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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主題
訪問主題：
主題：2012 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
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後
第一次辯論後民調
訪問時間：
訪問時間：100 年 12 月 3 日下午 16：3030-19：
19：45
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電話後四碼電腦隨機抽樣，
話後四碼電腦隨機抽樣，人員電話訪問
有效樣本：
有效樣本：984 位 20 歲以上台灣民眾
抽樣誤差：
抽樣誤差：95%信心水準下
95%信心水準下，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 3.3 個百分點
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TVBS

首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30%
30%民眾認為馬英九表現比
民眾認為馬英九表現比較好，
較好，27%蔡英文表現
蔡英文表現比
較好，20%
20%認為宋楚瑜
表現比較好，
2012 總統大選的首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在今天下午舉行
總統大選的首場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在今天下午舉行，辯論會中由媒體代表對三位總統候選人提問。
辯論會中由媒體代表對三位總統候選人提問。在辯論中，
在辯論中，
馬英九針對兩岸關係
馬英九針對兩岸關係表示
針對兩岸關係表示，
表示，九二共識是擱置爭議、
九二共識是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最好辦法。
共創雙贏的最好辦法。蔡英文提出「
蔡英文提出「台灣共識」，
台灣共識」，要跨越藍綠
」，要跨越藍綠、
要跨越藍綠、整
體對外。
體對外。而宋楚瑜則主張應以人為本
宋楚瑜則主張應以人為本，
應以人為本，人民的小問題，
人民的小問題，就是政府的大問題，
就是政府的大問題，應多重視中小企業。
應多重視中小企業。對於這場辯論會民眾
對三位候選人的表現看法如何呢？
位候選人的表現看法如何呢？根據 TVBS 民意調查中心在辯論會後立即進行的調查顯示，
民意調查中心在辯論會後立即進行的調查顯示，30%
30%有收看電視辯論的民
眾認為馬英九的表現比較好，
眾認為馬英九的表現比較好，略高於認為
略高於認為蔡英文
認為蔡英文表現比較好
蔡英文表現比較好的比例
表現比較好的比例（
的比例（27%）
27%），認為宋楚瑜表現比較好的比例則為 20%
20%，
23%沒有表示意見
沒有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

支持度：
支持度：馬、蔡皆略微下滑
蔡皆略微下滑，
下滑，兩人差距維持 6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38%：
38%：32%），
32%），宋楚瑜提高
），宋楚瑜提高 5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為 12%
明年總統大選有 66%民眾表示一定會去投票
66%民眾表示一定會去投票，
民眾表示一定會去投票，19%可能會
19%可能會，
可能會，5%不一定
5%不一定，
不一定，另外 10%則表示將不會去投票
10%則表示將不會去投票。
則表示將不會去投票。而電視辯論後
對各陣營的支持度有何影響
各陣營的支持度有何影響？
的支持度有何影響？調查發現，
調查發現，與 12 月 1 日辯論前的調查相較，
日辯論前的調查相較，馬吳配支持度降低 2 個百分點為 38%
38%，而英
嘉配也下滑 2 個百分點為 32%
32%，宋林配則提高了
宋林配則提高了 5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為 12%
12%，未表態比例為 18%
18%，馬蔡差距
馬蔡差距仍維持
差距仍維持 6 個百分點。
個百分點。

42%民眾有收看電視辯論會
民眾有收看電視辯論會，估計 20 歲以上人口實際收看人數約近 300 萬人
首場總統電視辯論會，
首場總統電視辯論會，民眾關心程度如何呢？
民眾關心程度如何呢？調查顯示，
調查顯示，42%
42%民眾表示有收看此次的電視辯論會，
民眾表示有收看此次的電視辯論會，而有 58%沒有收看，
沒有收看，
以 2008 年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會後的民調結果與實際收視率推
年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會後的民調結果與實際收視率推算
實際收視率推算，估計 20 歲以上人口實際收看的人數約近
歲以上人口實際收看的人數約近 300 萬人。
萬人。
在候選人辯論會的表現上，
在候選人辯論會的表現上，30%
30%有看過電視辯論的民眾認為馬英九的表現較好，
有看過電視辯論的民眾認為馬英九的表現較好，27%
27%認為蔡英文
認為蔡英文表現較好
蔡英文表現較好，
表現較好，認為宋楚瑜
表現較好的比例為 20%，
20%，23%則沒有表示意見
23%則沒有表示意見。
則沒有表示意見。

