支持│  │ 92.都不支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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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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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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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台灣人│    │02.都 是│    │03. 中國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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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問題    **** 

 

 

  ４４．請問您是民國那一年出生的？（說不出的改問：您今年幾歲？由訪員換算成出生 

      年：即88－歲數＝出生年次） 

 

                                  ┌────┐ 

                    年            │95. 拒答│ 

                                  └────┘ 

 

 

  ４５．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福佬)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  ┌───────┐   ┌───────┐ 

       │ 01.本省客家人│  │ 02.本省閩南人│   │ 03.大陸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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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4.原 住 民│    │ 98.不 知 道│     │ 95. 拒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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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請問您最高的學歷是什麼（讀到什麼學校）？ 

 

       ┌─────────┐┌─────┐┌──────┐┌──────┐ 

       │ 01.不識字及未入學││ 02.小  學││ 03.國、初中││ 04.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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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5.專科  │  │ 06.大  學│  │ 07.研究所及以上│  │ 95.拒  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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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請問您的職業是什麼？ 

 

 

┌────────────────────────────────────────┐ 

│１．  ┌─────┐┌─────────┐┌─────────┐                │ 

│主管→│101. 民代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                │ 

│人員  └─────┘└─────────┘└─────────┘                │ 

│      ┌─────────┐  ┌──────────────────────┐  │ 

│      │104. 民營事業主管 │  │105.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  │ 

│      └─────────┘  └──────────────────────┘  │ 

│      ┌────────────────────────┐                      │ 

│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                      │ 

│      └────────────────────────┘                      │ 

│２．  ┌────────────────┐┌────────────────┐  │ 

│專業→│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  │ 

│人員  └────────────────┘└────────────────┘  │ 

│      ┌──────────────────────────────┐          │ 

│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 

│      │205. 會計師 │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   │ 

│      └──────┘  └───────────┘ └───────────┘   │ 

│      ┌─────────────────┐    ┌─────┐                  │ 

│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    │209. 律師 │                  │ 
│      └─────────────────┘    └─────┘                  │ 

│      ┌─────────┐  ┌──────────────────────┐  │ 

│      │210. 宗教工作者   │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  │ 

│      └─────────┘  └──────────────────────┘  │ 

│      ┌───────────────────┐┌──────────────┐│ 

│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      └───────────────────┘└──────────────┘│ 

│      ┌──────────────┐  ┌───────────┐              │ 

│      │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              │ 

│      └──────────────┘  └───────────┘              │ 

│３．  ┌────────────────┐ ┌─────────┐               │ 

│佐理→│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 │302. 民營事業職員 │               │ 

│人員  └────────────────┘ └─────────┘               │ 

│      ┌─────────┐                                                    │ 

│      │303. 買賣業務人員 │                                                    │ 

│      └─────────┘                                                    │ 

│４．  ┌──────────────────────────┐                  │ 

│服務→│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                  │ 

│人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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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 

│農林→│501. 農林漁牧 │                                                        │ 

│漁牧  └───────┘                                                        │ 

│６．  ┌────────────────┐┌─────────┐                │ 

│勞工→│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                │ 

│      └────────────────┘└─────────┘                │ 

│７．  ┌─────┐                                                            │ 

│學生→│701. 學生 │                                                            │ 

│      └─────┘                                                            │ 

│８．  ┌──────────┐                                                  │ 

│軍警→│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                                                  │ 

│      └──────────┘                                                  │ 

│９．  ┌──────────┐┌─────────┐                            │ 

│家管→│901. 沒有做家庭代工 ││902. 有做家庭代工 ├─┐                        │ 

│      └──────────┘└─────────┘  │                        │ 

│      ┌─────────────────┐          │                        │ 

│      │903. 家裡有事業，有幫忙但未領薪水 ├─────┼─→續問４８            │ 

│      └─────────────────┘          │                        │ 

│      ┌────────────────┐            │                        │ 

│      │904. 家裡有事業，有幫忙且領薪水 ├──────┘                        │ 

│      └────────────────┘                                      │ 

│      ┌─────────┐┌─────┐┌─────┐                        │ 

│      │905. 失業、退休者 ││911. 其他 ││995. 拒答 │                        │ 

│      └──┬──────┘└─────┘└─────┘                        │ 

│            └→跳問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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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請問您先生（或太太）的職業是什麼？（若已失業、退休者，追問失業、退休前之 
      職業） 
 
┌────────────────────────────────────────┐ 
│１．  ┌─────┐┌─────────┐┌─────────┐                │ 
│主管→│101. 民代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                │ 
│人員  └─────┘└─────────┘└─────────┘                │ 
│      ┌─────────┐  ┌──────────────────────┐  │ 
│      │104. 民營事業主管 │  │105.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  │ 
│      └─────────┘  └──────────────────────┘  │ 
│      ┌────────────────────────┐                      │ 
│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                      │ 
│      └────────────────────────┘                      │ 
│２．  ┌────────────────┐┌────────────────┐  │ 
│專業→│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  │ 
│人員  └────────────────┘└────────────────┘  │ 
│      ┌──────────────────────────────┐          │ 
│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 
│      │205. 會計師 │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   │ 
│      └──────┘  └───────────┘ └───────────┘   │ 
│      ┌─────────────────┐    ┌─────┐                  │ 
│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    │209. 律師 │                  │ 
│      └─────────────────┘    └─────┘                  │ 
│      ┌─────────┐  ┌──────────────────────┐  │ 
│      │210. 宗教工作者   │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  │ 
│      └─────────┘  └──────────────────────┘  │ 
│      ┌───────────────────┐┌──────────────┐│ 
│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      └───────────────────┘└──────────────┘│ 
│      ┌──────────────┐  ┌───────────┐              │ 
│      │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              │ 
│      └──────────────┘  └───────────┘              │ 
│３．  ┌────────────────┐ ┌─────────┐               │ 
│佐理→│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 │302. 民營事業職員 │               │ 
│人員  └────────────────┘ └─────────┘               │ 
│      ┌─────────┐                                                    │ 
│      │303. 買賣業務人員 │                                                    │ 
│      └─────────┘                                                    │ 
│４．  ┌──────────────────────────┐                  │ 
│服務→│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                  │ 
│人員  └──────────────────────────┘                  │ 
│５．  ┌───────┐                                                        │ 
│農林→│501. 農林漁牧 │                                                        │ 
│漁牧  └───────┘                                                        │ 
│６．  ┌────────────────┐┌─────────┐                │ 
│勞工→│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                │ 
│      └────────────────┘└─────────┘                │ 
│７．  ┌─────┐                                                            │ 
│學生→│701. 學生 │                                                            │ 
│      └─────┘                                                            │ 
│８．  ┌──────────┐                                                  │ 
│軍警→│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                                                  │ 
│      └──────────┘                                                  │ 
│９．  ┌────────┐    ┌─────────────┐                    │ 
│其他→│901. 配偶已去逝 │    │902. 沒有配偶（含已離異） │                    │ 
│      └────────┘    └─────────────┘                    │ 
│      ┌─────┐┌─────┐                                              │ 
│      │911. 其他 ││995. 拒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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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請問您以前（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 
┌────────────────────────────────────────┐ 
│１．  ┌─────┐┌─────────┐┌─────────┐                │ 
│主管→│101. 民代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                │ 
│人員  └─────┘└─────────┘└─────────┘                │ 
│      ┌─────────┐  ┌──────────────────────┐  │ 
│      │104. 民營事業主管 │  │105.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  │ 
│      └─────────┘  └──────────────────────┘  │ 
│      ┌────────────────────────┐                      │ 
│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                      │ 
│      └────────────────────────┘                      │ 
│２．  ┌────────────────┐┌────────────────┐  │ 
│專業→│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  │ 
│人員  └────────────────┘└────────────────┘  │ 
│      ┌──────────────────────────────┐          │ 
│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        │ 
│      └───────────────────────────────┘        │ 
│      ┌──────┐  ┌───────────┐ ┌───────────┐   │ 
│      │205. 會計師 │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   │ 
│      └──────┘  └───────────┘ └───────────┘   │ 
│      ┌─────────────────┐    ┌─────┐                  │ 
│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    │209. 律師 │                  │ 
│      └─────────────────┘    └─────┘                  │ 
│      ┌─────────┐  ┌──────────────────────┐  │ 
│      │210. 宗教工作者   │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  │ 
│      └─────────┘  └──────────────────────┘  │ 
│      ┌───────────────────┐┌──────────────┐│ 
│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      └───────────────────┘└──────────────┘│ 
│      ┌──────────────┐  ┌───────────┐              │ 
│      │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              │ 
│      └──────────────┘  └───────────┘              │ 
│３．  ┌────────────────┐ ┌─────────┐               │ 
│佐理→│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 │302. 民營事業職員 │               │ 
│人員  └────────────────┘ └─────────┘               │ 
│      ┌─────────┐                                                    │ 
│      │303. 買賣業務人員 │                                                    │ 
│      └─────────┘                                                    │ 
│４．  ┌──────────────────────────┐                  │ 
│服務→│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                  │ 
│人員  └──────────────────────────┘                  │ 
│５．  ┌───────┐                                                        │ 
│農林→│501. 農林漁牧 │                                                        │ 
│漁牧  └───────┘                                                        │ 
│６．  ┌────────────────┐┌─────────┐                │ 
│勞工→│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                │ 
│      └────────────────┘└─────────┘                │ 
│７．  ┌─────┐                                                            │ 
│學生→│701. 學生 │                                                            │ 
│      └─────┘                                                            │ 
│８．  ┌──────────┐                                                  │ 
│軍警→│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                                                  │ 
│      └──────────┘                                                  │ 
│９．  ┌─────┐┌─────┐                                              │ 
│其他→│911. 其他 ││995. 拒答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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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請問您個人一個月總收入是多少？ 
 
 
       ┌──────┐     ┌────────┐    ┌────────┐ 
       │ 01.沒有收入│     │ 02.一萬五千以下│    │ 03.一萬五至三萬│ 
       └──────┘     └────────┘    └────────┘ 
       ┌─────────┐ ┌─────────┐┌─────────┐ 
       │ 04.三萬以上至五萬│ │ 05.五萬以上至七萬││ 6. 七萬以上至十萬│ 
       └─────────┘ └─────────┘└─────────┘ 
       ┌──────────┐ ┌───────┐ ┌─────┐ 
       │ 07.十萬以上至二十萬│ │ 08.二十萬以上│ │ 95.拒 答 │ 
       └──────────┘ └───────┘ └─────┘ 

       ┌──────┐       ┌──────┐ 

       │ 98.不 知 道│       │ 95.拒    答│ 

       └──────┘       └──────┘ 

 

 

  ５１．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區是： 

 

                         縣（市）                     鄉鎮市區 

 

 

 

         ┌───────────────────────────┐ 

         │                                                      │ 

         │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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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 

 

 

 

                    ┌─────┐    ┌─────┐ 

   ５２．性別：     │01. 男  性│    │02. 女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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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訪問使用語言： 

 

        ┌────┐   ┌────┐   ┌────┐   ┌──────┐ 

        │01.國 語│   │02.臺 語│   │03.客 語│   │04.國、臺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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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國、客語 │   │06.其他     │ 

   

 

 

 

         訪問結束時間          時        分，共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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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交叉分析表 
 ─────────────────────────────────── 
                        １請問您平時有沒有使用電腦網路？ 
                  ────────────────────── ──── 
                  從來沒有 很少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70.9%     7.6%    13.2%     8.1%      .2%    4447 
 
 性別               *** 
 男性               68.1%     8.2%    13.8%     9.7%      .2%    2268  
 女性               73.8%     7.0%    12.6%     6.5%      .2%    2178 
 
 年齡               *** 
 12至 19歲          41.5%    16.1%    31.4%    10.9%      .1%     750 
 20至 29歲          49.0%    10.5%    22.0%    18.1%      .4%     897 
 30至 39歲          72.7%     7.6%    11.0%     8.4%      .2%     933 
 40至 49歲          87.1%     4.5%     5.0%     3.5%      .0%     759 
 50至 59歲          95.6%     2.1%     1.2%     1.1%      .0%     409 
 60歲及以上         99.0%      .3%      .2%      .5%      .0%     599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95.0%     1.4%     3.0%      .6%      .0%    1143 
 國、初中           76.8%     7.7%    11.9%     3.5%      .1%     958 
 高中、職           71.4%     9.3%    14.3%     4.8%      .2%    1403 
 專科               41.4%    13.1%    25.6%    19.8%      .1%     487 
 大學及以上         24.6%    12.7%    25.6%    36.4%      .7%     425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68.1%     9.1%    13.6%     9.3%      .0%     515 
 本省閩南人         72.5%     7.3%    12.9%     7.1%      .1%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62.6%     8.3%    14.8%    13.8%      .5%     494 
 原住民             82.9%     5.4%     7.1%     4.6%      .0%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72.4%     6.9%    12.9%     7.8%      .0%    1624 
 都是               66.0%     9.0%    14.9%     9.7%      .3%    2051 
 中國人             74.7%     7.0%    12.7%     5.6%      .0%     42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57.2%    10.4%    19.9%    12.3%      .2%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66.6%     9.4%    14.3%     9.7%      .1%    1022 
 農林漁牧           98.7%      .6%      .5%      .0%      .2%     341 
 藍領               91.3%     3.2%     3.8%     1.6%      .1%     976 
 其他               92.7%     1.6%     3.9%     1.8%      .0%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86.0%     3.6%     6.6%     3.7%      .0%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70.1%     8.5%    14.7%     6.6%      .1%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67.9%     9.8%    14.1%     8.2%      .0%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56.9%    10.4%    19.1%    13.2%      .4%     752 
 非常支持新黨       68.4%     8.9%     5.0%    17.7%      .0%      14 
 普通支持新黨       44.3%     8.9%    25.4%    20.4%     1.0%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64.5%    24.3%      .0%    11.1%      .0%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69.8%    16.1%     8.4%     5.7%      .0%      10 
 中立無反應         76.0%     6.4%    10.7%     6.9%      .1%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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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75.5%     7.1%     8.7%     8.7%      .0%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63.6%    10.1%    14.4%    11.7%      .1%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61.1%     9.5%    18.3%    10.8%      .4%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82.2%     5.2%     9.0%     3.7%      .0%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8.5%    11.0%    17.5%    12.8%      .1%     580 

 儘快獨立           70.4%     7.8%    16.4%     5.4%      .0%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64.8%     7.8%    15.3%    11.8%      .3%    1782 

 中部               75.3%     7.0%    12.6%     5.2%      .0%    1272 

 南部               74.3%     7.8%    11.1%     6.6%      .1%    1123 

 東部               74.4%     9.8%    10.9%     4.5%      .4%     217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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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那請問您使用電腦網路有多久了？ 
                  ─────────────────────────── ──── 
                  半年以內 半年以上 一年以上 兩年以上 三年以上  無反應  回答人數 
                           一年以下 兩年以下 三年以下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22.7%    14.7%    23.6%    17.9%    20.1%     1.0%    1293 
 
 性別 
 男性               23.6%    13.8%    23.1%    17.3%    21.7%      .6%     723 
 女性               21.6%    15.9%    24.2%    18.6%    18.1%     1.6%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32.3%    15.4%    24.5%    14.4%    11.3%     2.2%     439 
 20至 29歲           15.7%    14.7%    22.4%    19.6%    27.1%      .5%     458 
 30至 39歲           18.6%    14.8%    25.2%    18.7%    22.3%      .5%     254 
 40至 49歲           19.8%    12.3%    23.6%    19.1%    25.2%      .0%      98 
 50至 59歲           34.9%     8.0%    12.3%    41.6%     3.2%      .0%      18 
 60歲及以上           .0%    12.0%    33.3%    33.0%    21.7%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47.7%     5.5%    23.9%    12.3%     8.6%     2.0%      57 
 國、初中           36.7%    17.2%    24.4%    12.0%     7.8%     1.9%     222 
 高中、職           26.2%    18.7%    24.1%    17.5%    12.0%     1.4%     402 
 專科               16.5%    15.8%    24.7%    20.2%    22.5%      .2%     285 
 大學及以上          9.5%     8.8%    21.1%    21.4%    38.8%      .4%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7.0%    14.8%    23.2%    15.5%    18.9%      .7%     164 
 本省閩南人         22.2%    15.1%    23.6%    19.1%    19.1%     1.0%     893 
 大陸各省市人       16.6%    13.9%    24.6%    17.3%    26.8%      .8%     185 
 原住民             43.6%      .0%    25.5%     4.5%    26.3%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3.3%    16.8%    24.1%    17.0%    17.8%     1.0%     448 
 都是               21.3%    13.6%    23.9%    18.2%    21.8%     1.2%     697 
 中國人             24.8%    15.5%    20.1%    19.6%    20.0%      .0%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23.0%    14.3%    22.8%    18.3%    20.3%     1.3%     853 
 中低、低級白領     19.6%    15.3%    25.2%    17.5%    21.8%      .6%     342 
 農林漁牧           39.5%      .0%      .0%    22.5%    38.1%      .0%       4 
 藍領               29.7%    17.0%    26.4%    16.2%    10.7%      .0%      85 
 其他               31.9%    19.4%    19.0%    12.6%    17.1%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31.4%    13.4%    30.4%     7.6%    17.0%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27.0%    16.2%    20.9%    18.8%    16.1%      .9%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20.3%    12.0%    24.3%    19.8%    22.8%      .8%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8.7%    16.2%    28.4%    14.7%    21.3%      .7%     324 
 非常支持新黨       28.7%    15.4%      .0%    20.4%    35.5%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4.4%    19.0%    22.9%    15.6%    28.1%      .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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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31.3%      .0%      .0%    68.7%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30.8%    50.2%      .0%    19.0%      .0%      .0%       3 
 中立無反應         23.4%    12.8%    21.8%    20.2%    20.3%     1.5%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3.0%     3.9%    26.2%    26.3%    10.6%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8.6%    13.6%    25.2%    18.9%    23.3%      .4%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2.8%    14.6%    23.0%    19.7%    18.5%     1.4%     567 
 永遠維持現狀       29.1%    21.0%    20.8%    12.0%    14.7%     2.4%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6.9%    14.4%    24.6%    18.0%    25.9%      .2%     240 
 儘快獨立           31.1%    13.5%    25.4%    11.7%    18.3%      .0%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0.0%    14.2%    22.7%    17.7%    24.4%     1.0%     627 
 中部               25.4%    15.6%    26.3%    17.4%    14.2%     1.1%     315 
 南部               24.8%    15.4%    22.7%    18.7%    17.5%      .9%     288 
 東部               26.6%    13.7%    22.5%    17.5%    18.2%     1.5%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３請問您平均每次上電腦網路多久？ 
                  ───────────────────────────────────────────── ──── 
                  半小時以 30分鐘到 一小時到 二小時到 三小時到 四小時到 五小時到 六小時到 七小時及  無反應  回答人數 
                  下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五小時   六小時   七小時   以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21.3%    29.8%    29.8%    10.6%     3.6%     1.2%      .4%      .3%     1.4%     1.6%    1293 
 性別 
 男性               20.3%    28.4%    31.3%    10.5%     4.3%     1.3%      .5%      .5%     1.8%     1.1%     723 
 女性               22.5%    31.6%    27.9%    10.8%     2.7%     1.0%      .2%      .1%      .8%     2.3%     570 
 年齡                
     ** 
 12至19歲           15.7%    32.4%    33.5%    11.8%     3.1%     1.2%      .1%      .1%      .7%     1.2%     439 
 20至29歲           17.7%    29.0%    29.8%    12.6%     5.2%     1.7%      .8%      .4%     1.5%     1.5%     458 
 30至39歲           29.3%    29.1%    26.0%     6.6%     2.1%      .9%      .0%      .9%     2.9%     2.1%     254 
 40至49歲           35.1%    25.2%    25.0%     8.2%     2.7%      .0%      .8%      .0%      .0%     3.0%      98 
 50至59歲           45.4%    29.6%    10.6%     9.4%      .0%      .0%      .0%      .0%      .0%     5.0%      18 
 60歲及以上         31.8%    28.9%    28.5%      .0%    10.8%      .0%      .0%      .0%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25.7%    43.7%    17.1%     8.7%      .0%      .0%      .0%     2.9%      .0%     2.0%      57 
 國、初中           21.6%    34.9%    30.7%     7.7%     3.1%      .4%      .0%      .0%      .4%     1.1%     222 
 高中、職           20.8%    24.7%    33.4%    12.4%     3.8%     2.0%      .8%      .0%     1.0%     1.1%     402 
 專科               21.8%    27.6%    27.6%    13.4%     3.9%      .7%      .3%      .2%     2.2%     2.4%     285 
 大學及以上         20.7%    32.3%    28.3%     8.3%     4.2%     1.4%      .2%      .7%     1.9%     2.1%     321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22.2%    30.7%    22.8%    12.2%     3.0%     2.1%      .5%     1.0%     1.4%     4.1%     164 
 本省閩南人         21.6%    30.2%    31.6%     9.4%     3.6%      .8%      .1%      .1%     1.3%     1.3%     893 
 大陸各省市人       19.2%    27.6%    27.4%    15.1%     3.7%     1.8%     1.9%      .9%     1.9%      .5%     185 
 原住民             27.4%    26.7%    12.8%     8.7%    11.2%      .0%      .0%      .0%      .0%    13.2%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9.6%    29.9%    31.5%    11.5%     3.1%     1.2%      .1%      .1%     1.1%     1.9%     448 
 都是               21.9%    30.4%    29.1%     9.8%     3.4%     1.4%      .3%      .4%     1.6%     1.7%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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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21.3%    28.7%    25.1%    12.8%     7.4%      .0%     1.3%     1.4%     1.4%      .6%     108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18.4%    31.3%    30.3%    11.6%     3.6%     1.2%      .2%      .4%     1.5%     1.6%     853 

 中低、低級白領     29.6%    27.0%    26.3%     9.5%     3.7%      .5%      .2%      .2%     1.2%     1.8%     342 

 農林漁牧           38.8%    22.2%    15.9%    23.1%      .0%      .0%      .0%      .0%      .0%      .0%       4 

 藍領               19.0%    28.5%    34.7%     4.4%     3.5%     3.5%     3.2%      .0%     1.2%     1.9%      85 

 其他                 .0%     8.0%    80.4%    11.6%      .0%      .0%      .0%      .0%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25.6%    27.0%    26.7%    14.6%     1.0%     2.5%      .0%      .0%     2.6%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20.2%    29.7%    35.0%    10.7%     1.8%      .7%      .2%      .4%      .7%      .6%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22.6%    34.4%    25.6%     9.3%     2.1%      .8%      .0%      .0%     2.9%     2.3%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21.4%    31.6%    27.6%     9.9%     4.7%     1.0%      .0%      .0%     1.5%     2.2%     324 

 非常支持新黨       28.2%    36.0%    20.4%    15.4%      .0%      .0%      .0%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7.6%    23.4%    29.4%    18.1%     5.2%     2.7%      .0%      .0%      .0%     3.6%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100.0%      .0%      .0%      .0%      .0%      .0%      .0%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27.7%    30.8%    41.5%      .0%      .0%      .0%      .0%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21.3%    28.9%    29.3%    10.2%     4.3%     1.4%      .8%      .7%     1.5%     1.7%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9.9%    27.4%    16.5%    21.2%      .0%      .0%      .0%      .0%     2.6%     2.6%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1.5%    26.8%    30.3%    10.5%     5.8%     1.1%     1.0%      .0%     1.9%     1.2%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9.4%    29.5%    30.6%    12.1%     3.7%     1.2%      .2%      .2%     1.6%     1.4%     567 

 永遠維持現狀       24.6%    30.6%    25.8%    11.5%     1.6%     1.5%      .0%      .0%     1.2%     3.2%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1.9%    33.2%    30.3%     7.8%     3.3%     1.1%      .0%      .6%      .5%     1.4%     240 

 儘快獨立           20.7%    37.2%    25.2%     7.9%     4.5%     2.2%      .9%      .0%     1.4%      .0%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20.4%    29.1%    27.7%    12.2%     4.4%      .9%      .3%      .5%     2.3%     2.2%     627 

 中部               22.9%    29.9%    33.7%     7.5%     2.2%     2.2%      .4%      .3%      .6%      .4%     315 

 南部               22.1%    30.6%    31.5%    10.1%     3.3%      .8%      .0%      .1%      .4%     1.0%     288 

 東部               20.0%    35.8%    20.5%    12.6%     4.0%     1.1%     2.5%      .0%      .0%     3.6%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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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請問您最常在哪裡上電腦網路？ 
                  ──────────────────────────────────── ──── 
                  家裡（居 學校、宿 工作場所 網路咖啡  朋友家  電腦補習 股票市場  01+02   回答人數 
                  住處所） 舍                廳（餐廳          班 
                                             ） 
                  ──── ────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59.0%    20.9%    17.6%     1.5%      .6%      .2%      .1%      .1%    1293 
 
 性別 
 男性               61.9%    19.4%    15.8%     1.8%      .9%      .2%      .0%      .0%     723 
 女性               55.4%    22.7%    19.9%     1.2%      .3%      .1%      .2%      .1%     570 
 
 年齡                
    *** 
 12至19歲           55.4%    40.0%     1.5%     1.9%      .6%      .4%      .0%      .2%     439 
 20至29歲           60.0%    15.9%    20.6%     2.3%     1.0%      .2%      .0%      .0%     458 
 30至39歲           60.2%     5.5%    33.2%      .4%      .4%      .0%      .3%      .0%     254 
 40至49歲           65.8%     1.3%    32.9%      .0%      .0%      .0%      .0%      .0%      98 
 50至59歲           57.3%    12.6%    30.1%      .0%      .0%      .0%      .0%      .0%      18 
 60歲及以上         77.2%    10.8%    12.0%      .0%      .0%      .0%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48.5%    44.9%     4.9%     1.8%      .0%      .0%      .0%      .0%      57 
 國、初中           54.2%    41.4%     1.7%      .8%     1.2%      .4%      .0%      .4%     222 
 高中、職           67.0%    15.5%    12.7%     3.5%      .9%      .2%      .2%      .0%     402 
 專科               60.3%     9.7%    28.5%      .8%      .7%      .0%      .0%      .0%     285 
 大學及以上         52.9%    19.3%    27.2%      .3%      .0%      .2%      .0%      .0%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61.3%    18.6%    18.4%      .0%     1.7%      .0%      .0%      .0%     164 
 本省閩南人         59.6%    21.9%    15.7%     1.9%      .5%      .2%      .1%      .1%     893 
 大陸各省市人       54.8%    15.8%    27.6%      .8%      .5%      .4%      .0%      .0%     185 
 原住民             57.2%    34.2%     8.6%      .0%      .0%      .0%      .0%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58.3%    23.5%    14.8%     1.6%     1.2%      .3%      .0%      .2%     448 
 都是               60.0%    19.4%    18.5%     1.7%      .1%      .1%      .1%      .0%     697 
 中國人             56.1%    18.9%    22.4%      .8%     1.8%      .0%      .0%      .0%     108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56.5%    29.2%    12.1%     1.4%      .6%      .2%      .0%      .1%     853 
 中低、低級白領     61.8%     5.0%    31.3%     1.5%      .4%      .0%      .0%      .0%     342 
 農林漁牧          100.0%      .0%      .0%      .0%      .0%      .0%      .0%      .0%       4 
 藍領               71.8%     2.6%    18.5%     3.5%     1.6%      .9%     1.0%      .0%      85 
 其他               57.8%    23.0%    19.2%      .0%      .0%      .0%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59.0%    14.1%    26.9%      .0%      .0%      .0%      .0%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63.3%    22.3%    11.8%     1.4%      .9%      .0%      .3%      .0%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52.7%    25.9%    16.9%      .9%     3.6%      .0%      .0%      .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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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支持民進黨     58.5%    22.2%    16.7%     2.1%      .3%      .2%      .0%      .0%     324 
 非常支持新黨       87.2%    12.8%      .0%      .0%      .0%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58.3%    19.8%    18.0%     2.5%      .0%     1.4%      .0%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100.0%      .0%      .0%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19.0%    53.3%    27.7%      .0%      .0%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58.2%    19.1%    20.5%     1.4%      .4%      .2%      .0%      .2%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59.8%    19.2%    18.5%     2.6%      .0%      .0%      .0%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7.6%    17.7%    22.8%     1.1%      .9%      .0%      .0%      .0%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60.0%    20.4%    16.9%     1.6%      .6%      .3%      .0%      .1%     567 
 永遠維持現狀       62.5%    22.2%    13.5%     1.8%      .0%      .0%      .0%      .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9.9%    21.6%    15.7%     1.8%      .9%      .0%      .0%      .0%     240 
 儘快獨立           45.8%    34.1%    15.9%     1.8%     1.3%     1.0%      .0%      .0%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59.4%    18.0%    21.2%     1.0%      .3%      .0%      .0%      .0%     627 
 中部               53.7%    27.1%    15.4%     1.4%     1.4%      .8%      .0%      .3%     315 
 南部               64.4%    18.6%    13.1%     3.2%      .5%      .0%      .3%      .0%     288 
 東部               57.6%    28.7%    12.2%      .0%     1.5%      .0%      .0%      .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５請問您是否常常使用WWW的網站？ 
                  ────────────────────── ──── 
                  從來沒有 很少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17.6%    16.7%    19.4%    42.6%     3.6%    1293 
 
 性別 
 男性               17.3%    15.9%    17.3%    45.9%     3.6%     723 
 女性               18.0%    17.8%    22.2%    38.4%     3.6%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21.4%    15.0%    23.2%    35.9%     4.5%     439 
 20至 29歲           13.5%    16.1%    15.9%    51.5%     3.0%     458 
 30至 39歲           17.0%    19.7%    20.2%    39.9%     3.2%     254 
 40至 49歲           18.9%    22.4%    16.5%    40.8%     1.4%      98 
 50至 59歲           17.7%    15.3%    18.6%    35.2%    13.2%      18 
 60歲及以上         16.9%      .0%    12.0%    71.1%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26.4%     7.2%    20.8%    30.4%    15.1%      57 
 國、初中           22.4%    18.1%    21.6%    32.7%     5.3%     222 
 高中、職           24.7%    20.2%    18.5%    32.2%     4.4%     402 
 專科               13.3%    17.2%    20.8%    46.6%     2.2%     285 
 大學及以上          7.8%    12.4%    17.8%    61.0%      .9%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8.3%    18.1%    20.0%    39.8%     3.8%     164 
 本省閩南人         18.0%    16.9%    19.0%    42.0%     4.0%     893 
 大陸各省市人       12.7%    15.4%    20.3%    51.3%      .3%     185 
 原住民             26.2%    21.5%    11.9%    23.7%    16.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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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7.7%    17.8%    19.2%    40.5%     4.7%     448 
 都是               17.2%    16.4%    20.2%    43.0%     3.2%     697 
 中國人             20.2%    13.9%    15.4%    48.7%     1.7%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5.9%    16.2%    20.0%    44.2%     3.7%     853 
 中低、低級白領     19.3%    17.4%    19.1%    41.2%     3.1%     342 
 農林漁牧             .0%    39.5%      .0%    38.1%    22.5%       4 
 藍領               27.2%    17.9%    16.5%    33.6%     4.8%      85 
 其他               32.5%    22.4%    20.6%    24.5%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9.2%    18.9%    22.2%    39.6%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9.4%    17.0%    17.8%    41.5%     4.4%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18.8%    18.9%    19.4%    38.7%     4.2%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7%    17.8%    18.2%    42.9%     4.4%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2.8%    20.4%    15.9%    50.9%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1.3%    10.6%    25.2%    50.7%     2.3%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68.6%      .0%      .0%    31.4%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81.0%      .0%    19.0%      .0%       3 
 中立無反應         17.6%    15.7%    20.6%    43.0%     3.1%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7.0%    15.9%    18.6%    44.6%     3.9%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4.3%    18.4%    23.2%    42.6%     1.5%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9.1%    16.7%    18.2%    42.1%     3.9%     567 
 永遠維持現狀       21.0%    16.8%    16.0%    41.2%     5.1%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2.7%    16.1%    19.2%    48.8%     3.2%     240 
 儘快獨立           21.7%    16.2%    18.7%    36.9%     6.5%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4.7%    15.5%    20.8%    45.5%     3.4%     627 
 中部               20.2%    18.1%    20.3%    37.3%     4.1%     315 
 南部               21.4%    17.1%    14.5%    42.8%     4.3%     288 
 東部               14.9%    21.1%    25.3%    37.9%      .8%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6請問您是否常常使用 BBS的網站？ 
                  ────────────────────── ──── 
                  從來沒有 很少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61.6%    20.2%     9.9%     7.2%     1.1%    1293 
 
 性別 
 男性               61.6%    20.1%     9.8%     7.6%      .9%     723 
 女性               61.5%    20.4%    10.0%     6.8%     1.3%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58.8%    20.6%    11.6%     7.1%     1.8%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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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至 29歲           53.8%    21.4%    12.0%    12.5%      .3%     458 
 30至 39歲           75.4%    16.2%     6.6%     1.0%      .8%     254 
 40至 49歲           71.8%    22.7%     3.1%     2.4%      .0%      98 
 50至 59歲           76.6%     9.1%    11.5%      .0%     2.8%      18 
 60歲及以上         45.7%    54.3%      .0%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72.0%    16.2%     5.4%     1.8%     4.6%      57 
 國、初中           67.4%    18.4%     9.9%     1.9%     2.4%     222 
 高中、職           63.7%    18.7%    11.3%     5.3%     1.0%     402 
 專科               67.5%    17.0%     9.0%     6.3%      .2%     285 
 大學及以上         48.5%    26.2%    10.0%    15.0%      .3%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63.9%    18.9%     9.7%     7.6%      .0%     164 
 本省閩南人         61.5%    19.8%     9.8%     7.6%     1.2%     893 
 大陸各省市人       59.2%    23.0%    12.4%     5.4%      .0%     185 
 原住民             62.9%    30.5%      .0%      .0%     6.5%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59.7%    20.7%     9.5%     8.6%     1.4%     448 
 都是               60.7%    20.4%    11.0%     6.9%     1.0%     697 
 中國人             70.5%    16.4%     7.0%     5.6%      .5%     108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57.8%    21.9%     9.7%     9.1%     1.5%     853 
 中低、低級白領     69.2%    17.3%     9.0%     4.4%      .0%     342 
 農林漁牧           61.0%      .0%    39.0%      .0%      .0%       4 
 藍領               68.8%    15.1%    15.0%      .0%     1.0%      85 
 其他               60.0%    28.5%      .0%    11.6%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61.5%    16.7%    16.1%     2.0%     3.7%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62.4%    18.7%    10.0%     7.3%     1.6%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66.1%    20.0%    10.6%     3.3%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59.5%    18.4%     9.0%    11.1%     1.9%     324 
 非常支持新黨       59.5%    20.4%    20.1%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61.1%    21.3%    12.8%     4.7%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7.4%    62.6%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69.2%    30.8%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61.9%    22.2%     9.5%     6.1%      .3%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68.2%    18.5%     9.5%     3.9%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64.2%    20.1%     7.3%     8.4%      .0%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58.5%    22.7%    11.0%     7.0%      .9%     567 
 永遠維持現狀       67.7%    15.1%     9.6%     4.6%     3.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7.5%    20.1%    11.6%    10.2%      .6%     240 
 儘快獨立           69.2%    17.9%     5.9%     4.8%     2.2%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60.3%    19.7%    11.0%     8.2%      .8%     627 
 中部               64.9%    19.5%     8.3%     6.1%     1.2%     315 
 南部               59.4%    23.3%     9.5%     6.3%     1.5%     288 
 東部               70.7%    15.9%     9.7%     3.6%      .0%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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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 
                                                 7請問您在ＢＢＳ站上最常瀏覽那一個討論區？ 
                 ────────────────────────────────────────────────────
── 
                  政治版連 學術科學 體育健身 資訊交流 藝術文化 社會關懷 休閒娛樂 知性感性 電腦知識   talk   校園資訊   新聞 
                  線                         與經驗交 
                                             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2.2%     2.7%     2.8%     2.9%     1.3%      .6%    16.8%     2.4%     5.9%     8.9%     9.6%     
1.3% 
 
 性別                
      *** 
 男性                3.0%     3.2%     4.8%     2.4%     1.7%      .6%    13.0%      .8%     9.6%     6.6%     8.2%     
1.7% 
 女性                1.2%     2.2%      .3%     3.5%      .7%      .5%    21.6%     4.4%     1.3%    11.9%    
11.5%      .9% 
 
