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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探求民意的方式也出現了改變。近年來住宅電話調查涵蓋

率逐年不斷下降，導致無法取得真正的民意，進而發展出手機民調，到現今的數

位時代，越來越多的媒體使用網路執行民意調查及輿情探討，民意蒐集的工具變

得越來越多元化。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討市話、手機及網路民調的差異，整理出

網路民調採用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接著交叉比對 110 年 9 月同時期不同公司的民

調，民調素材以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美麗島電子報》9 月底所發布之民意

調查報告，以及 QSearch 與新文易數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之資訊，探討國人對於

疫情與疫苗等民生議題的看法，並進行臉書之情緒、評論及分享等數據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35 歲以下之青年人及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對於疫情與疫苗的

滿意程度大於 35 歲至 64 歲之間的青壯年人，這與 35 至 64 歲的人們遲遲等不到

疫苗施打應有一定關係，同時 35歲以上至 65歲以下之青壯年人為臉書使用率最

高的年齡層，說明在臉書公開數據中，「疫苗」相關議題的不滿與聲量上升的程

度比起「疫情」討論相對較為激烈的原因。若以教育程度作為分類依據， 結果顯

示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不滿意政府的疫苗施打順序的比例，遠高於中等以下教育

程度者，推測原因與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挑戰政府的疫苗施打政策有關。 

        根據上述初步發現，隨著時代改變與後疫情時代來臨，進行民意調查工具的

選擇除了傳統市話、手機民調，亦可加入網路社群軟體的應用，並以居多數的

「唯手機族」做結合；本研究亦建議未來的新北市府民調除了青少年、高齡長輩

外，亦可多關注青壯年人口的聲音，以上作為未來民意調查機制的精進方向。 

 

關鍵字：民意調查、網路民調、社群軟體、疫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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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民意是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探查民意並做出適當的因應對策對於市政發展

別具重要性。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探求民意的方式也出現了改變，從早期傳

統的市話民調，進一步到手機民調，到現今的數位時代，越來越多的媒體使用網

路執行民意調查及輿情探討，民意蒐集的工具與途徑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因此，

民意調查歷經多年發展與轉變，目前公部門探索民意策略現況為何，此乃本研究

動機之一。 

        另一方面，在網路民調中，有許多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受到矚

目，舉凡今年最熱門的新型冠狀肺炎議題，民眾關心防疫措施、疫苗研發，以及

受到疫情影響的經濟如何振興，都受到市民的關注，並引起廣泛的討論。因此，

如何深度瞭解網路民調的運作，並運用網路民調蒐集市民對於疫情議題的看法，

促使市府能有效因應民眾之相關問題，以提升行政效率，快速與確實的解決民眾

問題，形塑回應性政府，也就是政府對民意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特別是

當政策環境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風險（risk）程度越高時，回應性的落實可

公平地滿足民眾個別需求及整體利益，而落實的基礎則有賴民眾可有自由形成需

求與表達需求的「管道」（朱斌妤等，2018：89），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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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以新北市政府探索民意策略之實務，作為分析基

礎，並藉由網路媒體民意調查資料的探討與統計分析，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一）分析民意調查理論意涵、目的功能及構成要素，並比較市話、手機與

網路民調的差異。 

       （二）探討臺灣民意調查媒介變遷之情形，並分析網路媒體暨新北市疫情議

題網路民調之情況。 

       （三）歸納與分析研究結果，並提出相應之政策改善建議，作為未來新北市

政府推動民意調查規劃之參考。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民意調查的意涵與功能 

 

  一、民調的意涵 

    （一）民意的定義  

        民意研究的興起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當時歐美的一些民主國家政府以及學

術機構開始對「民意」的理論及實用性展開系統性分析，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基於國內及國際宣傳的需要達到高峰，為近代民意的研究打下基礎。有關這方面

最早的專業著作，首推洛威爾（Lawrence Lowell）在 1913 年出版的《民意與政

府》（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以及 1922 年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94）的《民意》（Public Opinion）（鄭貞銘，2001：6）。 

        事實上，民主政治的本質即是建立在「主權在民」的理念上，政府的公共政

策必須符合民意 （Public Opinion），這也就是民意政治的精神。民意又稱為「公

眾輿論」，有關民意的定義，美國學者凱伊（V. O. Key）對「民意」解釋為：「由

私人意見所構成，而政府應該慎重加以注意的意見。」1私人意見在轉變到民意之

前，個人與個人之間將交換對某問題的看法，這過程包括了個人、社會與政治活

動的相互影響。此外，美國學者大衛．杜魯門（David Truman），也曾表示「民意

，包含整體的個人意見，這些個人是因討論問題而結合；因此，許多不相關的人

並不包含於此。凡那些與事、情境有關的個人集合，方稱之為公眾」2 政治學者

韓念西（Bernard C. Hennessy）則指出民意是一群特定的人，針對具有一定重要

                                                           
1 英文原文為 “those opinions held by private persons which governments find it prudent to heed.” 
2 英文原文為 “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consists of the opinions of the aggregate of individuals making 

up the public under discussion. It does not include all the opinions held by such a set of individuals, but 

only those relevant to the issue or situation that defines them as a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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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事物，所表達出來的「偏好的綜合」（complex of preferences），也就是民眾對

某議題的意見總合（趙雅麗等，2000：13）。因此，從不同的角度，民意有不同

看法，沒有侷限於一個統一的答案。  

    （二）民意的特性 

        我們常聽到「民意如流水，東漂西泊無定向；民意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可見民意是善變與難以掌握的，而民意有以下幾種特性（吳定，2013），茲說

明如下： 

         1. 複雜性：一個公共問題可能會產生許多不同的意見，一個意見可能有人贊

成，有人反對，也有人表示中立，而其表示的強度又各不相同。例如：民眾對於

開放美國萊豬進口，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2. 多變性：對某一公共問題或政策所形成的民意，往往會隨著時間及空間的

推移，而改變其支持的方向及強度。例如：同志婚姻合法化在以前是個禁忌，但

在執政黨的影響及社會團體的推廣下，民眾慢慢接受「多元成家」及「性別平等

」的觀念。 

         3. 不普及性：在一個社會中，並非人人均關心政治以及瞭解問題，所以有許

多人對問題往往不表示意見。例如：是否爭取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這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多數民眾並不真正了解其詳細內容。 

