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支持68.4%

不支持20.9%

無明確反應10.7%

有 23.1%

沒有 37.2%

不知道/未回答 39.8%

很嚴重 44.7%

有點嚴重 27.8%

不嚴重 10.1%

不知道/未回答 17.4%

支持 46.2%

不支持 35.9%

不知道/未回答 17.9%

對台灣產業有影響就不該簽

26.3%

對台灣整體利益有好處就該簽

51.1%

知道73.6%

不知道26.4%

非常瞭解4%

普通瞭解29.1%

不太瞭解46.2%

完全不瞭解20.7%

支持42.6%

不支持33.8%

無意見/不知道23.6%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07

請問，有人說只要對台灣一部份的產

業有負面影響，政府就不應該和大陸

簽定經濟協議，但也有人說，只要對

台灣整體的利益有好處，政府就應該

和大陸簽定經濟協議。您比較認同哪

一種說法？

請問您瞭不瞭解兩岸經濟協議的內容

是什麼？(詢問回答知道要簽訂ECFA的

受訪者)

遠見雜誌民調中心

請問，如果台灣和附近的東亞國家都

沒有簽定任何的貿易協定，您認為這

種情形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影響，

是嚴重、或不嚴重？

3

附表六：民眾對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看法

為了對基層民眾宣傳與說明兩岸經濟

協議(ECFA)，馬總統將規劃在全國各

地區，舉辦一系列的說明會，親自對

基層的民眾說明，並回答民眾的問

題。請問您支不支持這樣的作法？

最近社會上，大家都在討論兩岸經濟

協議的事情，也就是一般說的ECFA。

請問，整體來講，您是支持、或不支

持政府和大陸簽定這項經濟協議？

請問，目前在台灣附近的東亞國家之

間，總共有七十三個貿易協定。在您

的印象裡，台灣和附近的東亞國家有

沒有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1 2010.3.8~3.9

2 2010.3.15~3.17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成年

人922

行政院研考會

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打算和大陸簽訂

ECFA，簡稱兩岸經濟協議？

2010.3.22

總體而言，請問您支不支持兩岸簽定

經濟協議？？(詢問回答知道要簽訂

ECFA的受訪者)

旺旺中時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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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太早34.2%

太晚4.3%

適當23.2%

無意見/不知道38.3%

贊成67.1%

不贊成13.4%

無意見/不知道19.5%

蔡英文48.1%

游錫堃4.2%

蘇貞昌25.5%

其他人選3.5%

無意見/不知道18.6%

知道66.5%

不知道33.5%

沒有說清楚78%

有說清楚7.9%

不知道/未回答14.1%

非常贊成13.3%

有點贊成21.5%

有點不贊成19.7%

非常不贊成26.1%

不知道/未回答19.4%

非常相信6.7%

有點相信15.8%

有點不相信26.5%

非常不相信43.9%

不知道/未回答7.1%

請問您贊不贊成政府與民進黨就兩岸

是否簽署經齊協議的問題進行公開辯

論？

整體來說，請問您贊不贊成與中國簽

訂ECFA？

馬政府表示要在六月完成兩岸經濟協

議，請問您覺得太早、太晚或適當？

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打算在今年五月

和中國大陸簽訂ECFA？

2010.3.23~3.24

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已公開表示願意參

加兩岸經濟協議的辯論，請問您覺得

民進黨內誰最適合代表參加辯論？(詢

問回答贊成進行公開辯論的受訪者)

 

 �

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政府是否已經

就ECFA的內容和影響向社會大眾清楚

的說明？

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說，在ECFA談判

中，要對台灣「讓利」(多讓一點利益

給台灣)，請問您相不相信中國大陸會

這樣做？

4 民進黨民調中心 20歲以上具有投票權公

民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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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非常同意32.2%