30%
30%民眾認為馬英九所提政策
民眾認為馬英九所提政策較符合需要
所提政策較符合需要，
較符合需要，28%認為是蔡英文
28%認為是蔡英文，
認為是蔡英文，17%認為是宋楚瑜
17%認為是宋楚瑜，
認為是宋楚瑜，26%沒
26%沒意見
而問及民眾三
而問及民眾三位候選人在辯論中誰提出的政策承諾較符合需要，
位候選人在辯論中誰提出的政策承諾較符合需要，30%
30%民眾認為馬英九所提出的政策承諾較符合民眾需
要，28%認為是蔡英文，
認為是蔡英文，兩者比例相當。
兩者比例相當。而同時有 17%民眾表示宋楚瑜提出的政策承諾比較符合所需
17%民眾表示宋楚瑜提出的政策承諾比較符合所需，
民眾表示宋楚瑜提出的政策承諾比較符合所需，另外有 26%
26%沒有
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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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是 TVBS 民意調查中心於 12 月 3 日下午 16：30 至 19：
19：45 電視辯論會
電視辯論會後立即進行的調查，
後立即進行的調查，共接觸 1,078 位 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其中拒訪為 94 位，拒訪率為 8.7%
8.7%，最後成功訪問有效樣本 984 位，在 95%
95%的信心水準下，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
誤差為±
誤差為±3.3
3.3 個百分點。
分點。抽樣方法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
抽樣方法採用電話號碼後四碼隨機抽樣，人員電話訪問，
人員電話訪問，所有資料並依母體性別、
所有資料並依母體性別、年齡、
年齡、地區
等變項進行統計加權處理
等變項進行統計加權處理。
進行統計加權處理。調查經費來源為 TVBS。
TVBS。原始問卷及詳細交叉表請上網：
原始問卷及詳細交叉表請上網：www.tv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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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明年一月的總統及立委選舉，
明年一月的總統及立委選舉，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
請問您會不會去投票？
辯論前

辯論後

100/12/1

100/12/3

一定會

N=1,073
60

N=984
N=984
66

可能會

21

19

不一定

7

5

12

10

不會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

表 2、明年一月的總統大選，
明年一月的總統大選，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1)
請問在(1)、
(1)、(2)和
(2)和(3)這三組人選中您比較會投給誰
(3)這三組人選中您比較會投給誰？
這三組人選中您比較會投給誰？
(隨機提示選項 1-3)
辯論前

辯論後

100/12/1

100/12/3

+/+/-

馬吳配

N=942
40

N=886
38

-2%

英嘉配

34

32

-2%

宋林配

7

12

+5%
+5%

未決定

19

18

馬蔡差距

±6

±6

Base： 20 歲以上會去投票的台灣地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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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請問您今天有沒有收看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
請問您今天有沒有收看總統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
全體
有
沒有

(100%)
42
58

Base：20 歲以上台灣地區民眾

表 4、在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上，
在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上，您認為(
您認為(隨機提示 1-3)，
3)，哪一位表現比較好？
哪一位表現比較好？
全體
(100%)
馬英九

30

蔡英文

27

宋楚瑜

20

不知道

23

Base：20 歲以上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台灣地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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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上，
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上，您認為誰提出的政策承諾比較符合您的需要？
您認為誰提出的政策承諾比較符合您的需要？
全體
(100%)
馬英九

30

蔡英文

28

宋楚瑜

17

不知道

26

Base：20 歲以上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台灣地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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