 年齡 
 12至19歲            1.5%     2.2%     3.8%     1.1%     1.7%      .0%    21.7%     2.0%     2.8%    13.2%     7.5%     
1.2% 
 20至29歲            1.3%     2.5%     3.0%     2.5%     1.3%      .6%    16.0%     3.9%     8.4%     7.7%    13.8%     
1.7% 
 30至39歲            6.0%     4.9%     1.0%     8.0%      .9%     1.0%     8.8%      .0%     5.8%     6.0%     
3.7%      .0% 
 40至49歲             .0%     3.8%      .0%     3.4%      .0%     3.7%    11.5%      .0%    11.0%      .0%     6.4%     
2.4% 
 50至59歲           14.6%      .0%      .0%    13.6%      .0%      .0%      .0%      .0%      .0%    
11.8%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31.1%      .0%      .0%      .0%    
30.2%      .0%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0%      .0%      .0%     6.3%      .0%      .0%    13.4%      .0%     6.8%    
12.6%      .0%      .0% 
 國、初中            1.3%      .0%     7.7%      .0%      .0%      .0%    19.3%     4.8%     2.4%    12.0%     2.3%     1.3% 
 高中、職            1.3%     4.3%      .9%     2.3%      .9%     1.5%    19.7%      .4%     4.5%     9.4%     8.3%     2.7% 
 專科                3.5%      .8%     3.2%     5.3%     3.0%      .0%    12.8%     4.2%     5.8%     9.7%     3.1%     
1.8% 
 大學及以上          2.4%     3.9%     2.5%     3.2%     1.4%      .4%    16.1%     2.4%     8.9%     6.2%    
18.8%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5%     4.6%      .0%     3.2%     1.9%      .0%    14.6%     1.3%     4.3%    13.0%    12.7%     
2.1% 
 本省閩南人          2.1%     2.6%     3.0%     2.5%     1.0%      .8%    17.1%     2.8%     6.6%     7.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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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陸各省市人        2.9%     2.5%     3.5%     3.7%     2.1%      .0%    17.6%     2.2%     3.7%    10.5%     
9.2%      .0% 
 原住民               .0%      .0%      .0%      .0%     9.0%      .0%    21.7%      .0%    
30.3%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5%     2.6%     1.6%     1.0%      .6%      .0%    17.3%     3.5%     4.9%    11.1%    10.0%     
1.2% 
 都是                2.4%     2.7%     4.0%     4.2%     1.4%      .7%    16.4%     2.1%     6.6%     7.8%     9.4%     
1.6% 
 中國人              4.9%     4.9%      .0%     4.0%     2.8%     3.2%    16.6%      .0%     3.3%     7.0%     
7.4%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7%     2.8%     3.3%     2.4%     1.5%      .5%    17.1%     2.4%     6.1%     9.3%    12.0%      .6% 
 中低、低級白領      2.0%     2.6%     1.9%     5.7%      .8%     1.1%    16.7%     3.1%     5.2%     6.5%     4.0%     4.1% 
 農林漁牧           
4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3.7%     2.9%      .0%      .0%      .0%      .0%    12.8%      .0%     7.3%    12.3%     
2.2%      .0% 
 其他               28.5%      .0%      .0%      .0%      .0%      .0%    16.6%      .0%      .0%    
26.1%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6.6%     4.8%      .0%     6.0%     2.8%     7.0%     9.5%      .0%      .0%     2.5%    
10.3%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6%     2.4%     5.2%     1.7%      .9%      .6%    15.6%     3.9%     4.9%    11.6%     6.0%     
2.2% 
 非常支持民進黨      2.2%      .0%     2.5%     2.5%     2.6%      .0%    16.4%      .0%     5.8%     8.8%     
7.5%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2.2%     1.8%     1.8%     2.3%     2.1%      .9%    17.8%     2.9%     7.1%     6.0%    12.3%     
1.4% 
 非常支持新
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5.8%      .0%      .0%     4.6%      .0%    27.6%     3.7%     6.5%    19.6%    
16.7%      .0% 
 非常支持建國
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
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9%     3.4%     2.7%     4.2%      .3%      .0%    16.5%     1.6%     6.2%     8.9%     9.4%     
1.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41.1%      .0%      .0%    
12.8%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2%     3.4%      .8%     3.2%     1.1%      .0%    18.4%     1.1%    11.7%     7.3%     6.8%     
1.6%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9%     3.2%     3.4%     3.7%     1.3%      .0%    16.0%     2.3%     5.9%     7.7%    10.1%     
1.0% 
 永遠維持現狀        4.0%     2.2%     6.1%      .0%     1.7%     2.6%    14.9%     3.9%     2.2%    15.6%     7.4%     
1.7%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5%     2.3%     2.7%     3.1%     1.8%     1.8%    12.9%     2.3%     4.1%    10.6%    13.3%     1.6%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29.3%     4.7%      .0%     9.7%     4.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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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9%     4.1%     3.5%     3.9%     1.7%      .0%    16.3%     2.2%     6.7%     9.1%    10.3%     
1.8% 
 中部                1.7%     1.8%     2.5%     1.7%     1.6%      .0%    22.3%     3.5%     4.6%    11.3%     7.8%     
1.2% 
 南部                3.7%     1.2%     2.0%     1.7%      .4%     2.4%    13.6%     2.2%     5.8%     6.7%     
9.2%      .6% 
 東部                 .0%      .0%      .0%     6.0%      .0%      .0%    12.8%      .0%      .0%     3.4%    
11.0%      .0% 
 ────────────────────────────────────────────────────────────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7請問您在ＢＢＳ站上最常瀏覽那一個討論區？ 
                  ──────────────────────────────────────── ──── 
                  行動電話   財經   教師甄試  笑話版    醫療   消費資訊  都沒有    都看    無反應  回答人數 
                  版                方面消息 
 
                  ──── ──── ──── ────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3%      .5%      .2%      .2%      .3%      .2%    11.5%     2.6%    26.9%     496 
 
 性別                *** 
 男性                 .5%      .2%      .0%      .0%      .0%      .3%    12.0%     3.1%    28.4%     277 
 女性                 .0%      .8%      .4%      .4%      .7%      .0%    10.7%     2.0%    25.0%     219 
 
 年齡 
 12至 19歲             .3%      .0%      .0%      .4%      .0%      .0%    10.6%     1.1%    28.7%     180 
 20至 29歲             .5%      .4%      .4%      .0%      .4%      .0%    10.0%     4.1%    21.5%     211 
 30至 39歲             .0%      .0%      .0%      .0%      .9%      .0%    19.4%     3.7%    30.1%      63 
 40至 49歲             .0%     5.8%      .0%      .0%      .0%     2.7%    16.7%      .0%    32.5%      28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60.0%       4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38.7%       3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6.8%      .0%    54.2%      16 
 國、初中             .0%      .0%      .0%     1.1%      .0%      .0%    13.4%     1.3%    33.1%      72 
 高中、職             .0%      .6%      .0%      .0%      .0%      .0%     9.1%     2.2%    31.9%     146 
 專科                1.6%      .0%      .0%      .0%      .9%      .8%    15.9%     2.1%    25.4%      93 
 大學及以上           .0%      .9%      .5%      .0%      .3%      .0%    11.0%     4.2%    17.0%     16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7%      .0%      .0%      .0%      .0%      .0%    11.7%     3.9%    22.6%      59 
 本省閩南人           .1%      .5%      .2%      .2%      .3%      .0%    11.6%     2.1%    27.6%     344 
 大陸各省市人         .0%      .9%      .0%      .0%      .8%     1.0%     9.7%     3.5%    26.1%      75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39.0%       5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5%      .0%      .0%      .5%      .0%    10.0%     2.5%    31.3%     180 
 都是                 .5%      .3%      .3%      .3%      .2%      .3%    13.1%     2.3%    23.5%     274 
 中國人               .0%     2.1%      .0%      .0%      .0%      .0%     6.9%     4.7%    32.4%      32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4%      .2%      .2%      .4%      .0%     9.3%     2.5%    27.1%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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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17.5%     2.5%    26.2%     105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59.2%       2 
 藍領                3.7%     3.5%      .0%      .0%      .0%     2.8%    18.9%     5.2%    24.7%      27 
 其他                 .0%      .0%      .0%      .0%      .0%      .0%      .0%      .0%    28.9%       3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15.0%      .0%    35.5%      15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6%      .0%      .0%      .0%      .0%    15.1%     1.7%    24.8%     107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3.6%     3.4%    44.5%      26 
 普通支持民進黨       .4%      .6%      .0%      .6%      .0%      .0%     9.9%     2.5%    27.2%     13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49.6%    50.4%       2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4.1%      .0%      .0%      .0%    11.4%      21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100.0%       1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100.0%       1 
 中立無反應           .5%      .5%      .4%      .0%      .3%      .4%    12.8%     3.2%    25.5%     193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46.1%       7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9%      .0%      .0%      .7%      .0%    15.0%     3.7%    22.9%      78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      .0%      .0%      .3%      .0%      .3%    10.5%     3.4%    27.6%     235 
 永遠維持現狀        2.4%      .0%     2.0%      .0%      .0%      .0%    11.9%     2.0%    19.6%      4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1.7%      .0%      .0%      .9%      .0%    10.9%      .9%    27.9%     102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18.2%      .0%    30.8%      2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      .6%      .3%      .0%      .6%      .3%    10.1%     2.3%    23.9%     249 
 中部                 .0%      .0%      .0%      .0%      .0%      .0%     9.1%     2.8%    28.0%     110 
 南部                 .4%      .8%      .0%      .7%      .0%      .0%    16.6%     3.6%    28.5%     117 
 東部                 .0%      .0%      .0%      .0%      .0%      .0%    13.8%      .0%    53.0%      1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8請問您是否常常使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 
                   ────────────────────── ──── 
                   從來沒有 很少使用 偶爾使用 經常使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79.2%    12.4%     6.6%     1.6%      .2%    1293 
 
  性別 
  男性               78.0%    12.0%     7.6%     2.2%      .2%     723 
  女性               80.7%    12.8%     5.4%      .8%      .3%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82.8%    11.7%     4.9%      .6%      .0%     439 
  20至 29歲           75.8%    15.3%     6.6%     2.2%      .0%     458 
  30至 39歲           78.1%     8.9%     9.6%     2.5%      .9%     254 
  40至 49歲           77.8%    12.9%     8.5%      .8%      .0%      98 
  50至 59歲           90.6%      .0%     6.6%     2.8%      .0%      18 
  60歲及以上        100.0%      .0%      .0%      .0%      .0%       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92.7%     1.8%     5.5%      .0%      .0%      57 
  國、初中           81.9%    12.2%     5.5%      .4%      .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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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           79.9%    11.9%     7.3%      .7%      .2%     402 
  專科               78.2%    11.2%     6.6%     3.7%      .2%     285 
  大學及以上         75.1%    15.7%     6.9%     1.9%      .4%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77.8%    12.8%     7.5%     1.5%      .3%     164 
  本省閩南人         78.9%    13.0%     6.1%     1.8%      .2%     893 
  大陸各省市人       80.5%     9.3%     9.0%      .8%      .3%     185 
  原住民             65.2%    28.1%     6.7%      .0%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80.0%    12.2%     5.6%     1.9%      .3%     448 
  都是               77.7%    13.0%     7.6%     1.5%      .2%     697 
  中國人             81.6%    10.6%     6.3%     1.5%      .0%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79.5%    12.6%     6.6%     1.3%      .0%     853 
  中低、低級白領     79.3%    12.4%     5.6%     1.8%      .8%     342 
  農林漁牧           76.9%      .0%    23.1%      .0%      .0%       4 
  藍領               76.4%     9.6%     9.9%     4.2%      .0%      85 
  其他               72.0%    17.0%    11.0%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66.8%    14.1%    12.4%     4.9%     1.8%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79.7%    11.9%     6.8%     1.4%      .2%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76.1%    16.1%     5.8%     2.0%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81.3%    12.8%     4.5%     1.4%      .0%     324 
  非常支持新黨       79.6%    20.4%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82.9%    11.4%     4.1%     1.6%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1.3%    31.4%    37.4%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100.0%      .0%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78.7%    11.7%     7.9%     1.5%      .3%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81.2%    11.6%     7.2%      .0%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79.4%    12.0%     7.6%      .7%      .3%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79.2%    11.4%     7.4%     1.7%      .2%     567 
  永遠維持現狀       75.0%    17.1%     4.4%     3.6%      .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79.4%    13.3%     5.5%     1.4%      .4%     240 
  儘快獨立           77.6%    15.2%     6.1%     1.1%      .0%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77.3%    13.3%     6.7%     2.5%      .2%     627 
  中部               81.3%    10.4%     7.7%      .4%      .2%     315 
  南部               79.8%    13.0%     5.7%     1.2%      .2%     288 
  東部               85.4%     9.9%     4.7%      .0%      .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9請問您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上最常瀏覽那一個討論區？ 
                  ─────────────────────────────────────────────────────- 
                   政治版   社會版   電腦版   科學版   校園版   旅遊版   運動版  消費購物  汽車版  流行資訊  新聞版   音樂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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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  體             21.7%     9.1%     5.5%      .8%     1.1%      .2%     1.5%      .9%      .3%      .9%     1.9%      .6% 
 
 性別 
 男性               23.0%     7.2%     8.5%     1.1%      .0%      .4%     2.5%     1.1%      .6%      .0%      .4%     1.0% 
 女性               19.8%    11.8%     1.2%      .4%     2.7%      .0%      .0%      .7%      .0%     2.1%     4.1%      .0% 
 
 年齡                
       *** 
 12至 19歲           12.8%     4.5%     3.8%     1.8%     2.2%      .0%     2.4%      .0%      .0%      .0%     2.8%      .9% 
 20至 29歲           24.4%    10.3%     5.9%      .8%      .7%      .0%      .8%     1.6%      .8%      .8%     1.8%      .8% 
 30至 39歲           28.2%     9.9%     8.1%      .0%     1.0%      .0%     2.4%      .0%      .0%     2.6%     1.0%      .0% 
 40至 49歲           24.3%    11.3%     4.9%      .0%      .0%      .0%      .0%     3.5%      .0%      .0%      .0%      .0% 
 50至 59歲             .0%    36.5%      .0%      .0%      .0%      .0%      .0%      .0%      .0%      .0%    29.5%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8.4%     6.9%      .0%     2.3%     4.1%      .0%      .0%      .0%      .0%      .0%     2.1%      .0% 
 高中、職           26.5%    12.4%     3.8%      .0%      .0%      .0%     1.7%      .0%      .0%     1.1%     3.1%      .8% 
 專科               21.4%     9.2%     9.4%      .7%      .0%      .0%     1.1%     2.8%      .0%     1.4%      .0%      .0% 
 大學及以上         25.3%     7.3%     7.6%     1.1%     1.7%      .8%     2.4%     1.0%     1.1%      .7%     2.3%     1.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1.8%     8.3%     9.5%      .0%     2.3%      .0%     3.0%     2.2%      .0%      .0%     1.8%      .0% 
 本省閩南人         21.5%     8.8%     4.5%      .7%     1.1%      .0%     1.5%      .5%      .5%     1.2%     2.0%      .8% 
 大陸各省市人       25.6%    13.0%     8.3%      .0%      .0%     1.7%      .0%     2.1%      .0%      .0%      .0%      .0% 
 原住民              9.6%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1.7%     6.1%     5.3%     1.0%      .0%      .0%     2.0%      .0%     1.0%     1.0%     1.6%     1.7% 
 都是               20.4%     8.8%     5.5%      .8%     1.9%      .4%     1.4%     1.1%      .0%      .9%     2.4%      .0% 
 中國人             31.4%    22.5%     4.0%      .0%      .0%      .0%      .0%     4.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9.9%     5.8%     4.9%      .8%     1.7%      .0%     1.9%     1.0%      .5%      .0%     2.6%      .4% 
 中低、低級白領     27.3%    10.0%     5.1%     1.2%      .0%      .8%     1.0%      .0%      .0%     3.3%     1.0%      .0% 
 農林漁牧          1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11.0%    30.8%    13.6%      .0%      .0%      .0%      .0%     3.7%      .0%      .0%      .0%     4.4% 
 其他               39.2%    37.1%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48.6%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0.4%    10.3%     5.7%     1.5%     1.4%      .0%      .0%     3.1%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35.4%     7.4%      .0%     5.1%      .0%      .0%     3.7%      .0%      .0%      .0%     3.3%     4.9%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2%     8.3%     4.9%      .0%     1.4%      .0%     1.2%      .0%     1.5%      .9%     3.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27.0%     6.5%     6.8%     4.6%      .0%      .0%      .0%      .0%      .0%      .0%      .0%     6.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45.6%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9.9%    10.6%     7.4%      .0%     1.3%      .6%     1.8%      .7%      .0%     1.6%     2.5%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19.3%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2.2%    13.0%     4.4%      .0%      .0%      .0%     1.9%      .0%      .0%      .0%     1.3%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2.8%     8.2%     7.2%     1.1%     1.8%      .5%     2.1%     1.3%      .0%     1.5%     1.9%      .0% 
 永遠維持現狀       33.6%    12.2%     3.2%      .0%      .0%      .0%      .0%     3.2%      .0%      .0%     4.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0.4%    10.1%     4.8%      .0%      .0%      .0%     1.3%      .0%     1.8%     1.1%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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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快獨立            5.6%      .0%     4.9%     6.1%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8.6%     6.7%     7.3%      .3%      .6%      .0%     2.2%     1.8%      .6%     1.6%      .5%      .6% 
 中部               27.5%     5.9%     4.6%     3.1%     2.7%      .0%     1.5%      .0%      .0%      .0%     5.8%      .0% 
 南部               24.5%    19.2%     2.9%      .0%      .9%     1.0%      .0%      .0%      .0%      .0%      .9%     1.1% 
 東部               14.3%      .0%      .0%      .0%      .0%      .0%      .0%      .0%      .0%      .0%     7.4%      .0%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9請問您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上最常瀏覽那一個討論區？ 
                  ─────────────────────────────────────────────────────- 
                   影視版    TALK    娛樂版   軍事版   笑話版   藝文版   家庭版  進出口買  雜誌版  股市資訊  搜尋器    bbs 
                                                                                 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1.4%      .4%     3.1%      .4%      .4%      .5%      .3%      .2%      .5%      .8%      .1%      .2% 
 
 性別 
 男性                1.9%      .0%     2.7%      .6%      .7%      .0%      .0%      .4%      .8%      .6%      .0%      .3% 
 女性                 .8%     1.1%     3.6%      .0%      .0%     1.3%      .8%      .0%      .0%     1.1%      .3%      .0% 
 
 年齡                
   *** 
 12至 19歲            4.2%      .0%     5.4%      .0%     1.5%      .8%      .0%      .0%      .0%     1.6%      .5%      .6% 
 20至 29歲             .0%      .0%     2.6%      .9%      .0%      .8%      .8%      .0%     1.2%      .8%      .0%      .0% 
 30至 39歲            1.3%     2.1%     1.2%      .0%      .0%      .0%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2.8%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34.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6.6%      .0%     8.5%      .0%      .0%      .0%      .0%      .0%      .0%     2.1%      .0%      .0% 
 高中、職             .0%      .0%      .8%      .0%      .8%      .7%      .0%      .0%     1.7%      .0%      .0%      .0% 
 專科                1.9%     1.0%     5.7%     1.6%      .8%     1.4%     1.4%      .0%      .0%      .0%      .0%      .8% 
 大學及以上           .0%      .7%      .8%      .0%      .0%      .0%      .0%      .7%      .0%     1.6%      .5%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3%      .0%     2.3%      .0%     1.3%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7%      .6%     3.5%      .0%      .3%      .8%      .5%      .3%      .7%      .4%      .2%      .3% 
 大陸各省市人        4.4%      .0%      .0%     2.7%      .0%      .0%      .0%      .0%      .0%     3.5%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0%      .6%      .9%      .0%      .7%      .0%      .9%      .0%      .0%      .0%      .0%      .0% 
 都是                1.9%      .4%     4.8%      .6%      .3%      .9%      .0%      .4%      .9%      .8%      .2%      .3%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8%      .3%     3.8%      .0%      .6%      .8%      .0%      .3%      .0%     1.2%      .2%      .3% 
 中低、低級白領      1.0%      .8%     2.2%     1.4%      .0%      .0%     1.2%      .0%     1.9%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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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6.7%      .0%      .0%     2.9%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8%      .0%     1.2%     1.7%      .8%     1.5%      .0%      .0%      .0%     3.0%      .0%      .8%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3.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8%      .0%     4.3%      .0%     1.1%      .0%      .0%     1.0%      .0%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6.5%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6%      .6%     4.0%      .0%      .0%      .6%      .0%      .0%     1.2%      .0%      .3%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8%      .0%     3.5%     2.2%      .0%     3.2%      .0%      .0%      .0%      .0%      .8%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2%      .5%     3.5%      .0%      .6%      .0%      .7%      .5%     1.1%     1.1%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5.7%      .0%     1.5%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3.3%     1.1%     1.7%      .0%      .0%      .0%      .0%      .0%      .0%      .0%      .0%     1.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7%      .0%     3.7%      .7%      .3%      .4%      .0%      .4%      .0%     1.2%      .0%      .3% 
 中部                2.0%     1.0%     3.7%      .0%      .0%      .0%      .0%      .0%      .0%      .0%      .0%      .0% 
 南部                1.5%     1.0%     1.2%      .0%     1.1%     1.5%     1.5%      .0%     2.3%      .6%      .6%      .0% 
 東部               1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9請問您在新聞討論群（Newsgroup）上最常瀏覽那一個討論區？ 
                  ───────────── ──── 
                   都沒有    都看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n 
 ────────────────────────── 
 全  體               .5%      .5%    46.1%     269 
 
 性別 
 男性                 .4%      .3%    45.7%     159 
 女性                 .6%      .8%    46.8%     110 
 
 年齡            *** 
 12至 19歲             .0%      .6%    53.7%      75 
 20至 29歲             .0%      .8%    43.5%     111 
 30至 39歲            2.2%      .0%    40.0%      56 
 40至 49歲             .0%      .0%    53.3%      22 
 50至 59歲             .0%      .0%      .0%       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100.0%       4 
 國、初中             .0%      .0%    59.0%      40 
 高中、職             .0%      .0%    46.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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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科                1.0%     1.4%    37.2%      62 
 大學及以上           .8%      .5%    42.0%      8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1.2%    44.1%      36 
 本省閩南人           .3%      .5%    47.7%     189 
 大陸各省市人        1.7%      .0%    37.1%      36 
 原住民               .0%      .0%    90.4%       4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9%    53.4%      90 
 都是                 .8%      .3%    43.6%     155 
 中國人               .0%      .0%    38.1%      2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7%      .2%    50.1%     175 
 中低、低級白領       .0%     1.2%    40.6%      71 
 農林漁牧             .0%      .0%      .0%       1 
 藍領                 .0%      .0%    36.5%      20 
 其他                 .0%      .0%    23.7%       2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41.8%      13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7%    45.1%      58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37.0%      18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4%    53.9%      6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100.0%       1 
 普通支持新黨        6.5%      .0%    35.3%       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54.4%       1 
 中立無反應           .6%      .0%    44.7%     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80.7%       4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0%    44.7%      45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1%      .7%    40.5%     118 
 永遠維持現狀         .0%      .0%    36.7%      3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49.1%      50 
 儘快獨立             .0%      .0%    83.4%      1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      .3%    50.6%     143 
 中部                 .0%      .0%    42.1%      59 
 南部                1.0%     1.5%    35.5%      58 
 東部                 .0%      .0%    68.2%       8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１0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您覺得新聞討論群對您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6.9%    41.6%    29.6%    13.6%     8.3%     269 
  



 附錄二 交叉分析表 

 113

  性別 
  男性                8.5%    42.4%    28.1%    12.8%     8.3%     159 
  女性                4.6%    40.4%    31.7%    14.8%     8.5%     110 
  
  年齡            * 
  12至 19歲            5.8%    40.7%    34.6%    16.0%     2.9%      75 
  20至 29歲            5.6%    45.4%    28.0%    13.7%     7.3%     111 
  30至 39歲           11.7%    38.2%    30.4%    12.6%     7.1%      56 
  40至 49歲            3.4%    39.7%    16.9%    10.2%    29.8%      22 
  50至 59歲             .0%      .0%    36.5%      .0%    63.5%       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48.6%    24.2%    27.2%      .0%       4 
  國、初中            6.4%    38.2%    36.7%    13.1%     5.6%      40 
  高中、職            5.1%    35.5%    37.7%     8.0%    13.7%      81 
  專科                8.1%    48.8%    26.1%    15.7%     1.2%      62 
  大學及以上          8.7%    43.0%    20.4%    17.4%    10.4%      8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2.3%    33.3%    21.7%    23.7%     9.0%      36 
  本省閩南人          6.0%    43.8%    29.7%    12.1%     8.4%     189 
  大陸各省市人        7.8%    42.6%    35.1%    11.2%     3.2%      36 
  原住民               .0%    38.9%    28.8%      .0%    32.3%       4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6%    41.1%    29.2%    15.8%     9.2%      90 
  都是                7.7%    42.4%    29.9%    11.9%     8.0%     155 
  中國人              8.1%    41.5%    26.1%    15.6%     8.7%      2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7.9%    41.8%    28.5%    14.1%     7.8%     175 
  中低、低級白領      5.5%    45.7%    25.6%    15.8%     7.4%      71 
  農林漁牧             .0%      .0%   100.0%      .0%      .0%       1 
  藍領                4.9%    28.0%    45.7%     3.5%    18.0%      20 
  其他                 .0%    37.1%    62.9%      .0%      .0%       2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3.3%    24.9%    27.2%    24.2%    10.4%      13 
  普通支持國民黨      8.1%    41.7%    32.0%    11.5%     6.7%      58 
  非常支持民進黨      9.2%    25.1%    52.6%    13.1%      .0%      18 
  普通支持民進黨      4.9%    44.8%    24.7%    15.9%     9.7%      61 
  非常支持新黨         .0%   100.0%      .0%      .0%      .0%       1 
  普通支持新黨         .0%    41.9%    25.5%    17.8%    14.8%       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100.0%      .0%      .0%      .0%       1 
  中立無反應          7.1%    43.1%    28.4%    12.2%     9.2%     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9.3%    60.1%      .0%    20.6%      .0%       4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1.2%    35.5%    32.9%    13.4%     7.1%      45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5.7%    42.2%    29.2%    16.9%     6.1%     118 
  永遠維持現狀        4.7%    51.7%    28.4%     4.0%    11.2%      3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7%    42.9%    30.8%    15.9%     7.8%      50 
  儘快獨立           16.8%    33.3%    34.7%     4.2%    10.9%      1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6.8%    44.1%    22.8%    16.2%    10.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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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               10.9%    40.5%    29.1%    12.7%     6.8%      59 
  南部                3.1%    38.7%    43.8%     9.1%     5.3%      58 
  東部                7.7%    29.9%    42.9%     7.4%    12.1%       8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１1在瞭解政治消息方面，您覺得新聞討論群（Newsgroup） 

對您而言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10.5%    36.0%    32.0%    17.8%     3.8%     269 
  
  性別                 * 
  男性               15.1%    34.5%    31.5%    16.6%     2.3%     159 
  女性                3.9%    38.1%    32.7%    19.5%     5.9%     110 
  
  年齡 
  12至 19歲            6.9%    33.4%    39.4%    18.7%     1.6%      75 
  20至 29歲            8.7%    39.9%    31.3%    17.8%     2.2%     111 
  30至 39歲           14.9%    33.2%    26.5%    20.9%     4.5%      56 
  40至 49歲           16.5%    31.3%    25.9%    10.6%    15.8%      22 
  50至 59歲           34.0%      .0%    66.0%      .0%      .0%       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24.4%    48.5%    27.2%      .0%       4 
  國、初中            9.6%    24.3%    47.9%    14.9%     3.3%      40 
  高中、職            6.0%    33.1%    33.2%    18.3%     9.5%      81 
  專科                9.4%    47.3%    23.8%    18.5%     1.0%      62 
  大學及以上         17.1%    35.9%    28.9%    17.3%      .8%      8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5.8%    32.8%    34.0%    17.4%      .0%      36 
  本省閩南人          9.3%    37.8%    32.1%    15.7%     5.1%     189 
  大陸各省市人       13.4%    34.4%    29.4%    21.2%     1.7%      36 
  原住民               .0%    23.4%    15.5%    61.1%      .0%       4 
  
  族群認同 
  台灣人              5.7%    38.1%    36.1%    14.0%     6.1%      90 
  都是               12.8%    35.7%    29.3%    19.3%     3.0%     155 
  中國人              7.9%    36.4%    37.0%    18.8%      .0%      2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0.9%    36.1%    34.7%    16.2%     2.2%     175 
  中低、低級白領      8.1%    38.7%    25.4%    24.0%     3.8%      71 
  農林漁牧             .0%      .0%      .0%   100.0%      .0%       1 
  藍領               13.0%    24.2%    36.9%     7.9%    18.0%      20 
  其他               37.1%    62.9%      .0%      .0%      .0%       2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3.3%    11.9%    33.2%    31.3%    10.4%      13 
  普通支持國民黨     11.6%    34.8%    31.4%    18.4%     3.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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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民進黨      4.9%    38.2%    26.7%    23.4%     6.8%      18 
  普通支持民進黨      8.6%    34.3%    37.0%    18.7%     1.5%      6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100.0%      .0%      .0%       1 
  普通支持新黨        6.8%    11.1%    33.5%    48.7%      .0%       9 
  非常支持建國黨     54.4%    45.6%      .0%      .0%      .0%       1 
  中立無反應         11.5%    42.3%    29.9%    12.1%     4.2%     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7.6%    21.6%    40.2%    20.6%      .0%       4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7.3%    33.2%    22.9%    26.5%      .0%      45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8.1%    36.1%    35.0%    18.7%     2.1%     118 
  永遠維持現狀        8.5%    26.9%    51.7%     6.3%     6.6%      3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9.9%    39.7%    27.6%    20.7%     2.1%      50 
  儘快獨立           17.6%    42.1%    11.4%     5.6%    23.3%      14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13.2%    39.7%    25.3%    18.5%     3.2%     143 
  中部                5.7%    32.6%    40.7%    18.2%     2.9%      59 
  南部                8.8%    33.6%    41.0%    14.6%     2.0%      58 
  東部               10.2%    14.3%    23.3%    17.5%    34.7%       8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１2請問您是否曾在新聞討論群（Newsg roup） 
                  上與他人談論政治上的問題 
                  ─────────────────- ──── 
                  從來沒有   很少     偶爾     經常   回答人數 
                  ──── ──── ──── ──── ──── 
                     %        %        %        %        n 
 ──────────────────────────────- 
 全  體             77.6%    12.4%     7.4%     2.6%     269 
 
 性別 
 男性               76.2%    12.5%     9.1%     2.2%     159 
 女性               79.6%    12.1%     5.0%     3.3%     110 
 
 年齡 
 12至 19歲           79.0%    15.5%     5.5%      .0%      75 
 20至 29歲           75.9%    11.3%     8.4%     4.3%     111 
 30至 39歲           74.4%    13.9%     9.4%     2.3%      56 
 40至 49歲           89.6%     3.3%     2.7%     4.4%      22 
 50至 59歲          100.0%      .0%      .0%      .0%       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75.8%    24.2%      .0%      .0%       4 
 國、初中           80.2%    15.4%     4.4%      .0%      40 
 高中、職           75.6%    10.7%    11.0%     2.7%      81 
 專科               79.3%    14.3%     2.7%     3.7%      62 
 大學及以上         77.5%     9.8%     9.5%     3.2%      8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76.9%    19.7%     3.4%      .0%      36 
 本省閩南人         78.3%    10.8%     8.1%     2.7%     189 
 大陸各省市人       76.4%     9.2%     9.2%     5.2%      36 
 原住民             80.8%    19.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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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認同 
 台灣人             76.8%    14.1%     5.4%     3.7%      90 
 都是               78.2%    10.9%     8.5%     2.4%     155 
 中國人             76.0%    19.0%     5.0%      .0%      20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79.1%    12.3%     5.0%     3.6%     175 
 中低、低級白領     71.2%    16.6%    11.2%     1.0%      71 
 農林漁牧             .0%      .0%   100.0%      .0%       1 
 藍領               88.9%      .0%    11.1%      .0%      20 
 其他              100.0%      .0%      .0%      .0%       2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58.8%     5.0%    17.7%    18.5%      13 
 普通支持國民黨     82.8%     9.9%     7.3%      .0%      58 
 非常支持民進黨     73.4%    14.3%    12.3%      .0%      18 
 普通支持民進黨     72.9%    18.1%     5.3%     3.6%      61 
 非常支持新黨      100.0%      .0%      .0%      .0%       1 
 普通支持新黨       64.8%    35.2%      .0%      .0%       9 
 非常支持建國黨    100.0%      .0%      .0%      .0%       1 
 中立無反應         81.1%     9.2%     7.4%     2.3%     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60.1%      .0%    19.3%    20.6%       4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74.3%    12.3%     7.8%     5.6%      45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77.7%    13.2%     7.8%     1.4%     118 
 永遠維持現狀       75.4%    11.5%     6.6%     6.5%      3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84.2%     7.0%     8.8%      .0%      50 
 儘快獨立           73.7%    26.3%      .0%      .0%      1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75.2%    13.8%     7.4%     3.6%     143 
 中部               77.3%    14.5%     6.1%     2.1%      59 
 南部               85.2%     3.8%     9.9%     1.2%      58 
 東部               74.7%    25.3%      .0%      .0%       8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１3在找資料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重不 
                  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1.4%    18.3%    34.5%    44.0%     1.7%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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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男性                1.3%    19.0%    32.5%    45.7%     1.4%     723 
 女性                1.6%    17.5%    37.0%    41.8%     2.1%     570 
 
 年齡 
 12至 19歲             .7%    19.0%    37.2%    40.8%     2.3%     439 
 20至 29歲             .7%    18.2%    33.9%    46.0%     1.2%     458 
 30至 39歲            3.1%    17.3%    31.6%    46.1%     1.9%     254 
 40至 49歲            1.3%    18.9%    31.8%    46.0%     2.0%      98 
 50至 59歲            6.4%    22.7%    15.6%    55.4%      .0%      18 
 60歲及以上           .0%    16.9%    43.8%    39.3%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0%    17.8%    31.8%    42.8%     7.6%      57 
 國、初中            1.7%    22.5%    35.9%    37.4%     2.5%     222 
 高中、職            1.4%    21.0%    41.2%    35.0%     1.4%     402 
 專科                1.1%    19.1%    32.1%    46.0%     1.6%     285 
 大學及以上          1.9%    11.5%    27.9%    58.1%      .6%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4%    16.2%    41.4%    39.3%     1.7%     164 
 本省閩南人          1.7%    18.2%    34.6%    43.9%     1.6%     893 
 大陸各省市人         .6%    17.0%    30.6%    51.0%      .8%     185 
 原住民               .0%    25.9%    18.5%    47.5%     8.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8%    18.6%    35.2%    43.1%     1.1%     448 
 都是                1.2%    17.8%    35.1%    44.1%     1.9%     697 
 中國人              1.6%    19.6%    30.3%    46.6%     2.0%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2%    16.8%    33.8%    46.5%     1.7%     853 
 中低、低級白領      2.5%    21.2%    36.1%    38.9%     1.3%     342 
 農林漁牧             .0%      .0%    22.5%    77.5%      .0%       4 
 藍領                 .0%    23.5%    35.6%    37.4%     3.5%      85 
 其他                 .0%    10.4%    36.8%    52.8%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8%    18.1%    34.1%    41.9%     4.1%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8%    18.8%    35.7%    42.2%     2.5%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13.3%    33.1%    51.0%     2.6%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    17.3%    33.3%    47.5%      .3%     324 
 非常支持新黨         .0%    15.9%    15.4%    68.7%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6%    11.1%    36.6%    48.9%     1.8%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31.3%      .0%    68.7%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46.7%    53.3%      .0%       3 
 中立無反應          1.9%    20.3%    34.9%    41.0%     1.9%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10.9%    32.3%    56.9%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1%    13.6%    32.0%    51.3%     1.0%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0%    18.6%    32.9%    44.9%     2.6%     567 
 永遠維持現狀        3.5%    17.0%    42.7%    35.8%     1.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9%    17.5%    36.9%    43.9%      .9%     240 
 儘快獨立            1.4%    24.0%    38.2%    36.3%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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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9%    16.3%    35.8%    44.6%     1.5%     627 
 中部                1.1%    20.7%    34.4%    42.1%     1.7%     315 
 南部                 .8%    21.8%    31.1%    44.7%     1.6%     288 
 東部                1.7%    12.7%    36.1%    44.2%     5.3%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4在跟朋友聯絡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 
                  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14.5%    39.7%    23.3%    20.8%     1.7%    1293 
 
 性別 
 男性               14.8%    39.7%    22.4%    21.5%     1.7%     723 
 女性               14.1%    39.8%    24.5%    19.9%     1.7%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12.9%    44.7%    25.0%    15.6%     1.8%     439 
 20至 29歲           10.8%    38.6%    26.6%    23.4%      .7%     458 
 30至 39歲           18.9%    37.3%    17.4%    23.7%     2.6%     254 
 40至 49歲           24.0%    29.0%    17.8%    25.1%     4.2%      98 
 50至 59歲           20.8%    26.0%    22.5%    30.8%      .0%      18 
 60歲及以上           .0%    60.2%    12.0%    27.7%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12.7%    50.8%    18.9%    10.4%     7.2%      57 
 國、初中           13.1%    44.1%    24.9%    15.5%     2.4%     222 
 高中、職           18.8%    44.0%    20.4%    15.0%     1.7%     402 
 專科               13.6%    36.3%    27.0%    22.1%     1.1%     285 
 大學及以上         11.3%    31.9%    23.8%    32.3%      .7%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4.8%    42.0%    21.2%    20.6%     1.3%     164 
 本省閩南人         15.4%    40.1%    23.0%    19.7%     1.8%     893 
 大陸各省市人        9.8%    36.3%    25.0%    27.5%     1.5%     185 
 原住民               .0%    37.4%    35.7%    18.8%     8.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5.6%    39.1%    24.4%    20.1%      .8%     448 
 都是               14.1%    39.7%    23.5%    20.4%     2.2%     697 
 中國人             13.3%    37.6%    21.2%    27.1%      .8%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3.9%    40.1%    23.5%    21.0%     1.5%     853 
 中低、低級白領     15.1%    38.8%    23.4%    20.7%     1.9%     342 
 農林漁牧             .0%      .0%    22.5%    77.5%      .0%       4 
 藍領               19.7%    40.7%    22.3%    14.9%     2.4%      85 
 其他               10.4%    49.3%     7.4%    32.8%      .0%       8 
 
