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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顯示43%亞裔美國人力挺奧巴馬(圖)
2012年09月26日 15:53 來源：國際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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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資料圖）
僅24%支援羅姆尼
國際線上專稿：據美國中文網9月25日報道，“全美亞裔調 ”機構(National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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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urvey)25日公佈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民調結果，43%支援現任美國
總統奧巴馬連任，24%選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根據該民調結果，43%的美籍亞裔人士支援現任總統民主黨人奧巴馬，超過羅姆尼

最出人意料的20種高薪職業

世界最貴動物

24%的支援率，不過仍有32%的人尚未決定投票意向。
調 顯示，過去20年，美籍亞裔人士支援民主黨的傾向更趨明顯，1992年支援民主
黨的亞裔美國人為1/3，到2008年增至2/3。據調

，51%的亞裔美國人稱自己無黨派屬

性、33%稱自己是民主黨人，屬於共和黨的亞裔美國人只有14%。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ce.cn/qqss/201209/26/t20120926_237167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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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只有45%的受訪亞裔美國人稱會參與投票，其中，日裔和菲律賓裔美國人的
參與積極性最高。女權、醫保和教育是亞裔最關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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