         4. 不一致性：在社會上，有許多人對於相關問題或類似的問題所表示的意見

，往往前後不一致。例如：高鐵南沿屏東或北沿至宜蘭，隨著平衡城鄉發展的需

要，可能會讓部分原本反對的人改變態度。 

         5. 不可靠性：有許多人因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不願表示真正的意見，甚

至會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因此他們所表示的意見並不可靠。例如：「勿酒後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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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民眾口頭上都說會遵守，但常在新聞媒體看到酒駕意外的新聞。 

         6. 潛在性：社會中往往存在著某些平時未表現出來的潛在民意，只有當某種

事件發生後，或是在政府採取某種政策後才會表現出來。例如：振興經濟的三倍

券，一開始政府公告此措施時民眾並不看好，但普遍受到民眾的支持而去領取。 

         7. 容忍性：真正的民意乃是多元性的，它可以容忍其他不同意見的表達。例

如：西方的諺語「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 

   （三）民意的指標 

        一般而言，判斷民意的指標主要分為「偏好」（Preference）及「強度」（

Intensity）兩種，偏好係指對政黨、候選人、政策等所持的「贊成」 或「反對」

的意見，也就是價值的偏好。強度則是指對於偏好所感受的程度，是非常贊成？

還是贊成呢？或是非常反對？還是反對呢？兩種指標會結合為三種型態（陳義彥

等，2013：17-21），不同型態則會對政府施政形成不同的功能。 

        1.  L型圖與 J 型圖（如圖 1）： 

        （1）分布：民意形成此圖型時，大多數人民贊成或反對該政策，政府通常

會依人民意向而行動。 

        （2）功能：對政府施政有三種功能。支持功能，即民意的支持作用可以使

公共政策保持正當性，有助政策執行；指導功能，即民意一致性極高，可以指導

政府政策；制衡功能，即民意一致性極高，可以對政府違背民意的行動進行強力

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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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L 型圖與 J 型圖 

                資料來源：陳義彥等（2013：17） 

 

        2. U 型圖（如圖 2）： 

        （1）分布：此時正反雙方的立場極端，雙方量度與強度皆相當，不易妥協

而形成社會的對立與暫時的分裂。 

        （2）功能：政府碰到這種民意結構，最感棘手，常陷入兩難的困境，此時

政府不應立即做出任何決策，應透過政治溝通，降低雙方意見歧異處，謹慎處理

。例如：美國十九世紀中葉，南方與北方各州對奴隸制度問題，歧見很深，就是

這種民意型態，最後爆發了內戰。 

 

 

 

 

 

 

                                                                          圖 2  U 型圖 

                                資料來源：陳義彥等（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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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鐘形圖（如圖 3）： 

         （1）分布：即為倒 U 型圖，贊成與反對著量少，中立者多，政府可以自行

決定採取何種政策。  

         （2）功能：具有放任功能，民意對該政策默不關心而採放任態度，讓政府

具有裁量權，這種分布 V. O. Key稱之為「縱容的共識」（permissive consensus），

因為民意沒有給政府清楚的指示，於是讓政府有更大的自由與空間依據專業角度

制定與執行政策。  

 

 

 

 

 

        圖 3 鐘型圖 

                                            資料來源：陳義彥等（2013：19） 

 

  二、民調的功能 

        政治學者羅樂（Roll）和肯特利（Cantril）認為民意調查有以下幾個功能（

謝明瑞，2019）： 

    （一）探求民意 : 民意調查可以使民眾有直接參與民主過程的機會，不需要透

過代議士的協助便可直接參與並表示意見，而經由民調過程可以瞭解人民的需求

，並做為選舉或施政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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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增加潛力：可以藉民意調查瞭解何種年齡群或族群支持。 

     （三）提供形象資訊 : 民意調查能蒐集民眾對公職人員或其他候選人的形象資

料，政治人物可以藉此有效地把好的行象投射出來，替選情加分。 

     （四）評估趨勢 : 選戰中資源和時間都是有限的，經過民調的調查可以迅速了

解民意，進而評估時勢，改進施政方針。 

     （五）評估第三位候選人的影響：運用民調可以瞭解第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

例如前兩次總統大選，宋楚瑜加入選舉的影響。 

     （六）為政見定位 : 候選人的困境之一，就是尋找最適當的情境來發表政見，

有智慧的候選人會經由民調瞭解民之所欲，並依據民調結果發表政見，從而達到

勝選或提升施政滿意度的目的。 

    （七）揭發政敵的弱點 : 民意測驗能夠揭發政敵的弱點，尤其是針對政敵有負

面影響的政見和形象，更可藉由民意測驗結果彰顯出來。  

 

第二節 民意調查的構成要素 

 

        民調的構成要素，一般而言可以分成四大部分，分別為「母體」、「數量」、「

抽樣方法」以及「問卷設計」，茲說明如下： 

  一、母體 

        所謂的「母體」（population）以統計學來說就是抽樣的「清冊」，我國一般

民調的家戶電話訪問常以中華電信的用戶作為抽樣清冊，而中華電信的電話有區

域碼的字頭可以分辨樣本地區，能以分層隨機方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做較具母體代表性的抽樣，以確保母體是全體投票人，而非是某一種族群的情況

，如果母體都找自己人，再從中去抽樣，這是比較不當的民調方式（黨一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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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數量 

        基本上，選取的樣本數愈多，統計分析結果的推論精確度愈高，可避免樣本

數太少造成有效檢驗差異，減少「第二類型錯誤」的機率，換言之，也就是誤假

為真，實際上有差異, 但卻下「沒有差異」的結論。然而，當樣本數太多的時

候，可能會因為受到細微的差異，導致研究結果達到顯著的結果，增加第一類型

錯誤的機率，易言之，即誤真為假，實際上沒有差異, 但卻下「有差異」的結

論。因此，充足的樣本數相當重要。統計學上指出，在 95%的信心水準

（confidence level）時，抽樣數量 2,500 人，抽樣誤差（confidence interval）會在

2%以內；在 95%的信心水準時，抽樣數量 1,112 人，會誤差 3%以內。建議抽樣

數量至少要 1,112 人，會在誤差 3%以內（吳作樂，2019）。 

  三、抽樣方法： 

        抽樣的核心精神在於，讓每一個樣本（受訪者）被抽中的機率一樣，這是因

為我們希望調查結果具有代表性，因為我們不可能訪問到所有人，民調就是希望

透過一小群「有代表性」的樣本來推論「母體」（通常是全臺灣或者某一個特定

範圍內，例如全縣、全市民眾的意見或是投票意向）如抽樣大多只找某一特定地

區，那民調結果會失真，如果沒有抽樣，將造成偏差的推論（廖育嶒，2019）。

例如：在 1936 年美國《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的調查中，其用 230 萬名讀