有點同意20.6%

有點不同意21.7%

非常不同意15%

不知道/未回答10.5%

一般民眾3.7%

財團企業82.15

不知道/未回答4.2%

好的影響28.5%

壞的影響41.4%

不知道/未回答30.1

非常贊成57%

有點贊成21.7%

有點不贊成6.7%

非常不贊成8.1%

不知道/未回答6.5%

非常贊成52.8%

有點贊成13.2%

有點不贊成12.1%

非常不贊成17.8%

不知道/未回答4%

如果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對您自己

的工作或家庭經濟，會有「好的影

響」還是「壞的影響」？

請問您贊不贊成「立法院應該成立正

式的兩岸事務監督小組，來監督行政

部門有關兩岸協商談判交流的相關事

務(例如ECFA)」？

有人主張要跟中國簽訂ECFA之前，必

需經過公民投票來決定，請問您贊不

贊成這樣的主張？

有人說「與中國大陸簽ECFA，將會傷

害到台灣的主權」，請問您同不同意

這樣的說法？

就您的瞭解，請問您認為簽訂ECFA是

對誰比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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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贊成35%

不贊成32%

沒意見33%

大漲4%

小漲24%

沒有影響14%

小跌12%

大跌5%

沒意見40%

贊成54%

不贊成25%

沒意見21%

馬英九22%

蔡英文32%

沒意見46%

贊成38%

不贊成36%

沒意見26%

清楚25%

不清楚72%

拒答3%

贊成62%

不贊成23%

沒意見15%

知道61%

不知道39%

贊成41%

不贊成33%

沒意見26%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906

TVBS民調中心

請問您贊不贊成在政府和大陸簽ECFA

之前，先舉辦ECFA的公投？

6 2010.4.20~4.21

如果馬英九總統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進行ECFA的辯論，請問你認為誰的表

現會比較好？

請問您贊不贊成馬政府與大陸簽訂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

ECFA？

請問您清不清楚ECFA「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的內容或方向是什麼？

請問您贊不贊成在政府正式和大陸簽

ECFA之前，先舉辦ECFA的公投？

這個星期天，也就是4月25日，馬英九

總統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將針對ECFA

進行辯論，請問您知不知道這件事？

5 2010.3.29~3.30

請問您認為星期三及星期四ECFA協商

之後台股會漲？會跌？還是沒有影

響？

TVBS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05

TVBS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107

請問您贊不贊成馬政府與大陸簽訂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

ECFA？

海基會公佈這個星期三及星期四要在

桃園舉行ECFA的第二次協商，請問你

贊不贊成馬政府與大陸簽訂「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ECFA？

7 20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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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有41%

沒有59%

馬英九比較好46%

蔡英文比較好34%

沒意見20%

更清楚38%

更不清楚12%

沒有改變42%

不知道8%

支持28.02%

不支持35.77%

沒有意見36.21%

應該59.84%

不應該23.7%

沒有意見16.46%

有，會增加9.22%

有，會減少24.8%

沒有影響36.28%

不知道29.7%

會40.67%

不會32.77%

不知道26.55%

有43.82%

沒有56.18%

很清楚4.17%

清楚16.24%

不太清楚55.16%

完全不清楚23.7%

沒有意見0.73%

請問您今天有沒有收看，馬英九總統

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ECFA電視辯論

會？

台灣地區民眾1367

兩岸簽署ECFA後，對您個人或家庭

「收入」會有影響嗎？

兩岸簽署ECFA之後，會傷害台灣的主

權嗎？

請問您有沒有收看馬英九總統與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的ECFA電視辯論會？

看完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後，請問

你對ECFA的內容是更清楚、更不清楚

，還是沒有改變？

ECFA電視辯論會前民眾預期雙英表現

，及辯論會後民眾評價雙英表現誰比

較好？

2010.4.25 政府準備在五、六月與中國簽署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請問

您是否支持？

請問您覺得台灣與中國在簽訂ECFA之

前，是否應該先由公民公投來決定？

8

請問您知不知道ECFA(兩岸經濟協議)

的內容是什麼？

自由時報民意調查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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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會改變6.51%