 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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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國民黨     19.5%    27.3%    21.2%    28.5%     3.4%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4.9%    37.9%    25.0%    20.3%     1.9%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13.7%    41.9%    19.3%    25.0%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3.1%    37.9%    26.6%    21.9%      .6%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2.8%    87.2%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7.1%    46.0%    20.3%    26.6%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1.3%    37.4%      .0%    31.4%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100.0%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15.8%    41.1%    21.8%    18.8%     2.6%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8.2%    58.1%     5.1%     8.5%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4.8%    35.8%    22.6%    25.8%      .9%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3.1%    41.6%    24.5%    19.1%     1.7%     567 
 永遠維持現狀       19.4%    36.6%    24.3%    17.3%     2.3%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3.2%    37.6%    24.7%    24.1%      .5%     240 
 儘快獨立           14.3%    38.2%    23.0%    22.1%     2.3%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13.9%    35.7%    25.4%    23.8%     1.2%     627 
 中部               16.9%    44.5%    21.5%    14.4%     2.7%     315 
 南部               14.8%    41.6%    20.8%    21.6%     1.2%     288 
 東部                8.7%    46.1%    22.6%    19.7%     2.9%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5在打發時間、純娛樂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普通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12.1%    34.1%    29.8%    22.8%      .1%     1.2%    1293 
 
 性別 
 男性               13.0%    33.1%    30.1%    22.6%      .1%     1.1%     723 
 女性               10.9%    35.3%    29.5%    23.0%      .0%     1.4%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4.3%    29.3%    33.9%    31.5%      .0%     1.1%     439 
 20至 29歲            9.4%    34.8%    31.8%    23.2%      .2%      .7%     458 
 30至 39歲           22.3%    39.5%    23.1%    14.1%      .0%     1.0%     254 
 40至 49歲           25.6%    37.5%    25.7%     7.6%      .0%     3.7%      98 
 50至 59歲           29.3%    38.5%    19.5%    12.7%      .0%      .0%      18 
 60歲及以上         10.8%    34.8%      .0%    54.3%      .0%      .0%       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4.9%    37.5%    32.4%    23.4%      .0%     1.8%      57 
 國、初中            3.3%    22.6%    37.3%    34.9%      .0%     1.8%     222 
 高中、職           13.3%    33.0%    30.4%    21.9%      .0%     1.4%     402 
 專科               12.1%    35.4%    28.3%    23.0%      .0%     1.2%     285 
 大學及以上         17.6%    41.0%    25.1%    15.6%      .3%      .5%     321 
 
 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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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省客家人         11.9%    32.7%    27.0%    26.1%      .0%     2.3%     164 
 本省閩南人         11.6%    34.3%    30.3%    22.8%      .1%     1.0%     893 
 大陸各省市人       15.5%    32.4%    29.6%    22.0%      .0%      .5%     185 
 原住民              4.5%    47.4%    35.1%     4.9%      .0%     8.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9.8%    31.9%    29.2%    27.8%      .2%     1.2%     448 
 都是               12.3%    34.3%    31.1%    21.1%      .0%     1.1%     697 
 中國人             15.9%    38.7%    27.7%    16.5%      .0%     1.1%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1.3%    33.1%    29.5%    24.7%      .1%     1.2%     853 
 中低、低級白領     14.2%    36.5%    30.3%    17.9%      .0%     1.0%     342 
 農林漁牧           22.5%    77.5%      .0%      .0%      .0%      .0%       4 
 藍領                8.0%    30.7%    34.2%    24.5%      .0%     2.7%      85 
 其他               31.0%    39.5%    10.5%    19.0%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7.9%    35.1%    24.6%    26.6%      .0%     5.9%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2.7%    29.2%    31.5%    26.7%      .0%      .0%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8.8%    33.9%    30.1%    25.3%      .0%     1.9%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8.2%    35.2%    31.2%    23.3%      .0%     2.1%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5.4%    48.8%    15.4%    20.4%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9.9%    40.3%    24.9%    24.9%      .0%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37.4%    31.3%    31.4%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22.5%    27.7%    19.0%    30.8%      .0%      .0%       3 
 中立無反應         15.1%    35.2%    29.1%    19.4%      .2%     1.0%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0.9%    13.5%    35.0%    26.6%      .0%     4.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6.7%    35.8%    25.9%    21.6%      .0%      .0%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0.2%    36.2%    28.5%    24.0%      .2%      .9%     567 
 永遠維持現狀       10.7%    26.0%    38.6%    21.8%      .0%     2.9%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0.6%    35.3%    31.0%    22.7%      .0%      .4%     240 
 儘快獨立            7.3%    23.3%    42.8%    25.2%      .0%     1.4%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3.1%    31.8%    29.6%    23.9%      .0%     1.5%     627 
 中部               10.4%    33.0%    33.3%    22.2%      .3%      .7%     315 
 南部               11.0%    40.6%    27.2%    20.4%      .0%      .9%     288 
 東部               14.1%    31.0%    27.7%    25.0%      .0%     2.2%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6在結交新朋友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普通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39.7%    41.1%    11.5%     6.5%      .1%     1.1%    1293 
 
 性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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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35.4%    42.3%    12.7%     8.0%      .1%     1.3%     723 
 女性               45.1%    39.5%     9.9%     4.6%      .0%      .9%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22.8%    47.8%    17.8%    10.4%      .0%     1.2%     439 
 20至 29歲           41.5%    39.7%    11.6%     6.3%      .2%      .7%     458 
 30至 39歲           57.9%    33.6%     4.3%     3.0%      .0%     1.2%     254 
 40至 49歲           52.2%    39.1%     4.0%     1.8%      .0%     2.8%      98 
 50至 59歲           58.5%    35.1%     3.2%     3.2%      .0%      .0%      18 
 60歲及以上         45.7%    37.4%    16.9%      .0%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37.3%    36.8%     9.1%    15.0%      .0%     1.8%      57 
 國、初中           21.5%    50.2%    17.6%     9.2%      .0%     1.6%     222 
 高中、職           37.8%    39.9%    12.0%     8.8%      .0%     1.5%     402 
 專科               43.0%    41.1%    10.2%     4.6%      .3%      .8%     285 
 大學及以上         52.1%    37.0%     8.1%     2.1%      .0%      .7%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40.5%    42.7%    11.1%     5.3%      .0%      .4%     164 
 本省閩南人         39.7%    41.2%    10.6%     7.1%      .1%     1.3%     893 
 大陸各省市人       42.4%    39.5%    12.3%     4.2%      .0%     1.5%     185 
 原住民             26.1%    23.3%    30.5%    20.1%      .0%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38.9%    40.6%    12.4%     7.0%      .0%     1.1%     448 
 都是               39.1%    42.0%    11.5%     6.2%      .1%     1.1%     697 
 中國人             44.7%    37.2%     8.9%     8.5%      .0%      .7%     108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36.1%    42.5%    13.5%     6.6%      .1%     1.2%     853 
 中低、低級白領     46.8%    39.5%     7.6%     4.8%      .0%     1.4%     342 
 農林漁牧           22.2%    39.5%      .0%    38.4%      .0%      .0%       4 
 藍領               45.7%    34.0%     8.6%    11.7%      .0%      .0%      85 
 其他               65.3%    34.7%      .0%      .0%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40.7%    48.2%     4.2%     6.9%      .0%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37.8%    41.6%    11.2%     8.1%      .0%     1.4%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44.1%    32.6%    14.2%     9.2%      .0%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35.6%    43.8%    12.5%     7.1%      .3%      .8%     324 
 非常支持新黨       43.6%    56.4%      .0%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38.7%    43.3%     9.5%     5.4%      .0%     3.1%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1.3%    37.4%    31.4%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49.8%    22.5%    27.7%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42.7%    39.6%    11.3%     5.1%      .0%     1.3%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9.4%    22.1%    17.5%    17.0%      .0%     3.9%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2.4%    41.0%    10.1%     5.4%      .0%     1.2%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7.4%    43.5%    11.3%     6.4%      .2%     1.3%     567 
 永遠維持現狀       41.9%    37.6%    13.8%     6.7%      .0%      .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1.2%    40.6%    10.9%     6.7%      .0%      .7%     240 
 儘快獨立           31.5%    39.5%    15.9%    11.8%      .0%     1.4%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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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               41.5%    40.7%    10.6%     6.0%      .0%     1.1%     627 
 中部               38.1%    41.9%    11.5%     7.4%      .0%     1.1%     315 
 南部               38.7%    39.8%    13.1%     6.4%      .3%     1.6%     288 
 東部               34.4%    45.6%    11.8%     8.2%      .0%      .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7在增加和別人聊天的話題方面，您覺得「網路」 
                   對您而言重不重要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20.1%    38.4%    27.6%    12.6%     1.2%    1293 
 
 性別 
 男性               19.3%    39.3%    26.9%    13.4%     1.0%     723 
 女性               21.2%    37.3%    28.4%    11.6%     1.4%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13.3%    37.7%    30.2%    17.8%     1.0%     439 
 20至 29歲           17.6%    41.6%    28.8%    11.6%      .4%     458 
 30至 39歲           27.5%    36.7%    24.1%     9.7%     1.9%     254 
 40至 49歲           35.3%    33.9%    20.7%     7.0%     3.1%      98 
 50至 59歲           42.9%    34.6%    16.3%      .0%     6.2%      18 
 60歲及以上         21.7%    37.4%    40.9%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14.2%    33.7%    25.4%    20.3%     6.4%      57 
 國、初中           15.1%    39.8%    27.7%    16.0%     1.4%     222 
 高中、職           20.4%    38.6%    25.8%    14.1%     1.2%     402 
 專科               18.1%    41.2%    29.2%    10.8%      .7%     285 
 大學及以上         25.9%    35.9%    28.8%     8.8%      .6%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1.9%    38.8%    25.1%    12.6%     1.6%     164 
 本省閩南人         19.5%    39.6%    28.2%    11.8%     1.0%     893 
 大陸各省市人       21.8%    34.1%    28.6%    14.0%     1.5%     185 
 原住民             20.6%    25.8%    16.9%    36.7%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8.8%    40.0%    30.1%    10.3%      .8%     448 
 都是               19.0%    38.0%    27.6%    14.1%     1.2%     697 
 中國人             26.3%    37.3%    20.9%    14.9%      .6%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8.3%    38.3%    28.4%    13.8%     1.2%     853 
 中低、低級白領     23.3%    38.6%    26.8%    10.4%     1.0%     342 
 農林漁牧             .0%    22.5%    39.5%    38.1%      .0%       4 
 藍領               26.6%    39.7%    22.5%     8.6%     2.6%      85 
 其他               24.5%    42.7%    21.8%    11.0%      .0%       8 
 
 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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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國民黨     23.6%    38.6%    19.4%    12.6%     5.8%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9.0%    38.3%    27.6%    14.5%      .5%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26.3%    32.4%    24.8%    16.4%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9%    40.5%    28.4%    13.7%      .5%     324 
 非常支持新黨       43.6%    20.1%    20.4%    15.9%      .0%       4 
 普通支持新黨        7.9%    46.0%    31.8%    11.8%     2.5%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1.3%    37.4%    31.4%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30.8%    22.5%    46.7%      .0%      .0%       3 
 中立無反應         22.6%    37.5%    27.6%    10.5%     1.7%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8.3%    24.0%    34.6%    23.1%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3.6%    41.4%    21.8%    12.1%     1.1%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7.5%    39.8%    29.4%    12.0%     1.2%     567 
 永遠維持現狀       19.5%    33.4%    33.2%    13.8%      .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0.6%    38.7%    27.3%    13.0%      .4%     240 
 儘快獨立           20.3%    33.2%    26.6%    19.0%      .9%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0.1%    36.3%    29.8%    12.6%     1.3%     627 
 中部               19.2%    42.1%    26.0%    11.9%      .8%     315 
 南部               22.0%    38.5%    25.9%    11.9%     1.6%     288 
 東部               17.8%    40.2%    22.3%    19.7%      .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8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 
                  而言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20.0%    38.7%    24.5%    14.6%     2.2%    1293 
 
 性別 
 男性               20.0%    37.5%    23.7%    16.4%     2.5%     723 
 女性               20.1%    40.3%    25.5%    12.4%     1.8%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12.2%    38.4%    25.5%    22.1%     1.8%     439 
 20至 29歲           18.8%    41.9%    27.2%    10.7%     1.5%     458 
 30至 39歲           28.8%    36.7%    20.3%    10.9%     3.2%     254 
 40至 49歲           27.2%    35.4%    23.4%    11.4%     2.5%      98 
 50至 59歲           46.2%    21.9%    16.3%    12.8%     2.8%      18 
 60歲及以上         38.6%    49.4%      .0%    12.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9.7%    37.2%    26.3%    16.9%     9.9%      57 
 國、初中           14.0%    37.2%    24.4%    22.7%     1.8%     222 
 高中、職           19.1%    36.9%    25.0%    16.6%     2.4%     402 
 專科               20.4%    42.4%    23.8%    11.7%     1.6%     285 
 大學及以上         26.5%    39.3%    24.1%     8.6%     1.5%     321 
 
 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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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省客家人         19.6%    36.1%    23.9%    16.9%     3.6%     164 
 本省閩南人         19.4%    40.1%    24.2%    14.7%     1.6%     893 
 大陸各省市人       24.2%    33.2%    27.4%    12.4%     2.8%     185 
 原住民              8.1%    32.0%    33.8%    18.0%     8.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7.9%    40.6%    26.2%    14.2%     1.1%     448 
 都是               20.2%    38.3%    23.7%    15.2%     2.6%     697 
 中國人             24.5%    36.7%    26.0%    12.2%      .6%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8.6%    37.2%    25.4%    16.3%     2.4%     853 
 中低、低級白領     22.4%    42.2%    23.0%    10.1%     2.4%     342 
 農林漁牧             .0%    61.0%    23.1%    15.9%      .0%       4 
 藍領               23.0%    39.9%    23.5%    13.6%      .0%      85 
 其他               40.9%    25.1%      .0%    33.9%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0.5%    37.1%    23.5%    24.6%     4.3%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4.5%    40.5%    23.1%    19.9%     2.0%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17.1%    30.6%    34.0%    18.3%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8%    39.8%    24.4%    17.0%     1.9%     324 
 非常支持新黨       28.2%    55.9%    15.9%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29.9%    33.4%    26.1%    10.6%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62.6%    37.4%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41.5%      .0%    27.7%    30.8%      .0%       3 
 中立無反應         25.1%    39.0%    23.7%     9.3%     3.0%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0.9%    27.3%    19.5%    22.2%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4.5%    41.1%    18.8%    14.5%     1.1%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8.1%    39.5%    25.7%    14.4%     2.3%     567 
 永遠維持現狀       17.1%    37.2%    24.4%    18.5%     2.8%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9.1%    37.2%    30.1%    13.6%      .0%     240 
 儘快獨立           15.5%    35.8%    27.2%    19.2%     2.3%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19.7%    38.4%    26.5%    13.5%     1.9%     627 
 中部               18.3%    41.5%    25.6%    13.5%     1.0%     315 
 南部               22.3%    38.1%    20.4%    14.9%     4.3%     288 
 東部               19.8%    28.8%    19.4%    30.2%     1.8%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19在知道最新的消息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重不重 
                  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普通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4.4%    15.0%    30.7%    48.7%      .1%     1.1%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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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男性                4.5%    13.9%    29.1%    51.1%      .1%     1.2%     723 
 女性                4.1%    16.5%    32.8%    45.7%      .0%      .9%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2.5%    11.6%    30.0%    54.5%      .0%     1.3%     439 
 20至 29歲            3.7%    14.4%    31.5%    49.4%      .2%      .8%     458 
 30至 39歲            6.3%    18.6%    30.8%    43.4%      .0%     1.0%     254 
 40至 49歲            5.2%    19.6%    31.1%    41.6%      .0%     2.4%      98 
 50至 59歲           16.2%    37.0%    22.2%    24.6%      .0%      .0%      18 
 60歲及以上           .0%      .0%    45.3%    54.7%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2.0%    14.6%    27.0%    48.9%      .0%     7.4%      57 
 國、初中            2.8%    12.9%    27.3%    56.1%      .0%     1.0%     222 
 高中、職            5.5%    13.1%    33.3%    46.5%      .0%     1.6%     402 
 專科                3.9%    16.4%    31.1%    48.0%      .3%      .3%     285 
 大學及以上          4.9%    17.2%    30.5%    47.3%      .0%      .2%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3%    12.1%    29.7%    54.3%      .0%      .6%     164 
 本省閩南人          4.5%    15.3%    32.6%    46.3%      .1%     1.2%     893 
 大陸各省市人        4.9%    14.4%    25.5%    55.2%      .0%      .0%     185 
 原住民               .0%     6.7%    30.4%    51.7%      .0%    11.2%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0%    13.4%    31.4%    50.0%      .0%     1.2%     448 
 都是                4.1%    15.7%    30.8%    48.4%      .1%      .9%     697 
 中國人              6.7%    12.4%    33.7%    45.7%      .0%     1.5%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2%    14.4%    30.0%    50.2%      .1%     1.1%     853 
 中低、低級白領      4.4%    18.1%    33.4%    43.8%      .0%      .3%     342 
 農林漁牧             .0%      .0%      .0%   100.0%      .0%      .0%       4 
 藍領                4.8%    10.1%    29.9%    50.9%      .0%     4.3%      85 
 其他               20.9%     8.0%    19.2%    51.8%      .0%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5.4%    16.7%    21.3%    53.3%      .0%     3.4%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2.5%    12.4%    30.6%    54.5%      .0%      .0%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2.4%    11.0%    27.4%    56.5%      .0%     2.7%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4.2%    13.8%    32.2%    48.6%      .3%      .9%     324 
 非常支持新黨         .0%    20.1%    28.2%    51.7%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0%    17.8%    29.3%    51.9%      .0%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37.4%    62.6%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49.8%    50.2%      .0%      .0%       3 
 中立無反應          6.1%    17.4%    31.0%    43.8%      .0%     1.6%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4.3%    16.5%    29.6%    44.7%      .0%     4.9%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2%    20.7%    26.2%    48.2%      .0%      .8%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4.7%    14.8%    29.1%    50.5%      .2%      .7%     567 
 永遠維持現狀        3.3%    11.0%    40.4%    44.5%      .0%      .7%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3.4%    10.0%    32.5%    53.1%      .0%     1.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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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快獨立            4.3%    14.7%    37.5%    42.1%      .0%     1.4%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9%    15.5%    30.1%    48.2%      .0%     1.2%     627 
 中部                4.2%    13.8%    33.6%    47.7%      .0%      .6%     315 
 南部                4.0%    16.5%    28.7%    49.3%      .3%     1.2%     288 
 東部                1.5%     9.0%    30.6%    57.0%      .0%     2.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２0在購物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重不重 
                  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36.7%    38.4%    14.6%     8.0%     2.3%    1293 
 
 性別 
 男性               36.7%    38.3%    14.2%     8.7%     2.1%     723 
 女性               36.8%    38.6%    15.0%     7.2%     2.5%     570 
 
 年齡 
 12至 19歲           37.4%    40.5%    12.7%     6.7%     2.6%     439 
 20至 29歲           35.1%    37.1%    18.1%     8.3%     1.4%     458 
 30至 39歲           35.2%    38.9%    13.7%    10.1%     2.0%     254 
 40至 49歲           35.9%    40.2%    10.3%     8.7%     4.8%      98 
 50至 59歲           57.5%    23.3%    15.7%     3.4%      .0%      18 
 60歲及以上         71.1%    12.0%    16.9%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46.0%    29.2%     5.7%     9.0%    10.2%      57 
 國、初中           37.4%    39.1%    15.0%     6.6%     1.9%     222 
 高中、職           31.4%    42.0%    16.2%     8.1%     2.2%     402 
 專科               37.4%    38.7%    11.5%    10.8%     1.6%     285 
 大學及以上         40.9%    34.6%    16.9%     6.2%     1.5%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4.8%    42.9%    10.1%     9.5%     2.6%     164 
 本省閩南人         36.3%    38.1%    16.1%     7.2%     2.4%     893 
 大陸各省市人       39.0%    35.9%    12.9%    11.6%      .5%     185 
 原住民             20.7%    56.1%      .0%    23.2%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37.6%    39.1%    14.1%     6.8%     2.3%     448 
 都是               35.5%    38.7%    15.2%     8.4%     2.1%     697 
 中國人             37.1%    35.4%    14.2%    12.7%      .6%     108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39.5%    38.0%    13.5%     6.5%     2.6%     853 
 中低、低級白領     33.3%    38.4%    15.7%    10.8%     1.8%     342 
 農林漁牧             .0%    38.5%    22.5%    39.0%      .0%       4 
 藍領               22.2%    44.5%    22.1%    10.1%     1.1%      85 
 其他               64.2%    17.8%      .0%    18.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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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41.5%    33.2%    10.7%    12.8%     1.8%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31.1%    41.3%    18.2%     7.8%     1.6%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24.0%    44.2%    16.7%    11.8%     3.3%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39.7%    37.3%    14.5%     7.5%     1.0%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00.0%      .0%      .0%      .0%      .0%       4 
 普通支持新黨       42.1%    33.8%    11.7%    12.4%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31.3%    68.7%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19.0%    53.3%    27.7%      .0%      .0%       3 
 中立無反應         38.6%    37.6%    12.9%     7.2%     3.6%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49.0%    32.7%    15.4%     3.0%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34.0%    39.9%    14.5%     8.8%     2.8%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8.8%    37.6%    13.9%     8.1%     1.5%     567 
 永遠維持現狀       37.2%    33.1%    19.5%     9.2%     1.1%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30.1%    45.0%    13.9%     9.1%     1.9%     240 
 儘快獨立           36.1%    38.3%    18.1%     5.2%     2.2%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36.6%    39.4%    14.4%     7.7%     2.0%     627 
 中部               32.4%    40.2%    16.0%     7.9%     3.4%     315 
 南部               40.5%    36.5%    13.9%     7.6%     1.5%     288 
 東部               40.4%    28.9%    11.8%    16.3%     2.6%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21在瞭解政治消息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 
                  言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25.9%    37.8%    22.7%    12.4%     1.2%    1293 
 
 性別 
 男性               25.0%    38.0%    22.8%    13.3%     1.0%     723 
 女性               27.0%    37.5%    22.7%    11.3%     1.6%     570 
 
 年齡 
 12至 19歲           28.2%    35.6%    22.9%    11.5%     1.7%     439 
 20至 29歲           24.3%    39.9%    24.2%    10.7%      .9%     458 
 30至 39歲           23.1%    40.8%    20.1%    15.1%     1.0%     254 
 40至 49歲           25.0%    32.5%    24.1%    16.9%     1.5%      98 
 50至 59歲           37.2%    39.7%    13.7%     9.4%      .0%      18 
 60歲及以上         42.7%      .0%    28.4%    28.9%      .0%       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2.1%    33.8%    27.2%    11.4%     5.5%      57 
 國、初中           32.0%    32.4%    22.1%    11.9%     1.5%     222 
 高中、職           26.7%    38.2%    20.8%    13.0%     1.3%     402 
 專科               20.8%    40.6%    24.2%    13.5%      .9%     285 
 大學及以上         26.0%    38.8%    23.9%    10.9%      .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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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28.3%    36.2%    23.6%    10.6%     1.4%     164 
 本省閩南人         25.2%    38.8%    23.3%    11.6%     1.1%     893 
 大陸各省市人       25.6%    35.7%    21.4%    16.8%      .4%     185 
 原住民             16.2%    27.0%    17.6%    24.7%    14.6%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4.9%    36.3%    26.2%    11.1%     1.4%     448 
 都是               26.4%    38.7%    20.9%    12.9%     1.1%     697 
 中國人             22.3%    39.3%    23.2%    15.2%      .0%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27.0%    37.5%    22.4%    11.8%     1.3%     853 
 中低、低級白領     23.4%    39.1%    23.7%    12.4%     1.3%     342 
 農林漁牧             .0%    38.8%    22.2%    39.0%      .0%       4 
 藍領               25.6%    33.8%    23.5%    17.1%      .0%      85 
 其他               29.0%    52.2%     7.4%    11.4%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9.7%    28.9%    15.0%    34.6%     1.8%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23.0%    38.2%    21.8%    16.3%      .8%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19.6%    27.2%    39.1%    14.1%      .0%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21.8%    40.0%    24.6%    11.9%     1.6%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2.8%    51.3%    15.4%    20.4%      .0%       4 
 普通支持新黨       29.5%    39.1%    20.6%    10.8%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100.0%      .0%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30.8%    50.2%    19.0%      .0%      .0%       3 
 中立無反應         31.2%    37.8%    20.6%     8.8%     1.5%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8.2%    41.8%    18.3%     7.8%     3.9%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3.2%    40.4%    20.5%    15.5%      .4%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4.6%    38.0%    23.6%    13.1%      .7%     567 
 永遠維持現狀       25.8%    34.8%    24.7%    13.4%     1.3%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4.3%    37.9%    25.1%    11.7%     1.0%     240 
 儘快獨立           35.9%    36.7%    18.8%     5.0%     3.6%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5.3%    38.0%    23.6%    11.7%     1.4%     627 
 中部               24.1%    38.0%    24.6%    12.3%     1.0%     315 
 南部               28.8%    36.9%    19.6%    13.6%     1.1%     288 
 東部               29.4%    37.0%    18.9%    13.6%     1.1%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22在滿足好奇心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言 
                  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10.0%    24.9%    35.0%    29.6%      .5%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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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男性                9.8%    26.2%    34.9%    28.7%      .4%     723 
 女性               10.2%    23.3%    35.2%    30.7%      .7%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6.1%    24.6%    32.1%    36.5%      .6%     439 
 20至 29歲            7.5%    25.3%    38.1%    28.5%      .6%     458 
 30至 39歲           16.0%    25.4%    34.1%    24.3%      .2%     254 
 40至 49歲           18.6%    27.3%    35.5%    18.7%      .0%      98 
 50至 59歲           23.3%    18.2%    36.1%    22.5%      .0%      18 
 60歲及以上         10.8%      .0%    28.9%    60.3%      .0%       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8.4%    27.1%    29.7%    33.1%     1.8%      57 
 國、初中           10.1%    24.7%    28.4%    36.0%      .8%     222 
 高中、職           11.2%    24.5%    34.2%    29.9%      .2%     402 
 專科                9.3%    22.2%    37.2%    30.4%      .9%     285 
 大學及以上          9.3%    27.5%    39.6%    23.3%      .2%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8.5%    27.6%    33.3%    30.6%      .0%     164 
 本省閩南人         10.1%    24.3%    35.5%    29.5%      .5%     893 
 大陸各省市人       10.0%    23.6%    36.2%    29.3%      .9%     185 
 原住民             12.2%    27.0%    11.4%    49.4%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7.8%    26.0%    36.6%    29.2%      .4%     448 
 都是               11.4%    23.3%    34.2%    30.4%      .7%     697 
 中國人              9.9%    25.5%    36.5%    27.6%      .6%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9.3%    24.3%    34.8%    31.0%      .6%     853 
 中低、低級白領     10.4%    27.1%    37.2%    24.9%      .4%     342 
 農林漁牧             .0%    16.4%    22.2%    61.5%      .0%       4 
 藍領               13.7%    25.0%    30.6%    30.8%      .0%      85 
 其他               29.0%     6.6%    20.0%    44.4%      .0%       8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0.3%    27.5%    22.8%    39.3%      .0%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11.2%    23.7%    35.3%    29.1%      .6%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7.6%    29.5%    28.5%    33.1%     1.3%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7.7%    23.1%    37.1%    31.5%      .6%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2.8%    20.1%      .0%    67.1%      .0%       4 
 普通支持新黨       15.0%    14.4%    35.9%    33.0%     1.7%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37.4%    62.6%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19.0%    50.2%    30.8%      .0%       3 
 中立無反應         10.5%    27.1%    35.3%    26.8%      .3%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4.4%    10.1%    32.7%    42.7%      .0%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7.5%    23.9%    34.8%    33.4%      .4%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0.2%    26.4%    34.3%    28.6%      .6%     567 
 永遠維持現狀       13.9%    26.1%    31.2%    28.7%      .0%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6.8%    22.6%    41.4%    28.8%      .4%     240 
 儘快獨立            9.3%    22.8%    32.8%    35.1%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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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0.4%    24.3%    36.3%    28.7%      .4%     627 
 中部               10.6%    22.7%    35.4%    30.7%      .6%     315 
 南部                8.3%    29.7%    31.5%    29.6%     1.0%     288 
 東部               10.4%    23.4%    34.7%    31.5%      .0%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23在接觸情色資訊方面，您覺得「網路」對您而 
                  言重不重要呢？ 
                  ────────────────────── ──── 
                  很不重要 不太重要 有點重要  很重要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47.1%    34.5%    11.7%     4.4%     2.2%    1293 
 
 性別             *** 
 男性               33.4%    41.7%    16.7%     5.8%     2.4%     723 
 女性               64.5%    25.4%     5.4%     2.8%     1.9%     570 
 
 年齡             * 
 12至 19歲           48.2%    33.7%    10.7%     4.3%     3.1%     439 
 20至 29歲           38.6%    40.6%    14.4%     5.3%     1.1%     458 
 30至 39歲           54.5%    29.2%     9.7%     4.7%     1.9%     254 
 40至 49歲           60.3%    28.8%     7.9%     1.1%     2.0%      98 
 50至 59歲           56.2%    18.0%    19.3%     3.2%     3.4%      18 
 60歲及以上         42.7%    28.9%    28.4%      .0%      .0%       6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60.6%    14.5%    10.3%     5.6%     9.0%      57 
 國、初中           55.7%    28.8%     8.9%     4.7%     2.0%     222 
 高中、職           46.4%    37.6%     9.5%     4.7%     1.7%     402 
 專科               45.5%    35.0%    12.9%     4.7%     1.9%     285 
 大學及以上         41.5%    37.6%    15.8%     3.5%     1.6%     32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53.2%    33.5%     6.6%     4.4%     2.3%     164 
 本省閩南人         46.0%    35.0%    12.4%     4.6%     2.0%     893 
 大陸各省市人       47.3%    32.9%    13.2%     4.2%     2.3%     185 
 原住民             39.2%    52.8%     7.9%      .0%      .0%      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8.9%    33.0%    11.3%     4.2%     2.7%     448 
 都是               46.1%    35.6%    11.6%     4.9%     1.8%     697 
 中國人             42.8%    36.0%    15.0%     3.6%     2.6%     10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7.0%    34.2%    12.0%     4.4%     2.4%     853 
 中低、低級白領     46.3%    35.3%    11.4%     5.0%     2.0%     342 
 農林漁牧           39.5%    38.1%    22.5%      .0%      .0%       4 
 藍領               51.0%    35.1%    10.6%     2.4%      .8%      85 
 其他               64.9%    23.6%      .0%    11.6%      .0%       8 
 
 政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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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國民黨     57.6%    31.7%     6.5%      .0%     4.1%      38 
 普通支持國民黨     49.9%    35.8%     8.7%     3.9%     1.6%     284 
 非常支持民進黨     56.4%    22.3%    12.5%     4.6%     4.2%      76 
 普通支持民進黨     41.6%    36.2%    14.2%     5.7%     2.3%     324 
 非常支持新黨       12.8%    40.5%    31.3%      .0%    15.4%       4 
 普通支持新黨       50.5%    31.9%    12.9%     4.6%      .0%      55 
 非常支持建國黨     68.6%      .0%    31.4%      .0%      .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77.5%    22.5%      .0%      .0%      .0%       3 
 中立無反應         46.6%    35.2%    11.8%     4.3%     2.1%     507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5.8%    30.2%    26.2%      .0%     7.8%      2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3.2%    39.9%    13.1%     2.2%     1.6%     219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46.9%    35.7%    11.4%     4.9%     1.1%     567 
 永遠維持現狀       57.8%    24.8%    10.9%     5.2%     1.3%     124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4.8%    35.5%    11.7%     5.4%     2.6%     240 
 儘快獨立           49.9%    26.1%    12.7%     5.0%     6.4%      6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6.1%    34.5%    12.2%     4.8%     2.4%     627 
 中部               45.9%    35.2%    12.8%     4.7%     1.4%     315 
 南部               48.9%    34.5%    10.9%     2.9%     2.8%     288 
 東部               59.9%    27.0%     6.1%     5.8%     1.2%      56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 
                                     24用一把從０到１０的尺來表示您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 
                  ────────────────────────────────────────────────────
─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5.00    3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9%     2.4%     6.9%     7.5%    29.4%    11.4%     6.1%     3.0%      .6%     
1.6%      .0%      .0% 
 
 性別                  *** 
 男性                1.2%     2.7%     7.8%     7.5%    28.3%    14.1%     6.9%     3.5%      .9%     
1.5%      .0%      .0% 
 女性                 .6%     2.1%     5.9%     7.5%    30.5%     8.6%     5.4%     2.4%      .4%     
1.7%      .0%      .0% 
 
 年齡                *** 
 12至19歲             .5%     2.7%     6.5%     8.9%    35.0%    13.8%     9.9%     3.7%     1.2%     
2.2%      .0%      .0% 
 20至29歲            1.3%     2.9%     8.1%    12.2%    38.7%    13.3%     7.0%     1.1%      .0%     
1.2%      .0%      .0% 
 30至39歲            1.2%     3.0%    10.1%     8.6%    34.7%    12.7%     4.3%     2.2%      .5%     
1.3%      .0%      .0% 
 40至49歲            1.3%     2.6%     6.2%     5.7%    28.1%    11.9%     6.5%     
3.5%      .2%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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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59歲             .5%     1.2%     4.7%     2.1%    21.8%     9.9%     5.5%     3.6%      .2%     
1.7%      .0%      .0% 
 60歲及以上           .1%     1.0%     2.6%     2.9%    10.2%     4.6%     3.2%     5.2%     2.0%     
2.6%      .0%      .2%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3%      .6%     1.5%     1.9%    16.5%     5.4%     3.7%     3.5%     1.2%     
2.6%      .0%      .0% 
 國、初中             .4%     2.0%     6.5%     5.3%    33.1%    12.9%     7.0%     4.3%      .8%     1.7%      .0%      .0% 
 高中、職            1.1%     3.4%     8.2%     8.5%    37.7%    12.6%     6.8%     2.5%      .4%     1.2%      .0%      .1% 
 專科                 .7%     3.2%    10.3%    13.3%    32.3%    16.7%     7.9%     
1.5%      .0%      .8%      .0%      .0% 
 大學及以上          3.2%     4.3%    13.5%    17.4%    26.2%    14.7%     6.8%     
1.4%      .3%      .8%      .2%      .0%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6%     2.4%     6.4%     7.2%    28.2%    14.6%     7.4%     2.5%      .3%     
2.2%      .0%      .0% 
 本省閩南人           .9%     2.2%     6.5%     7.5%    29.6%    11.3%     6.2%     3.2%      .7%     
1.3%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3%     4.4%    10.1%     9.5%    29.7%     9.9%     4.7%     2.4%      .7%     
2.2%      .1%      .0% 
 原住民               .0%      .0%     4.5%     4.8%    38.9%    11.2%     3.8%      .0%     1.1%     
4.3%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8%     1.8%     6.2%     6.4%    28.7%    10.8%     6.4%     3.2%      .7%     
1.4%      .0%      .1% 
 都是                 .9%     2.7%     8.1%     8.9%    33.0%    13.2%     6.9%     2.4%      .5%     
1.7%      .0%      .0% 
 中國人              1.2%     3.2%     7.6%     7.8%    28.4%    11.3%     4.6%     4.8%      .8%     
1.9%      .0%      .0%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7%     2.9%     8.2%     9.0%    32.3%    13.6%     8.0%     3.4%      .8%     1.6%      .0%      .1% 
 中低、低級白領      1.3%     2.8%     7.3%    10.3%    32.0%    13.2%     5.7%     2.2%      .7%     1.3%      .0%      .0% 
 農林漁牧            1.0%     1.3%     2.6%     1.1%    17.8%     4.0%     3.3%     3.6%      .5%     
2.3%      .0%      .0% 
 藍領                 .8%     1.6%     5.4%     4.4%    26.1%     8.8%     3.9%     2.5%      .3%     
1.3%      .0%      .0% 
 其他                 .8%      .0%     4.0%     3.2%    16.8%     1.6%     4.4%     3.2%      .0%     
4.5%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1%      .8%      .7%     3.8%    23.3%    16.1%     7.6%    11.6%     1.2%     
4.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     2.4%     4.5%     6.1%    34.7%    15.8%     8.3%     4.2%      .8%     
1.7%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7%     3.1%    11.9%    12.3%    29.7%     7.7%     5.2%     
2.6%      .5%      .9%      .0%      .4% 
 普通支持民進黨       .9%     2.5%    10.3%    10.7%    33.4%    13.6%     7.7%     2.5%      .4%     
1.6%      .0%      .0% 
 非常支持新黨        4.9%     6.5%    18.3%     5.4%    33.9%      .0%    
12.7%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8%     8.1%    13.2%    14.4%    28.8%    12.7%     
4.3%      .0%      .9%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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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22.2%      .0%    53.9%      .0%    
23.9%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6.8%      .0%      .0%      .0%    34.5%     6.8%    20.0%     
9.3%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1%     2.2%     6.6%     6.7%    26.2%     8.5%     4.4%     1.6%      .6%     
1.4%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8%     4.7%     8.6%     8.2%    28.3%     6.4%    10.8%     1.8%     1.1%     
1.5%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1%     3.2%     9.3%     9.2%    34.2%    12.3%     7.0%     4.9%     1.0%     
1.8%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0%     2.6%     7.8%     9.3%    36.6%    14.5%     6.7%     2.1%      .6%     
1.5%      .0%      .0% 
 永遠維持現狀         .8%     1.9%     6.6%     4.9%    32.9%    10.6%     7.0%     4.7%      .4%     
1.8%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7%     3.5%     9.4%    12.3%    30.7%    14.6%     8.1%     3.1%      .8%     
1.2%      .0%      .2% 
 儘快獨立            1.4%     2.2%     8.7%     9.1%    27.2%    10.5%     5.3%     1.5%      .4%     
2.1%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8%     2.5%     7.1%     9.7%    31.4%    12.5%     5.9%     3.2%      .6%     
1.4%      .0%      .0% 
 中部                 .9%     2.5%     6.2%     6.2%    28.0%    11.0%     6.3%     2.7%      .7%     
1.9%      .0%      .0% 
 南部                1.2%     2.4%     7.4%     6.2%    28.2%    10.8%     6.2%     2.7%      .7%     
1.6%      .0%      .0% 
 東部                 .7%     1.5%     6.1%     5.5%    30.4%    10.6%     7.0%     
4.9%      .4%      .8%      .0%      .5% 
 ────────────────────────────────────────────────────────────
─ 
   註：*表示P<.05  **表示P<.01 ***表示P<.001。 
 