者的樣本，預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蘭登（Alf Landon）將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

實際結果卻是由尋求連任的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獲得勝

利。造成民調失準的原因，是因為《文學文摘》的讀者組成偏向高社會經濟地

位，而那些非讀者們、社經地位較低的群眾，完全沒有被抽中當成樣本的機率，

也因此調查結果缺乏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而失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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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問卷設計 

        正確問卷的內容不可有誘導式的內容，或問題的設計使人難以正確作答及超

出受訪者的知識能力，設計民意測驗問題時有以下四項方式（鄭貞銘，2001）： 

（一）開放式的徵詢意見：民意測驗的目的係在探索受訪者內心真正的意

願，自由作答的方式使受訪者不受限於是非或選擇題的拘束提出個人看法。例

如：您認為新內閣在未來兩年內最重要的施政目標有哪些？ 

（二）態度與立場的問題：這一類的問題，通常要求受訪者在「肯定」、「否

定」、和「不知道」三者之中擇一作答，必須將複雜問題簡單化。例如：您是否

贊成我國實施數位身分證？有「贊成」、「反對」與「無意見」的選項。 

（三）事實的蒐集：這一類的問題，主要以蒐集基本資料為主要目的，應用

的範圍以人口調查及市場消費調查為主。例如：以美國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為

例，它的問卷項目包括：姓名、年齡、住址、職業、家庭人口、教育程度…等。 

（四）多重性的選擇：這類的問題，提供受訪者多種不同的答案，受訪者可

審視現成各種可能的答案，免除記憶的工夫。 

  五、更全面的民調： 

        由於現今民意調查媒介的多元化，在不同的載具上會有不同的族群，例如：

常用網路的年紀的人可能是 30 至 50 歲，使用住宅電話的人是 50 歲以上，只能用

手機回答民調的人可能是 20 至 40 歲（因為此類年齡層沒空在家裡接到電話、或

是習慣上網回答民調），所以為了保持民調的完整度，除了傳統的市話民調，世

界各國也開始使用手機民調或網路民調，讓民調結果更為接近真實狀況。下一節

將比較市話、手機與網路民調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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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市話、手機與網路民調的差異 

 

        隨著時代的進步，民意調查的工具接著轉變，以下分別介紹市話、手機與網

路民調，茲說明如下： 

  一、市話民調 

      （一）成套樣本 

        市話民調是目前最普遍用來做民調的方式。一般學術界在做市話訪問時，會

採用「成套樣本」進行訪問，易言之，第一階段的隨機抽樣假設每 1,000 筆電話

（或其他固定數字）為一套樣本，並以全國性民調為例，這個成套樣本是透過登

錄在電話簿的號碼，並依據縣市人口比例分層抽樣而來。例如：臺北市人口有

264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 2,356 萬人口比例的 11.2%，那麼臺北市的電話在 1,000

筆當中就會有 112 筆。加上因為市話有「區碼」，所以能夠做到分層抽樣，如以學

術界的標準來說，電話訪問先使用第 1 套樣本，如果用完第一套樣本後，尚未完

成目標設定的訪問數（如統計理論上經常採用的抽樣誤差不大於 3%的 1,068 份有

效樣本），才使用第 2 套樣本，依此類推（廖育嶒，2019）。一般而言，訪問完

成時，應打完該套樣本，這是為了要維持所有受訪者的接觸比例機率均等，假設

最後剩下的電話多數是臺中市或臺南市的電話，那麼這兩個市的接觸比例就偏低

了。由於市話的樣本能依據人口分布分配電話比例，進而讓每一縣市有同樣的受

訪機率，避免僅有特定縣市的民眾被接觸到。 

      （二）戶中抽樣 

        當進行完第一階段的成套樣本隨機抽樣後，便進入第二個階段的「戶中抽

樣」。一般來說，多數民調電話接觸到受訪者，確認滿 20 歲具有選舉投票權，便

可能直接開始訪問。然而，家中常會有坐在話機旁的椅子上固定接電話的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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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爸爸或媽媽。如果民調總是問爸爸或媽媽，那麼年輕人跟老年人受訪比例就

會降低。學術界有一套公式表格，會問受訪者家中有多少滿 20 歲具有選舉投票

權的成年人，這些成年人當中有多少位男性或女性，然後再從這些人來進行抽

樣，請他們聽電話，而不是直接去問接起電話的人（廖育嶒，2019）。戶中抽樣

的目的是為了讓不同年齡層跟性別的民眾，都有相等的機率被抽中受訪。因為除

了投票意向，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對於同婚議題、死刑存廢、核能重啟、護藻礁反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等重大政策也會有不一樣的意見。戶中抽樣可以確保家中的人

被抽到的機率相同，而不是只抽中最常去接電話的那個人。以提高抽樣準確度。 

       （三）傳統市話的預測力 

        由於臺灣市話涵蓋率逐年降低，如果採用「全市話」民調，有可能失準，

最被討論的案例，即是 2014 年的桃園市長選舉。在 2014 的選舉中，各家民調皆

指出吳志揚的支持度遠大於鄭文燦，甚而還有業者做出了兩者差距將近 30%的

民調，但選舉結果一出爐，卻離民調的指數相距甚遠，這個現象讓眾多專家學

者們跌破眼鏡（洪耀南，2019）。推測其原因，可能是 2014 年臺灣進入 4G 時代，

網路通訊軟體普及，例如 Line、Telegram等軟體受到歡迎，不僅市話的「剪線率」

增加，連手機電信門號使用率也降低。因此，如何在民調中納入「手機族」的

民意，也成為民調是否精準及貼近真實民意的重要變項。  

  進一步來看，「全市話」民調失準的原因，或許源自於臺灣人口結構與生活

模式的轉變，茲說明如下：1. 由於大眾運輸捷運、公車及交通路網高速公路的

便捷，多數工薪族皆採取通勤以進行上下班之往返，這意味著即便住家擁有市

話設備，工薪族其實較難在「全市話」的調查時段接到電話。2. 由於產業結構

的轉變，多數年輕族群多必須至外縣市求職與租屋，例如：新北的市民有可能

至臺北市或新竹的科學園區工作，但絕大多數的租屋處都不具有市話，因此，



13 

 