不會改變79.97%

沒有意見13.52%

知道78.3%

不知道21.7%

支持47.5%

不支持30.4%

無意見/不知道22.1%

有53%

沒有47%

馬英九41.2%

蔡英文28.1%

一樣好9.7%

一樣差2.3%

不知道/無意見18.7%

有幫助62.5%

沒有幫助26.3%

無意見/不知道11.2%

沒有改變，一直支持40.4%

沒有改變，反對到底25.2%

沒有改變，保持觀望/無意見

22.1%

有改變，從支持變成反對0.5%

有改變，從支持變成觀望0.4%

有改變，從反對變成觀望1%

有改變，從反對變成支持0.5%

有改變，從觀望變成支持5.9%

有改變，從觀望變成反對1.3%

旺旺中時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成年人873

整體而言，請問您支不支持兩岸簽定

ECFA經濟協議？(詢問知道簽署ECFA

之受訪者)

請問您有沒有收看馬英九與蔡英文兩

岸經濟協議(ECFA)的電視辯論或新聞

報導？

請問這次辯論中，您覺得誰的整體表

現比較好？(詢問有收看電視辯論或新

聞報導的受訪者)

請問本次辯論會對您了解兩岸經濟協

議(ECFA)有沒有幫助？

請問您看完本次辯論會後，您對簽署

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態度有沒有改

變？

9 2010.4.25 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打算和大陸簽定

ECFA，簡稱兩岸經濟協議？

看了辯論後，您會不會改變對ECFA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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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不贊成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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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有67.61%

沒有32.39%

馬英九23.26%

蔡英文41.74%

不知道/沒意見5%

支持52.09%

反對43.07%

不知道/沒意見4.84%

有46%

沒有54%

馬英九42%

蔡英文30%

兩人都好7%

兩人都不好3%

無意見17%

有幫助46%

沒有幫助44%

無意見10%

有改變，從反對變支持81%

有改變，反對立場10%

無意見9%

關心67%

不關心20%

無意見11%

不瞭解59%

瞭解33%

無意見8%

贊成42%

不贊成30%

無意見28%

聯合報系民調中心

10 2010.4.25 台灣地區民眾886

2010.4.25 台灣地區成年人842*請問您有看這場辯論會嗎？

*請問您覺得這場雙英辯論會，誰的表

現較好？(詢問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受訪

者)

*請問您看完本次辯論會後，您對簽署

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態度有沒有改

變？(詢問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受訪者)

*請問您關不關心兩岸經濟協議(ECFA)

政策的後續走向？

*在經過雙英辯論後，請問您自認為瞭

不瞭解洽簽ECFA所帶來的利弊？

*請問您贊不贊成兩岸簽署ECFA？

請問您有看這場辯論會嗎？

*經過這場辯論會，請問您瞭解簽署

ECFA與否的利弊得失有沒有幫助？(詢

問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受訪者)

蘋果日報(電話語音輔助

訪問)

請問您覺得這場雙英辯論會，誰佔上

風？(詢問有收看電視辯論的受訪者)

經過這場辯論會，你對兩岸簽署ECFA

是支持還是反對？(詢問有收看電視辯

論的受訪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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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蔡英文40.2%

馬英九39.9%

不知道/無意見19.9%

贊成60%

不贊成29.6%

不知道/無意見10.4%

清楚20.9%

不清楚75.5%

不知道/無意見/未回答 3.6%

應該90.2%

不應該/未表態9.8%

同意28.8%

不同意59.9%

不知道/無意見11.3%

相信26%

不相信60.6%

不知道/無意見13.4%

相信36.1%

不相信57.5%

不知道/無意見6.4%

有做好準備13.3%

沒有做好準備68.8%

不知道/無意見17.9%

相信38.1%

台灣地區20歲以上具有

投票權公民693

馬英九總統在辯論會中保證「在ECFA

的談判過程中，一定會捍衛台灣的主

權，不會傷害台灣的利益 ，請問您

請問您認為在這場辯論中，馬英九總

統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誰的說法對

你比較有說服力？(詢問有收看電視辯

論的受訪者)

有人說「簽署ECFA後，台灣的經濟成

長率預估可以增加1.7%，並且創造27萬

人的就業機會」，請問您相不相信這

樣的說法?