 
───────────────────────────────────── 
                    24用一把從０到１０的尺來表示您對目前台灣政治運作情況的滿意程度 
                  ─────────────────────────────── ──── 
                   45.00    55.00    65.00    68.00    75.00    85.00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0%      .0%      .0%      .0%      .0%      .0%    30.0%    4447 
 
 性別                *** 
 男性                 .0%      .0%      .0%      .0%      .0%      .0%    25.4%    2268 
 女性                 .0%      .1%      .0%      .0%      .0%      .0%    34.9%    2178 
 
 年齡                *** 
 12至 19歲             .0%      .1%      .0%      .0%      .1%      .0%    15.3%     750 
 20至 29歲             .0%      .0%      .0%      .0%      .0%      .0%    14.3%     897 
 30至 39歲             .1%      .1%      .1%      .1%      .0%      .0%    21.0%     933 
 40至 49歲             .0%      .1%      .0%      .0%      .0%      .1%    32.7%     759 
 50至 59歲             .2%      .0%      .2%      .0%      .0%      .0%    48.5%     409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65.3%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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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62.8%    1143 
 國、初中             .0%      .1%      .0%      .0%      .1%      .0%    25.9%     958 
 高中、職             .1%      .0%      .1%      .0%      .0%      .1%    17.3%    1403 
 專科                 .0%      .0%      .0%      .1%      .0%      .0%    13.2%     487 
 大學及以上           .0%      .3%      .0%      .0%      .0%      .0%    10.8%     425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0%      .1%      .0%      .0%      .0%      .0%    28.0%     515 
 本省閩南人           .1%      .0%      .1%      .0%      .0%      .0%    30.5%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0%      .1%      .0%      .1%      .0%      .2%    24.4%     494 
 原住民               .0%      .0%      .0%      .0%      .0%      .0%    31.4%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0%      .0%      .1%    33.5%    1624 
 都是                 .0%      .0%      .0%      .0%      .0%      .0%    21.6%    2051 
 中國人               .2%      .0%      .0%      .0%      .0%      .0%    28.3%     426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0%      .1%      .0%      .0%      .0%      .1%    19.0%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2%      .0%      .1%      .1%      .0%      .0%    22.8%    1022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62.7%     341 
 藍領                 .0%      .0%      .0%      .0%      .0%      .0%    44.9%     976 
 其他                 .0%      .0%      .0%      .0%      .0%      .0%    61.7%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2%      .3%      .0%      .0%      .0%    29.2%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2%      .0%      .0%      .1%      .0%      .1%    20.8%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24.9%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1%      .0%      .0%      .0%    16.2%     75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18.4%      1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15.8%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22.6%      1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40.7%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25.9%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1%      .0%      .0%      .0%      .0%    15.5%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1%      .0%      .0%      .1%    17.0%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28.4%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1%      .1%      .0%    15.3%     580 
 儘快獨立             .0%      .0%      .4%      .0%      .0%      .0%    31.3%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0%      .1%      .0%      .0%      .0%      .0%    24.7%    1782 
 中部                 .1%      .0%      .0%      .1%      .0%      .0%    33.7%    1272 
 南部                 .1%      .1%      .1%      .0%      .0%      .1%    32.3%    1123 
 東部                 .0%      .0%      .0%      .0%      .0%      .0%    31.6%     217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25請問您對於目前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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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滿意 不太滿意   滿意    很滿意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 
                    %        %        %        %        %        n 
---------------------------------------------------------------------- 
全  體              3.0%    15.7%    40.3%     5.1%    35.9%    4447 
 
性別            *** 
男性                3.9%    16.0%    40.9%     6.6%    32.7%    2268 
女性                2.2%    15.5%    39.7%     3.5%    39.1%    2178 
 
年齡            *** 
12至 19歲           1.1%    18.1%    59.1%     4.7%    16.9%     750 
20至 29歲           5.4%    25.1%    45.8%     3.6%    20.2%     897 
30至 39歲           4.9%    18.5%    39.2%     5.0%    32.4%     933 
40至 49歲           2.4%    12.3%    37.8%     5.9%    41.6%     759 
50至 59歲           1.7%     5.6%    31.1%     5.7%    55.9%     409 
60歲及以上           .4%     6.2%    22.1%     6.8%    64.5%     599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8%     4.7%    27.7%     5.7%    61.2%    1143 
國、初中             .6%    12.4%    47.8%     6.1%    33.1%     958 
高中、職            3.7%    19.9%    45.4%     4.8%    26.3%    1403 
專科                7.6%    23.7%    43.8%     4.5%    20.3%     487 
大學及以上          7.4%    29.5%    38.0%     2.8%    22.2%     425 
 
省籍            *** 
本省客家人          3.0%    16.0%    45.2%     3.9%    31.9%     515 
本省閩南人          2.5%    15.2%    40.6%     5.0%    36.7%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7.2%    20.2%    34.2%     6.6%    31.9%     494 
原住民              1.9%     8.5%    47.8%     7.4%    34.5%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4%    14.2%    40.9%     4.6%    37.9%    1624 
都是                3.4%    18.5%    42.8%     4.9%    30.5%    2051 
中國人              3.7%    16.4%    38.8%     7.6%    33.5%     426 
 
職業                    *** 
高、中級白領        3.5%    18.6%    47.7%     4.4%    25.7%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4.0%    20.1%    39.8%     4.4%    31.8%    1022 
農林漁牧             .3%     4.7%    27.1%     7.1%    60.9%     341 
藍領                2.0%    10.1%    31.1%     6.9%    49.9%     976 
其他                2.2%     7.7%    35.0%     1.2%    54.0%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9%     9.0%    43.8%    11.7%    34.6%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1.6%    14.8%    50.5%     6.1%    27.0%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4.5%    20.0%    38.3%     3.7%    33.6%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3.2%    22.4%    45.4%     5.1%    23.8%     752 
非常支持新黨       12.2%    17.3%    29.0%     5.4%    36.2%      14 
普通支持新黨        8.2%    29.4%    45.9%     2.8%    13.7%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32.8%      .0%    26.5%      .0%    40.7%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13.6%    49.5%     9.3%    27.6%      10 
中立無反應          3.4%    13.6%    33.5%     3.9%    45.6%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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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統一            3.1%    19.4%    42.3%     5.7%    29.5%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1%    19.6%    43.7%     6.2%    25.4%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1%    20.5%    46.4%     3.9%    26.1%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1.8%    14.0%    43.8%     6.8%    33.5%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0%    18.3%    43.1%     5.9%    28.7%     580 
儘快獨立            5.2%    16.2%    42.5%     9.3%    26.9%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 
北部                4.4%    17.3%    40.6%     4.8%    32.9%    1782 
中部                1.8%    14.4%    42.4%     4.6%    36.9%    1272 
南部                2.4%    15.7%    39.3%     5.2%    37.5%    1123 
東部                2.7%    10.9%    37.4%    10.5%    38.5%     217 
---------------------------------------------------------------------- 
      註：*表示 P<.05  **表示 P<.01 ***表示 P<.001。 
 
  

────────────────────────────────────────────────────────────── 
                                                                上網從事的活動 
                  ────────────────────────────────────────────────────── 
                      抓取軟體      使用搜尋引擎搜尋   閱讀新聞雜誌    瀏覽生活休閒資訊   運用線上資料庫   瀏覽影視娛樂資訊 
                                    資料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2.9%     131     12.2%     540      2.3%     103      5.5%     244      1.8%      82      4.8%     213 
 
 性別 
 男性                4.2%      96     12.6%     286      2.6%      59      5.5%     124      2.3%      52      3.7%      83 
 女性                1.6%      35     11.7%     255      2.0%      44      5.5%     120      1.3%      29      6.0%     130 
 
 年齡 
 12至 19歲            6.7%      50     23.5%     176      2.1%      15      9.6%      72      2.4%      18     15.8%     118 
 20至 29歲            5.6%      50     20.9%     187      4.2%      38      9.5%      85      2.9%      26      7.6%      68 
 30至 39歲            2.3%      21     12.5%     117      3.6%      34      6.0%      56      2.7%      25      1.9%      18 
 40至 49歲             .8%       6      5.5%      42      1.7%      13      3.0%      23       .9%       6       .6%       4 
 50至 59歲             .2%       1      2.1%       9       .1%       1      1.0%       4       .8%       3       .1%       1 
 60歲及以上           .2%       1       .4%       2       .1%       1       .0%       0       .1%       1       .2%       1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       6      2.3%      26       .0%       0      1.1%      12       .2%       3      1.0%      12 
 國、初中            2.3%      22      8.3%      79       .7%       6      4.0%      38       .5%       5      6.8%      65 
 高中、職            2.9%      41      9.7%     136      2.3%      32      5.0%      70      1.8%      25      5.3%      75 
 專科                5.8%      28     25.6%     125      5.8%      28     13.0%      63      4.8%      23      8.1%      39 
 大學及以上          7.7%      33     40.0%     170      8.3%      35     14.0%      59      5.9%      25      5.2%      2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2%      16     13.0%      67      2.8%      15      5.8%      30      2.3%      12      6.3%      33 
 本省閩南人          2.9%      93     11.2%     362      2.2%      73      5.2%     169      1.5%      50      4.7%     152 
 大陸各省市人        3.4%      17     18.0%      89      3.1%      15      7.4%      36      3.5%      17      4.2%      21 
 原住民              1.9%       1      4.2%       3       .0%       0      3.7%       3       .0%       0      3.4%       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5%      41     10.7%     174      2.0%      32      5.0%      81      1.7%      28      5.4%      87 
 都是                3.8%      77     14.8%     305      2.5%      51      6.2%     126      2.1%      43      5.4%     111 
 中國人              2.6%      11     10.6%      45      2.9%      12      5.5%      23      2.1%       9      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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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7%      93     18.5%     369      2.9%      58      7.6%     152      2.6%      52      7.6%     152 
 中低、低級白領      3.2%      32     13.5%     138      3.4%      35      6.5%      67      2.4%      25      4.4%      45 
 農林漁牧             .0%       0       .3%       1       .2%       1       .0%       0       .0%       0       .0%       0 
 藍領                 .5%       5      2.9%      29       .8%       8      2.3%      23       .4%       4      1.6%      15 
 其他                 .5%       1      3.0%       3      1.6%       2      2.7%       3       .8%       1       .5%       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9%       2      3.9%      11      1.6%       4      3.0%       8      1.6%       4      1.3%       4 
 普通支持國民黨      2.7%      26     13.3%     127      2.2%      21      5.9%      56      1.3%      12      5.3%      50 
 非常支持民進黨      3.0%       7     14.6%      34      3.7%       9      4.0%       9      2.8%       7      5.8%      14 
 普通支持民進黨      5.2%      39     17.6%     133      3.7%      28      8.0%      60      2.6%      20      7.6%      58 
 非常支持新黨         .0%       0     15.3%       2      4.9%       1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9.9%      10     26.4%      26      3.8%       4      7.6%       7      5.7%       6      7.4%       7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11.1%       1       .0%       0     11.1%       1     13.3%       1     11.1%       1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24.5%       2       .0%       0     14.1%       1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2.2%      47      9.7%     205      1.7%      37      4.8%     101      1.6%      33      3.8%      81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4%       2     10.1%       9      1.8%       2      4.6%       4      1.9%       2      4.0%       4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6%      28     15.6%      94      2.4%      14      6.6%      40      2.7%      16      4.5%      27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5%      51     17.6%     255      3.3%      47      7.6%     111      2.4%      35      6.3%      91 
 永遠維持現狀        1.7%      12      5.3%      37      1.2%       8      4.3%      30       .2%       1      4.2%      29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7%      27     16.6%      96      3.2%      19      7.9%      46      3.5%      20      6.6%      38 
 儘快獨立            2.8%       6     10.7%      23      2.3%       5      2.7%       6      1.1%       2      8.5%      18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1%      73     15.0%     267      3.3%      59      7.1%     126      2.8%      50      5.7%     102 
 中部                1.8%      23     10.2%     130      1.5%      20      4.8%      61      1.4%      18      4.5%      58 
 南部                2.5%      28     10.6%     119      1.9%      21      4.0%      45      1.1%      13      4.0%      45 
 東部                2.7%       6     10.5%      23      1.7%       4      4.7%      10       .5%       1      4.0%       9 
 ────────────────────────────────────────────────────────────── 
 
 
 
 
 
 
────────────────────────────────────────────────────────────── 
                                                                上網從事的活動 
                  ────────────────────────────────────────────────────── 
                        理財        瀏覽醫療保健資訊     玩線上遊戲         聊天交友            購物            上成人網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1.5%      66       .6%      26      2.3%     104      4.8%     215       .8%      37       .1%       6 
 
 性別 
 男性                1.8%      40       .5%      12      3.6%      81      4.8%     109       .8%      18       .3%       6 
 女性                1.2%      26       .6%      14      1.1%      23      4.9%     106       .8%      19       .0%       0 
 
 年齡 
 12至 19歲             .2%       1       .2%       1      8.4%      63     16.2%     121       .3%       2       .3%       2 
 20至 29歲            2.4%      21       .9%       8      3.3%      30      8.8%      79      2.1%      18       .3%       2 
 30至 39歲            2.7%      25      1.3%      12       .6%       6      1.2%      11      1.3%      12       .1%       1 
 40至 49歲            2.2%      17       .4%       3       .4%       3       .1%       1       .4%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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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1%       1       .3%       1       .0%       0       .0%       0       .1%       1       .0%       0 
 60歲及以上           .1%       1       .0%       0       .0%       0       .2%       1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       1       .0%       0       .7%       9       .7%       8       .0%       0       .0%       0 
 國、初中             .1%       1       .0%       0      4.3%      41      5.1%      49       .0%       0       .1%       1 
 高中、職            1.3%      18       .8%      12      2.1%      30      6.0%      84       .8%      11       .3%       4 
 專科                4.2%      21      1.3%       6      2.9%      14      8.6%      42      2.8%      13       .3%       2 
 大學及以上          6.0%      25      1.8%       7      2.1%       9      7.0%      30      2.9%      12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9%      10       .4%       2      3.4%      17      6.4%      33       .8%       4       .1%       1 
 本省閩南人          1.3%      44       .5%      17      2.0%      66      4.3%     139       .8%      27       .2%       6 
 大陸各省市人        2.5%      12      1.3%       6      2.2%      11      6.0%      30      1.0%       5       .0%       0 
 原住民               .0%       0       .0%       0      3.3%       2      2.3%       2      1.4%       1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3%      21       .5%       8      2.9%      47      5.5%      90       .8%      13       .2%       3 
 都是                1.7%      36       .8%      16      2.4%      50      5.4%     110      1.0%      21       .1%       3 
 中國人              2.0%       8       .3%       1      1.5%       6      2.9%      12       .5%       2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5%      30       .7%      13      4.1%      82      8.1%     161      1.1%      22       .1%       2 
 中低、低級白領      2.9%      29      1.0%      10      1.2%      12      3.6%      37      1.1%      12       .3%       3 
 農林漁牧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7%       6       .3%       3      1.0%      10      1.6%      16       .3%       3       .2%       2 
 其他                 .0%       0       .0%       0       .6%       1       .8%       1       .5%       1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6%       4       .2%       1       .7%       2      1.5%       4       .5%       1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3%      12       .5%       5      2.5%      24      5.3%      51       .5%       4       .2%       2 
 非常支持民進黨       .3%       1       .0%       0      2.9%       7      3.9%       9       .3%       1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2.4%      18       .5%       4      3.2%      24      8.8%      66      1.6%      12       .4%       3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6.5%       1      5.0%       1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4.8%       5      2.4%       2      6.1%       6      8.2%       8       .9%       1       .7%       1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5.7%       1       .0%       0      9.3%       1     16.1%       2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2%      26       .7%      14      1.9%      40      3.5%      74       .9%      18       .1%       1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5%       0       .0%       0      1.5%       1      6.2%       6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9%      17      1.6%       9      2.0%      12      4.6%      27      1.3%       8       .3%       2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0%      29       .6%       8      2.7%      40      6.9%     101       .9%      14       .1%       2 
 永遠維持現狀         .8%       6       .5%       3      1.6%      11      2.3%      16       .6%       4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9%      11       .8%       5      3.1%      18      8.1%      47      1.8%      10       .3%       2 
 儘快獨立             .9%       2       .0%       0      6.0%      13      6.6%      14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1%      37       .6%      10      2.7%      48      5.0%      90       .8%      14       .1%       2 
 中部                1.1%      14       .6%       7      1.6%      21      4.5%      57       .7%       9       .1%       2 
 南部                1.2%      13       .7%       8      2.5%      28      4.7%      53       .9%      10       .1%       1 
 東部                 .3%       1       .0%       0      2.6%       6      5.9%      13      1.2%       3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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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從事的活動 
                  ────────────────────────────────────────────────────── 
                   通信（e－mail）  瀏覽及參與熱門活動      看星座            聽音樂           設計網站            教育 
                                    和議題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3.1%     137      1.2%      55       .1%       5       .1%       5       .2%       9       .1%       5 
 
 性別 
 男性                3.4%      77      1.7%      38       .1%       2       .1%       2       .3%       7       .1%       2 
 女性                2.7%      60       .8%      17       .1%       3       .1%       3       .1%       2       .1%       3 
 
 年齡 
 12至 19歲            1.9%      14      1.4%      11       .3%       2       .7%       5       .3%       3       .0%       0 
 20至 29歲            7.5%      67      2.9%      26       .1%       1       .0%       0       .5%       4       .2%       2 
 30至 39歲            3.6%      34      1.4%      13       .1%       1       .0%       0       .1%       1       .2%       2 
 40至 49歲            2.0%      15       .5%       4       .1%       1       .0%       0       .0%       0       .2%       1 
 50至 59歲             .6%       2       .1%       1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2%       1       .0%       0       .0%       0       .0%       0       .2%       1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       6       .2%       3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7%       7       .5%       5       .1%       1       .4%       4       .2%       2       .0%       0 
 高中、職            1.9%      26      1.4%      20       .2%       3       .1%       1       .3%       4       .0%       0 
 專科                7.8%      38      2.3%      11       .2%       1       .1%       0       .0%       0       .1%       1 
 大學及以上         14.1%      60      3.7%      16       .0%       0       .0%       0       .7%       3      1.0%       4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0%      15       .9%       5       .2%       1       .0%       0       .2%       1       .0%       0 
 本省閩南人          3.0%      96      1.1%      36       .1%       4       .1%       3       .2%       8       .1%       4 
 大陸各省市人        4.8%      24      2.4%      12       .0%       0       .2%       1       .0%       0       .2%       1 
 原住民               .0%       0      1.9%       1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2%      36      1.0%      17       .1%       1       .2%       3       .2%       3       .1%       1 
 都是                3.6%      74      1.7%      34       .1%       2       .1%       2       .2%       4       .2%       3 
 中國人              4.5%      19       .9%       4       .2%       1       .0%       0       .5%       2       .1%       1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1%      83      1.4%      29       .2%       4       .3%       5       .3%       7       .2%       4 
 中低、低級白領      4.5%      46      2.1%      22       .0%       0       .0%       0       .2%       2       .1%       1 
 農林漁牧             .3%       1       .2%       1       .0%       0       .0%       0       .0%       0       .0%       0 
 藍領                 .7%       7       .3%       3       .1%       1       .0%       0       .0%       0       .0%       0 
 其他                 .0%       0       .9%       1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4%       4      1.3%       4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6%      25      1.4%      13       .1%       1       .1%       1       .1%       1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8%       2      1.5%       4       .5%       1       .6%       2      1.2%       3       .3%       1 
 普通支持民進黨      5.3%      40      1.3%       9       .1%       1       .4%       3       .5%       4       .0%       0 
 非常支持新黨        6.3%       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10.3%      10      3.0%       3       .0%       0       .0%       0       .9%       1       .6%       1 
 非常支持建國黨     11.1%       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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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2.6%      54      1.1%      23       .1%       2       .0%       0       .0%       1       .1%       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1.1%       1       .6%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8%      29      1.9%      11       .3%       2       .1%       1       .3%       2       .3%       2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4.0%      59      1.3%      19       .0%       0       .1%       1       .4%       5       .2%       3 
 永遠維持現狀        1.5%      11       .9%       6       .2%       1       .0%       0       .1%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6%      27      2.3%      13       .2%       1       .3%       2       .0%       0       .0%       0 
 儘快獨立            2.3%       5       .7%       2       .0%       0       .7%       1       .3%       1       .3%       1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0%      71      1.6%      28       .0%       0       .0%       0       .2%       3       .1%       3 
 中部                2.7%      34       .8%      10       .2%       3       .3%       4       .2%       3       .1%       1 
 南部                2.3%      26      1.2%      14       .2%       2       .1%       1       .3%       3       .2%       2 
 東部                1.9%       4      1.3%       3       .3%       1       .3%       1       .0%       0       .0%       0 
 ────────────────────────────────────────────────────────────── 
 
                                                                                                             
 ────────────────────────────────────────────────────────────── 
                                                                上網從事的活動 
                  ────────────────────────────────────────────────────── 
                    查看校園資訊    公司內部升遷問題       看廣告         瀏覽所有資訊      瀏覽電腦資訊     人力資源，求職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2%      10       .0%       1       .0%       1       .2%       9       .3%      15       .1%       5 
 
 性別 
 男性                 .2%       4       .0%       1       .0%       1       .3%       6       .6%      14       .2%       4 
 女性                 .2%       5       .0%       1       .0%       0       .1%       3       .0%       1       .1%       2 
 
 年齡 
 12至 19歲             .7%       5       .0%       0       .0%       0       .2%       1       .3%       2       .0%       0 
 20至 29歲             .2%       2       .0%       0       .0%       0       .5%       5      1.0%       9       .5%       5 
 30至 39歲             .0%       0       .1%       1       .1%       1       .3%       2       .3%       3       .0%       0 
 40至 49歲             .3%       2       .1%       1       .0%       0       .0%       0       .0%       0       .1%       1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2%       2       .0%       0       .0%       0       .0%       0       .2%       2       .0%       0 
 高中、職             .4%       6       .0%       0       .1%       1       .3%       4       .2%       3       .1%       1 
 專科                 .0%       0       .1%       1       .0%       0       .0%       0      1.3%       6       .2%       1 
 大學及以上           .5%       2       .1%       1       .0%       0      1.1%       5       .8%       4       .8%       3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       1       .0%       0       .0%       0       .3%       2       .2%       1       .2%       1 
 本省閩南人           .2%       6       .0%       1       .0%       1       .2%       7       .4%      12       .1%       4 
 大陸各省市人         .6%       3       .0%       0       .0%       0       .2%       1       .5%       2       .1%       1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3%       5       .0%       0       .1%       1       .2%       3       .4%       6       .0%       0 
 都是                 .2%       5       .0%       1       .0%       0       .2%       4       .3%       7       .1%       3 
 中國人               .0%       0       .2%       1       .0%       0       .5%       2       .2%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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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       9       .0%       1       .0%       0       .2%       4       .6%      12       .1%       2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1       .1%       1       .4%       4       .3%       3       .3%       3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3%       1       .2%       1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       2       .0%       0       .0%       0       .2%       2       .4%       4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4%       1       .4%       1       .0%       0       .6%       1 
 普通支持民進黨       .5%       4       .0%       0       .0%       0       .1%       1       .5%       4       .2%       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9%       1       .6%       1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2%       3       .0%       1       .0%       0       .2%       5       .3%       7       .1%       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       1       .1%       1       .0%       0       .2%       1       .7%       4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       5       .0%       1       .1%       1       .2%       3       .4%       6       .4%       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1%       1       .3%       2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       3       .0%       0       .0%       0       .7%       4       .4%       2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4%       1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       4       .1%       1       .1%       1       .3%       5       .4%       8       .2%       3 
 中部                 .3%       3       .0%       0       .0%       0       .1%       2       .0%       0       .0%       0 
 南部                 .2%       3       .0%       0       .0%       0       .2%       2       .5%       5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1.1%       2       .9%       2 
 ────────────────────────────────────────────────────────────── 
 
 
 
 
 
────────────────────────────────────────────────────────────── 
                                                                上網從事的活動 
                  ────────────────────────────────────────────────────── 
                       寫作業            po文章       瀏覽公共工程資訊    瀏覽政黨網站         看電影       瀏覽科學方面資訊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1%       3       .1%       4       .1%       3       .1%       3       .0%       1       .0%       2 
 
 性別 
 男性                 .0%       1       .1%       3       .1%       2       .1%       3       .0%       1       .0%       1 
 女性                 .1%       2       .0%       1       .0%       1       .0%       0       .0%       0       .0%       1 
 
 年齡 
 12至 19歲             .2%       1       .2%       2       .0%       0       .1%       1       .0%       0       .0%       0 
 20至 29歲             .2%       2       .2%       2       .2%       2       .1%       1       .1%       1       .0%       0 
 30至 39歲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1%       1       .0%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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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1%       1       .0%       0       .0%       0       .1%       1       .0%       0       .0%       0 
 高中、職             .0%       1       .0%       1       .0%       0       .2%       2       .0%       0       .0%       0 
 專科                 .2%       1       .4%       2       .2%       1       .0%       0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2%       1       .0%       0       .5%       2       .0%       0       .2%       1       .2%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1%       2       .1%       4       .1%       2       .1%       2       .0%       1       .0%       2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1%       1       .2%       1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1       .1%       2       .1%       1       .1%       1       .0%       0       .0%       1 
 都是                 .0%       1       .1%       2       .1%       2       .0%       1       .0%       0       .0%       1 
 中國人               .0%       0       .0%       0       .0%       0       .2%       1       .2%       1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2%       3       .2%       4       .1%       1       .0%       1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2%       2       .0%       0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3%       1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8%       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4%       1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2%       2       .0%       0       .0%       0       .1%       1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4%       1       .0%       0       .0%       0       .6%       1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2%       1       .0%       0       .1%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6.5%       1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7%       1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1       .1%       2       .0%       0       .0%       0       .0%       1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1.0%       1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3%       2       .0%       0       .3%       2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1%       2       .0%       0       .1%       1       .0%       0       .1%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3%       2       .2%       1       .2%       1       .0%       0       .1%       1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2       .1%       1       .0%       1       .0%       0       .0%       1       .1%       1 
 中部                 .1%       1       .1%       1       .1%       2       .1%       1       .0%       0       .0%       0 
 南部                 .0%       0       .1%       2       .0%       0       .2%       2       .0%       0       .1%       1 
 東部                 .0%       0       .0%       0       .4%       1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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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從事的活動 
                  ────────────────────────────────────────────────────── 
                        訂票          瀏覽運動資訊    瀏覽客戶公司網頁  瀏覽電腦及運動資  瀏覽壽險方面的資       上 bbs 
                                                                        訊                訊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0%       1       .1%       3       .0%       1       .0%       1       .1%       2       .0%       0 
 
 性別 
 男性                 .0%       0       .1%       3       .0%       1       .0%       1       .0%       0       .0%       0 
 女性                 .1%       1       .0%       0       .0%       1       .0%       0       .1%       2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1       .4%       3       .0%       0       .0%       0       .0%       0       .1%       0 
 20至 29歲             .0%       0       .0%       0       .0%       0       .1%       1       .3%       2       .0%       0 
 30至 39歲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1       .0%       1       .0%       0       .0%       0       .2%       2       .0%       0 
 專科                 .0%       0       .1%       0       .0%       0       .2%       1       .0%       0       .1%       0 
 大學及以上           .1%       1       .0%       0       .3%       1       .0%       0       .0%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       1       .5%       3       .1%       1       .0%       0       .2%       1       .1%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都是                 .0%       0       .1%       2       .1%       1       .0%       1       .1%       2       .0%       0 
 中國人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1%       3       .0%       0       .0%       1       .1%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1       .1%       1       .0%       0       .1%       1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3%       1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2%       1       .1%       1       .0%       0       .2%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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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1       .1%       1       .0%       1       .0%       1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0%       1       .1%       1       .0%       0       .0%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4%       2       .1%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4%       2       .0%       0       .2%       1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1       .1%       2       .1%       1       .1%       1       .0%       0       .0%       0 
 中部                 .0%       1       .1%       1       .0%       0       .0%       0       .1%       1       .0%       0 
 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6%       1       .0%       0 
 ────────────────────────────────────────────────────────────── 
 
                                                                                                                        
 ───────────────────────────────────────────────── 
                                              上網從事的活動                               
                  ───────────────────────────────────────── 
                  瀏覽英文教學資訊    參加抽獎活動    瀏覽板金方面資訊       無反應         回答人數         
                  ───────── ───────── ───────── ───────────── 
                     %        n        %        n        %        n        %        n         n 
 ───────────────────────────────────────────────── 
 全  體               .0%       1       .0%       1       .0%       1    253.8%   11287     4447 
 
 性別 
 男性                 .0%       0       .1%       1       .0%       1    249.6%    5662     2268 
 女性                 .0%       1       .0%       0       .0%       0    258.3%    5625     2178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0       .0%       0    207.5%    1557      750 
 20至 29歲             .0%       0       .1%       1       .0%       0    216.8%    1944      897 
 30至 39歲             .1%       1       .0%       0       .1%       1    257.2%    2400      933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280.3%    2129      759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294.4%    1205      409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298.3%    1788      59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292.3%    3343     1143 
 國、初中             .0%       0       .0%       0       .0%       0    265.3%    2541      958 
 高中、職             .0%       0       .0%       0       .0%       0    256.0%    3591     1403 
 專科                 .0%       0       .3%       1       .1%       1    203.1%     989      487 
 大學及以上           .1%       1       .0%       0       .0%       0    174.8%     743      42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247.2%    1273      515 
 本省閩南人           .0%       0       .0%       1       .0%       0    257.0%    8342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1%       1       .0%       0       .1%       1    237.9%    1176      494 
 原住民               .0%       0       .0%       0       .0%       0    277.8%     200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1       .0%       0    256.1%    4160     1624 
 都是                 .0%       0       .0%       0       .0%       0    246.4%    5053     2051 
 中國人               .1%       1       .0%       0       .2%       1    258.2%    1099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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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1%       1       .0%       0    231.6%    4612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247.8%    2532     1022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298.6%    1019      341 
 藍領                 .0%       0       .0%       0       .1%       1    286.0%    2792      976 
 其他                 .0%       0       .0%       0       .0%       0    287.2%     332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279.3%     766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1       .1%       0       .0%       0    253.3%    2404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251.7%     592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1       .0%       0    228.6%    1720      75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5.0%       1    250.6%      35       1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199.3%     197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242.3%      14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230.2%      23       1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262.8%    5539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264.4%     247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2%       1       .1%       1    241.3%    1451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0%       0    238.0%    3462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273.7%    1906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231.3%    1341      58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253.6%     548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243.0%    4331     1782 
 中部                 .0%       1       .0%       0       .1%       1    261.8%    3329     1272 
 南部                 .0%       0       .1%       1       .0%       0    260.1%    2921     1123 
 東部                 .0%       0       .0%       0       .0%       0    258.5%     562      217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社會福利          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          充分自由          社會治安          兩岸關係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4.9%     216      8.0%     357      6.8%     304       .1%       5     42.2%    1876      1.4%      64 
 
 性別 
 男性                4.6%     105     10.0%     228      6.6%     149       .0%       1     42.0%     953      1.8%      41 
 女性                5.1%     111      5.9%     129      7.1%     155       .2%       5     42.4%     924      1.0%      23 
 
 年齡 
 12至 19歲            2.4%      18      2.1%      16     10.4%      78       .0%       0     39.4%     296      2.4%      18 
 20至 29歲            5.8%      52      9.1%      82      7.3%      66       .0%       0     48.2%     432      1.4%      13 
 30至 39歲            6.9%      64     12.9%     120      8.2%      77       .2%       2     48.5%     453      1.2%      11 
 40至 49歲            5.1%      39     11.0%      83      6.3%      48       .0%       0     42.3%     321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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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3.7%      15      7.2%      30      4.7%      19       .0%       0     41.3%     169       .8%       3 
 60歲及以上          4.1%      24      3.4%      21      2.3%      14       .5%       3     30.2%     181      1.5%       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5%      28      5.8%      67      2.6%      30       .1%       2     30.4%     347      1.0%      12 
 國、初中            3.4%      33      5.5%      52      7.5%      72       .3%       2     40.0%     383      1.4%      13 
 高中、職            6.2%      87      9.4%     132      7.5%     106       .0%       0     46.4%     650      1.5%      21 
 專科                7.2%      35     11.5%      56      9.2%      45       .3%       1     56.5%     275       .9%       4 
 大學及以上          7.3%      31     10.9%      46     11.7%      50       .0%       0     49.0%     208      2.9%      1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5.0%      26      7.7%      40      6.4%      33       .0%       0     40.7%     210      1.7%       9 
 本省閩南人          4.6%     150      8.1%     262      7.0%     228       .1%       3     42.8%    1388      1.5%      47 
 大陸各省市人        5.7%      28      9.2%      46      6.4%      32       .5%       2     46.7%     231      1.4%       7 
 原住民              8.9%       6      6.6%       5      3.0%       2       .0%       0     35.8%      26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3.9%      63      7.8%     126      7.2%     117       .1%       2     40.6%     659      1.6%      27 
 都是                5.5%     112      8.3%     171      7.5%     154       .2%       3     45.7%     937      1.6%      34 
 中國人              6.9%      29      7.3%      31      5.9%      25       .0%       0     47.1%     201       .9%       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5%      90      8.3%     166      8.6%     172       .1%       2     46.2%     919      1.8%      37 
 中低、低級白領      6.6%      68      8.9%      91      7.3%      75       .3%       3     47.7%     488      1.1%      11 
 農林漁牧            1.2%       4      5.3%      18      3.3%      11       .0%       0     26.8%      92       .9%       3 
 藍領                4.5%      44      7.9%      77      4.6%      45       .0%       0     35.2%     344      1.2%      12 
 其他                8.7%      10      4.1%       5      1.3%       2       .0%       0     29.7%      34       .9%       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5.1%      14      9.1%      25      6.7%      18       .5%       2     48.4%     133      2.0%       5 
 普通支持國民黨      4.1%      39      8.0%      76      6.8%      64       .1%       1     49.5%     470      1.8%      17 
 非常支持民進黨      7.2%      17      7.1%      17      6.6%      15       .3%       1     40.5%      95       .5%       1 
 普通支持民進黨      4.2%      32      9.6%      72      9.8%      74       .0%       0     46.0%     346      2.0%      15 
 非常支持新黨       13.2%       2      6.9%       1     17.6%       2       .0%       0     62.5%       9      4.9%       1 
 普通支持新黨        2.7%       3     10.4%      10     12.0%      12       .0%       0     47.0%      46       .9%       1 
 非常支持建國黨     24.3%       1       .0%       0     11.1%       1       .0%       0     35.4%       2     29.5%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8.4%       1       .0%       0     50.8%       5       .0%       0 
 中立無反應          5.1%     108      7.4%     155      5.5%     117       .1%       2     36.6%     771      1.1%      2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6.1%       6      7.3%       7      6.9%       6       .0%       0     50.8%      47      2.5%       2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5%      33      9.8%      59      7.6%      46       .1%       1     49.4%     297      1.4%       8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5.8%      84      8.9%     130      8.8%     128       .1%       2     46.9%     682      1.6%      23 
 永遠維持現狀        4.2%      30      7.3%      51      6.5%      45       .2%       1     43.6%     303       .8%       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6.0%      35     10.2%      59      8.7%      50       .3%       2     51.2%     297      2.6%      15 
 儘快獨立            3.6%       8      9.2%      20      7.4%      16       .0%       0     39.7%      86      1.8%       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8%      86      7.1%     127      7.9%     141       .1%       2     44.4%     791      1.5%      27 
 中部                5.1%      65      7.9%     101      6.8%      86       .2%       2     43.3%     551      1.2%      15 
 南部                4.1%      46      9.8%     110      6.2%      70       .1%       1     39.5%     443      1.7%      20 
 東部                6.3%      14      7.6%      17      2.7%       6       .0%       0     37.8%      82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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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廉能政府          政治民主          國家安全          國家外交       公共建設(交通)         教育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4.4%     198      3.3%     149       .6%      27       .9%      39     13.1%     581      7.8%     345 
 