「全市話」民調常漏掉了年輕族群。3. 因網路電話的盛行，例如：臉書或 LINE

有通話功能，多數手機使用者已不再以市話進行聯絡，甚至年輕家庭都已不再

添購市話設備（洪耀南，2019）。 

        雖然上述臺灣在家庭及生活結構出現轉變，導致市話涵蓋率逐年降低，但市

話在「抽樣架構」的優點仍有無可取代的地位（匯流新聞網，2019），因為好的

抽樣，會導致好的結果，市話仍具穩定準確性。 

  二、手機民調 

比起上述可以依區碼分層隨機抽樣的市話，手機號碼只有門號，沒有區碼，

也因此純手機的調查訪問將使得各縣市受訪民眾的比例分配，有可能不符合實際

縣市人口的比例，或是偏重都會區人口的比例，導致部分縣市被接觸的比例過低

，如再經加權，將造成更大的誤差。有關唯手機族（Cell Phone Only, CPO）的介

紹，說明如下： 

      （一）以手機為單一母體底冊調查設計 

        根據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SRDA）的搜尋結果，國家發展委員會自2011年開始，執行「持有手機民眾數位

機會調查」，該調查以行動電話號碼為單一母體底冊的設計（single frame design）

訪問20歲以上的民眾，時隔四年後，自2015 年起又連續執行。這五次調查中，均

有詢問受訪者居住地是否有安裝市內電話，藉此估計臺灣CPO的百分比，其估計

結果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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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動電話調查的CPO估計 

 

 

 

          

 

資料來源：陳鴻嘉（2019：220-221） 

       表中可看出CPO所佔人口比例逐年增加，而手機及市話皆用人口，逐年下降。 

     （二）重疊母體的雙底冊調查設計 

        除了以行動電話為單一母體底冊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營運的「電子治理研究中心」，自2013 年起執行了一系列的「數位國家治

理調查」與「數位國情總綱調查」，每年均包含了採手機與市內電話重疊母體雙

底冊設計（overlapping dual frame design）的電話調查。並以20 歲以上成年人口

為訪問對象，估計出臺灣歷年的CPO、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皆用者（dual-user）

以及「唯市內電話族」（Landline Only, LLO）的分布，呈現如圖4。 

 

 

 

 

 

 

圖 4  重疊母體雙底冊電話調查的 CPO 估計 

資料來源：陳鴻嘉（20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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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4可以看出，臺灣的CPO族呈現增加的趨勢，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皆用

者則有漸少的跡象，而唯市內電話族則自2013年的8.88%減少至2017年的4.92%，

減幅比率高達一半。 

        另一方面，自2014年起，前述的兩項調查亦透過市話與行動電話重疊母體雙

底冊調查，分析出樣本人口特徵（如表2），從表2可以發現，我國行動電話樣本

以男性居多，市內電話樣本則多為女性；行動電話樣本的年齡介於20至39 歲者，

比例範圍自2016年的46.36%到2015年的51.87%之間，明顯比市內電話樣本年輕許

多。亦即從性別與年齡來看，行動電話的樣本確實與市內電話樣本產生了互補的

效應；至於行動電話樣本的教育程度則高於市內電話樣本。簡言之，臺灣的行動

電話調查樣本以男性、年輕、高教育程度為多（陳鴻嘉，2019：225）。 

表 2 雙底冊電話調查樣本的人口特徵比較 

 

 

 

 

 

 

 

 

 

 

      

            資料來源：陳鴻嘉（2019：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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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唯手機族人口網路使用情況 

        一般而言，唯手機族有幾項特徵：年輕族群，租屋族，多數不在戶籍地居

住，工作性質跟階層非常多元，還有高度網路使用者。以電子治理研究中心2018

年8月的調查顯示，手機調查完訪樣本中，沒有上網者僅6％，市話調查沒有上網

者則是18.2％；其中，60歲以上者不上網比例為26％，但市話調查則高達54.6

％，顯示手機調查訪問到比較多的網路使用者族群（廖育嶒，2019）。此外，根

據國發會調查（2019），我國手機族透過手機上網的比率持續攀升（如圖5），

從100年的35.3%，大幅成長至108年的89.8%。目前持有手機的民眾，平均每100

人就有近90人使用手機上網。 

 

 

 

 

 

 

圖 5 我國手機族透過手機上網的比率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 

因此，比起前述的傳統市話，「唯手機族」，特別是學生及租屋族，他們是市

話無法涵蓋到的一群人。依據 2017 年臺北市政府研考會的調查結果顯示，臺北

市的唯手機族高達 34.12%，也就是超過三分之一的臺北市選民是純手機族而沒有

家用電話（洪永泰等，2017：99），顯示出手機已對傳統市話的訪問造成影響。 

      （四）唯手機調查的偏差 

        雖然手機的涵蓋率較高，唯手機族的比例也逐漸增高，但不少的研究案例指

出，純手機調查跟市話調查常呈現不同的結果。首先以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2016

http://journal.survey.sinica.edu.tw/app/paper.php?action=show_content&Sn=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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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調查為例，對於「相同性別可以結婚」表示贊成者，手機調查是 49.8％、市話