馬總統說「任期內絕不開放中國勞工

來台，也不會新增開放中國農產品進

口」，請問您相不相信這樣的宣示?

簽訂ECFA將影響台灣傳統產業，請問

您認為「政府是否準備好因應這一部

分的衝擊(政府是否就這些衝擊，做好

準備)」？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辯論會中表示：

「ECFA會對台灣產業有很重大的衝擊

，所以應該更小心謹慎，暫緩與中國

簽訂ECFA」，請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

主張？

請問您清楚ECFA的內容嗎?

在簽訂ECFA之前，您認為「政府是否

應該向社會大眾清楚交代簽訂的內

容」?

馬英九總統說「兩岸簽署ECFA是台灣

經濟復甦的唯一出路」，請問您同不

同意這個說法?

12 2010.4.25 民進黨民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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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不相信56.6%

不知道/無意見5.3%

有收看33.5%

沒有收看66.1%

不知道/拒答0.3%

馬英九總統44.8%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34.9%

差不多8.6%

不知道/拒答11.7%

贊成40.1%

不贊成27.2%

不知道/拒答32.7%

贊成56.3%

不贊成24.4%

不知道/拒答19.3%

有幫助51.2%

沒有幫助19.5%

不知道/拒答29.2%

有幫助36%

沒有幫助34.5%

不知道/拒答29.5%

馬英九39.8%

蔡英文44.2%

無明確意見16%

馬英九53.8%

蔡英文5.6%

無明確意見40.6%

馬英九29.2%

蔡英文40.9%

無明確意見29.9%

贊成38.4%

不贊成43.8%

無明確意見17.8%

同意65.6%

不同意25.9%

無明確意見8.4%

同意64.3%

權，不會傷害台灣的利益」，請問您

相不相信這樣的保證？

13 2010.4.25 請問您今天有沒有收看馬英九總統與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進行ECFA的電視辯

論會？

年代民調中心

在今天下午的電視辯論會上，請問您

認為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隨機提示)哪一位的表現比較好？

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大陸簽訂「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

「ECFA」？

請問您贊不贊成政府在正式與大陸簽

「ECFA」之前要先舉辦「ECFA」公

投？

14 2010.4.25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85

台灣智庫委託精湛民

意調查公司

台閩地區20歲以上民眾

806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馬英九與蔡英

文，誰的「表現比較誠懇」？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馬英九與蔡英

文，誰對ECFA的主張比較「接近財團

的立場」？

請問您認為在簽訂ECFA 後對台灣增加

就業機會有沒有幫助？

請問您認為在簽訂ECFA 後對台灣未來

經濟發展有沒有幫助？

整體而言，請問您贊不贊成政府在六

月時與對岸簽訂ECFA？

請問您同不同意應該透過「公民投

票」的方式，讓人民決定要不要與對

岸簽訂ECFA？

有人認為：「在公民投票讓人民決定

之前，政府應該暫時停止六月與對岸

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馬英九與蔡英

文，誰對ECFA的主張比較「站在保障

民眾就業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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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不同意24.5%

無明確意見11.2%

之前 政府應該暫時停止六月與對岸

簽訂ECFA」，請問您同不同意這項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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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贊成 73.52%