 性別 
 男性                5.8%     131      3.8%      85       .9%      21      1.0%      23     15.1%     343      6.2%     141 
 女性                3.0%      66      2.9%      63       .3%       6       .7%      16     10.9%     238      9.3%     204 
 
 年齡 
 12至 19歲            4.9%      36      3.5%      26       .8%       6      1.1%       8     10.9%      82      4.9%      36 
 20至 29歲            5.8%      52      4.3%      38       .8%       7       .8%       7     15.8%     141     10.2%      92 
 30至 39歲            5.0%      46      3.9%      37       .5%       4       .7%       7     15.7%     146     11.3%     105 
 40至 49歲            3.0%      23      3.2%      24       .6%       5      1.2%       9     14.9%     113     10.0%      76 
 50至 59歲            3.8%      16      2.2%       9       .2%       1       .9%       4     12.9%      53      3.8%      15 
 60歲及以上          3.0%      18      2.2%      13       .5%       3       .3%       2      6.5%      39      3.2%      1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6%      18      1.3%      15       .1%       2       .7%       8      6.2%      71      2.8%      32 
 國、初中            3.1%      30      2.7%      26       .6%       5       .3%       3     12.4%     119      5.4%      52 
 高中、職            4.8%      67      4.0%      56       .8%      12      1.1%      16     15.5%     218      8.8%     123 
 專科                8.3%      40      4.9%      24      1.2%       6       .8%       4     19.2%      93     12.7%      62 
 大學及以上          9.4%      40      6.9%      29       .7%       3      1.8%       8     17.8%      76     17.5%      74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5%      18      3.2%      17       .5%       3       .6%       3     14.3%      74      7.8%      40 
 本省閩南人          4.4%     142      3.3%     107       .7%      22       .9%      29     12.9%     419      7.3%     238 
 大陸各省市人        5.1%      25      4.3%      21       .4%       2      1.2%       6     14.0%      69     11.3%      56 
 原住民              9.1%       7       .0%       0       .0%       0       .9%       1     19.2%      14      9.3%       7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2%      68      3.6%      58       .6%      10      1.3%      21     12.0%     195      7.3%     118 
 都是                4.7%      97      3.4%      69       .7%      13       .7%      14     14.4%     295      8.7%     178 
 中國人              3.8%      16      3.3%      14       .6%       3       .8%       4     16.3%      69      8.3%      35 
 
 職業 
 高、中級白領        5.4%     108      4.2%      83       .6%      13      1.2%      24     14.4%     286      9.4%     187 
 中低、低級白領      5.5%      56      3.9%      40       .9%       9      1.1%      12     15.0%     153      9.5%      97 
 農林漁牧            3.0%      10      2.7%       9       .0%       0       .0%       0      6.6%      23      3.9%      13 
 藍領                2.3%      22      1.7%      17       .6%       6       .3%       3     11.3%     110      4.3%      42 
 其他                1.4%       2       .0%       0       .0%       0       .0%       0      7.6%       9      5.6%       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9%       5      2.0%       6      1.3%       4       .7%       2     14.5%      40      7.1%      20 
 普通支持國民黨      4.1%      39      3.0%      29       .7%       7       .8%       8     13.8%     131      6.9%      66 
 非常支持民進黨     10.1%      24      3.9%       9       .4%       1      1.8%       4     11.7%      27      8.9%      21 
 普通支持民進黨      6.2%      46      4.3%      32       .7%       5       .7%       5     16.3%     123     10.9%      82 
 非常支持新黨       18.9%       3      4.8%       1       .0%       0       .0%       0     18.1%       3     14.5%       2 
 普通支持新黨        8.9%       9      1.8%       2       .0%       0      2.9%       3     24.7%      24     10.2%      10 
 非常支持建國黨     40.7%       2       .0%       0       .0%       0       .0%       0     29.5%       2     35.0%       2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18.7%       2       .0%       0 
 中立無反應          3.3%      70      3.3%      70       .5%      11       .8%      17     10.9%     230      6.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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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4.4%       4      5.3%       5       .0%       0       .8%       1     10.7%      10      7.5%       7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0%      30      4.0%      24      1.2%       7       .7%       4     16.7%     100     11.2%      67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5.0%      73      4.0%      59       .5%       8      1.0%      15     15.9%     232      8.8%     129 
 永遠維持現狀        2.2%      16      2.9%      20      1.2%       8       .2%       1     12.7%      88      5.6%      39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8.5%      49      4.4%      25       .4%       2      1.8%      11     15.7%      91     11.8%      68 
 儘快獨立            8.0%      17      1.5%       3       .8%       2      2.0%       4     10.2%      22      6.0%      13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9%      87      4.0%      71       .5%       9      1.2%      22     17.4%     311      8.9%     159 
 中部                3.8%      48      2.8%      36       .7%       9       .4%       5     10.0%     128      7.1%      90 
 南部                4.6%      51      3.4%      39       .7%       8       .8%       9     10.3%     116      6.9%      77 
 東部                4.2%       9      1.3%       3       .4%       1      1.1%       2     11.4%      25      7.1%      15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道德價值觀         選舉風氣        政治社會安定        失業問題        地震災後重建        貧富不均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3.3%     145      2.4%     105      3.7%     162      3.6%     160      2.6%     118      1.6%      71 
 
 性別 
 男性                3.5%      79      2.5%      58      3.9%      89      4.8%     110      2.6%      58      1.9%      44 
 女性                3.0%      66      2.2%      47      3.4%      74      2.3%      51      2.7%      59      1.3%      28 
 
 年齡 
 12至 19歲            1.3%       9      4.3%      32      2.8%      21       .9%       6      4.1%      31       .3%       3 
 20至 29歲            2.7%      25      2.9%      26      2.2%      20      3.2%      29      3.2%      29      1.8%      16 
 30至 39歲            4.1%      39      2.1%      20      4.5%      42      4.7%      44      2.4%      22      1.9%      18 
 40至 49歲            4.9%      37      1.6%      12      4.3%      33      5.2%      40      1.7%      13      1.7%      13 
 50至 59歲            3.9%      16      1.5%       6      3.2%      13      4.1%      17      3.0%      12      1.7%       7 
 60歲及以上          2.9%      18      1.4%       8      4.7%      28      3.4%      20      1.4%       8      2.5%      15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9%      22       .9%      10      3.5%      40      4.3%      49      2.9%      33      1.1%      12 
 國、初中            2.4%      23      2.2%      21      3.1%      30      3.0%      29      3.2%      30      1.5%      14 
 高中、職            3.3%      47      3.4%      47      3.8%      54      3.8%      54      2.6%      36      1.8%      25 
 專科                4.1%      20      2.8%      14      3.8%      18      3.3%      16      2.5%      12      1.9%       9 
 大學及以上          7.6%      33      2.9%      12      4.7%      20      3.1%      13      1.2%       5      2.5%      1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8%      14      3.4%      17      3.7%      19      3.0%      16      3.5%      18      1.5%       8 
 本省閩南人          3.1%     101      2.3%      74      3.3%     107      3.7%     119      2.6%      84      1.6%      51 
 大陸各省市人        5.0%      25      1.7%       8      6.3%      31      4.4%      22      2.3%      11      2.3%      11 
 原住民              2.3%       2      6.3%       5      3.0%       2      4.2%       3      4.2%       3      1.5%       1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7%      43      2.3%      37      3.3%      53      3.3%      53      2.8%      46      2.1%      33 
 都是                3.6%      75      2.8%      58      3.8%      78      4.1%      85      2.5%      51      1.3%      27 
 中國人              3.7%      16      1.7%       7      5.4%      23      4.0%      17      3.6%      15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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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3.5%      70      3.2%      64      3.4%      69      2.3%      45      3.1%      62      1.6%      31 
 中低、低級白領      4.4%      45      2.2%      22      5.1%      52      3.5%      36      2.1%      21      1.9%      20 
 農林漁牧            1.8%       6       .7%       2      1.6%       5      3.0%      10      2.1%       7      1.1%       4 
 藍領                2.4%      24      1.6%      15      3.3%      32      7.0%      68      2.7%      27      1.6%      15 
 其他                 .0%       0       .5%       1      3.3%       4      1.4%       2       .8%       1      1.4%       2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2.0%       5      1.8%       5      5.2%      14      3.9%      11      2.8%       8      1.6%       4 
 普通支持國民黨      3.0%      28      2.1%      20      3.5%      33      3.4%      33      2.5%      23      1.7%      16 
 非常支持民進黨      4.3%      10      4.1%      10      4.9%      11      4.3%      10      2.5%       6      4.1%      10 
 普通支持民進黨      2.7%      20      3.8%      29      2.3%      17      4.3%      32      3.3%      25      1.7%      13 
 非常支持新黨        8.1%       1      6.4%       1      5.4%       1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4.6%       5      5.1%       5      4.3%       4       .9%       1      3.2%       3      3.2%       3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13.3%       1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8.4%       1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3.6%      75      1.6%      34      3.8%      81      3.5%      74      2.5%      53      1.2%      26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5%       3       .0%       0      5.3%       5      3.7%       3       .9%       1      1.6%       2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7%      28      2.1%      13      4.7%      29      3.5%      21      1.8%      11      2.0%      12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7%      53      2.8%      41      4.2%      61      3.9%      56      3.3%      47      2.1%      31 
 永遠維持現狀        2.5%      17      2.4%      17      3.8%      26      3.4%      23      2.4%      16      1.2%       8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3.5%      21      3.6%      21      2.6%      15      2.7%      16      3.4%      20      1.2%       7 
 儘快獨立            2.4%       5      2.5%       5      2.7%       6      4.1%       9      3.6%       8      2.2%       5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1%      73      2.7%      49      4.2%      75      3.5%      63      2.7%      48      1.7%      31 
 中部                2.8%      36      2.1%      27      3.3%      42      2.6%      34      3.5%      44      1.8%      22 
 南部                2.3%      25      2.0%      23      3.6%      40      4.7%      53      1.8%      20      1.6%      18 
 東部                4.8%      11      2.3%       5      1.5%       3      4.2%       9      2.3%       5       .4%       1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青少年問題        救火的速度         醫遼保健          勞工問題          司法問題          農業問題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2.3%     104       .0%       2       .3%      15       .8%      35      1.0%      42       .3%      13 
 
 性別 
 男性                1.7%      39       .0%       1       .4%       8       .9%      21      1.4%      31       .5%      10 
 女性                3.0%      65       .0%       1       .3%       7       .6%      14       .5%      11       .1%       2 
 
 年齡 
 12至 19歲            2.7%      20       .1%       1       .0%       0       .0%       0       .5%       4       .0%       0 
 20至 29歲            2.1%      19       .0%       0       .4%       4       .3%       3       .4%       4       .0%       0 
 30至 39歲            2.5%      23       .1%       1       .3%       3      1.9%      18      1.2%      11       .2%       2 
 40至 49歲            3.8%      29       .0%       0       .7%       5       .8%       6      1.1%       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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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1.1%       5       .0%       0       .7%       3      1.2%       5      1.9%       8       .8%       3 
 60歲及以上          1.5%       9       .0%       0       .1%       1       .5%       3      1.1%       7       .8%       5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3%      15       .0%       0       .0%       0      1.1%      12       .9%      10       .4%       5 
 國、初中            3.5%      33       .1%       1       .7%       7      1.0%       9       .8%       7       .4%       4 
 高中、職            2.9%      41       .1%       1       .2%       3       .7%      10       .7%       9       .2%       3 
 專科                1.9%       9       .0%       0       .5%       3       .4%       2      1.8%       9       .1%       1 
 大學及以上          1.3%       5       .0%       0       .7%       3       .4%       2      1.6%       7       .1%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3%      17       .0%       0       .5%       2       .7%       4      1.3%       7       .8%       4 
 本省閩南人          2.3%      75       .1%       2       .3%      10       .8%      26       .9%      28       .2%       8 
 大陸各省市人        1.9%       9       .0%       0       .7%       3      1.0%       5      1.4%       7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0%      33       .1%       1       .3%       5       .9%      15       .7%      12       .5%       8 
 都是                2.7%      56       .0%       1       .3%       6       .8%      17      1.0%      20       .1%       2 
 中國人              2.1%       9       .0%       0       .5%       2       .8%       4      2.0%       8       .4%       2 
 
 職業 
 高、中級白領        2.4%      48       .0%       1       .2%       5       .5%       9      1.2%      23       .1%       2 
 中低、低級白領      2.4%      24       .1%       1       .4%       4       .8%       9       .7%       7       .1%       1 
 農林漁牧            1.9%       7       .0%       0       .4%       1      1.6%       5      1.8%       6      2.1%       7 
 藍領                2.4%      24       .0%       0       .3%       3      1.2%      12       .6%       6       .2%       2 
 其他                1.1%       1       .0%       0      1.6%       2       .0%       0       .0%       0       .5%       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2.2%       6       .0%       0       .3%       1       .0%       0      1.6%       4       .9%       2 
 普通支持國民黨      3.4%      32       .1%       1       .5%       5       .8%       8       .7%       6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6%       1       .0%       0       .6%       1      2.4%       6      2.0%       5      1.1%       3 
 普通支持民進黨      2.6%      19       .0%       0       .1%       1       .8%       6       .8%       6       .0%       0 
 非常支持新黨        5.4%       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2.3%       2       .0%       0      1.2%       1       .0%       0       .8%       1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9.3%       1       .0%       0       .0%       0       .0%       0     16.9%       2 
 中立無反應          2.0%      42       .0%       0       .3%       7       .7%      15      1.0%      20       .2%       5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0%       1       .0%       0       .0%       0       .0%       0      1.5%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3.0%      18       .1%       1       .5%       3      1.3%       8      2.0%      12       .1%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4%      35       .0%       0       .4%       6       .4%       6       .9%      13       .2%       3 
 永遠維持現狀        3.9%      27       .0%       0       .5%       4      1.1%       8       .8%       5       .5%       3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4%       8       .2%       1       .5%       3      1.2%       7       .5%       3       .4%       2 
 儘快獨立            1.4%       3       .0%       0       .0%       0      1.1%       2      1.6%       3      1.5%       3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0%      36       .0%       0       .4%       6       .8%      14       .8%      14       .0%       1 
 中部                2.7%      35       .1%       1       .1%       1       .6%       7      1.1%      14       .4%       5 
 南部                2.8%      31       .0%       0       .5%       6       .9%      11       .9%      10       .5%       5 
 東部                1.2%       3       .4%       1       .7%       2       .7%       1      1.7%       4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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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酒醉駕車          家庭暴力          色情問題        專業證照制度        賭博風氣          公共衛生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1%       5       .4%      16      1.5%      65       .0%       1       .1%       2       .1%       4 
 
 性別 
 男性                 .0%       1       .2%       5      1.1%      26       .0%       1       .0%       1       .0%       1 
 女性                 .2%       4       .5%      11      1.8%      40       .0%       0       .1%       2       .1%       3 
 
 年齡 
 12至 19歲             .3%       2       .5%       4      3.1%      23       .0%       0       .1%       1       .2%       2 
 20至 29歲             .1%       1       .9%       8      2.0%      18       .1%       1       .2%       2       .2%       2 
 30至 39歲             .0%       0       .2%       2      1.4%      13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3%       2       .6%       5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8%       3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2%       1       .0%       0       .1%       1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1%       2       .3%       3       .0%       0       .0%       0       .1%       1 
 國、初中             .2%       2       .1%       1      1.7%      16       .0%       0       .2%       2       .0%       0 
 高中、職             .2%       2       .6%       8      1.9%      27       .0%       0       .0%       1       .1%       2 
 專科                 .0%       0       .7%       4      2.4%      12       .0%       0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0       .4%       2      1.6%       7       .2%       1       .0%       0       .2%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5%       2      2.4%      12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1%       3       .3%      11      1.3%      43       .0%       1       .1%       2       .1%       4 
 大陸各省市人         .4%       2       .5%       2      1.8%       9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2%       2      1.2%      20       .1%       1       .0%       0       .1%       2 
 都是                 .1%       2       .6%      12      1.7%      36       .0%       0       .1%       2       .1%       2 
 中國人               .3%       1       .4%       2      1.5%       7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2       .4%       7      2.2%      45       .0%       1       .1%       2       .1%       3 
 中低、低級白領       .1%       1       .5%       5      1.0%      10       .0%       0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7%       2       .0%       0       .0%       0       .0%       0 
 藍領                 .0%       0       .4%       4       .5%       5       .0%       0       .0%       0       .0%       0 
 其他                1.1%       1       .0%       0      2.9%       3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6%       2       .7%       2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1       .5%       5      1.7%      16       .0%       0       .1%       1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1.2%       3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7%       5      2.3%      17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6.5%       1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1.3%       1      3.3%       3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       3       .1%       3      1.1%      23       .0%       1       .1%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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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9%       1       .0%       0      1.0%       1       .0%       0      1.8%       2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       1       .5%       3      1.8%      11       .0%       0       .1%       1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6%       8      1.8%      26       .1%       1       .0%       0       .1%       2 
 永遠維持現狀         .0%       0       .2%       1      1.8%      12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1       .5%       3      1.1%       6       .0%       0       .0%       0       .3%       2 
 儘快獨立             .3%       1       .0%       0      1.6%       4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1       .4%       6      1.3%      23       .0%       0       .1%       2       .1%       1 
 中部                 .1%       1       .1%       2      1.1%      15       .1%       1       .1%       1       .2%       2 
 南部                 .2%       2       .7%       8      2.0%      23       .0%       0       .0%       0       .0%       0 
 東部                 .0%       0       .0%       0      1.8%       4       .0%       0       .0%       0       .0%       0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婦幼問題          文化問題          取締電動          省籍問題         政策的制定         媒體問題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1.6%      70       .3%      13       .1%       3       .2%       8       .3%      11       .7%      29 
 
 性別 
 男性                 .5%      12       .3%       6       .1%       2       .3%       6       .4%       9       .6%      13 
 女性                2.7%      58       .3%       7       .1%       1       .1%       2       .1%       2       .8%      16 
 
 年齡 
 12至 19歲            1.2%       9       .1%       1       .0%       0       .1%       1       .1%       1       .5%       4 
 20至 29歲            2.4%      22       .5%       4       .2%       2       .1%       1       .3%       3       .9%       8 
 30至 39歲            3.0%      28       .3%       3       .0%       0       .5%       5       .4%       3      1.1%      10 
 40至 49歲             .6%       5       .6%       5       .0%       0       .2%       1       .2%       1       .5%       4 
 50至 59歲             .6%       3       .1%       1       .3%       1       .0%       0       .2%       1       .4%       2 
 60歲及以上           .3%       2       .0%       0       .0%       0       .1%       1       .3%       2       .3%       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4%       4       .1%       1       .0%       0       .0%       0       .1%       2       .3%       3 
 國、初中            1.6%      15       .0%       0       .3%       3       .2%       2       .0%       0       .6%       6 
 高中、職            2.5%      34       .3%       4       .0%       0       .1%       2       .3%       5       .8%      11 
 專科                1.5%       7      1.1%       5       .0%       0       .0%       0       .5%       2       .9%       4 
 大學及以上          1.7%       7       .6%       3       .0%       0       .9%       4       .6%       2      1.1%       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7%       9       .7%       4       .4%       2       .1%       1       .1%       0       .6%       3 
 本省閩南人          1.5%      50       .2%       7       .0%       1       .2%       6       .3%       9       .6%      19 
 大陸各省市人        1.7%       8       .3%       2       .0%       0       .3%       1       .4%       2      1.4%       7 
 原住民              2.4%       2      2.1%       1       .0%       0       .8%       1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4%      23       .2%       4       .1%       2       .2%       3       .1%       2       .5%       8 
 都是                1.8%      37       .4%       8       .0%       0       .2%       5       .3%       6       .7%      14 
 中國人              2.3%      10       .2%       1       .0%       0       .0%       0       .2%       1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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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8%      35       .3%       6       .0%       0       .2%       4       .3%       6       .7%      13 
 中低、低級白領      2.0%      20       .4%       4       .0%       0       .4%       4       .3%       3      1.0%      10 
 農林漁牧             .6%       2       .4%       1       .3%       1       .0%       0       .7%       2       .0%       0 
 藍領                1.2%      11       .1%       1       .2%       2       .0%       0       .0%       0       .6%       6 
 其他                 .9%       1       .9%       1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9%       5       .5%       1       .0%       0       .4%       1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9%      18       .2%       1       .1%       1       .1%       1       .1%       1       .9%       8 
 非常支持民進黨      1.2%       3       .5%       1       .0%       0       .3%       1       .0%       0       .3%       1 
 普通支持民進黨      1.6%      12       .2%       2       .0%       0       .2%       1       .5%       4       .8%       6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2.7%       3       .0%       0       .0%       0       .9%       1       .0%       0       .7%       1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4%      30       .4%       8       .1%       2       .2%       4       .3%       7       .7%      14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0%       1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6%      10       .5%       3       .0%       0       .3%       2       .6%       4      1.0%       6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2%      31       .2%       2       .0%       0       .2%       3       .2%       3       .7%      10 
 永遠維持現狀        1.8%      12       .3%       2       .0%       0       .0%       0       .0%       0       .2%       2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4%       8       .5%       3       .3%       2       .1%       1       .3%       2      1.4%       8 
 儘快獨立            2.1%       4       .0%       0       .0%       0      1.1%       2       .0%       0       .2%       1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8%      31       .3%       6       .1%       2       .3%       6       .2%       3       .8%      14 
 中部                1.1%      14       .4%       6       .1%       1       .1%       2       .2%       3       .7%       9 
 南部                1.9%      21       .2%       2       .0%       0       .0%       0       .4%       5       .6%       6 
 東部                1.0%       2       .0%       0       .0%       0       .3%       1       .0%       0       .3%       1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黑金            農業問題         社會不公平        智慧財產權         社會風氣           進入 WTO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4.0%     178       .4%      19       .1%       6       .0%       1       .3%      15       .0%       2 
 
 性別 
 男性                4.9%     112       .7%      15       .2%       4       .0%       1       .3%       6       .1%       2 
 女性                3.1%      67       .2%       4       .1%       2       .0%       0       .4%       8       .0%       0 
 
 年齡 
 12至 19歲            2.6%      19       .1%       1       .2%       1       .1%       1       .4%       3       .1%       1 
 20至 29歲            5.2%      46       .1%       1       .0%       0       .0%       0       .3%       3       .0%       0 
 30至 39歲            4.8%      45       .0%       0       .3%       2       .0%       0       .4%       4       .0%       0 
 40至 49歲            4.2%      32      1.2%       9       .1%       1       .0%       0       .5%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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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3.9%      16       .9%       4       .3%       1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3.1%      18       .8%       5       .1%       1       .0%       0       .2%       1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2.4%      28       .7%       8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2.0%      19       .2%       2       .1%       1       .0%       0       .9%       8       .0%       0 
 高中、職            3.8%      53       .4%       6       .1%       1       .0%       1       .2%       3       .1%       2 
 專科                6.4%      31       .6%       3       .4%       2       .0%       0       .5%       2       .0%       0 
 大學及以上         10.8%      46       .0%       0       .4%       2       .0%       0       .2%       1       .1%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4%      13      1.3%       7       .0%       0       .1%       1       .2%       1       .4%       2 
 本省閩南人          4.1%     133       .3%       9       .2%       5       .0%       0       .3%      11       .0%       0 
 大陸各省市人        5.9%      29       .2%       1       .3%       1       .0%       0       .6%       3       .0%       0 
 原住民               .0%       0      3.9%       3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4%      71       .3%       5       .2%       3       .0%       1       .4%       6       .1%       1 
 都是                3.8%      78       .4%       9       .1%       2       .0%       0       .2%       4       .1%       1 
 中國人              4.7%      20      1.2%       5       .2%       1       .0%       0      1.0%       4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8%      96       .2%       3       .3%       6       .0%       0       .3%       6       .0%       0 
 中低、低級白領      4.3%      44       .5%       5       .1%       1       .0%       0       .5%       5       .1%       1 
 農林漁牧            2.1%       7      2.2%       7       .0%       0       .0%       0       .3%       1       .0%       0 
 藍領                2.9%      29       .3%       2       .0%       0       .1%       1       .2%       1       .1%       1 
 其他                2.8%       3      1.2%       1       .0%       0       .0%       0       .7%       1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3.6%      10       .4%       1       .2%       1       .0%       0       .8%       2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6%      24       .5%       5       .0%       0       .1%       1       .2%       2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11.2%      26      1.1%       3       .2%       1       .0%       0       .6%       1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5.8%      44       .4%       3       .0%       0       .0%       0       .5%       4       .1%       1 
 非常支持新黨        5.0%       1       .0%       0      5.2%       1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6.5%       6       .0%       0       .6%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23.9%       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3.1%      66       .4%       8       .2%       4       .0%       0       .3%       6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3.7%       3       .0%       0       .0%       0       .0%       0      1.6%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4%      33       .0%       0       .2%       1       .0%       0       .3%       2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3.8%      55       .5%       7       .2%       3       .0%       0       .4%       6       .1%       2 
 永遠維持現狀        2.5%      18       .5%       4       .0%       0       .1%       1       .1%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7.4%      43       .7%       4       .1%       1       .0%       0       .7%       4       .1%       0 
 儘快獨立            6.2%      13      1.2%       3       .6%       1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4.1%      73       .3%       5       .1%       3       .0%       0       .4%       8       .1%       1 
 中部                3.9%      49       .2%       3       .2%       3       .0%       0       .1%       1       .0%       0 
 南部                4.2%      47       .5%       5       .1%       1       .1%       1       .5%       6       .1%       1 
 東部                3.0%       7      2.7%       6       .0%       0       .0%       0       .3%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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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社區意識      生活（食衣住行）        煙毒         政府首長不亂話       人口問題        生活目標不明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0%       1       .3%      14       .3%      13       .1%       5       .1%       3       .0%       1 
 
 性別 
 男性                 .0%       1       .5%      11       .4%       8       .2%       4       .0%       1       .0%       0 
 女性                 .0%       0       .1%       3       .2%       5       .1%       1       .1%       2       .0%       1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1       .1%       1       .1%       1       .2%       2       .1%       1 
 20至 29歲             .0%       0       .2%       2       .4%       4       .0%       0       .0%       0       .0%       0 
 30至 39歲             .0%       0       .4%       4       .0%       0       .1%       1       .1%       1       .0%       0 
 40至 49歲             .1%       1       .4%       3       .7%       5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1.0%       4       .6%       3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1%       1       .6%       3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3%       3       .4%       4       .3%       3       .0%       0       .0%       0 
 國、初中             .0%       0       .3%       3       .6%       6       .0%       0       .2%       2       .1%       1 
 高中、職             .0%       0       .3%       4       .1%       2       .0%       1       .1%       1       .0%       0 
 專科                 .0%       0       .4%       2       .1%       1       .1%       1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0       .5%       2       .0%       0       .1%       1       .0%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4%       2       .2%       1       .0%       0       .2%       1       .0%       0 
 本省閩南人           .0%       1       .3%      10       .4%      12       .0%       1       .1%       2       .0%       1 
 大陸各省市人         .0%       0       .3%       1       .0%       0       .7%       3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3%       5       .3%       4       .0%       1       .0%       0       .0%       0 
 都是                 .1%       1       .2%       4       .2%       5       .2%       4       .1%       2       .0%       1 
 中國人               .0%       0       .6%       3       .6%       2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2%       4       .3%       7       .1%       2       .1%       2       .0%       1 
 中低、低級白領       .0%       0       .4%       4       .1%       1       .2%       2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4%       1       .9%       3       .0%       0       .0%       0       .0%       0 
 藍領                 .0%       0       .3%       3       .1%       1       .0%       0       .0%       0       .0%       0 
 其他                1.0%       1      1.3%       1      1.1%       1       .5%       1       .8%       1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4%       1       .2%       1       .3%       1       .6%       2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1       .4%       3       .1%       1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7%       5       .2%       2       .0%       0       .0%       0       .1%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7%       1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3%       6       .3%       7       .1%       3       .1%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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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1.1%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       1       .7%       4       .3%       2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3%       5       .5%       8       .2%       2       .1%       2       .1%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1%       1       .2%       1       .2%       2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1%       1       .0%       0       .1%       1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2%       3       .1%       3       .2%       4       .0%       1       .0%       1 
 中部                 .0%       0       .1%       1       .3%       4       .0%       1       .1%       1       .0%       0 
 南部                 .1%       1       .8%       8       .5%       6       .1%       1       .1%       1       .0%       0 
 東部                 .0%       0       .3%       1       .0%       0       .0%       0       .0%       0       .0%       0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行政效率        穩固傳統工業      桃園教育太少        男女平權          婚姻問題          居住品質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3%      12       .0%       1       .0%       1       .0%       2       .2%       8       .0%       1 
 
 性別 
 男性                 .4%       8       .0%       1       .0%       0       .1%       2       .1%       2       .0%       1 
 女性                 .2%       4       .0%       0       .0%       1       .0%       0       .3%       6       .0%       1 
 
 年齡 
 12至 19歲             .3%       2       .0%       0       .0%       0       .1%       1       .1%       1       .0%       0 
 20至 29歲             .6%       5       .0%       0       .0%       0       .0%       0       .4%       4       .0%       0 
 30至 39歲             .2%       2       .0%       0       .0%       0       .1%       1       .3%       3       .1%       1 
 40至 49歲             .2%       2       .1%       1       .1%       1       .0%       0       .0%       0       .1%       1 
 50至 59歲             .3%       1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       1       .0%       0       .0%       0       .0%       0       .2%       3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高中、職             .4%       6       .0%       0       .0%       0       .0%       0       .2%       2       .0%       0 
 專科                 .4%       2       .0%       0       .1%       1       .0%       0       .7%       3       .0%       0 
 大學及以上           .5%       2       .2%       1       .0%       0       .1%       1       .0%       0       .3%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       1       .0%       0       .0%       0       .0%       0       .2%       1       .0%       0 
 本省閩南人           .3%      10       .0%       1       .0%       1       .0%       1       .2%       5       .0%       1 
 大陸各省市人         .2%       1       .0%       0       .0%       0       .0%       0       .4%       2       .1%       1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       4       .0%       1       .0%       0       .0%       0       .1%       1       .0%       0 
 都是                 .3%       6       .0%       0       .0%       1       .1%       2       .3%       5       .1%       1 
 中國人               .2%       1       .0%       0       .0%       0       .0%       0       .3%       1       .0%       0 



 附錄二 交叉分析表 

 157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       7       .0%       1       .0%       0       .0%       1       .1%       3       .1%       1 
 中低、低級白領       .2%       2       .0%       0       .1%       1       .0%       0       .4%       4       .0%       0 
 農林漁牧             .4%       1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5%       1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3%       2       .0%       0       .0%       0       .1%       1       .2%       2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4%       1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4%       3       .0%       0       .0%       0       .0%       0       .1%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1.0%       1       .0%       0       .0%       0       .9%       1       .9%       1       .6%       1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2%       5       .0%       1       .0%       1       .0%       0       .1%       3       .0%       1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8%       1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4%       6       .0%       0       .0%       0       .0%       0       .1%       2       .0%       1 
 永遠維持現狀         .2%       1       .0%       0       .1%       1       .0%       0       .5%       3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       1       .0%       0       .0%       0       .0%       0       .4%       2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       4       .0%       0       .0%       1       .1%       1       .1%       2       .0%       1 
 中部                 .2%       3       .1%       1       .0%       0       .0%       1       .2%       2       .0%       1 
 南部                 .4%       4       .0%       0       .0%       0       .0%       0       .3%       3       .0%       0 
 東部                 .6%       1       .0%       0       .0%       0       .0%       0       .0%       0       .0%       0 
 ────────────────────────────────────────────────────────────── 
 
 
 
 
 
──────────────────────────────────────────────────────────────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 
                      賦稅繁雜          網路犯罪          政府魄力          兵役問題          罪罰太輕        警察素質不佳 
                  ───────── ───────── ───────── ───────── ───────── ───────── 
                     %        n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2%      11       .0%       1       .0%       2       .1%       3       .0%       1       .0%       1 
 
 性別 
 男性                 .3%       8       .0%       1       .1%       1       .1%       3       .0%       0       .0%       1 
 女性                 .2%       3       .0%       1       .0%       1       .0%       0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1       .0%       0       .0%       0       .0%       0       .1%       1       .0%       0 
 20至 29歲             .1%       1       .1%       1       .0%       0       .4%       3       .0%       0       .1%       1 
 30至 39歲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4%       3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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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至 59歲             .6%       3       .0%       0       .3%       1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5%       3       .0%       0       .2%       1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5%       6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高中、職             .2%       3       .0%       0       .1%       1       .1%       1       .0%       0       .0%       0 
 專科                 .0%       0       .1%       1       .0%       0       .2%       1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2%       1       .2%       1       .0%       0       .2%       1       .0%       0       .2%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       1       .0%       0       .2%       1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3%      10       .0%       0       .0%       1       .1%       3       .0%       0       .0%       1 
 大陸各省市人         .0%       0       .3%       1       .0%       0       .0%       0       .2%       1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       3       .0%       0       .0%       0       .0%       0       .0%       0       .1%       1 
 都是                 .2%       4       .0%       1       .0%       1       .1%       2       .0%       1       .0%       0 
 中國人               .3%       1       .2%       1       .0%       0       .2%       1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2       .0%       1       .0%       1       .0%       1       .0%       1       .0%       1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1       .0%       0       .1%       1       .0%       0       .0%       0 
 農林漁牧             .4%       1       .0%       0       .4%       1       .0%       0       .0%       0       .0%       0 
 藍領                 .7%       7       .0%       0       .0%       0       .1%       1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1       .0%       0       .1%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0%       0       .0%       0       .2%       1       .0%       0       .1%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7%       1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4%       9       .0%       1       .1%       1       .1%       2       .0%       1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1%       1       .2%       1       .1%       1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2%       4       .0%       0       .0%       0       .0%       0       .1%       1       .0%       0 
 永遠維持現狀         .3%       2       .0%       0       .0%       0       .3%       2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3%       2       .0%       0       .0%       0       .0%       0       .0%       0       .1%       1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2%       4       .1%       1       .1%       1       .0%       1       .0%       1       .0%       0 
 中部                 .3%       4       .0%       0       .0%       0       .0%       0       .0%       0       .0%       0 
 南部                 .3%       3       .0%       0       .1%       1       .2%       2       .0%       0       .1%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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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回答人數 
                  ───────────────────────────────────────────── ──── 
                  社會暴力（黑社會）      Y2K危機           都沒有            都需要            無反應          n 
                   
                  ───────── ───────── ───────── ───────── ───────── 
                     %        n        %        n        %        n        %        n        %        n 
 ────────────────────────────────────────────────────────── 
 全  體               .2%       8       .0%       1       .6%      27       .1%       6    171.7%    7635     4447 
 
 性別 
 男性                 .3%       8       .0%       1       .7%      15       .1%       2    164.7%    3736     2268 
 女性                 .0%       0       .0%       0       .6%      12       .1%       3    179.1%    3900     2178 
 