電話調查是 35.1％；反對者手機調查是 37.3％、市話調查是 49.8％；在同一個研

究中的網路調查數據更顯示贊成者高達 64.1％、反對者僅有 25.8％。然而，以

2018 年同婚公投結果做事後的驗證，市話調查的預測比起純手機調查及純網路調

查的推估更準確（廖裕嶒，2019）。推測其原因，手機族具有較多年輕族群有

關，學者洪永泰、黃鐙文及黃東益運用雙底冊計算法（即手機與市話各一套打電

話的樣本，分別打完再個別算重疊多少）估計全國有近三成 20 歲以上成年人的

臺灣民眾已是純手機族（2017：88）。而在同年 2017 年，臺北市的純手機族

為 34.12%，已超過三分之一，這些人是傳統市話民調問不到的選民，已是各家民

調不可以忽視的重要族群，必須在做各種民調時考量進去（王宏恩，2019）。然

而，凡事是一體兩面的，其挑戰在於使用手機電話調查，有抽樣代表性的問題，

或因為受訪者在移動或工作中而有較高的拒訪率，因此提高了調查的成本與難

度，而手機使用族群的母體分布狀態，不論是居住地或其他人口統計變項，比起

市話，較難透過官方數據得知，僅能仰賴重複地實證經驗資料之累積以逼近母體

（朱斌妤，2018：112）。 

     （五）手機民調的成本 

       有關手機民調預算的部分，是否手機民調樣本的成本（Cost Per Interview, 

CPI）一定比較高嗎？事實上，行動電話調查的成本其實是低於市內電話調查

的。主因是因為行動電話調查的受訪者比較年輕且教育程度高，這樣的人口特徵

有助於縮短完訪時間，進而降低行動電話調查的成本。不過最重要的是，行動電

話調查不需要執行「戶中抽樣」，因而大幅降低了訪員找到合格受訪者的成本。

更確切的說，行動電話接通後，不論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訪問，通常可以立即獲

得直接的結果，但市內電話需經過戶中抽樣才能確認合格受訪者，若中選者不在

http://journal.survey.sinica.edu.tw/app/paper.php?action=show_content&Sn=301


18 

 

現場，仍需另約時間再去電話訪問，凡此種種都增加了完成一個市內電話調查樣

本所需要耗費的人力與時間（陳鴻嘉，2019）。 

        然而，行動電話與市內電話調查成本究竟孰高孰低仍無法有放諸四海皆準的

定論。因為要看執行戶中選樣的方式、問卷題目的長度與難度、調查範圍是全國

性抑或特定地區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行動與市內電話的調查成本，並非想當

然耳地高於市內電話調查，而是需要更多不同條件下的經驗研究來比較。 

   三、網路民調 

        網路民調，顧名思義就是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平臺，直接點選問題的選項來回

答，例如：Yahoo奇摩的施政民調。一般來說，網路有「即時性」（instant）及較

低成本（lower cost）的特性，但是準確度常與最後真實結果有所出入，這是因為

網路民調有高度的「選樣偏誤」（selection bias），使得調查結果的推論被曲解。因

為網路民調多沒有透過抽樣來決定受訪者，只要能上網或常上網的人便可填寫問

卷，也因此網路民調的樣本往往具有年輕及高學歷的傾向，會高估年輕及高學歷

族群的意見。此外，民眾是自發性參與網路民調，這類民眾往往樂於在網路平臺

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對政治議題較為關心。因此，網路民調的另一項偏差就是

高估對政治有高度興趣民眾的意見。許多媒體喜歡用「網路即時民調」來調查網

友的意見，但我們充其量只能說這是針對網路媒體「讀者群」的調查，而不能說

結果能代表臺灣民眾的意見（廖育嶒，2019）。因為大部分的民眾有特定的媒體

偏好，也選擇收看特定黨派顏色的媒體，例如：有民眾喜歡看三立、民視，有民

眾喜歡看中天網路頻道或TVBS，也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不同政治色彩的媒體，會

呈現出非常不同的民調結果，較無具有樣本代表性，只能當作補充參考。 

        然而，網路民調也有優點。由於網路民調有即時性及較低成本的特性，如果

進行網路民調前，受訪樣本是經過抽樣而來（例如先進行人別確認或身分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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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或者有一套完整的調查清單與清單人員的電子郵件聯絡方式，那將是一個

很便利且便宜的民調工具與方式去進行調查（廖育嶒，2019）。此外，網路民調

可以蒐集受訪者對於調查問題的回饋意見，來對正式的電話訪問、面訪的問卷問

題進行修正。現今由於網路世代的來臨，且前面提及的「手機」也能上網增添行

動性（mobility），因此，網路民調是未來不可忽視的趨勢。目前學術界，例如：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劃（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以及中山大學政治所等學術單位即有類似的網路民

調抽樣實驗室，即運用平時的電話訪問、面訪來蒐集願意提供電子郵件的受訪者

清單，透過抽樣這些受訪者，以讓代表性更完整。  

  四、小結 

        根據洪永泰、黃鐙文、黃東益教授等人的結論（洪永泰，2017：87），市話

民調穩定且準確度較高，但以現在唯手機族比例增加的趨勢，以市話和手機進行

雙底冊（dual frame）進行調查是較好的方式，亦即以「住宅電話調查為主，唯手

機族資料為輔」應是最佳的權值組合方式，一來可以增加樣本涵蓋率，二者可以

降低調查成本。以目前唯手機族比例來看，市話民調佔 70%，手機民調佔 30%左

右應該是最佳組合方式，未來這個組合的比例將可能視唯手機族比例的提高而調

整。而在網路民調方面，則可將其視為另一種民意或特殊意見之呈現，作為補充

資訊（洪永泰、俞振華、高世垣，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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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北市民民調情況與網路公民小組 

 

 一、新北市民人口情況與電話使用行為 

        進一步來看新北市民意調查（李仲彬、蔡奇霖，2020），母體以年滿 15 歲以

上的「廣義新北市民」為調查對象，也就是目前設籍、或居住、或就學、或就業

在新北市內任何行政區的民眾，同時為解決住宅電話涵蓋率較低的問題，改善代

表性狀況，以市話樣本與手機樣本合併加權雙底冊調查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一）新北市民人口情況 