不贊成 1.67%

沒意見 24.81%

有很大幫助 23.2%

有點幫助 35.7%

沒有幫助 14.5%

完全沒有幫助 11.9%

不知道/無意見 14.7%

非常支持 18.8%

支持 34.3%

不支持 16.8%

非常不支持 16.6%

不知道/無意見 13.5%

非常擔心 31.4%

有點擔心 24.9%

不太擔心 28.1%

完全不擔心 11.8%

無明確意見 3.7%

非常同意 38.3%

有點同意 22.1%

不太同意 18.8%

非常不同意 14.5%

無明確意見 6.4%

非常同意 37.4%

有點同意 22.8%

不太同意 18%

非常不同意 13%

無明確意見 8.8%

會 68.4%

不會 29%

無明確意見 2.6%

贊成41%

不贊成34%

沒意見 25%

16 2010.4.29~5.2

17 2010.5.15~5.16

上市櫃公司657152010.4.28~5.13 工商時報

整體而言，請問您支不支持政府與大

陸協商簽訂「兩岸經濟協議」（

ECFA）？

*贊不贊成兩岸簽署ECFA？

台灣智庫委託精湛民

調公司

全國20歲以上民眾1080

如果確定要舉辦ECFA公投的話，請問

您會不會去投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

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整體而言，請問您擔不擔心「ECFA簽

訂後，台灣失業的狀況會變得更嚴

重」？

有人認為：「在公民投票之前，政府

應該暫時停止六月與對岸簽訂ECFA」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項看法？

請問您同不同意應該透過「公民投

票」的方式來決定要不要與對岸簽訂

ECFA？

如果我們政府與大陸協商簽訂「兩岸

經濟協議」（ECFA），請問您認為對

台灣經濟的發展有沒有幫助？

台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

1087

2010.5.3118 TVBS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具有

投票權民眾828

贊不贊成馬政府與大陸簽訂E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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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贊成55%

不贊成30%

沒意見15%

清楚34%

不清楚64%

拒答3%

會 59%

不一定4%

不會33%

拒答4%

同意42%

不同意44%

拒答15%

贊成41.5%

不贊成29.3%

不知道/拒答29.2%

清楚28.2%

不清楚70.7%

拒答1.2%

有幫助48.8%

沒有幫助23.4%

不知道/拒答27.8%

台灣獨立7.3%

維持現狀42.7%

與大陸統一27.1%

不知道/拒答22.9%

應該53.3%

不應該31%

無意見/不知道15%

好的影響59.2%

不好的影響20.8%

沒有影響10.2%

20 2010.7

2010.7.2~7.421

*台聯民調

請問您認為ECFA對於促進台灣經濟的

長期發展是有好的影響、不好的影響

，還是沒有影響？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

託中華徵信所

台灣地區20歲以上具有

投票權民眾1114

贊不贊成舉辦簽訂ECFA的公投？

清不清楚ECFA的內容或方向？

如果舉辦ECFA公投，請問您會不會去

投票？

贊不贊成台灣與大陸簽訂「ECFA」?

昨天簽訂ECFA,請問您清不清楚ECFA

的內容或方向？

簽訂ECFA對台灣未來經濟有沒有幫

助？

*ECFA應不應該公投？

年代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具有

投票權民眾908

19

公投題目是「是否同意與中國簽訂

ECFA」,會投同意還是不同意？

簽訂ECFA後，台灣未來可能走向？

2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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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調查時間 調查題目 調查結果 調查單位 調查對象及有效樣本數

不知道/無意見9.9%

非常滿意15.5%

還算滿意45.6%

有點不滿意12.9%

非常不滿意17.1%

不知道/無意見8.9%

是62.6%

不是25.9%

不知道/無意見 11.4%

沒有看過88.4%

有看過9.3%

支持 47.1%

不支持33.9%

未表態19.1%

利大於弊44.7%

弊大於利35.6%

利弊各半2.2%

應該56.4%

不應該24.2%

贊成30.4%

不贊成52.3%

支持8.9%

不支持75.7%

應該42.8%

不應該32.3%

未明確表態24.9%

增加36.3%

減少30.5%

一樣13.7%

未明確表態19.5%

*表示調查單位未提供明確具體的題目內容

整體而言，請問您對這一次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的協商成果滿不滿意？

遠見雜誌民調中心 台灣地區20歲以上具有

投票權民眾1010

請問您認為政府與大陸簽訂ECFA，是

不是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談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FTA）？

2010.7.14~7.1622

*民進黨應不應該支持ECFA?

*簽完ECFA對馬總統兩岸政策信心有無

增加？

*兩岸簽定ECFA對台灣是利大於弊還是

弊大於利

*民進黨團因抗議而拒審ECFA，立法院

應否繼續完成審查？

*支不支持台灣與大陸簽定ECFA

*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張，推動公投

廢除已簽定的ECFA？

*民進黨支不支持簽定ECFA?

*有沒有看過ECFA總共16條的條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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