 年齡 
 12至 19歲             .2%       2       .1%       1       .8%       6       .0%       0    187.8%    1409      750 
 20至 29歲             .3%       3       .0%       0       .4%       4       .0%       0    154.4%    1384      897 
 30至 39歲             .0%       0       .0%       0       .4%       3       .3%       3    144.5%    1348      933 
 40至 49歲             .0%       0       .0%       0       .4%       3       .0%       0    164.1%    1246      759 
 50至 59歲             .0%       0       .0%       0       .9%       4       .3%       1    183.7%     752      409 
 60歲及以上           .6%       3       .0%       0      1.3%       8       .2%       1    213.0%    1277      59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4%       4       .0%       0      1.1%      13       .1%       1    218.4%    2498     1143 
 國、初中             .0%       0       .1%       1       .8%       7       .0%       0    184.9%    1771      958 
 高中、職             .2%       3       .0%       0       .4%       5       .1%       1    156.8%    2199     1403 
 專科                 .0%       0       .0%       0       .3%       1       .7%       3    126.0%     613      487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2%       1       .0%       0    116.4%     495      42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3%       1       .0%       0       .4%       2       .0%       0    171.0%     881      515 
 本省閩南人           .2%       6       .0%       0       .8%      25       .1%       3    172.9%    5614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0%       0       .2%       1       .2%       1       .4%       2    150.0%     741      494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176.7%     127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       2       .0%       0       .6%      10       .1%       2    177.4%    2881     1624 
 都是                 .3%       5       .0%       1       .6%      12       .1%       2    162.0%    3322     2051 
 中國人               .0%       0       .0%       0       .5%       2       .3%       1    156.3%     666      42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2%       5       .0%       1       .6%      11       .1%       1    159.2%    3171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5%       5       .3%       3    154.9%    1583     1022 
 農林漁牧             .0%       0       .0%       0       .9%       3       .0%       0    217.5%     743      341 
 藍領                 .3%       3       .0%       0       .7%       6       .1%       1    193.8%    1892      976 
 其他                 .0%       0       .0%       0      1.3%       2       .0%       0    213.6%     247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6%       2       .0%       0      1.3%       4       .0%       0    165.3%     453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3%       3       .1%       1       .6%       6       .2%       2    167.2%    1586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153.3%     360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0       .6%       4       .0%       0    151.4%    1139      75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96.7%      13       1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131.8%     130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57.3%       3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187.6%      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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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1%       3       .0%       0       .6%      14       .2%       4    186.5%    3931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1.0%       1       .0%       0    167.4%     156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3%       2       .0%       0       .5%       3       .1%       1    145.9%     877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1%       1       .4%       6       .1%       2    154.3%    2245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3%       2       .0%       0       .4%       3       .2%       1    179.7%    1252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       3       .0%       0       .3%       2       .0%       0    140.2%     813      580 
 儘快獨立             .0%       0       .0%       0      1.8%       4       .0%       0    171.8%     371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3%       5       .0%       0       .6%      11       .2%       3    161.2%    2873     1782 
 中部                 .0%       0       .1%       1       .9%      12       .2%       2    178.3%    2268     1272 
 南部                 .2%       3       .0%       0       .2%       2       .0%       0    175.9%    1975     1123 
 東部                 .0%       0       .0%       0      1.4%       3       .0%       0    186.4%     405      217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Hinet   SEEDNet  奇摩站（  蕃薯藤  新浪網（ 台灣網路 哇塞中文 中文雅虎 中時電子 股票網站  PChome  Hotmail 
                                    Kimo）            Sina）   資源索引 網（What （Yahoo）報 
                                                               （Openfi Site）    
                                                               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3.0%      .3%     8.3%     4.4%      .2%      .1%      .0%      .5%      .1%      .2%      .0%      .1% 
 
 性別 
 男性                3.8%      .4%     8.5%     4.4%      .4%      .0%      .0%      .6%      .2%      .2%      .1%      .2% 
 女性                2.2%      .1%     8.1%     4.5%      .1%      .1%      .0%      .5%      .0%      .2%      .0%      .1% 
 
 年齡 
 12至 19歲            3.4%      .3%    20.7%    10.4%      .2%      .1%      .1%      .1%      .0%      .0%      .0%      .1% 
 20至 29歲            6.5%      .2%    14.9%     7.4%      .8%      .2%      .0%     1.0%      .2%      .3%      .1%      .5% 
 30至 39歲            2.9%      .5%     5.5%     3.7%      .1%      .1%      .0%      .9%      .4%      .5%      .1%      .0% 
 40至 49歲            2.3%      .3%     2.5%     2.0%      .0%      .0%      .0%      .4%      .0%      .2%      .1%      .1% 
 50至 59歲             .5%      .1%     1.1%      .3%      .1%      .0%      .0%      .0%      .0%      .0%      .0%      .1% 
 60歲及以上           .1%      .2%      .4%      .1%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      .2%     1.3%      .7%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1.4%      .0%     8.4%     3.6%      .1%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2.7%      .4%     6.8%     4.6%      .2%      .0%      .0%      .4%      .0%      .1%      .0%      .0% 
 專科                7.5%      .3%    16.3%     8.8%      .5%      .1%      .0%     1.8%      .3%     1.0%      .1%      .4% 
 大學及以上          9.8%     1.0%    23.2%    11.0%      .7%      .5%      .0%     1.6%     1.0%      .6%      .3%      .9%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4%      .2%     8.8%     6.3%      .1%      .0%      .0%      .3%      .4%      .0%      .0%      .0% 
 本省閩南人          3.0%      .3%     7.9%     4.1%      .2%      .1%      .0%      .5%      .1%      .2%      .0%      .1% 
 大陸各省市人        4.1%      .1%    10.8%     5.3%      .9%      .0%      .0%      .5%      .0%      .4%      .3%      .5% 
 原住民              1.9%      .0%     2.5%     3.1%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2.2%      .3%     8.7%     4.6%      .1%      .1%      .0%      .5%      .1%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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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4.4%      .3%     9.2%     4.9%      .3%      .1%      .0%      .7%      .2%      .2%      .1%      .2% 
 中國人              1.5%      .0%     6.4%     3.7%      .3%      .0%      .2%      .2%      .2%      .4%      .2%      .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4.0%      .3%    13.4%     7.2%      .3%      .1%      .0%      .7%      .1%      .2%      .1%      .2% 
 中低、低級白領      4.2%      .4%     8.2%     3.9%      .3%      .1%      .0%      .7%      .3%      .4%      .1%      .3% 
 農林漁牧             .3%      .0%      .0%      .2%      .0%      .0%      .0%      .0%      .2%      .0%      .0%      .0% 
 藍領                 .9%      .3%     1.8%     1.2%      .1%      .0%      .0%      .1%      .0%      .0%      .0%      .0% 
 其他                 .9%      .0%     1.3%     1.3%      .0%      .0%      .0%      .8%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1.2%      .0%     4.6%     2.4%      .3%      .0%      .0%      .3%      .0%      .2%      .0%      .2% 
 普通支持國民黨      3.0%      .1%     7.7%     5.9%      .3%      .2%      .0%      .4%      .0%      .1%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3.0%      .0%     8.5%     4.8%      .0%      .0%      .0%      .3%      .0%      .0%      .0%      .3% 
 普通支持民進黨      3.5%      .5%    13.0%     5.5%      .1%      .0%      .0%     1.4%      .1%      .5%      .0%      .1% 
 非常支持新黨        6.5%      .0%     6.3%     4.9%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7.4%      .0%    20.3%     8.4%      .7%      .0%      .0%      .0%      .6%     1.6%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11.1%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21.9%     8.4%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2.9%      .4%     6.8%     3.4%      .2%      .0%      .0%      .3%      .2%      .1%      .1%      .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8%      .8%     8.3%     2.3%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3.5%      .3%     9.2%     6.1%      .5%      .2%      .1%     1.3%      .3%      .5%      .1%      .6%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4.3%      .4%    11.3%     5.1%      .2%      .0%      .0%      .8%      .2%      .4%      .0%      .1% 
 永遠維持現狀        1.4%      .0%     4.8%     3.9%      .1%      .0%      .0%      .0%      .1%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4.5%      .3%    12.4%     6.1%      .3%      .1%      .0%      .5%      .2%      .1%      .1%      .2% 
 儘快獨立            2.4%      .0%     9.9%     5.8%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3.9%      .2%    10.2%     5.4%      .4%      .0%      .0%      .8%      .2%      .2%      .0%      .3% 
 中部                2.4%      .4%     6.9%     3.8%      .0%      .1%      .1%      .3%      .1%      .1%      .1%      .0% 
 南部                2.3%      .3%     7.9%     3.3%      .2%      .0%      .0%      .4%      .1%      .2%      .1%      .1% 
 東部                3.5%      .0%     5.1%     6.5%      .4%      .3%      .0%      .0%      .0%      .4%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BBC    Hpic(公  中油(公  學術單位  司法院   to do   www.toda 民視新聞 嘉義縣教 奇摩+蕃薯 倚天 net    Podo 
                          司的網站) 司的網站) ,如學校                   y.com    電子報   育網路中 藤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2%      .0%      .4%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1%      .0%      .4%      .0%      .0%      .1%      .1%      .0%      .1% 
 女性                 .1%      .1%      .0%      .3%      .0%      .4%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3%      .0%      .8%      .0%      .0%      .1%      .0%      .0%      .0% 
 20至 29歲             .1%      .1%      .0%      .4%      .0%      .9%      .0%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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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0%      .0%      .1%      .1%      .2%      .1%      .1%      .1%      .1%      .1%      .1% 
 40至 49歲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1%      .0%      .4%      .0%      .0%      .1%      .0%      .0%      .0% 
 高中、職             .1%      .1%      .0%      .1%      .0%      .3%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0%      .0%      .6%      .1%      .3%      .0%      .2%      .1%      .1% 
 大學及以上           .0%      .0%      .1%     1.2%      .1%     1.4%      .0%      .0%      .3%      .1%      .0%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4%      .0%      .0%      .5%      .0%      .3%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1%      .0%      .3%      .0%      .0%      .1%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1%      .2%      .0%      .9%      .0%      .0%      .0%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2%      .0%      .3%      .0%      .1%      .0%      .1%      .0%      .1% 
 都是                 .1%      .1%      .0%      .1%      .0%      .4%      .0%      .0%      .1%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3%      .1%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4%      .0%      .6%      .0%      .0%      .1%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0%      .0%      .4%      .1%      .2%      .0%      .1%      .0%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2%      .0%      .2%      .0%      .0%      .1%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4%      .4%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3%      .1%     1.1%      .0%      .1%      .0%      .1%      .0%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1.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1%      .0%      .2%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      .0%      .0%      .1%      .0%     1.0%      .0%      .0%      .1%      .2%      .1%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3%      .0%      .2%      .0%      .0%      .1%      .0%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2%      .0%      .3%      .1%      .8%      .0%      .2%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1%      .0%      .3%      .0%      .6%      .0%      .1%      .0%      .1%      .0%      .0% 
 中部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南部                 .0%      .0%      .1%      .1%      .0%      .4%      .0%      .0%      .1%      .1%      .0%      .1% 
 東部                 .0%      .0%      .0%      .0%      .3%      .7%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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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民生報網 台東師範 生活資訊   MSN    台灣 NEC  史萊姆的 台南教育 音樂類網 www.ht.n www.news 自己公司 馬路科技 
                  站       學院     網                         第一個家 網       站       et.tw    .com     的網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性別 
 男性                 .0%      .0%      .0%      .1%      .1%      .0%      .0%      .1%      .0%      .1%      .1%      .0% 
 女性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1%      .0%      .1%      .0%      .5%      .0%      .0%      .0%      .0% 
 20至 29歲             .0%      .1%      .1%      .1%      .0%      .0%      .0%      .0%      .1%      .2%      .1%      .0% 
 30至 39歲             .1%      .0%      .0%      .3%      .2%      .0%      .1%      .0%      .0%      .0%      .3%      .1%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高中、職             .1%      .0%      .0%      .2%      .1%      .0%      .0%      .0%      .0%      .0%      .1%      .1% 
 專科                 .0%      .0%      .2%      .2%      .0%      .1%      .0%      .0%      .0%      .0%      .5%      .0% 
 大學及以上           .0%      .2%      .0%      .0%      .1%      .0%      .1%      .0%      .2%      .4%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1%      .2%      .0%      .0%      .1%      .0%      .2%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2%      .2%      .0%      .0%      .1%      .0%      .0%      .0%      .0%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1%      .0%      .0%      .0%      .2%      .0%      .1%      .0%      .0% 
 都是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中國人               .0%      .0%      .0%      .3%      .0%      .0%      .1%      .0%      .0%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1%      .0%      .0%      .0%      .2%      .0%      .0%      .1%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1%      .0%      .0%      .0%      .0%      .0%      .0%      .2%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2%      .1%      .0%      .0%      .0%      .0%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3%      .0%      .4%      .0%      .0%      .3%      .0%      .0%      .4%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0%      .1%      .0%      .3%      .1%      .0%      .1%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4%      .0%      .0%      .0%      .0%      .0%      .0%      .7%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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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1%      .1%      .0%      .0%      .1%      .0%      .1%      .1%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1%      .0%      .3%      .0%      .0%      .0%      .1%      .1%      .2%      .0%      .0% 
 儘快獨立             .0%      .0%      .0%      .6%      .0%      .0%      .0%      .4%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1%      .0%      .0%      .0%      .0%      .0%      .1%      .1%      .1% 
 中部                 .0%      .0%      .0%      .0%      .1%      .0%      .0%      .2%      .0%      .0%      .0%      .0% 
 南部                 .0%      .0%      .1%      .2%      .0%      .0%      .1%      .1%      .0%      .0%      .1%      .0% 
 東部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新莊市公 Microsof   大同     GAIS    補給站  富士&Nik  Arthur  統一網站  cepra     年代    市警局   易利信 
                  所       t                                   on       Anders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性別 
 男性                 .0%      .2%      .1%      .0%      .0%      .0%      .0%      .0%      .1%      .1%      .0%      .0% 
 女性                 .0%      .0%      .1%      .1%      .0%      .0%      .0%      .0%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0%      .0%      .0%      .0%      .2%      .0%      .0%      .0%      .0% 
 20至 29歲             .1%      .2%      .2%      .1%      .0%      .0%      .0%      .0%      .1%      .3%      .0%      .0% 
 30至 39歲             .0%      .1%      .1%      .1%      .1%      .0%      .1%      .0%      .0%      .2%      .1%      .1% 
 40至 49歲             .0%      .2%      .1%      .0%      .0%      .1%      .0%      .0%      .1%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高中、職             .0%      .2%      .1%      .0%      .1%      .0%      .0%      .0%      .0%      .0%      .0%      .0% 
 專科                 .2%      .0%      .1%      .0%      .0%      .2%      .0%      .1%      .2%      .5%      .1%      .0% 
 大學及以上           .0%      .5%      .2%      .3%      .0%      .0%      .1%      .0%      .2%      .5%      .0%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1%      .1%      .0%      .0%      .0%      .0%      .0%      .1%      .1%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3%      .0%      .1%      .0%      .0%      .0%      .0%      .0%      .0%      .1%      .1%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都是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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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5%      .0%      .0%      .0%      .0%      .0%      .0%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2%      .0%      .0%      .0%      .0%      .0%      .1%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1%      .2%      .1%      .1%      .1%      .0%      .0%      .1%      .1%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其他                 .0%      .0%      .5%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2%      .0%      .0%      .0%      .0%      .0%      .0%      .4%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2%      .3%      .2%      .0%      .0%      .0%      .2%      .1%      .2%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4%      .1%      .1%      .0%      .0%      .0%      .0%      .0%      .1%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1%      .1%      .0%      .1%      .1%      .0%      .1%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1%      .0%      .0%      .0%      .1%      .0%      .4%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0%      .0%      .0%      .1%      .0%      .0%      .1%      .0%      .1%      .0%      .0% 
 中部                 .0%      .1%      .1%      .0%      .0%      .1%      .0%      .0%      .1%      .0%      .0%      .0% 
 南部                 .0%      .2%      .0%      .0%      .0%      .0%      .0%      .0%      .0%      .2%      .0%      .0% 
 東部                 .0%      .6%      .4%      .3%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電玩大觀 台大網站   酷站   銘傳大學   交大   亞洲網站 太平洋公 台灣科大 中央氣象   AICE     Kiss   蓋世網頁 
                  園                                                    司                局                         搜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0%      .0%      .0%      .0%      .0%      .0%      .0%      .1%      .2% 
 20至 29歲             .0%      .2%      .0%      .1%      .1%      .0%      .1%      .1%      .0%      .0%      .0%      .0% 
 30至 39歲             .0%      .1%      .1%      .1%      .0%      .1%      .0%      .0%      .1%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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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7%      .0%      .3%      .2%      .0%      .2%      .2%      .1%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1%      .3%      .0%      .0% 
 本省閩南人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大陸各省市人         .0%      .1%      .0%      .1%      .2%      .1%      .0%      .0%      .1%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都是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中國人               .0%      .1%      .0%      .0%      .2%      .0%      .0%      .0%      .2%      .0%      .0%      .2%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0%      .1%      .0%      .0%      .0%      .0%      .0%      .1%      .0%      .1%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4%      .0%      .0%      .0%      .4%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0%      .1%      .0%      .0%      .1%      .0%      .1%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6%      .0%      .9%      .0%      .0%      .0%      .0%      .0%      .0%      .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1%      .0%      .1%      .0%      .1%      .0%      .0%      .1% 
 永遠維持現狀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2%      .0%      .2%      .0%      .0%      .0%      .2%      .0%      .0%      .0%      .2%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2%      .0%      .1%      .0%      .0%      .0%      .0%      .1%      .1%      .0%      .0% 
 中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南部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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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nescape  基隆網  中華電信 文林國小 教育部資 中正大學 中興大學 中央大學 impreza汽  Tonet   Showcity  to get 
                                            網站     訊網                       計中首頁 車俱樂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1%      .1%      .1%      .1%      .1%      .0%      .0%      .0%      .1%      .0%      .0% 
 20至 29歲             .0%      .0%      .0%      .0%      .0%      .1%      .3%      .1%      .1%      .0%      .1%      .1% 
 30至 39歲             .1%      .0%      .1%      .0%      .1%      .0%      .0%      .1%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2%      .0%      .1%      .0%      .0%      .0%      .0%      .0%      .0%      .2% 
 大學及以上           .1%      .0%      .0%      .0%      .0%      .2%      .8%      .3%      .2%      .0%      .2%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4%      .3%      .0%      .0%      .2%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都是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1%      .1%      .1%      .2%      .1%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0%      .1%      .1%      .0%      .0%      .0%      .0%      .0%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1%      .1%      .0%      .2%      .0%      .1%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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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2%      .1%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1%      .0%      .1%      .1%      .1%      .0%      .1%      .1% 
 永遠維持現狀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2%      .0%      .0%      .0%      .3%      .0%      .0%      .1%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1%      .1%      .0%      .1%      .1%      .0%      .0%      .0%      .1% 
 中部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南部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行政院公 宜蘭教師 德明商專 斗六家商 日盛證券 三光國中 政大首頁 www.taiw 英文雅虎 台北之音 台中家商 廣通 GCne 
                  共工程委 資訊網                                                an.com.t （Yahoo）                   t 
                  員會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1%      .0%      .1%      .0%      .1%      .0%      .0%      .1%      .0% 
 20至 29歲             .1%      .0%      .0%      .0%      .1%      .0%      .1%      .0%      .1%      .1%      .0%      .0% 
 30至 39歲             .0%      .1%      .0%      .0%      .0%      .0%      .1%      .0%      .1%      .1%      .0%      .1% 
 40至 49歲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專科                 .2%      .0%      .1%      .0%      .4%      .0%      .0%      .0%      .2%      .3%      .0%      .0% 
 大學及以上           .0%      .1%      .0%      .0%      .0%      .0%      .2%      .0%      .1%      .0%      .0%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2%      .0%      .0%      .2%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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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0%      .0%      .0%      .0%      .1%      .0%      .1%      .0%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1.0%      .0%     1.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1.1%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2%      .0%      .0%      .0%      .0%      .1%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      .1%      .0%      .0%      .0%      .0%      .1%      .0%      .0%      .2%      .1%      .0% 
 儘快獨立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1%      .0%      .1%      .1%      .1%      .1%      .0%      .0% 
 中部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南部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東部                 .4%      .3%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國泰人壽 www.bent  考試院    輔大    都沒有    都有   nba.com  教育部中    95       96       98     無反應 
                           ley.com                                               國童軍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1%      .0%      .0%      .0%      .1%      .0%      .0%      .0%      .0%      .2%     2.7%    76.1% 
 
 性別 
 男性                 .0%      .0%      .0%      .0%      .1%      .0%      .1%      .0%      .1%      .2%     2.9%    73.7% 
 女性                 .2%      .0%      .0%      .0%      .0%      .0%      .0%      .0%      .0%      .1%     2.4%    78.5%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0%      .3%      .0%      .2%      .0%      .0%      .8%     4.7%    54.0% 
 20至 29歲             .1%      .0%      .0%      .1%      .1%      .1%      .0%      .0%      .0%      .0%     4.6%    55.9% 
 30至 39歲             .2%      .1%      .0%      .0%      .0%      .0%      .0%      .0%      .1%      .1%     3.1%    77.4% 



網際網路使用者人口結構及使用動機調查分析 

 170 

 40至 49歲             .1%      .0%      .1%      .0%      .1%      .0%      .0%      .1%      .1%      .1%     1.0%    89.5%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9%    96.4%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99.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1%      .6%    96.3% 
 國、初中             .0%      .0%      .0%      .0%      .1%      .0%      .0%      .0%      .0%      .4%     2.3%    82.0% 
 高中、職             .3%      .0%      .0%      .0%      .0%      .0%      .1%      .0%      .0%      .2%     3.4%    78.4% 
 專科                 .0%      .0%      .0%      .0%      .1%      .2%      .0%      .2%      .3%      .1%     5.7%    49.2% 
 大學及以上           .0%      .1%      .2%      .2%      .4%      .0%      .0%      .0%      .2%      .1%     3.5%    30.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4%      .0%      .0%      .0%      .1%      .0%      .0%      .0%      .0%      .2%     3.1%    73.9% 
 本省閩南人           .1%      .0%      .0%      .0%      .0%      .0%      .0%      .0%      .0%      .2%     2.4%    77.4%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3%      .2%      .1%      .2%      .1%      .3%     3.9%    67.4%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5.2%    87.3%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0%      .0%      .2%     2.7%    77.3% 
 都是                 .2%      .0%      .0%      .0%      .1%      .0%      .0%      .0%      .1%      .2%     3.0%    71.9% 
 中國人               .0%      .0%      .0%      .0%      .2%      .0%      .0%      .0%      .2%      .2%     2.7%    79.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0%      .0%      .1%      .0%      .1%      .0%      .1%      .4%     3.6%    64.0% 
 中低、低級白領       .3%      .1%      .1%      .0%      .1%      .1%      .0%      .0%      .1%      .1%     3.6%    73.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6%    98.7%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8%    93.6%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95.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1.4%    88.7%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1%      .0%      .0%      .1%      .1%      .0%      .0%      .1%      .2%     3.2%    75.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7%     4.4%    73.9% 
 普通支持民進黨       .3%      .0%      .1%      .1%      .1%      .0%      .0%      .0%      .0%      .3%     3.8%    64.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4.9%      .0%      .0%      .0%      .0%      .0%     5.0%    72.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2.4%    50.6%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88.9%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69.8% 
 中立無反應           .1%      .0%      .0%      .0%      .0%      .0%      .1%      .0%      .1%      .1%     2.0%    80.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7%      .0%      .0%      .0%      .0%      .0%     4.3%    79.7%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0%      .0%      .0%      .0%      .0%      .1%      .1%      .0%     2.8%    68.8%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2%      .0%      .0%      .0%      .1%      .3%     3.5%    68.5% 
 永遠維持現狀         .3%      .0%      .0%      .0%      .1%      .0%      .0%      .0%      .0%      .0%     1.9%    85.9%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1%      .2%      .0%      .1%      .1%      .0%      .0%      .4%     4.3%    63.8%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2.5%    76.8%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1%      .0%      .0%      .0%      .1%      .3%     2.6%    70.0% 
 中部                 .2%      .0%      .0%      .0%      .1%      .0%      .1%      .0%      .1%      .2%     2.9%    80.3% 
 南部                 .2%      .0%      .0%      .0%      .1%      .1%      .1%      .0%      .0%      .0%     2.7%    79.8%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4%     1.8%    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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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P.S.I   元太證券 JET日本 www.fic.  Innet     東海   安麗 amwa  奇檬子  104人力 fedex.co 依塔聊天 高雄技術 
                  Love You          台       net                        y                 銀行     m聯邦快 室       學院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女性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20至 29歲             .0%      .1%      .1%      .0%      .0%      .0%      .1%      .0%      .2%      .0%      .0%      .0% 
 30至 39歲             .0%      .0%      .0%      .1%      .0%      .1%      .0%      .1%      .0%      .1%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50至 59歲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高中、職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0%      .0%      .0%      .0%      .0%      .4%      .1%      .0%      .0% 
 大學及以上           .0%      .2%      .0%      .1%      .2%      .3%      .2%      .1%      .0%      .0%      .0%      .3%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2%      .0%      .0%      .1%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2%      .0%      .2%      .1%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都是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中低、低級白領       .0%      .1%      .1%      .0%      .0%      .1%      .1%      .1%      .2%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2%      .0%      .0%      .0%      .0%      .1%      .1%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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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2%      .0%      .0%      .0%      .1%      .0%      .1%      .0%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永遠維持現狀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1%      .0%      .0%      .2%      .0%      .0%      .1%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中部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天之家族 興華國中 摩天網站 海山高工 超頻者天 和平高中 德育醫管 奇摩+中文蕃薯藤+中 www.toto 夢想家搜 景文中學 
                  聊天室                     汽車科   堂       網站     專校     雅虎     文雅虎   .com.tw   尋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女性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2%      .0%      .1%      .0%      .1%      .0%      .0%      .0%      .1%      .1%      .1% 
 20至 29歲             .0%      .0%      .1%      .0%      .1%      .0%      .2%      .0%      .0%      .0%      .0%      .0% 
 30至 39歲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高中、職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專科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2%      .0%      .0%      .1%      .1%      .0%      .1%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2%      .0%      .0%      .0%      .0%      .3%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都是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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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0%      .0%      .0%      .1%      .0%      .0%      .1%      .0%      .0%      .2%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2%      .0%      .0%      .0%      .0%      .0%      .1%      .0%      .0%      .1%      .0% 
 儘快獨立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中部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６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先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逢甲大學 育達商職 和信寬頻   GIgo   昌隆國小 嶺東商專 藥物食品 台北縣警 台灣絲貴 致理商專 天下雜誌 科技網站 
                                    網站              （新莊）          檢驗局   察局首頁 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20至 29歲             .1%      .0%      .1%      .1%      .0%      .2%      .0%      .0%      .0%      .0%      .2%      .0% 
 30至 39歲             .0%      .0%      .0%      .0%      .1%      .0%      .1%      .1%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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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2%      .0%      .0%      .0%      .1%      .0%      .1%      .0%      .0% 
 大學及以上           .2%      .0%      .2%      .0%      .1%      .0%      .1%      .0%      .1%      .0%      .4%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國人               .2%      .0%      .0%      .0%      .0%      .0%      .0%      .2%      .0%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1%      .1%      .0%      .0%      .1%      .1%      .1%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2%      .0%      .0%      .0%      .2%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0%      .0%      .0%      .2%      .0%      .0%      .0%      .1%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部                 .1%      .0%      .0%      .1%      .0%      .1%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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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人數 
───────────── 
 全  體             4447 
 
 性別 
 男性               2268 
 女性               2178 
 
 年齡 
 12至 19歲            750 
 20至 29歲            897 
 30至 39歲            933 
 40至 49歲            759 
 50至 59歲            409 
 60歲及以上          59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143 
 國、初中            958 
 高中、職           1403 
 專科                487 
 大學及以上          42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515 
 本省閩南人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494 
 原住民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624 
 都是               2051 
 中國人              42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1022 
 農林漁牧            341 
 藍領                976 
 其他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752 
 非常支持新黨         14 
 普通支持新黨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10 
 中立無反應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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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580 
 儘快獨立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782 
 中部               1272 
 南部               1123 
 東部                217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Hinet   SEEDNet  奇摩站（  蕃薯藤  新浪網（ 台灣網路 哇塞中文 中文雅虎 宏碁戲谷 股票證券 免費下載 各國媒體 
                                    Kimo）            Sina）   資源索引 網（What （Yahoo）                  軟體網站 
                                                               （Openfi Site）    
                                                               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8%      .1%     5.1%     3.0%      .4%      .1%      .0%      .5%      .1%      .7%      .1%      .1% 
 
 性別 
 男性                1.2%      .1%     5.3%     2.8%      .5%      .1%      .1%      .5%      .1%      .8%      .2%      .2% 
 女性                 .5%      .1%     4.9%     3.1%      .2%      .2%      .0%      .4%      .0%      .6%      .0%      .1% 
 
 年齡 
 12至 19歲            1.0%      .1%    11.8%     6.9%      .3%      .2%      .2%      .2%      .1%      .0%      .4%      .3% 
 20至 29歲            2.1%      .2%    10.1%     5.1%     1.2%      .4%      .0%      .9%      .1%     1.3%      .1%      .1% 
 30至 39歲             .5%      .0%     3.1%     2.3%      .3%      .1%      .0%     1.0%      .1%     1.1%      .0%      .1% 
 40至 49歲             .6%      .2%     1.9%     1.0%      .1%      .0%      .1%      .1%      .0%     1.0%      .1%      .0% 
 50至 59歲             .0%      .0%      .6%      .5%      .0%      .0%      .0%      .1%      .0%      .3%      .0%      .1% 
 60歲及以上           .0%      .0%      .3%      .0%      .0%      .0%      .0%      .0%      .0%      .0%      .0%      .1%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      .0%      .6%      .9%      .0%      .0%      .0%      .0%      .0%      .0%      .0%      .1% 
 國、初中             .6%      .0%     4.6%     2.9%      .1%      .1%      .0%      .0%      .0%      .0%      .1%      .1% 
 高中、職             .6%      .0%     4.4%     2.2%      .3%      .0%      .1%      .3%      .0%      .6%      .2%      .0% 
 專科                1.9%      .5%    12.0%     4.8%      .8%      .1%      .0%      .8%      .1%     1.9%      .0%      .3% 
 大學及以上          2.4%      .2%    13.2%     8.8%     1.7%     1.0%      .2%     2.7%      .3%     3.2%      .2%      .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9%      .2%     4.4%     3.0%      .6%      .0%      .1%      .1%      .0%      .7%      .0%      .4% 
 本省閩南人           .8%      .1%     5.0%     2.8%      .3%      .1%      .0%      .5%      .1%      .7%      .1%      .1% 
 大陸各省市人         .5%      .1%     7.3%     3.9%      .8%      .3%      .0%      .7%      .0%     1.0%      .0%      .1% 
 原住民               .0%      .0%     1.4%     1.9%      .0%      .8%      .0%     1.4%      .0%      .0%      .9%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7%      .0%     5.1%     3.1%      .2%      .2%      .0%      .5%      .1%      .6%      .3%      .0% 
 都是                1.1%      .1%     5.9%     3.2%      .4%      .2%      .1%      .6%      .1%      .7%      .0%      .2% 
 中國人               .6%      .2%     4.2%     2.4%      .7%      .0%      .0%      .2%      .0%     1.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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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0%      .1%     8.3%     4.9%      .5%      .2%      .1%      .6%      .1%      .8%      .2%      .2% 
 中低、低級白領      1.0%      .2%     5.1%     2.4%      .4%      .1%      .0%      .8%      .1%     1.4%      .0%      .1% 
 農林漁牧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藍領                 .4%      .1%      .9%      .7%      .2%      .1%      .0%      .0%      .0%      .2%      .1%      .0% 
 其他                 .9%      .0%      .5%      .6%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8%      .0%     2.5%      .6%      .6%      .0%      .0%      .3%      .0%     1.2%      .3%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9%      .0%     5.4%     3.6%      .2%      .2%      .1%      .2%      .1%      .5%      .2%      .2% 
 非常支持民進黨       .8%      .0%     5.7%     3.9%      .6%      .0%      .3%     1.1%      .0%      .6%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2%      .2%     7.7%     4.5%      .5%      .1%      .0%      .9%      .1%     1.2%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1.4%      .0%     7.5%     8.7%     1.5%      .0%      .0%     1.5%      .0%     3.2%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11.1%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5.7%     8.4%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6%      .1%     4.2%     2.1%      .3%      .1%      .0%      .4%      .1%      .4%      .1%      .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2.2%      .0%     3.6%     1.2%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5%      .4%     4.9%     3.6%     1.1%      .2%      .2%      .9%      .0%     1.5%      .3%      .3%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2%      .1%     7.4%     4.2%      .4%      .2%      .0%      .6%      .1%      .8%      .0%      .1% 
 永遠維持現狀         .7%      .0%     2.9%     1.8%      .1%      .0%      .0%      .0%      .0%      .4%      .1%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3%      .0%     7.7%     4.4%      .4%      .1%      .1%     1.1%      .0%      .9%      .4%      .0% 
 儘快獨立            1.2%      .0%     5.2%     3.5%      .3%      .4%      .0%      .0%      .0%      .0%      .0%      .4%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1%      .1%     6.9%     3.4%      .6%      .2%      .0%      .6%      .1%      .6%      .1%      .2% 
 中部                 .7%      .1%     3.8%     2.8%      .2%      .1%      .1%      .6%      .1%      .8%      .1%      .0% 
 南部                 .6%      .1%     4.5%     2.3%      .2%      .0%      .1%      .2%      .0%      .8%      .1%      .1% 
 東部                 .4%      .0%     2.1%     3.7%      .4%      .3%      .0%      .0%      .0%     1.0%      .3%      .3%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PChome    地窖   Hpic(公 學術單位 英文雅虎   TQBS    尋夢園  Konami(  經濟部  史萊姆的 中油(公  司法院 
                                    司的網站) ,如學校  Yahoo                     電玩網站)        第一個家 司的網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1%      .0%      .0%      .1%      .1%      .2%      .0%      .0%      .0%      .1%      .0%      .1% 
 