        研究發現（如表 3），廣義新北市民中，15 歲以上有 81.02%設籍在新北市，

有設籍有居住的則占了 75.5%，而有 5.77%並未居住與設籍，而只是單純在新北

市就學就業，另外，有設籍無居住的則占了 5.32%，比例最低；性別的部分，廣

義新北市民有 50.23%是男性，49.77%是女性，男女比例相當；學歷的部分，以大

專院校畢業者為最多，大概占了 46.8%；在態度的部分，不同廣義新北市民的類

型有不同的市長滿意度，以純就學就業的新北市民滿意度最低（滿意度為 62.02%

），非就學就業的民眾滿意度最高（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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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廣義新北市民的基本資料分布表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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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電話使用行為 

        在電話使用行為上，研究發現（李仲彬、蔡奇霖，2020）唯市話族比例

10.51%最低，但已有30.09%是唯手機族（如圖6），與前面提及的全國有近三成20

歲以上成年人的臺灣民眾已是唯手機族的比例近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5至39

歲之間（如表4），不論任何學歷、性別的族群，都已有超過四成的民眾是唯手機

族，當中30至39歲之間大專畢業的廣義新北市民，不論男女，更有高達47.23%是

唯手機族，不難發現現在年輕族群使用手機的比例高。 

 

 

 

 

 

 

 

 

 

 

 

圖 6 廣義新北市民電話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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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廣義新北市民電話持有情形與電話族群估計比例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121） 

   

  二、網路公民小組 

        除了住宅電話與手機，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網路調查（internet survey）也

越來越受到重視。利用資通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無論地理位置遠近，能快速連

結多數個人，除了劃時代的改變電子化政府服務提供方式與流程外，網路也改變

了民主的行使方式（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7）。然而，由於網路調查較難有

抽樣清冊（sampling frame），無法透過機率抽樣的方式來取得樣本以及掌握抽樣

誤差。有鑒於此，針對新北市市民民調，建立了網路公民小組，以「定群追蹤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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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panel survey）樣本」機制完成測試，並提出樣本取得方式、調查成果、對應

市政服務應用範疇等分析，作為未來新北市長期追蹤調查工作方法之參考。新北

市的網路公民小組，係依照國外先進民主國家的經驗建立的一個民意諮詢平臺，

目的是讓在新北市居住、工作或就學的民眾，有一個方便參與市政的管道。這個

民調進行的方式，最主要以「隨機抽選」及「雙重邀請」的方式募集而來。隨機

抽選是為了儘可能確保小組團的代表；雙重邀請則是為了完全尊重民眾的參與意

願，並且新北市政府定期輪換與重新招募公民小組成員，以確保小組團之代表

性。有關此網路公民小組樣本取得方式，可分為徵集（recruitment）、訪問

（interview）、維護（maintenance）三個階段（李仲彬、蔡奇霖，2020：12-

14），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一） 徵集  

        為了建立一個有代表性的追蹤樣本，在樣本徵集過程當中，併用了四種方式

提升樣本數，方法包括1. 前後多次聯繫：透過各種管道的多次聯繫，增加潛在小

組成員看到邀請資訊的機會；2. 使用市府官方建立的問卷平臺，提升樣本對調查

信任度：該研究與追蹤樣本的互動，像是填寫基本資料、後續問卷的發送，皆透

過新北市政府官方建立的「新北智慧社區APP」進行，可以讓樣本民眾知道這是

屬於市府官方的研究計畫，並非詐騙集團；3. 於官方網站資訊揭露以提升民眾信

任度；4. 提供誘因，例如：市府感謝狀、超商禮券及市府小禮等方式，提升民眾

加入網路公民小組的意願。最後在電訪成功2,304個住宅電話與手機電話的所有樣

本中，共計有大約一半的受訪者（1,014人）願意進一步了解公民小組相關資訊並

留下聯絡方式，並且透過「新北智慧社區App」完成公民小組註冊，建立追蹤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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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訪問 

        當追蹤樣本建置完畢後，便於「新北智慧社區App」平臺向所有樣本民眾發

送二次網路問卷，以比較二次追蹤問卷與最初電訪問卷間差異，提供施政參考。   

      （三）維護 

        有了資料的蒐集與訪問，便是樣本資料後續的維護，基本上，維護工作主要

分為短、長期兩個部分。短期維護工作主要透過問卷發送的「新北智慧社區

App」推播通知與設置社區公告，並輔以簡訊、電子郵件作為提醒與催收問卷之

工具，隨時與公民小組保持聯繫。在長期維護工作方面，參考國外的經驗，每年

更新的公民小組成員。 

      （四）公民小組調查成果 

        依據前述二次公民小組追蹤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性別方面，男女填答比例

無顯著差異（如圖7）；然而，在年齡方面，除了「15-19歲」、「60歲以上」填答

率持續下降之外，其他年齡層的填答率皆在第二波問卷時回升（如圖8），原因

可能是該研究於發送第二波問卷時將填答網址植入簡訊與E-mail中，公民小組的

成員可省去特別連結至「新北市智慧社區」之步驟，即可藉由點選網址直接填答

問卷，以更便利的操作方式提升公民小組填答的意願，進而促使問卷回覆率上

升。然而，各年齡分層與母體分布有顯著差異（如表5），其中，30-49歲者為過度

代表，其餘年齡層則是代表不足。推測其原因，可能因社會上願意投入公民參與

的民眾大多屬青、中年族群，而30-49歲者多是已有穩定生活的民眾，相較20-29

歲的年輕人，有更多時間能夠關心政治，因此在公民小組成員的年齡分布中，呈

現30-49歲者過度代表的狀況。（李仲彬、蔡奇霖，2020：97-98）另一方面，該計

畫在經過雙重邀請之後，成功募集到352位公民小組成員，而成功募集到的小組

成員當中，不乏年紀比較長的民眾（50-59歲以及60歲以上者），樣本包含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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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年長樣本（如表4），數位落差情形沒預期中嚴重，因此可能一改過去對於

網路樣本容易集中在年輕人的情形，推測其因素可能與該案在執行過程的設計有

濃厚「官方」色彩，提升民眾的信任度，不會覺得該調查為詐騙，且持續用手機

簡訊與電子郵件接觸有關係。 

 

 

 

 

 

 

 

圖 7 不同性別公民小組填答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71） 

 

 

 

 

 

 

 

 

 

圖 8 不同年齡層公民小組填答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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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網路公民小組問卷填答情形與基本資料交叉表 

 

 

 

 

 

 

 

 

 

 

 

 

 

 

 

 

 

 

              

       資料來源：李仲彬、蔡奇霖（20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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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個案研究等方式。 

 一、文獻分析法 

        本案採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透過搜集相關研究論文、期刊、文

章及相關網站資訊，比較不同民調方法，加以評析探討。  

二、內容分析法 

        利用內容分析法，將所蒐集的資料內容進行質化與量化分析。 

三、個案研究法 

        最後以新北市民為母體，透過探討網路媒介呈現的民生議題之疫情問題民

調，分析新北市民眾的偏好及強度，進行歸納與分析，研析與探索民眾意見，相

關建議提供決策參考。 

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流程如圖 8 所示： 

 

 

 

 

 

 

圖 9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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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因為網路民眾（netizen）在網路社群中的發言、態度與意見偏好常引起轟

動（sensation），因此網路社群對於公共政策過程影響越來越大，網路輿情（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分析也變成政府在公共管理上不可忽視的重點，社

群媒體例如：Twitter、FB、Plurk與 Instagram等的廣泛運用也間接改變了公共

管理者與政治人物如何理解民眾的需求與選民的態度（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

41）。而網路的資料量很大很多，此大數據具有大量（Volume）、迅速（Velocity

）、多元（Variety）以及真實（Veracity）的 4V特徵（陳敦源等，2014：27）

本研究為提供新北市政府實施民意調查運用之參考，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政

策改善建議，爰先針對我國民意調查的媒介流變進行探討，並以新北市民為母體

，針對疫情議題之網路民調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受訪對象以「廣義新北市民」為

調查對象，也就是目前在新北市內任何行政區設籍、居住、就學或就業的民眾或

生活圈位於新北市皆屬於本研究的對象，並以新北市民關於疫情議題的意見趨勢

相關資料進行統整、分析，提出不同於傳統民調之觀點。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嘗試搜集相關民意調查文獻及資料加以分析研究，並以新北市網路公

民小組為例，進一步探討其網路民調對於未來採納民意的效度，雖力求客觀完整

，然礙於下列因素而有研究上之限制：  

     （一）研究人力之限制 

        本研究因研究人員係本會同仁，無另委託民調專家執行測驗，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瞭解民調的方式及架構，可能造成研究時間延長，此為研究人力之限制。  

     （二）研究時間之限制  

        礙於時間不足，本文僅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內容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為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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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未能採用實地考察法或實驗研究法等其他研究方法，以呈現更完整之研

究。 

     （三）研究經費之限制， 

        本研究係本會同仁自發性就相關業務從事創新與研究發展工作，尚無經費補

助研究，因此所提建議未必能放諸四海皆準，仍需後續研究者由不同角度、研究

對象進行分析，方能更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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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第一節  2021 年疫情民意調查分析 

 

        今（2021）年五月起疫情再度升高警戒，影響所及高過 2020 年，疫情造成

的問題包括限制自由、民生經濟、疫苗採購與施打等大眾議題，不只是民眾生活

街頭巷議，在網路社群上也造成熱烈討論，而社群討論也會影響民眾對此議題的

影響，進而成為循環。由於疫情於今（2021）年五月開始討論度上揚，至九月底

疫情趨緩後，討論度漸漸下降，本節將會交叉比對九月同時期不同公司的民調，

對照網路社群討論數據，以及留言討論，試圖以數據整合質化內容爬梳更精確的

分析。本篇研究民調素材將會以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美麗島電子報》九

月底所發布之民意調查報告，以及 QSearch 與新文易數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為核

心進行研究探討。其中財團法人台灣民意基金會、《美麗島電子報》九月發布之

民意調查報告調查時間均為 9 月 22 至 23 日，為公平交叉比對網路輿情數據，網

路數據庫的時間也將會設定於同樣的時間點進行討論分析。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於 2021 年 9 月 28 日發布的民調結果3如圖 9 顯示，針對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問題：「請問您打過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了嗎？」結

果為：65.3%已打過，34.7%還沒打。台灣人二十歲以上的統計結果，約六成五已

打過一劑疫苗，約三成五還沒打，顯示出這個民調結果和衛福部 9 月 22 日公布

的資料很接近，民調更進一步詢問國民施打或未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相關狀況，

結果如圖 11 及圖 12 顯示：8.4%已完成二劑施打，56.8%只完成一劑，34.7%尚未

施打任何疫苗。這和衛福部所公布的相關數字也很一致。 

 

                                                           
3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1 年 9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摘要報告〈疫情危機、政黨競爭與兩岸關係〉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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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比例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圖 11 國人施打疫苗狀況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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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人施打疫苗 8、9 月狀況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發布的九月民調結果，其中為與疫苗議題交叉分析，

詢問民眾的問題為：「國內目前有一半的民眾已經打過新冠肺炎疫苗，您有沒有

去打？」，並追問是在國內或國外打、在國內打哪一種疫苗。受訪民眾（年滿20

歲設籍者而且已打2劑相同疫苗則僅勾選1次，與政府計算接種人口的涵蓋率基礎

不同）的回答為：32.2%還沒打、39.9%已打AZ疫苗、22.0%已打莫德納疫苗、

6.1%已打高端疫苗、0.1%已在國外打疫苗。  

        交叉分析後顯示20至29歲、或高中學歷者等群表示還沒打疫苗的比率相對最

高（超過4成1），而台北市、或30至59歲、或專科以上學歷、或民眾黨支持者等

群表示已打AZ疫苗的比率相對最高（超過4成5），而60歲以上、或國中以下學歷

者等群表示已打莫德納疫苗的比率相對最高（超過4成1），至於高屏、或20至29

歲、或泛綠民眾、或滿意蔡總統與閣揆蘇貞昌施政、或對中央政府新冠疫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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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大於70分的民眾表示已打高端疫苗的比率相對最高（超過1成）。4 