 性別 
 男性                 .2%      .0%      .0%      .2%      .1%      .1%      .0%      .1%      .0%      .1%      .0%      .1% 
 女性                 .0%      .0%      .1%      .1%      .0%      .3%      .1%      .0%      .1%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3%      .0%      .3%      .1%      .2%      .0%      .2%      .0%      .0% 
 20至 29歲             .2%      .1%      .1%      .2%      .2%      .4%      .0%      .0%      .1%      .1%      .0%      .2% 
 30至 39歲             .1%      .0%      .0%      .1%      .1%      .2%      .1%      .0%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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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2%      .0%      .0%      .0%      .1%      .0%      .0%      .0%      .0% 
 高中、職             .0%      .0%      .1%      .0%      .0%      .2%      .1%      .0%      .0%      .1%      .0%      .0% 
 專科                 .5%      .2%      .0%      .3%      .0%      .8%      .0%      .0%      .4%      .1%      .0%      .2% 
 大學及以上           .4%      .0%      .0%      .6%      .6%      .4%      .0%      .0%      .0%      .2%      .1%      .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2%      .5%      .3%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1%      .0%      .0%      .1%      .0%      .1%      .0%      .0%      .1%      .1%      .0%      .1% 
 大陸各省市人         .0%      .2%      .0%      .3%      .0%      .6%      .0%      .2%      .0%      .1%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1%      .0%      .1%      .0%      .0%      .0%      .0%      .0%      .0% 
 都是                 .1%      .0%      .1%      .1%      .1%      .2%      .0%      .1%      .1%      .1%      .0%      .1% 
 中國人               .2%      .0%      .0%      .1%      .2%      .4%      .0%      .0%      .2%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0%      .2%      .1%      .2%      .0%      .1%      .0%      .1%      .0%      .1% 
 中低、低級白領       .0%      .0%      .1%      .1%      .0%      .2%      .1%      .0%      .2%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1%      .0%      .0%      .0%      .0%      .2%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1%      .1%      .1%      .0%      .0%      .0%      .1%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3%      .0%      .3%      .0%      .4%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3%      .0%      .0%      .1%      .0%      .2%      .0%      .1%      .1%      .1%      .0%      .3%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9%      .0%      .0%      .0%      .0%     2.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1%      .2%      .1%      .1%      .1%      .0%      .1%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4%      .0%      .0%      .1%      .3%      .0%      .0%      .0%      .0%      .1%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2%      .0%      .3%      .1%      .0%      .1%      .1%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2%      .3%      .1%      .5%      .1%      .2%      .1%      .1%      .0%      .4%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1%      .0%      .3%      .0%      .0%      .0%      .0%      .0%      .0% 
 中部                 .1%      .0%      .0%      .1%      .1%      .0%      .0%      .1%      .1%      .1%      .0%      .1% 
 南部                 .2%      .1%      .0%      .2%      .1%      .2%      .1%      .0%      .1%      .2%      .1%      .1% 
 東部                 .0%      .0%      .0%      .0%      .0%      .4%      .0%      .0%      .0%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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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歷史博物  to go   教育網站 倚天 net  民生報網 小玉的家  to do   中時電子 奇摩+蕃薯 書局,如   NBA    www.news 
                  館                                   站                         報       藤       金石堂           .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1%      .0%      .0%      .0%      .1%      .2%      .1%      .0%      .1%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3%      .1%      .0%      .3%      .1% 
 女性                 .0%      .0%      .1%      .0%      .0%      .0%      .1%      .1%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0%      .0%      .0%      .1%      .0%      .0%      .1%      .7%      .0% 
 20至 29歲             .0%      .1%      .0%      .0%      .0%      .0%      .1%      .5%      .0%      .0%      .1%      .2% 
 30至 39歲             .1%      .0%      .3%      .1%      .1%      .1%      .1%      .4%      .1%      .1%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1%      .0%      .3%      .0%      .0%      .0% 
 50至 59歲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2%      .0%      .1%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高中、職             .1%      .0%      .0%      .0%      .1%      .1%      .1%      .0%      .1%      .0%      .2%      .0% 
 專科                 .0%      .2%      .1%      .1%      .0%      .0%      .0%      .3%      .0%      .0%      .2%      .0% 
 大學及以上           .0%      .0%      .5%      .0%      .0%      .0%      .3%     1.7%      .1%      .3%      .0%      .4%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6%      .0%      .1%      .2%      .2% 
 本省閩南人           .0%      .0%      .1%      .0%      .0%      .0%      .0%      .1%      .1%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1%      .2%      .0%      .4%      .4%      .0%      .1%      .5%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1%      .0%      .0%      .0%      .0%      .0%      .3%      .0%      .1%      .2%      .1% 
 都是                 .0%      .0%      .1%      .0%      .0%      .0%      .2%      .2%      .0%      .0%      .1%      .0% 
 中國人               .0%      .0%      .0%      .0%      .0%      .2%      .0%      .0%      .2%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1%      .0%      .0%      .0%      .1%      .2%      .0%      .1%      .3%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1%      .0%      .2%      .4%      .2%      .1%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1%      .0%      .1%      .0%      .0%      .2%      .0%      .0%      .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1%      .0%      .1%      .0%      .1%      .2%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3%      .0%      .4%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0%      .0%      .0%      .0%      .0%      .0%      .3%      .1%      .0%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1.5%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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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1%      .0%      .0%      .0%      .2%      .2%      .1%      .0%      .2%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2%      .1%      .1%      .1%      .0%      .1%      .4%      .0%      .1%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1%      .0%      .0%      .1%      .0%      .3%      .2%      .0%      .2%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1%      .1%      .0%      .0%      .2%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2%      .2%      .2%      .2%      .3%      .2% 
 儘快獨立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1%      .1%      .0%      .0%      .1%      .1%      .3%      .0%      .0%      .2%      .1% 
 中部                 .0%      .0%      .0%      .0%      .0%      .0%      .1%      .0%      .1%      .0%      .3%      .0% 
 南部                 .0%      .0%      .1%      .0%      .0%      .0%      .0%      .2%      .1%      .1%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自己公司 馬路科技 蕃薯藤+   漢堂   網路小園 Carlife  聊天網站 寶來金融 軟體世界 小甄聊天 色情網站 www.ccte 
                  的網站            中文雅虎           丁                       網                室                k.com.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女性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1%      .0%      .0%      .2%      .0%      .0%      .1%      .0%      .0% 
 20至 29歲             .1%      .0%      .0%      .0%      .0%      .1%      .1%      .1%      .2%      .0%      .0%      .1% 
 30至 39歲             .2%      .1%      .1%      .0%      .0%      .0%      .0%      .0%      .0%      .0%      .1%      .0% 
 40至 49歲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高中、職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專科                 .3%      .0%      .1%      .0%      .2%      .0%      .3%      .0%      .0%      .0%      .1%      .2% 
 大學及以上           .1%      .0%      .0%      .0%      .0%      .2%      .0%      .2%      .0%      .0%      .2%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本省閩南人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      .0%      .0%      .0%      .0%      .0%      .2%      .0%      .0%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都是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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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1%      .0%      .0%      .0%      .0%      .0%      .2%      .0%      .0%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2%      .0%      .0%      .0%      .0%      .0%      .1%      .1%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1%      .0%      .0%      .0%      .0%      .0%      .1%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0%      .0%      .1%      .0%      .2%      .0%      .2%      .0%      .0%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4.9%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6%      .0%      .0%      .0%      .7%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3%      .0%      .0%      .0%      .0%      .0%      .0%      .0%      .0%      .5%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1%      .0%      .1%      .0%      .0%      .0%      .0%      .0%      .0%      .1%      .1% 
 中部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南部                 .1%      .0%      .0%      .0%      .0%      .1%      .1%      .0%      .0%      .1%      .0%      .0% 
 東部                 .0%      .0%      .0%      .0%      .0%      .0%      .2%      .0%      .6%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富士&Nik  Arthur   cepra   國泰人壽  Qalue   電玩大觀 台大網站   酷站   台北天文 Gaiscscc   成大   伍佰的網 
                  on       Anderson                     line   園                         館       u                 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女性                 .0%      .0%      .0%      .2%      .0%      .0%      .0%      .0%      .0%      .1%      .0%      .1%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0%      .0%      .4%      .0%      .0%      .1%      .2%      .1%      .1% 
 20至 29歲             .0%      .0%      .0%      .3%      .1%      .0%      .1%      .0%      .0%      .0%      .0%      .1% 
 30至 39歲             .0%      .1%      .0%      .1%      .0%      .0%      .1%      .1%      .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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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1%      .0%      .1%      .1%      .0%      .0%      .0%      .0%      .0%      .1%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1%      .0%      .0%      .1%      .0%      .0%      .1% 
 高中、職             .0%      .0%      .0%      .2%      .0%      .1%      .0%      .0%      .0%      .0%      .0%      .1% 
 專科                 .2%      .0%      .2%      .1%      .0%      .0%      .0%      .1%      .0%      .1%      .0%      .0% 
 大學及以上           .0%      .1%      .0%      .0%      .2%      .0%      .4%      .0%      .0%      .1%      .1%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4%      .0%      .0%      .0%      .0%      .2%      .2%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1%      .0%      .1%      .0%      .0%      .0%      .1%      .0%      .1%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都是                 .0%      .0%      .0%      .2%      .0%      .1%      .0%      .0%      .0%      .1%      .0%      .1% 
 中國人               .0%      .0%      .0%      .2%      .2%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1%      .0%      .1%      .1%      .0%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2%      .1%      .1%      .0%      .0%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1%      .0%      .2%      .0%      .0%      .0%      .2%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2%      .1%      .0%      .0%      .0%      .0%      .0%      .0%      .3%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1%      .0%      .0%      .1%      .1%      .1%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1%      .0%      .0%      .1%      .1%      .0%      .0%      .1%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5%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2%      .2%      .0%      .0%      .0%      .1%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1%      .1%      .0%      .0%      .1%      .0%      .1% 
 中部                 .1%      .0%      .0%      .1%      .0%      .0%      .0%      .0%      .0%      .1%      .0%      .0% 
 南部                 .0%      .0%      .0%      .1%      .0%      .1%      .0%      .1%      .0%      .1%      .0%      .1% 
 東部                 .0%      .0%      .0%      .6%      .0%      .0%      .0%      .0%      .4%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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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富達投資   ID4      魔岩   新聞資訊    PC    行政院人 淡大聊天   AICE    考選部  迷你車主 台南一中 Hinet+奇 
                                             網站     Shopping 事行政局 廣場                       俱樂部            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1%      .0%      .0%      .1%      .1%      .1%      .1%      .1%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1%      .0%      .0%      .0%      .0%      .1%      .0%      .1%      .0%      .1%      .0% 
 20至 29歲             .0%      .0%      .2%      .0%      .0%      .1%      .0%      .0%      .2%      .1%      .0%      .0% 
 30至 39歲             .1%      .0%      .0%      .1%      .1%      .0%      .0%      .2%      .0%      .0%      .0%      .1% 
 40至 49歲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高中、職             .0%      .0%      .1%      .0%      .1%      .0%      .0%      .0%      .1%      .1%      .0%      .0% 
 專科                 .0%      .0%      .0%      .1%      .0%      .0%      .2%      .0%      .0%      .0%      .0%      .1% 
 大學及以上           .1%      .0%      .0%      .0%      .0%      .4%      .0%      .0%      .0%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1%      .2%      .3%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1%      .0%      .0%      .2%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都是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中國人               .0%      .1%      .0%      .2%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1%      .0%      .0%      .0%      .0%      .0%      .1%      .0%      .0%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6%      .3%      .0%      .0%      .0%      .0%      .6%      .6%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1%      .1%      .0%      .1%      .0%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網際網路使用者人口結構及使用動機調查分析 

 184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1.2%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0%      .0%      .0%      .1%      .1%      .0%      .0%      .0%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0%      .1%      .0%      .0%      .0%      .0%      .0%      .2%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中部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東部                 .0%      .0%      .0%      .0%      .5%      .0%      .0%      .0%     1.1%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LonePlan  環保署    政大   國賓戲院 Nescape  師大附中 櫻色幻境 國家圖書 玉宇瓊樓   交大   聯合新聞 佛光山網 
                  et旅遊                                                         館                         網       站（宗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女性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0%      .0%      .1%      .1%      .0%      .0%      .1%      .0%      .0% 
 20至 29歲             .0%      .0%      .0%      .1%      .0%      .0%      .0%      .1%      .1%      .1%      .0%      .0% 
 30至 39歲             .1%      .1%      .0%      .0%      .1%      .0%      .0%      .0%      .0%      .0%      .1%      .2%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專科                 .0%      .0%      .0%      .0%      .0%      .0%      .0%      .0%      .0%      .2%      .3%      .0% 
 大學及以上           .1%      .1%      .1%      .2%      .1%      .0%      .1%      .2%      .2%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1%      .0%      .0%      .0%      .0%      .0%      .0%      .0%      .0%      .2%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      .1%      .0%      .0%      .0%      .0%      .1%      .2%      .0%      .2%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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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2%      .0%      .2%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3%      .0%      .0%      .0%      .0%      .0%      .3%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1%      .0%      .0%      .1%      .1%      .1%      .1%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中部                 .0%      .0%      .0%      .1%      .0%      .0%      .0%      .0%      .1%      .0%      .0%      .1% 
 南部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網路擇友 impreza  夢想家  不固定,   都有    健保局  音樂類網    拒答      很難說    無意見  不知道   無反應 
                  機       汽車俱樂         都沒有                    站 
                           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5.0%      .0%      .0%      .1%      .1%      .1%      .1%     2.5%    76.1% 
 
 性別 
 男性                 .0%      .0%      .0%     5.5%      .0%      .0%      .1%      .2%      .1%      .1%     2.4%    73.7% 
 女性                 .0%      .0%      .0%     4.4%      .0%      .0%      .0%      .1%      .0%      .1%     2.6%    78.5% 
 
 年齡 
 12至 19歲             .1%      .0%      .1%     9.6%      .0%      .0%      .3%      .1%      .3%      .1%     6.0%    54.0% 
 20至 29歲             .0%      .1%      .0%     8.7%      .0%      .1%      .1%      .3%      .0%      .2%     4.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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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0%      .0%     5.2%      .1%      .0%      .0%      .1%      .0%      .1%     1.9%    77.4% 
 40至 49歲             .0%      .0%      .0%     2.1%      .0%      .0%      .0%      .1%      .1%      .0%      .8%    89.5% 
 50至 59歲             .0%      .0%      .0%      .9%      .0%      .0%      .0%      .0%      .0%      .0%      .6%    96.4%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1%      .0%      .0%      .0%    99.2%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6%      .0%      .0%      .0%      .0%      .0%      .0%      .6%    96.3% 
 國、初中             .1%      .0%      .1%     3.4%      .0%      .0%      .1%      .1%      .2%      .1%     2.8%    82.0% 
 高中、職             .0%      .0%      .0%     5.2%      .0%      .0%      .1%      .1%      .1%      .2%     3.1%    78.4% 
 專科                 .0%      .0%      .0%    11.5%      .0%      .0%      .2%      .3%      .0%      .0%     3.7%    49.2% 
 大學及以上           .0%      .2%      .0%    12.4%      .1%      .2%      .0%      .7%      .1%      .2%     3.7%    30.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2%      .0%     4.8%      .0%      .0%      .0%      .2%      .1%      .4%     2.4%    73.9% 
 本省閩南人           .0%      .0%      .0%     4.8%      .0%      .0%      .1%      .1%      .1%      .1%     2.3%    77.4%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7.0%      .0%      .0%      .0%      .3%      .0%      .0%     3.4%    67.4% 
 原住民               .0%      .0%      .0%     1.1%      .0%      .0%      .0%      .0%      .0%      .0%     5.2%    87.3%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4.3%      .0%      .0%      .1%      .1%      .1%      .1%     2.8%    77.3% 
 都是                 .0%      .0%      .0%     6.2%      .0%      .0%      .1%      .1%      .1%      .1%     3.1%    71.9% 
 中國人               .0%      .0%      .0%     4.2%      .0%      .0%      .0%      .5%      .2%      .2%      .5%    79.8%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7.4%      .0%      .0%      .2%      .2%      .1%      .1%     3.7%    64.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5.7%      .1%      .0%      .0%      .2%      .1%      .1%     3.0%    73.0% 
 農林漁牧             .0%      .0%      .0%      .2%      .0%      .0%      .0%      .0%      .0%      .0%      .0%    98.7% 
 藍領                 .0%      .0%      .0%     1.2%      .0%      .0%      .0%      .0%      .0%      .0%      .7%    93.6% 
 其他                 .0%      .0%      .0%     2.9%      .0%      .0%      .0%      .0%      .0%      .0%      .0%    95.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1.6%      .0%      .0%      .0%      .0%      .0%      .0%     1.8%    88.7%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4.7%      .0%      .0%      .1%      .2%      .0%      .1%     3.2%    75.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4.4%      .0%      .0%      .0%      .0%      .4%      .0%     2.2%    73.9%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1%     7.1%      .1%      .1%      .2%      .1%      .0%      .0%     4.0%    64.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22.7%      .0%      .0%      .0%      .0%      .0%      .0%      .0%    72.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11.2%      .0%      .0%      .0%      .9%      .0%      .0%     2.5%    50.6%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88.9%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6.8%      .0%      .0%      .0%      .0%      .0%     9.3%      .0%    69.8% 
 中立無反應           .0%      .0%      .0%     4.4%      .0%      .0%      .0%      .2%      .1%      .1%     1.8%    80.2%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1.0%      .0%      .0%     3.8%      .0%      .0%      .0%      .9%      .0%      .0%     2.5%    79.7%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7.8%      .0%      .1%      .2%      .3%      .1%      .4%     2.1%    68.8%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1%     6.3%      .0%      .0%      .1%      .2%      .1%      .1%     3.2%    68.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2.8%      .0%      .0%      .0%      .0%      .0%      .0%     2.4%    85.9%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6.7%      .0%      .0%      .0%      .0%      .0%      .2%     3.5%    63.8% 
 儘快獨立             .0%      .0%      .0%     4.5%      .0%      .0%      .3%      .0%      .0%      .0%     3.9%    76.8%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0%      .0%     6.4%      .0%      .0%      .1%      .2%      .1%      .1%     2.8%    70.0% 
 中部                 .0%      .0%      .1%     3.6%      .0%      .0%      .1%      .2%      .1%      .1%     2.7%    80.3% 
 南部                 .0%      .0%      .0%     4.6%      .0%      .0%      .1%      .1%      .0%      .0%     2.1%    79.8% 
 東部                 .0%      .0%      .0%     4.9%      .0%      .0%      .0%      .0%      .4%      .4%     1.6%    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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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Showcity 巴黎觀光 寶證心怡   藍天   MSN微軟  查學術論 FAA政府 國外電影 排球的網 醫療網站  桌面王  惜浪岩（ 
                           局                                   文的網站 單位    網站     站                         布袋戲網 
                                                                                                                     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1%      .0%      .0%      .0%      .2%      .0%      .0%      .0%      .1% 
 20至 29歲             .1%      .0%      .0%      .0%      .0%      .1%      .0%      .1%      .1%      .1%      .1%      .1% 
 30至 39歲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0%      .1%      .0%      .0%      .0%      .0%      .2%      .2%      .2% 
 大學及以上           .2%      .2%      .0%      .0%      .2%      .2%      .1%      .2%      .2%      .1%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大陸各省市人         .2%      .0%      .0%      .0%      .0%      .0%      .0%      .0%      .2%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1%      .0%      .0%      .0%      .0%      .1%      .0%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1%      .0%      .0%      .1%      .0%      .0%      .1%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8%      .0%      .0%      .0%      .0%      .0%     1.5%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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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1%      .0%      .0%      .0%      .2%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1%      .1%      .0%      .1%      .0%      .1%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1%      .0%      .0%      .1%      .0%      .0%      .1%      .0%      .2%      .0%      .2% 
 儘快獨立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中部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南部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龍殿     星座     仲奇   glay日本 Tacocity Hotmail  宜蘭教師 電玩快打    av    蘋果日報 公共工程 光華市場 
                                             藝人                       資訊網                              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女性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4%      .1%      .1%      .0%      .0%      .0%      .1%      .1%      .1%      .0%      .1% 
 20至 29歲             .0%      .0%      .0%      .0%      .0%      .1%      .0%      .1%      .0%      .0%      .1%      .0% 
 30至 39歲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3%      .0%      .0%      .0%      .0%      .0%      .0%      .1%      .1%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專科                 .0%      .1%      .0%      .0%      .0%      .2%      .0%      .2%      .1%      .0%      .2%      .0%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2%      .0%      .1%      .0%      .0%      .0%      .3%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1%      .0%      .0%      .1%      .0%      .0%      .0%      .3%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都是                 .0%      .1%      .0%      .0%      .0%      .1%      .0%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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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2%      .2%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0%      .1%      .0%      .0%      .0%      .1%      .0%      .0%      .1%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0%      .0%      .2%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2%      .0%      .0%      .0%      .0%      .1%      .0%      .0%      .1%      .1%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1%      .2%      .1%      .0%      .1%      .0%      .2%      .1%      .1%      .1% 
 儘快獨立             .0%      .4%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中部                 .0%      .1%      .0%      .1%      .0%      .1%      .0%      .0%      .1%      .0%      .1%      .0% 
 南部                 .0%      .1%      .0%      .0%      .0%      .1%      .0%      .0%      .0%      .1%      .0%      .1% 
 東部                 .0%      .4%      .0%      .0%      .0%      .0%      .3%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go    空中英語 小小聊天 豆豆主頁 成大+中山 建國技術 人力銀行 工程相關 德州儀器   HOT    PC─cilli www.bent 
                  top（公  教室     室                          學院              網站     （TI）            n        ley.com 
                  司網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20至 29歲             .1%      .0%      .0%      .1%      .0%      .2%      .3%      .1%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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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1%      .0%      .0%      .1%      .0%      .0%      .0%      .1%      .0%      .0%      .1%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專科                 .2%      .1%      .0%      .0%      .0%      .0%      .4%      .2%      .1%      .0%      .2%      .0% 
 大學及以上           .0%      .0%      .0%      .2%      .1%      .0%      .0%      .0%      .0%      .0%      .0%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2%      .0%      .0%      .0%      .3%      .0%      .1%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1%      .0%      .0%      .0%      .1%      .1%      .0%      .1%      .0%      .0% 
 都是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0%      .0%      .3%      .0%      .0%      .0%      .0%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0%      .0%      .0%      .1%      .0%      .1%      .0%      .0%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1%      .0%      .2%      .1%      .0%      .0%      .2%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1%      .1%      .0%      .1%      .1%      .1%      .0%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儘快獨立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中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南部                 .1%      .0%      .1%      .0%      .0%      .0%      .1%      .0%      .0%      .0%      .1%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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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民視     鬱術   中央財產 教育部中  Innet   Platstat 菲常專頁 raisport  資策會  紅樓戲院 JET日本 CA非官方 
                                    局       國童軍團          ion               義大利電                   台        網站 
                                                                                 視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20至 29歲             .1%      .0%      .0%      .0%      .0%      .0%      .1%      .1%      .0%      .1%      .1%      .0% 
 30至 39歲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專科                 .2%      .0%      .0%      .0%      .0%      .0%      .2%      .0%      .0%      .2%      .0%      .0% 
 大學及以上           .0%      .2%      .1%      .1%      .2%      .0%      .0%      .2%      .0%      .0%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1%      .2%      .0%      .2%      .2%      .2%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0%      .0%      .0%      .0%      .1%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1%      .0%      .0%      .0%      .0%      .0%      .0%      .0%      .2%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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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1.1%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2%      .1%      .0%      .1%      .0%      .0%      .0%      .0%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中部                 .0%      .0%      .0%      .0%      .1%      .1%      .1%      .0%      .0%      .0%      .0%      .1% 
 南部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安麗 AMWA 政府網站 遊戲網站 日盛證券  行政院    say     Pcweek  manufact www.the. 登山網站 依塔聊天 巴哈姆特 
                  Y                                            hi理財性          ure.net  new.age.          室 
                                                               網站                       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0%      .2%      .0%      .0%      .0%      .0%      .0%      .0%      .0%      .1%      .1% 
 20至 29歲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30至 39歲             .0%      .0%      .0%      .0%      .2%      .0%      .1%      .1%      .1%      .1%      .0%      .0% 
 40至 49歲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2%      .0%      .0%      .0%      .0%      .0%      .0%      .0%      .1%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2%      .2%      .0%      .0%      .5%      .2%      .1%      .0%      .1%      .1%      .0%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2%      .0%      .2%      .0%      .0%      .0%      .1%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2%      .0%      .0%      .0%      .0%      .0%      .1%      .1%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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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1%      .0%      .0%      .0%      .2%      .1%      .0%      .0%      .1%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0%      .2%      .0%      .1%      .1%      .0%      .0%      .0%      .0%      .0%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1%      .2%      .0%      .2%      .0%      .0%      .0%      .0%      .1%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中部                 .0%      .0%      .1%      .0%      .2%      .0%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fruit果 朝陽技術 天之家族 kitty網    co    摩天網站 www.cntc tgl電腦 精誠高中 超頻者天 台灣旅遊 亞洲網站 
                  果之都   學院     聊天室   站                          .com.tw  公司  高三志班 堂        資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1%      .1%      .0%      .0%      .0%      .1%      .1%      .0%      .0%      .0% 
 20至 29歲             .0%      .1%      .0%      .0%      .0%      .1%      .1%      .0%      .0%      .1%      .1%      .0% 
 30至 39歲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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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專科                 .0%      .0%      .1%      .0%      .1%      .0%      .0%      .0%      .0%      .0%      .2%      .0% 
 大學及以上           .0%      .2%      .0%      .0%      .0%      .0%      .2%      .0%      .0%      .2%      .0%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2%      .0%      .0%      .0%      .0%      .1%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都是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1%      .0%      .0%      .0%      .1%      .0%      .1%      .0%      .0%      .0%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1%      .1%      .1%      .0%      .0%      .1%      .0% 
 永遠維持現狀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中部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南部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東部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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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中央大學 奇摩+中  停屍間   拍賣王    滾石   www.toto   sony   www.anaz 各種基金 旅遊專頁 台北市教 行政院衛 
                           文雅虎                             .com.tw           om.com   會網站            育局     生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1%      .0%      .0%      .1%      .1%      .0%      .0%      .0%      .0%      .0% 
 20至 29歲             .1%      .0%      .0%      .0%      .1%      .0%      .0%      .0%      .1%      .1%      .0%      .1% 
 30至 39歲             .0%      .1%      .0%      .1%      .0%      .0%      .0%      .1%      .0%      .0%      .1%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大學及以上           .2%      .1%      .0%      .0%      .2%      .0%      .0%      .0%      .2%      .2%      .0%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1%      .0%      .2%      .0%      .1%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都是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1%      .1%      .0%      .0%      .0%      .1%      .1%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0%      .1%      .0%      .0%      .1%      .0%      .0%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1%      .0%      .1%      .0%      .0%      .1%      .0%      .0%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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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0%      .1%      .0%      .0%      .1%      .0%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1%      .0%      .0%      .0%      .0%      .1%      .0%      .0%      .1%      .0%      .0% 
 儘快獨立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部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部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航運類網 ndn（新  新聞類  農業方面 元富證券  勞委會  財金政治 軍事網站  boxup    great   台北縣警 絲貴寶美 
                  站       聞）                                          性網站             music     boy    察局     國總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20至 29歲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30至 39歲             .0%      .0%      .0%      .1%      .1%      .1%      .1%      .0%      .0%      .1%      .2%      .1%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1%      .2%      .0%      .1%      .0%      .0%      .0%      .2%      .0%      .0%      .3%      .0%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1%      .1%      .1%      .0%      .0%      .1%      .0%      .1%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      .0%      .0%      .0%      .0%      .0%      .1%      .2%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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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0%      .0%      .0%      .1%      .0%      .2%      .0%      .0%      .2%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1%      .0%      .1%      .1%      .0%      .1%      .1%      .1% 
 農林漁牧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0%      .1%      .1%      .0%      .0%      .1%      .1%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2%      .0%      .0%      .0%      .1%      .0%      .2%      .0%      .1%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2%      .1%      .0%      .0%      .0%      .0%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中部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南部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東部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 
 
 
 
 
───────────────────────────────────────────────── 
                                ７請問您上網的時候最常進去的是那一個網站？ 
                  ──────────────────────────────────── ──── 
                  德達高職 www.just 奇幻聊天 斗六高中 沒格里球 天下雜誌   東森     NCBI   回答人數 
                  網站     shop.com 室                網站 
                           .tw 
                  ──── ────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4447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2268 
 女性                 .0%      .0%      .0%      .0%      .0%      .0%      .0%      .0%    2178 
 
 年齡 
 12至 19歲             .1%      .1%      .1%      .1%      .0%      .0%      .0%      .0%     750 
 20至 29歲             .0%      .1%      .0%      .0%      .0%      .1%      .0%      .1%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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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0%      .0%      .0%      .0%      .0%      .0%      .0%     933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1%      .0%     759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409 
 60歲及以上           .0%      .0%      .0%      .0%      .2%      .0%      .0%      .0%     59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1143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958 
 高中、職             .0%      .0%      .0%      .0%      .1%      .0%      .1%      .0%    1403 
 專科                 .0%      .1%      .0%      .0%      .0%      .0%      .0%      .0%     487 
 大學及以上           .0%      .2%      .0%      .0%      .0%      .2%      .0%      .2%     42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2%      .0%     515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0%      .0%      .1%      .0%      .0%      .0%      .0%      .0%     494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1%      .0%      .0%      .0%    1624 
 都是                 .0%      .0%      .0%      .0%      .0%      .0%      .1%      .0%    2051 
 中國人               .0%      .0%      .0%      .0%      .0%      .2%      .0%      .0%     42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0%      .0%      .0%      .0%      .0%      .0%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1%      .1%      .0%    1022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341 
 藍領                 .0%      .0%      .0%      .0%      .0%      .0%      .0%      .0%     976 
 其他                 .0%      .0%      .0%      .0%      .0%      .0%      .0%      .0%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1%      .0%      .0%      .1%      .0%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3%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2%      .0%      .0%      .1%      .0%      .0%      .0%     75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1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7%      .0%      .0%      .0%      .0%      .0%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1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2%      .0%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1%      .1%      .0%      .0%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2%      .0%      .0%      .0%      .0%      .0%      .1%     58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1%      .0%    1782 
 中部                 .1%      .0%      .1%      .1%      .0%      .0%      .0%      .0%    1272 
 南部                 .0%      .1%      .0%      .0%      .1%      .0%      .0%      .0%    1123 
 東部                 .0%      .0%      .0%      .0%      .0%      .0%      .0%      .0%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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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台大椰林 政大貓空 淡江蛋捲 中山計中 中央龍貓 清大電機 交大資科  白日夢  Kimo奇摩 美麗寶島 新莊高中 東吳的 bb 
                           行館     廣場     西灣                                         站                bbs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6%      .1%      .4%      .5%      .1%      .1%      .2%      .0%      .1%      .1%      .0%      .1% 
 
 性別 
 男性                 .7%      .1%      .4%      .4%      .1%      .1%      .4%      .0%      .1%      .0%      .0%      .0% 
 女性                 .5%      .2%      .3%      .5%      .2%      .1%      .1%      .0%      .1%      .2%      .0%      .1% 
 
 年齡 
 12至 19歲             .9%      .2%      .3%      .5%      .4%      .1%      .4%      .0%      .2%      .2%      .2%      .1% 
 20至 29歲            2.0%      .4%     1.2%     1.7%      .3%      .4%      .6%      .0%      .1%      .4%      .0%      .2% 
 30至 39歲             .1%      .1%      .2%      .1%      .1%      .0%      .3%      .0%      .0%      .0%      .0%      .0% 
 40至 49歲             .1%      .0%      .1%      .1%      .0%      .0%      .0%      .1%      .1%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1%      .0%      .0%      .0%      .1%      .0%      .2%      .0%      .1%      .1%      .0%      .0% 
 高中、職             .3%      .2%      .2%      .2%      .1%      .0%      .0%      .1%      .1%      .0%      .1%      .0% 
 專科                 .6%      .3%      .3%      .7%      .0%      .3%      .6%      .0%      .2%      .3%      .0%      .0% 
 大學及以上          4.4%      .4%     2.7%     3.3%      .8%      .6%     1.4%      .0%      .0%      .4%      .0%      .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5%      .3%      .3%      .3%      .6%      .2%      .0%      .0%      .1%      .0%      .0%      .1% 
 本省閩南人           .6%      .1%      .3%      .4%      .1%      .1%      .3%      .0%      .1%      .1%      .0%      .0% 
 大陸各省市人        1.3%      .2%      .8%     1.2%      .1%      .0%      .4%      .0%      .0%      .1%      .0%      .2%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7%      .0%      .3%      .7%      .1%      .2%      .1%      .1%      .2%      .2%      .0%      .1% 
 都是                 .7%      .2%      .5%      .5%      .2%      .1%      .4%      .0%      .0%      .1%      .1%      .0% 
 中國人               .3%      .0%      .5%      .0%      .4%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0%      .1%      .6%      .8%      .2%      .1%      .4%      .0%      .1%      .2%      .1%      .1% 
 中低、低級白領       .4%      .3%      .2%      .4%      .1%      .2%      .2%      .1%      .0%      .2%      .0%      .1%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2%      .1%      .1%      .1%      .0%      .0%      .0%      .0%      .1%      .0%      .0%      .0% 
 其他                 .0%      .0%      .0%      .0%      .5%      .8%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3%      .3%      .0%      .1%      .0%      .0%      .0%      .0%      .0%      .0%      .0%      .3% 
 普通支持國民黨       .3%      .0%      .0%      .3%      .2%      .2%      .1%      .0%      .1%      .2%      .1%      .1% 
 非常支持民進黨      1.0%      .0%      .3%      .3%      .3%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8%      .4%      .9%     1.0%      .3%      .1%      .4%      .0%      .0%      .2%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12.8%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8%      .9%     2.5%      .7%      .0%      .0%      .0%      .0%      .0%      .6%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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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7%      .0%      .3%      .4%      .1%      .0%      .2%      .1%      .1%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1.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2%      .3%      .1%      .6%      .2%      .1%      .3%      .0%      .2%      .1%      .1%      .2%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1%      .2%      .6%      .8%      .2%      .2%      .4%      .0%      .1%      .2%      .0%      .1% 
 永遠維持現狀         .5%      .0%      .2%      .2%      .1%      .1%      .0%      .0%      .0%      .0%      .0%      .1%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1%      .2%      .7%      .9%      .2%      .0%      .2%      .0%      .3%      .3%      .1%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1%      .3%      .7%      .2%      .3%      .2%      .4%      .1%      .1%      .0%      .1%      .1% 
 中部                 .3%      .1%      .2%      .1%      .1%      .1%      .1%      .0%      .1%      .1%      .0%      .0% 
 南部                 .3%      .0%      .0%     1.3%      .0%      .0%      .1%      .0%      .1%      .4%      .0%      .1% 
 東部                 .0%      .0%      .0%      .4%      .0%      .0%      .0%      .0%      .0%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崇佑企專 逢甲大學 花蓮師範 成功大學 慈濟醫學 中山計中 世新大學 清大資科 櫃台買賣 新竹高中 中原電機 中山醫學 
                  bbs               學院              院       南風 140.                   中心                       院絮情小 
                                                               117.11.2                                              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1%      .1%      .3%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1%      .1%      .6%      .0%      .0%      .0%      .0%      .0%      .1%      .0%      .0% 
 女性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年齡 
 12至 19歲             .0%      .2%      .4%      .5%      .0%      .1%      .0%      .0%      .0%      .3%      .1%      .0% 
 20至 29歲             .1%      .1%      .1%      .9%      .1%      .0%      .1%      .1%      .1%      .0%      .1%      .1% 
 30至 39歲             .0%      .0%      .1%      .3%      .0%      .1%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2%      .3%      .0%      .0%      .0%      .0%      .0%      .1%      .0%      .0% 
 專科                 .0%      .2%      .3%      .8%      .0%      .1%      .0%      .0%      .2%      .0%      .1%      .0% 
 大學及以上           .2%      .0%      .1%     1.6%      .2%      .1%      .2%      .2%      .0%      .0%      .2%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2%      .0%      .0%      .0%      .2%      .0%      .0%      .4%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1%      .4%      .0%      .0%      .0%      .0%      .0%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2%      .2%      .1%      .2%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1.4%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2%      .3%      .0%      .0%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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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0%      .1%      .1%      .4%      .0%      .0%      .0%      .0%      .0%      .1%      .1%      .0% 
 中國人               .0%      .2%      .0%      .3%      .0%      .0%      .2%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2%      .6%      .0%      .1%      .0%      .0%      .0%      .1%      .1%      .0% 
 中低、低級白領       .1%      .1%      .1%      .4%      .0%      .0%      .0%      .0%      .1%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6%      .1%      .0%      .1%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4%      .0%      .8%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5%      .5%      .0%      .1%      .0%      .1%      .1%      .2%      .1%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2%      .0%      .0%      .0%      .0%      .0%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3%      .5%      .0%      .0%      .0%      .0%      .1%      .0%      .3%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1%      .6%      .1%      .0%      .1%      .0%      .0%      .1%      .0%      .0% 
 永遠維持現狀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3%      .2%      .5%      .0%      .0%      .0%      .2%      .0%      .1%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3%      .0%      .0%      .0%      .0%      .0%      .1%      .1%      .0% 
 中部                 .0%      .2%      .0%      .1%      .0%      .0%      .0%      .0%      .0%      .0%      .0%      .1% 
 南部                 .0%      .0%      .1%      .8%      .0%      .1%      .0%      .0%      .0%      .0%      .0%      .0% 
 東部                 .0%      .0%     1.6%      .0%      .0%      .0%      .0%      .0%      .4%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台大陽光  新奇站  烏魯木齊 明道 bbs  高雄市資 長庚大學 台大批踢 高雄市福 內湖高中 台南一中 中興大學 台中商專 
                  沙灘                                訊教育網 bbs      踢（ptt） 坑國小 bb 
                                                      站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性別 
 男性                 .1%      .0%      .0%      .0%      .0%      .0%      .1%      .0%      .0%      .0%      .1%      .1% 
 女性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年齡 
 12至 19歲             .2%      .0%      .1%      .2%      .0%      .1%      .1%      .0%      .1%      .1%      .0%      .2% 
 20至 29歲             .0%      .0%      .0%      .0%      .1%      .1%      .3%      .0%      .0%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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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1%      .1%      .0%      .1%      .0%      .0%      .0%      .0%      .0%      .0%      .2%      .2%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3%      .2%      .7%      .1%      .0%      .0%      .8%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1%      .0%      .0%      .0%      .0%      .0%      .1%      .0%      .0%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0%      .1%      .0%      .0%      .0%      .2%      .0%      .0%      .0%      .0%      .5%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都是                 .0%      .0%      .0%      .1%      .1%      .0%      .1%      .0%      .0%      .0%      .1%      .1% 
 中國人               .0%      .0%      .0%      .0%      .0%      .2%      .0%      .0%      .0%      .0%      .4%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0%      .1%      .1%      .0%      .1%      .0%      .0%      .0%      .1%      .1% 
 中低、低級白領       .1%      .1%      .0%      .0%      .0%      .0%      .1%      .0%      .0%      .0%      .2%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0%      .0%      .1%      .0%      .1%      .0%      .0%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3%      .0%      .0%      .1%      .1%      .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6%      .0%      .0%      .0%      .0%      .8%      .0%      .0%      .6%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0%      .1%      .1%      .0%      .0%      .0%      .3%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1%      .0%      .0%      .2%      .0%      .0%      .4%      .0%      .0%      .0%      .0%      .1%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0%      .0%      .0%      .0%      .0%      .2%      .0%      .0%      .0%      .0%      .0% 
 中部                 .0%      .0%      .0%      .1%      .0%      .0%      .0%      .0%      .0%      .0%      .2%      .1% 
 南部                 .0%      .0%      .0%      .0%      .1%      .1%      .0%      .0%      .0%      .1%      .1%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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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師大   台大計中 中正大學 空中大學 天空之城 巴哈姆特 東海企管 棕濤（中 正心中學   yam    楓橋驛站 成大工科 
                                                                                 央電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性別 
 男性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2%      .0%      .1%      .2%      .1%      .0%      .1%      .1%      .1%      .0% 
 20至 29歲             .1%      .0%      .1%      .0%      .0%      .2%      .1%      .1%      .0%      .0%      .2%      .1% 
 30至 39歲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1%      .0%      .0%      .0%      .0%      .0%      .1%      .1%      .1%      .0% 
 高中、職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專科                 .0%      .0%      .0%      .1%      .0%      .2%      .2%      .0%      .0%      .0%      .2%      .0% 
 大學及以上           .2%      .1%      .4%      .0%      .0%      .2%      .0%      .2%      .0%      .0%      .2%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2%      .0%      .0%      .0%      .0%      .0%      .0%      .0%      .0%      .0%      .2%      .0% 
 本省閩南人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都是                 .1%      .0%      .1%      .0%      .0%      .1%      .1%      .0%      .0%      .0%      .1%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1%      .0%      .2%      .0%      .0%      .2%      .1%      .0%      .0%      .0%      .1%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2%      .0%      .1%      .1%      .0%      .0%      .0%      .0%      .0%      .1%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0%      .1%      .0%      .0%      .1%      .0%      .1%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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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1%      .0%      .0%      .1%      .1%      .0%      .0%      .0%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1%      .1%      .0%      .0%      .0%      .0%      .0%      .0%      .1%      .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0%      .2%      .1%      .1%      .0%      .1%      .1%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中部                 .1%      .0%      .1%      .0%      .0%      .1%      .1%      .0%      .1%      .1%      .1%      .0% 
 南部                 .0%      .0%      .1%      .1%      .0%      .1%      .0%      .0%      .0%      .0%      .0%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振興中學 寂寞芳心 銘傳大學 榮總醫院 東山國中 武陵高中 傷心咖啡 中興法商 紅樓鐘聲 雲林科技 靜宜大學 高雄市教 
                                                                        店       北極星            大學              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1%      .1%      .0%      .1%      .3%      .0%      .1%      .1%      .0%      .0%      .2% 
 20至 29歲             .0%      .1%      .2%      .0%      .0%      .0%      .1%      .2%      .0%      .0%      .1%      .0% 
 30至 39歲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40至 49歲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專科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2%      .5%      .1%      .0%      .0%      .2%      .2%      .0%      .1%      .2%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1%      .0%      .2%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都是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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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1%      .1%      .0%      .0%      .1%      .0%      .1%      .0%      .0%      .0%      .1%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1%      .0%      .0%      .0%      .0%      .1%      .0%      .2%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3%      .0%      .0%      .0%      .0%      .4%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0%      .0%      .0%      .0%      .1%      .0%      .0%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6%      .0%      .0%      .9%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1%      .0%      .1%      .0%      .0%      .0%      .1%      .1%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1%      .0%      .2%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2%      .0%      .0%      .0%      .0%      .0%      .1%      .0%      .2%      .2%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中部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南部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黎園小築 中山松濤  台科大   水世界  高學第一 新埔技術 Formosa    彰師   台灣研究 大葉戀戀 中原大學 興國中學 
                           館                         科技大學 學院                       生網路俱 紅城 
                                                                                          樂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20至 29歲             .0%      .0%      .1%      .1%      .0%      .0%      .1%      .1%      .1%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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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至 39歲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專科                 .1%      .1%      .0%      .0%      .0%      .1%      .0%      .0%      .0%      .2%      .0%      .0% 
 大學及以上           .0%      .0%      .2%      .2%      .0%      .0%      .2%      .2%      .2%      .2%      .2%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1%      .1%      .0%      .0%      .0%      .0%      .0%      .0%      .0%      .2%      .2%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1%      .0%      .1%      .1%      .0%      .0%      .0%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4%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中部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南部                 .0%      .0%      .0%      .0%      .1%      .0%      .1%      .0%      .0%      .0%      .0%      .1%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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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伯利恆  台中高工 明道中學 漢民國小 松山商職   輔大    北士商  景文技術 崇倫國中   雄女   不良牛牧 不夜工坊 
                                                                                 學院                       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年齡 
 12至 19歲             .0%      .1%      .1%      .0%      .1%      .1%      .1%      .1%      .1%      .2%      .1%      .0% 
 20至 29歲             .1%      .0%      .0%      .0%      .0%      .2%      .0%      .0%      .0%      .0%      .1%      .1% 
 30至 39歲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專科                 .2%      .0%      .0%      .0%      .0%      .3%      .0%      .1%      .0%      .0%      .0%      .0% 
 大學及以上           .0%      .0%      .0%      .1%      .0%      .3%      .0%      .0%      .0%      .0%      .2%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原住民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都是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2%      .1%      .0%      .2%      .0%      .0%      .2%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中低、低級白領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1%      .0%      .0%      .2%      .2%      .1%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4%      .9%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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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0%      .0%      .0%      .1%      .0%      .0%      .1%      .0%      .0%      .1%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1%      .0%      .1%      .1%      .0%      .0%      .1%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2%      .0%      .0%      .0%      .2%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中部                 .0%      .1%      .1%      .0%      .0%      .0%      .0%      .0%      .1%      .0%      .0%      .0% 
 南部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前金國中 童軍團的 小魚的紫 屏東科技  都沒有    都有   雄中 bbs  台中宇宙    拒答    很難說   不知道   無反應 
                           bbs      色花園   大學                                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1.0%      .0%      .0%      .0%      .1%      .1%     4.4%    88.8% 
 
 性別 
 男性                 .0%      .0%      .0%      .0%     1.2%      .0%      .0%      .0%      .1%      .1%     4.5%    87.8% 
 女性                 .0%      .0%      .0%      .0%      .8%      .0%      .0%      .0%      .2%      .0%     4.3%    89.9%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0%     1.6%      .0%      .1%      .0%      .1%      .1%    11.5%    75.9% 
 20至 29歲             .0%      .0%      .2%      .0%     2.0%      .0%      .0%      .1%      .3%      .2%     6.5%    76.4% 
 30至 39歲             .0%      .0%      .0%      .0%     1.0%      .0%      .0%      .0%      .1%      .1%     2.9%    93.3% 
 40至 49歲             .0%      .1%      .0%      .1%      .6%      .0%      .0%      .0%      .1%      .0%     1.8%    96.4% 
 50至 59歲             .0%      .0%      .0%      .0%      .3%      .1%      .0%      .0%      .0%      .0%      .6%    99.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4%    99.5%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1.0%    98.6% 
 國、初中             .1%      .0%      .0%      .0%      .7%      .0%      .0%      .0%      .0%      .0%     4.7%    92.5% 
 高中、職             .0%      .0%      .0%      .0%      .9%      .0%      .0%      .0%      .1%      .2%     5.1%    89.6% 
 專科                 .0%      .2%      .2%      .0%     2.3%      .0%      .0%      .2%      .3%      .0%     6.9%    81.0% 
 大學及以上           .0%      .0%      .2%      .2%     3.1%      .1%      .0%      .0%      .5%      .0%     7.2%    61.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8%      .0%      .0%      .2%      .4%      .0%     4.9%    88.5% 
 本省閩南人           .0%      .0%      .1%      .0%      .9%      .0%      .0%      .0%      .0%      .1%     4.2%    89.4% 
 大陸各省市人         .0%      .2%      .0%      .0%     1.6%      .0%      .0%      .0%      .4%      .0%     5.4%    84.8%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3.6%    93.6%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1.0%      .0%      .0%      .1%      .0%      .0%     4.6%    88.9% 
 都是                 .0%      .0%      .0%      .0%     1.2%      .0%      .0%      .0%      .2%      .1%     5.0%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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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0%      .2%      .6%      .0%      .0%      .0%      .2%      .0%     3.3%    92.5%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1%      .0%     1.4%      .0%      .0%      .0%      .1%      .0%     7.0%    81.9%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1.3%      .0%      .0%      .0%      .3%      .2%     4.0%    89.7% 
 農林漁牧             .0%      .0%      .0%      .0%      .2%      .0%      .0%      .0%      .0%      .0%      .3%    99.5% 
 藍領                 .0%      .0%      .0%      .0%      .4%      .0%      .0%      .0%      .0%      .0%     1.4%    97.3%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1.7%    97.1%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2%      .2%      .0%      .0%      .0%      .0%      .0%     3.3%    94.6%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1.1%      .0%      .0%      .0%      .3%      .1%     5.3%    88.8%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5%      .0%      .0%      .0%      .0%      .0%     5.7%    89.1%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1.5%      .1%      .0%      .0%      .1%      .0%     6.1%    82.6%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87.2% 
 普通支持新黨         .0%      .0%     1.0%      .0%      .6%      .0%      .0%      .0%      .0%      .0%     8.2%    78.3%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11.1%      .0%      .0%      .0%      .0%      .0%    11.1%    77.8%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9.3%    90.7%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9%      .0%      .0%      .0%      .1%      .1%     3.3%    9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2.2%      .0%      .0%      .0%      .9%      .0%     2.7%    92.2%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1%      .0%      .1%     1.4%      .0%      .0%      .0%      .5%      .0%     4.3%    87.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1%      .0%      .1%      .0%     1.4%      .0%      .0%      .1%      .1%      .1%     6.1%    83.8%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4%      .0%      .0%      .0%      .0%      .0%     2.4%    94.2%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1%      .0%     1.5%      .0%      .0%      .0%      .0%      .2%     7.5%    82.4% 
 儘快獨立             .0%      .0%      .0%      .0%     1.0%      .0%      .0%      .0%      .0%      .0%     6.5%    90.9%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1.3%      .0%      .0%      .0%      .2%      .0%     5.3%    86.0% 
 中部                 .0%      .0%      .0%      .0%      .7%      .0%      .0%      .1%      .0%      .2%     3.8%    91.3% 
 南部                 .1%      .0%      .0%      .1%     1.0%      .0%      .1%      .0%      .1%      .0%     3.9%    89.6% 
 東部                 .0%      .0%      .0%      .0%      .7%      .0%      .0%      .0%      .0%      .0%     4.4%    92.5%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三民家商 台大風月 成大資研 高雄工專 網際新世 輔大資管 東海大肚 what up  成大夢之 中國醫藥 逢甲風之 中正寂寞 
                           星 bbs站           （楓城） 界       藍色精靈 山之戀            大地     學院     城       芳心小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20至 29歲             .0%      .1%      .1%      .0%      .1%      .1%      .0%      .1%      .2%      .0%      .0%      .1% 
 30至 39歲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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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專科                 .0%      .0%      .0%      .0%      .2%      .0%      .0%      .0%      .0%      .0%      .1%      .0% 
 大學及以上           .0%      .2%      .3%      .0%      .0%      .2%      .1%      .2%      .4%      .0%      .0%      .2%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2%      .2%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1%      .0%      .0%      .0%      .1%      .1%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1%      .0%      .1%      .1%      .1%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1%      .0%      .1%      .0%      .0%      .0%      .0%      .1%      .0%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立無反應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0%      .0%      .0%      .1%      .3%      .2%      .0%      .0%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1%      .0%      .0%      .1%      .0%      .1%      .0%      .0%      .0%      .0%      .1% 
 永遠維持現狀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儘快獨立             .0%      .0%      .0%      .3%      .0%      .4%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部                 .0%      .0%      .0%      .1%      .0%      .0%      .1%      .0%      .0%      .1%      .1%      .1% 
 南部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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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交大戀戀 和平高中 明新技術 政大新聞 台中技術 澎湖海專 hinet的 b 僑光護專 大葉國中 中央情報 松崗 bbs    台大 
                  半線情   bbs      學院     系       學院              bs                         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女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齡 
 12至 19歲             .1%      .1%      .1%      .0%      .1%      .1%      .0%      .1%      .1%      .1%      .0%      .0% 
 20至 2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0至 39歲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初中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專科                 .0%      .0%      .2%      .0%      .1%      .1%      .0%      .0%      .0%      .0%      .0%      .2% 
 大學及以上           .0%      .0%      .0%      .1%      .0%      .0%      .1%      .0%      .0%      .0%      .2%      .0%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本省閩南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都是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普通支持民進黨       .0%      .0%      .1%      .0%      .1%      .0%      .1%      .0%      .0%      .1%      .0%      .0%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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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0%      .0%      .1%      .0%      .0%      .0%      .0%      .0%      .0%      .2%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永遠維持現狀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中部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南部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９請問您最常使用的 BBS站是那一個？ 
                  ───────────────────────────────────────────────── ──── 
                  中正高工 中國海專 實踐夢想 嶺東商專 未來最舊 立人國中 致理 a站    警大   中國工商 鳳新高中 交大工業 回答人數 
                                    家       玫瑰園                                                         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全  體               .0%      .0%      .0%      .0%      .0%      .0%      .0%      .0%      .0%      .0%      .0%    4447 
 
 性別 
 男性                 .0%      .0%      .0%      .0%      .0%      .0%      .0%      .0%      .0%      .0%      .0%    2268 
 女性                 .0%      .0%      .0%      .1%      .0%      .0%      .0%      .0%      .0%      .0%      .0%    2178 
 
 年齡 
 12至 19歲             .1%      .1%      .1%      .0%      .0%      .1%      .1%      .0%      .0%      .0%      .0%     750 
 20至 29歲             .0%      .0%      .0%      .2%      .1%      .0%      .0%      .1%      .1%      .0%      .1%     897 
 30至 3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933 
 40至 4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759 
 50至 59歲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9 
 60歲及以上           .0%      .0%      .0%      .0%      .0%      .0%      .0%      .0%      .0%      .2%      .0%     599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43 
 國、初中             .0%      .0%      .0%      .2%      .0%      .1%      .0%      .0%      .0%      .0%      .0%     958 
 高中、職             .0%      .0%      .0%      .0%      .0%      .0%      .0%      .0%      .0%      .1%      .0%    1403 
 專科                 .0%      .1%      .1%      .0%      .0%      .0%      .1%      .0%      .2%      .0%      .0%     487 
 大學及以上           .0%      .0%      .0%      .0%      .2%      .0%      .0%      .2%      .0%      .0%      .2%     425 
 
 省籍 
 本省客家人           .0%      .1%      .0%      .0%      .0%      .0%      .0%      .0%      .0%      .0%      .0%     515 
 本省閩南人           .0%      .0%      .0%      .1%      .0%      .0%      .0%      .0%      .0%      .0%      .0%    3246 
 大陸各省市人         .0%      .0%      .0%      .0%      .0%      .2%      .0%      .2%      .0%      .0%      .2%     494 
 原住民               .0%      .0%      .0%      .0%      .0%      .0%      .0%      .0%      .0%      .0%      .0%      7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0%      .0%      .0%      .1%      .1%      .1%      .0%      .0%      .0%      .1%      .0%    1624 
 都是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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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6 

 

 職業 

 高、中級白領         .0%      .0%      .0%      .1%      .0%      .0%      .0%      .0%      .0%      .0%      .0%    1992 

 中低、低級白領       .0%      .0%      .0%      .0%      .0%      .0%      .0%      .0%      .0%      .0%      .1%    1022 

 農林漁牧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1 

 藍領                 .0%      .0%      .0%      .0%      .0%      .0%      .0%      .0%      .0%      .0%      .0%     976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6 

 

 政黨支持 

 非常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0%      .0%      .0%      .0%      .0%      .3%     274 

 普通支持國民黨       .0%      .0%      .0%      .0%      .0%      .1%      .0%      .0%      .1%      .0%      .0%     949 

 非常支持民進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235 

 普通支持民進黨       .1%      .0%      .0%      .2%      .1%      .0%      .1%      .0%      .0%      .1%      .0%     752 

 非常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普通支持新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99 

 非常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普通支持建國黨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中立無反應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08 

 

 統獨立場六分類 

 儘快統一             .0%      .0%      .0%      .0%      .0%      .0%      .0%      .0%      .0%      .0%      .0%      93 

 維持現狀走向統一     .0%      .0%      .1%      .0%      .0%      .0%      .0%      .1%      .0%      .0%      .0%     601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0%      .0%      .0%      .1%      .1%      .1%      .0%      .0%      .0%      .1%      .0%    1455 

 永遠維持現狀         .0%      .0%      .0%      .0%      .0%      .0%      .0%      .0%      .0%      .0%      .0%     696 

 維持現狀走向獨立     .0%      .0%      .0%      .0%      .0%      .0%      .1%      .0%      .2%      .0%      .1%     580 

 儘快獨立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6 

 

 地理區域四分類 

 北部                 .0%      .0%      .0%      .0%      .0%      .0%      .0%      .0%      .1%      .0%      .0%    1782 

 中部                 .0%      .0%      .0%      .1%      .0%      .1%      .0%      .0%      .0%      .0%      .0%    1272 

 南部                 .1%      .0%      .0%      .0%      .0%      .0%      .0%      .1%      .0%      .1%      .1%    1123 

 東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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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二時正 

貳、地點：行政院研考會簡報室 

參、主席：江副主任委員偉平             紀錄：林曼鈴 

肆、出、列席人員 

  出席人員：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范教授錚強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教授統雄 

  東吳大學政治系    盛教授治仁 

  交通大學大眾傳播系  李教授秀珠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吳教授釗燮 

  政治大學統計系    鄭教授宇庭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張來喜先生 

  數位聯合網際電信公司  張肇榮先生 

  教育部電算中心     尹清海先生 

  行政院ＮＩＩ小組   徐主任恩普   

  內政部        周簡任技政士政 

  經濟部        林系統分析師添富 

  國防部        王副處長盛節、朱中校家義 

  行政院新聞局     王科長又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陳力行先生、趙科員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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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林助理管理師禎慶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段有芳小姐 

  列席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     胡教授毓忠、游副研究員清鑫、劉教授文卿 

  國立師範大學     胡教授幼偉、鄭助理麗琪 

伍、本會人員：盧處長鄂生、林科長裕權、謝助理設計師秋貴、林副研究員

曼鈴 

陸、主席致詞：（略） 

柒、簡報：（略） 

捌、意見交換與討論（發言重點）： 

一、 研究單位對於兩項研究案之問卷調查方式包括：（一）網路調查：以

Hinet與Seednet用戶為抽樣對象、（二）電話調查。惟目前網路使

用人口中，大專學生應佔相當高之比例，學生多使用Tanet上網，

且住宿學校者多透過電話總機通話，不太可能接受到電話抽樣，則

教育程度高且年齡低之抽樣樣本會明顯偏低，建議研究團隊納入部

分學校為抽樣對象以確保抽樣完整性，提升研究結果參考價值。 

二、 建議「網際網路使用人參與政府事務之研究」乙案之研究單位於計畫

中，就其對「政府事務」再做明確定義與說明，以協助瞭解研究主

題與問卷調查之關聯性。 

三、 由於網際網路盛行，許多研究機構（如：資策會）皆有相關之研究或

調查，建議研究單位可多參考其研究成果與相關經驗。 

四、 兩項調查問卷中部分題目題意不清，例如網路帳號係指撥接帳號或電

子郵件帳號等問題，宜再進一步釐清。此外，部分題目似有冗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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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建議簡化之。 

五、 「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結構及使用動機調查分析」乙案為能真實反應網

路民眾對於「電子化政府」之滿意程度，建議於調查時先排除「沒

聽過、沒使用過」電子化政府之網路使用對象。 

六、 問卷調查的方式建議採多樣性，除電話與電子郵件調查方式外，可增

加透過BBS站及Web網站（特別是政府機關網站）、電話語音等進

行，部分問題可採開放回答較無侷限性。 

七、 考量目前許多小學生已經上網，建議調查樣本增加十二歲以下之使用

者。 

八、 建議兩研究案之電話調查部分採隨機撥號抽樣方式進行，以增加樣本

之代表性，並且對於調查結果宜考慮依人口結構做加權處理。 

九、 建議「網際網路使用人參與政府事務之研究」乙案增加下列問題，以

作為加強政府部門業務電腦化之參考： 

（一） 調查最常使用之政府網路、最喜歡及不喜歡之政府網站。 

（二） 調查網路使用人迫切需要政府提供電子化服務之項目及方

式。 

（三） 調查一個好或不好的政府機關網站對於民眾參與政府事務

的關心與信心之影響，以及是否會改變其政治態度。 

十、 建議「網際網路使用人口結構及使用動機調查分析」乙案增加下列問

題，以提供政府部門參考： 

（一） 調查本地網路族對大陸網站資訊的需求、本地網路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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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網站情形以及兩岸人員利用網路傳遞訊息的情形。調

查「網路使用經驗」與「地區」之相關性，瞭解城鄉資訊

差距。 

玖、主席結論： 

請研究單位參考與會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從機關政策、業務面需求以及

資訊技術、政治、大眾傳播、統計分析等各專業領域所提意見，納為調

整研究內容之重要參考。 

拾、散會：十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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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期末座談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七樓簡報室 

三、主席：紀副主任委員國鐘          

   紀錄：謝秋貴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依姓氏筆劃排列）： 

李教授秀珠（國立交通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請假 

林教授子銘（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請假 

林執行長逢慶（資策會）  潘明君小姐代 

許教授清琦（台灣大學資工系）  請假 

何副所長建明（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曾董事長憲雄（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施組長朝正代 

程總經理嘉君（數位聯合網際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請假 

翁理事長正雄（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程副秘書長家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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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協理來喜（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鄭副校長光甫（國立中央大學） 

史執行秘書欽泰（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小組）  游主

任啟聰代 

周簡任技正士政（內政部資訊中心） 

陳主任景章（教育部電算中心） 

吳處長水木（行政院新聞局綜合計畫處）  吳俊泰先生代 

萬主任鎮歐（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  曾組長憲澄代 

研究小組成員： 

王院長石番（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劉教授文卿（國立政治大學資管系） 

胡教授幼偉（國立師範大學）；請假 

本會列席人員： 

盧處長鄂生 

何副處長全德（公出） 

林高級分析師裕權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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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張協理來喜 

　 1.本研究具有指標意義，建議針對網路使用與普及，提出更積極之
動力，例如： 
　(1).加速政府內部應用、教學應用、政府便民服務、公益社團服
務等應用，使上網成為生活之便利工具。 

　(2).由政府主管機關訂定年度指標、考核機制及鼓勵措施。 
　 2.在政府施政上建議如下： 
　(1).加速政府資訊上網及資訊管理機制建立。 
　(2).加速電子簽章法立法及相關法規上修訂。 

　 3.建議對政府施政措施，提供更積極面的建議事項。 
 

（二）程副秘書長家麒 
　 1.本研究取樣範圍應可直接先蒐集上網人口資料，逕行對已上網者
進行調查，報告中已上網人數為一千二百八十六人或一千二百九

十三人，宜統一數據；另未使用網路者之調查內容與主題不符，

建議宜適度調整，避免影響電話訪問品質。 
　 2.宜加入上網者對政府網站（資訊）之觀點與需求，以供研考會參
考。 

　 3.有關「第一次上網」及「上網最常進入」的網站，定義模糊，且
許多 ISP入口網站未列在研究報告第二十五頁（表 4-7）。 

　上網動機為本調查主體，但著墨太少，動機分析亦不夠深入，稍嫌

籠統，如：不同年齡、族群的動機差異分析？找尋資料的動機細

項分析？ 
　 4.上網使用動機，可增加調查上網者對網路內涵、期望有那些？ 

（三）何副所長建明 
　 1.研究方法： 
　建議在受訪者基本資料表中，增加「使用電腦者人數」及「使

用電腦者百分比」等兩個欄位，以供與其他調查結果互相比對。 
　本研究所呈現的人口結構資料的可信度如何？ 

　 2.研究資料： 



網路使用者人口結構及使用動機調查分析 

 220 

　不常使用電腦人數在各年齡層之分布如何？是否合理？ 
　網路使用習慣中，宜將電子郵遞（E-MAIL）加進來。 

　 3.研究結論： 
　(1).本研究顯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問題相當嚴重，
應予重視。 

　(2).網路人口分布當中男性比例佔 54.8%，與其他類似調查比
較，似乎有偏低現象。 

　(3).從網路人口分布來看，政府推動「政府資料上網」及「電子
化政府」等政策時，如何推動人民各階層之上網能力，應列為

施政重點。 
　 4.本研究所提出第四項「針對電子化政府推動及民眾使用調查」之
建議，只是廣泛調查民眾對於尚未存在的系統意見，其參考價值

恐怕不高；第五項「政府資料上網透明化」建議，這是值得肯定

的建議，但除了以上提到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及社會
教育推廣外，也應訂出進一步的成效指標（例如上網使用資料的

民眾人數等），以追蹤政策效益，並加強與民眾之溝通互動。 
　建議本研究宜加強人口結構部份的相關調查研究，以符合計畫之主

題。另外，在使用動機部份，除了應納入電子郵遞（E-MAIL）之
使用狀況以外，就「電子化政府」而言，建議觀察已有之政府網

站，設計更具體的調查問卷，並進行分析，以供政府參考。 
（四）潘明君小姐 

　1.網路使用人口之定義涵蓋所有曾使用網路者，是否過於寬鬆？是 

否具國際性比較基礎？ 

　2.抽樣對象的人口結構（年齡、職業、地理分布等）是否符合我國

實際狀況？以避免偏差。 

　3.各族群上網狀況是否宜是其個別上網率而非佔有率？ 

   4.上網人口比例與其他調查研究相較似乎偏低？另中小學以下所

佔比例是否過高？人口結構不盡符合。 

（五）鄭副校長光甫 

　 1.研究方法： 
　(1).調查以面訪為宜，電話僅能獲得表面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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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問卷設計題目太多，效度有問題；和主題無關之選舉問題和
媒題接觸行為問題太多。 

　(3).由於未回應及未通電話比例太高（大於百分七十），及資料
呈離散型，統計分析的條件成疑，因此卡方檢定、因素分析等

方法皆有不成立的理論依據，報告中使用這些分析工具應有理

論依據。 
　 2.研究資料： 
　(1).所得資料的代表性必須進一步的澄清；資料中的人口結構和
地區分配結構和全國結構相比有很大差別。 

　(2).部份問卷題目語意表達有不完整者、有表達不清楚者、有如
選舉資料結果沒有分析者；另交叉分析中顯著意義為何，應明

確說明。 
　 3.研究結論： 
　(1).研究結論和一般的「常識」無多大差別。 
  (2).研究結論和研究目標（第二及三頁）有相當大的差異。 
  (3).研究建議相當空泛，例如建議加強「推動」和「宣傳」上網，
如何著手並無明確具體之措施和建議；另政府資訊上網透明化

已相當完整，問題是人民要的資訊和政府提供的資訊有無落

差，本研究並未分析。 
　 4.建議： 
　(1).針對研究目標再重新修訂內容，分析理論依據應明確說明，
資料的代表性要深入分析。 

　(2).建議應具體明確，不應落入空泛的說法。 
（六）施組長朝正 

  1.研究方法：樣本數太小；樣本群組應考量代表性及目的的呈現性。 
　2.研究建議： 

　(1).使用動機的項目應再細分。 
　(2).電子化政府的滿意程度應考慮調查其真正滿意的程度。 

（七）游主任啟聰 

　 1.研究方法： 
　(1).以電話調查、訪問，有效問卷四千四百四十七份，母體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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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住宅用戶，應屬完整。 
　(2).抽樣方法未見詳細說明、使用說明，宜補強。 

　 2.研究資料：資料尚稱充實，但對母體大小，應說明。 
　 3.研究結論： 
　(1).結論與研究目的「了解網路使用者人口結構與使用行為」尚
契合，但結論所述未見突破性之發現，與一般對該領域之了解，

並無太大之差別。 
　(2).建議就所研究之資料再歸納出突破性建議，以做為委託單位
之施政參考。 

　(3).國內類似之研究已有許多，請參考並提出自己的發現。 
　 4.研究建議： 
大多為普遍性概念建議，未見具體事項，例如：最常上網地點為

家裡 59%，學校 20.9%，二者近 80%，應對頻寬問題深入探討；
另網路使用者以高教育程度為主，將造成知識時代下反淘汰現

象，應提出如何減少知識差距及縮短城鄉差距的具體建議。 
　 5.建議： 
　(1).結論與建議請再具體化，較有採用之可能。 
　(2).研究過程中之「文獻探討」及其他發現，應列出供委辦單位
參考。 

（八）陳主任景章 

本研究對於教育程度、商業方面調查分析值得參考。 

（九）黃俊泰先生 

　 1.調查「上網時最先進入的網站」採列舉及開放式回答，可能誤

導對網站認識不多、不經常上網的人憑印象或報導、傳聞作答，

對調查之可信度可能有所影響，進行此項調查之意義宜加以說

明。因此，類似之調查未來或可改為調查「上網時最先進入『何

類』網站」，並列舉入門網站、購物網站、新聞網站等不同類別網

站。 

　 2.研究結論顯示大部份使用者上網動機是找尋資料，但無法測知

是何類資料，因此宜先瞭解民眾所需資訊之輕重緩急，再建議政

府應先將何類資料整理公開，俾使資源運用合理、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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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府單位均普遍認知網站推廣之重要性，只是在方法及訴求重點

上較無掌握，本研究對「加強宣導」方向之建議稍嫌空洞，如能

針對使用人口特徵、動機、行為之調查結果，具體研提建議，當

更符合本專題研究的目的。 

　4.錯別字：本研究第七十一頁倒數第三行「及終」應為「集中」之

誤；第一行「在」應改為「再」。 

（十）曾組長憲澄 

　1.本研究調查方式為電話訪問，其問卷問題及選項似嫌太多。 

　2.本研究有關省籍、族群認同、政黨支持、統獨立場等建議不必納

入交叉分析。 

　3.少數交叉分析表結果項目宜簡併、歸類，或去除未答部份，以個

數取代百分比。 

（十一）周簡任技正士政 

　1.本研究方法係用電話訪問，且將十二歲以下排除，似欠周全；另

調查時段係利用何時段，應予敘明，以供研判分析結果參考。 

　2.在問卷調查方面，未將教學研究功能列入調查範圍，爾後可考慮

納入；有些題目並非適合所有年齡層，且選項不宜太多。 

　3.問卷設計應電腦化以方便訪員進行訪問，其所得結果也較精確。 

　研究報告第六十二頁，對於推動電子化政府滿意程度，經分析十二

至十九歲受訪者有59.1%感到滿意，教育程度為國、初中為47.8%，

高中職為45.4%感到滿意，應可看出仍以十九歲以下為主，但電子

化政府之內容未見於調查表內，係如何分析而得，且分析結果與

現況是否相符，似有疑義。 

（十二）本會意見 

　 1.本研究同時蒐集與網路以外媒體接觸行為資料，若能與網路接觸
行為進一步比較分析，更可充實報告內容。 

　 2.對於電子化政府之滿意度，可再深入探討研究。 
　 3.建議再具體充實有關「結論與建議」內容，各建議事項並請區分
為短、中、長期建議，且請註明主協辦機關。 

　 4.本研究報告缺「提要」請補充（約六千字；頁碼延續目次、表次、
圖次，以羅馬數字編列），在「提要」中，請精要提出「整體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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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個別性建議」，並請區分為短、中、長期建議，及註明主

協辦機關。 
　5.研究內容格式請依本會專案研究要點辦理修正，如：「目次」中

各章名、附錄及參考書目等字樣均請以黑體字打印；章以下的分

節及分點方式，請以「節、一、（一）、　、　」區分；註釋方式

請改為夾註或當頁註（字體較本文內容小）；本文中圖表的資料來

源均請改標示於圖表下方；研究報告所參考及引註之書籍、期刊

及各項資料，均應編列為「參考書目」，置於報告附錄之後，來自

網路的資料請標示查詢之年月（日），參考書目之打印格式，應參

照學術論文之書目格式撰寫；報告之頁眉請於單頁之右註明「章

名」，雙頁之左註明「研究主題（即報告全名）」；另頁碼應與頁眉

同側（以阿拉伯數字編列）。 
　 6.研究調查問卷、本會委員會議審議意見、各項座談會紀錄及研究
主持人之修正說明、相關訪問紀錄、相關統計資料、法規及文件

等重要資料，均應分別列為研究報告附錄。 
　 7.有關專案研究電子文書亦請依規定一併修正。 

八、研究小組說明 

（一） 謝謝各位學者專家的寶貴意見，研究小組會再適度調整報告，希

望可以呈現更好的研究成果。 

（二） 在格式上會依貴會專案研究要點修正。 

（三） 對於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將再補充說明。 

九、主席結論： 

有關電子化政府的議題，爾後可再加強研究，今天與會學者專家所提意

見經整理後，送請研究小組作為修正報告的參考。 

十、散會（中午十一時四十分） 

 



附錄五 期末會議建議修正說明 

 225

 

附錄五：期末會議建議修正說明 

 

 專家學者建議 建議處理說明 

 

1 

 

張協理來喜： 

　1.本研究具有指標意義，建議針對網

路使用與普及，提出更積極之動

力，例如： 

　2.加速政府內部應用、教學應用、政

府便民服務、公益社團服務等應

用，使上網成為生活之便利工具。

　3.在政府施政上建議如下： 

　加速政府資訊上網及資訊管理機制

建立。加速電子簽章法立法及相關

法規上修訂。建議對政府施政措

施，提供更積極面的建議事項。 

 

本研究報告在第五章第六節建

議部分已予以列上（請參照頁

72），分短、中、長期建議政府

持續推動電腦應用普及以及政

府資料上網透明化等，-以供政

府相關單位參考。 

 

2 

 

程副秘書長家麒 

　 1.本研究取樣範圍應可直接先蒐集

上網人口資料，逕行對已上網者進

行調查，報告中已上網人數為一千

二百八十六人或一千二百九十三

 

「已經上網者」 乃是根據表

4-2調查結果而來，全部樣本四

千四百四十七人扣除回答「從

來沒有」使用的三千一百五十

四人，得到一千二百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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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宜統一數據。 

   2.未使用網路者之調查內容與主題

不符，建議宜適度調整，避免影響

電話訪問品質。 

 

　3.上網動機為本調查主體，但著墨太

少，動機分析亦不夠深入，稍嫌籠

統，如：不同年齡、族群的動機差

異分析？找尋資料的動機細項分

析？上網使用動機，可增加調查上

網者對網路內涵、期望有那些？ 

人。至於一千二百八十六人則

是由「已經上網者」的一千二

百九十三人扣除無反應者七人

而來。 

 

使用網路者之調查內容與主題

不符、動機調查應細分之問題

於鄭副校長光甫所提同類問題

中一併說明。 

 

 

3 

 

何副所長建明 

　1.研究方法： 

　建議在受訪者基本資料表中，增加

「使用電腦者人數」及「使用電腦

者百分比」等兩個欄位，以供與其

他調查結果互相比對。本研究所呈

現的人口結構資料的可信度如何？

　2.研究資料： 

　不常使用電腦人數在各年齡層之分

布如何？是否合理？ 

　3.研究結論： 

 

受訪者基本資料將重新檢

視，並將電腦使用者和比例列

上（請參照表4-2），但只能依

調查實際數目實際列出，不能

只憑邏輯合理性調整。 

 

電子化政府之相關建議請參

照第五章第六節建議部分（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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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網路人口分布當中男性比例

佔54.8%，與其他類似調查比較，似

乎有偏低現象。從網路人口分布來

看，政府推動「政府資料上網」及

「電子化政府」等政策時，如何推

動人民各階層之上網能力，應列為

施政重點。建議本研究宜加強人口

結構部份的相關調查研究，以符合

計畫之主題。 

 

4 

 

潘明君小姐 

　 上網人口比例與其他調查研究相較

似乎偏低？另中小學以下所佔比例

是否過高？人口結構不盡符合。 

 

 

受訪者基本資料將重新檢視，

並將電腦使用者和比例列上，

但只能依調查實際數目實際列

出，不能只憑邏輯合理性調整。

 

5 

 

施組長朝正 

　1.研究方法：樣本數太小；樣本群組

應考量代表性及目的的呈現性。 

2.研究建議： 

　使用動機的項目應再細分。 

　 

 

根據統計方法抽樣原理，只要

抽出一千零六十八個樣本即擁

有全台人口的代表性，本研究

樣本有四千四百四十七人，已

達代表性標準，應無樣本數太

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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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俊泰先生 

　 1.政府單位均普遍認知網站推廣之

重要性，只是在方法及訴求重點上

較無掌握，本研究對「加強宣導」

方向之建議稍嫌空洞，如能針對使

用人口特徵、動機、行為之調查結

果，具體研提建議，當更符合本專

題研究的目的。 

　2.錯別字：本研究第七十一頁倒數第

三行「及終」應為「集中」之誤；

第一行「在」應改為「再」。 

 

可參考相關類似研究說明，民

眾常用之上網資料以補充本研

究之內容，也提醒政府資料的

可用性。 

 

建議可更具體遵循前面專家所

提意見，並改善相關詞句 ；錯

別字已於71頁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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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游主任啟聰 

　1.研究資料：資料尚稱充實，但對母

體大小，應說明。 

　2.研究結論： 

　結論與研究目的「了解網路使用者人

口結構與使用行為」尚契合，但結

論所述未見突破性之發現，與一般

對該領域之了解，並無太大之差別。

　3.研究建議： 

大多為普遍性概念建議，未見具體事

項，例如：網路使用者以高教育程

度為主，將造成知識時代下反淘汰

現象，應提出如何減少知識差距及

縮短城鄉差距的具體建議。 

　結論與建議請再具體化，較有採用之

可能。 

 

研究方法之抽樣方法和母體大

小補充說明，予以加強，請參

照頁14。 

至於資料分析所得結論，已說

明本研究具有意義之結果。 

結論將再具體化予以檢討，作

為未來研究參考，請參見頁67。

 

9 

 

曾組長憲澄 

　本研究調查方式為電話訪問，其問卷

問題及選項似嫌太多。 

 

 

問卷長度問題，因已執行電訪

完畢，可列入下次研究建議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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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簡任技正士政 

　在問卷調查方面，未將教學研究功能

列入調查範圍，爾後可考慮納入；

有些題目並非適合所有年齡層，且

選項不宜太多。 

　問卷設計應電腦化以方便訪員進行

訪問，其所得結果也較精確。 

 

研究方法之問卷設計等建議，

由於本研究問卷已調查完

成，，可列入未來研究參考之

用。本研究是由政大選研中心

調查完成，相關電腦化建議已

告知選研中心，做為未來改進

的參考。 

 

11 

 

研考會意見 

　建議再具體充實有關「結論與建議」

內容，各建議事項並請區分為短、

中、長期建議，且請註明主協辦機

關。 

 

依照建議修正，對結論與建建

議部分予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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