        比對上述民調結果與衛服部統計的數字大致相符，針對疫苗施打順序的民

意，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九月民調中，提問的問題為：「關於疫苗施打先後順

序，都是由政府決定，現在已經打到第九輪（期）。一般說來，您滿不滿意政府

決定的疫苗施打順序（就是說誰先打，誰後打）？」民調結果如圖13及圖14顯

示，分別為：10.4%非常滿意及43.1%還算滿意（計53.5%滿意），20.1%不太滿意

及15.4%一點也不滿意（計35.5%不滿意），11%沒意見及0.9%不知道。結果顯示

在二十歲以上台灣人中，近五成四滿意政府決定的疫苗施打順序，而三成六不滿

意。台灣社會對蔡政府疫苗施打順序存在可觀的不滿人群，如果換算成具體人口

數字，約690 萬人。在民調中進一步分析，不滿意的群眾多為疫苗排序較後段的

35-64歲。雖然每一個年齡層都呈現多數人滿意政府疫苗施打順序，但仍可透過年

齡、教育程度、以及政治傾向作為分類依據，說明如下： 

        首先以年齡層分類，35-64 歲不滿意政府疫苗施打數序的人明顯多於34 歲以

下或65 歲以上，這與35-64 歲的人們遲遲等不到疫苗施打應有一定之關係。而55-

64 歲群體中，45.6%滿意政府的疫苗施打順序，但也有43.3%不滿意，而強烈不滿

意的人有20.3%。5 

        以教育程度作為分類依據， 民調結果顯示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含大學及研

究所以上）不滿意政府的疫苗施打順序的比例，遠高於中等以下教育程度者。具

體地說，在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中，有41%不滿意政府的疫苗施打順序。結論為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挑戰政府的疫苗施打政策。 

        另外，從政黨支持者的角度看，民進黨支持者八成五滿意，一成一不滿意；

國民黨支持者二成三滿意，六成六不滿意；民眾黨支持者三成一滿意，六成三不

                                                           
4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國政民調 P.8 
5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1 年 9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摘要報告【疫情危機、政黨競爭與兩岸關係】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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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中性選民四成五滿意，三成三不滿意。6 

        最後，從地理行政區域看，在不同的行政區滿意的人數占比較高，但不滿意

的群眾仍然占一定的比重，這樣的狀況也包括南台灣在內。 

 

 

圖 13 蔡政府疫苗施打順序的民意反應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圖 14 蔡政府疫苗施打順序的民意反應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6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1 年 9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摘要報告【疫情危機、政黨競爭與兩岸關係】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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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島電子報》9月民調中，詢問民眾「中央政府主要是以民眾的職業、

年齡和健康狀況，分成11類作為打疫苗的優先順序。您對中央政府安排民眾打疫

苗的順序、公平性和透明度，整體來講是滿意或不滿意」，結果顯示有50.2%民

眾表示滿意（其中11.2%很滿意、39.0%還算滿意），44.5%不滿意（其中25.2%很

不滿意、19.3%有點不滿意），民眾對此議題的態度分歧，未明確回答的有

5.2%。 此結果與台灣民意基金會9月民調中，約三成六不滿意的結果，有近10%

的差別。 

        經由交叉分析得見女性、或雲嘉南與高屏、或20至29歲與60歲以上、或國中

以下學歷、或泛綠民眾、或已在國內打疫苗、或對中央政府新冠疫苗政策評分大

於60分的民眾等群皆超過5成2表示滿意政府的安排，而台北市與桃竹苗及中彰

投、或30至39歲、或高中與專科學歷、或民眾黨支持者與泛藍民眾、或還沒打疫

苗、或對中央政府新冠疫苗政策評分低於59分的民眾，則超過半數不滿意政府安

排民眾打疫苗的順序、公平性和透明度，本調查並沿用7月調查題目詢問民眾

「如果以中央政府對新冠疫苗的決策來講，包括購買的數量、價格和到貨的進度

等等。以0分到100分來講，60分算及格，您對中央政府的新冠肺炎疫苗政策會打

幾分」，調查結果如圖15所示，53.4%民眾的評分及格（7月調查為53.0%），其

中18.7%民眾的評分超過80分（7月調查為12.5%），而本次評分的平均數為53.5分

（7月調查為52.1分），另由評分的統計分布可見中位數（median）與眾數

（mode）皆60分而與7月調查相同，本調查僅2.9%民眾未給予評分。7 

 

 

                                                           
7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國政民調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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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人對中央政府新冠疫苗政策的評分 

                        資料來源：美麗島電子報 

 

        統整以上關於疫苗施打、以及針對疫苗施打排序滿意度民調，我們可以依此

比對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結果。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就民眾9月對蔡總統執政整體表現而言，如圖16所

示，有47.8%滿意蔡總統整體執政表現而比上月減少7.2 個百分點，48.4%不滿意

而比上月增加5.1 個百分點，未明確回答有3.8%， 民眾本月對蔡總統滿意度非常

分歧，大致重現5 月至7 月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的程度。對照上月可見中彰投、或

20 至39 歲、或專科學歷等民眾本月對蔡總統滿意度的變動幅度最大（滿意度降

幅超過10 個百分點，同時不滿意的增幅超過10 個百分點）。8 

 

 

 

 

                                                           
8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國政民調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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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國人對蔡總統執政表現滿意度 

                        資料來源：美麗島電子報 

 

        而台灣民意基金會9月民調中，針對疫情調查的政治人物滿意度為陳時中與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問為：「面對疫情危機，衛福部長陳時中領軍的「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您會給幾分？」（說明：請用0 到100 來表示，0 分

表示成績最差，100 分表示成績最好，60 分表示及格）民調結果如圖17、18所顯

示：24.1%打90 分以上，19.1%打80-89 分，11.7%打61-79 分，17.2%打60 分，

25.2%的人打60 分以下，2.7%不知道/拒答。這與圖19與圖20今年5月之前疫情風

暴之前的分數，有很大的差距：2020 年2 月開始到現在，針對衛福部陳時中部長

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的民意反應，一共六次的比較。圖中

清楚呈現一個趨勢，台灣社會對疫情指揮中心近一年九個月防疫表現，呈現出社

會支持規模與強度的明顯落差和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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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國人對陳時中領軍的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表現評價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圖 18 國人對陳時中所領軍「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 7、9 月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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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國人對陳時中所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整體表現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圖 20 國人對陳時中所領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現評價趨勢 

資料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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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調結果看來，2020 年2 月台灣二十歲以上成年人給予「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表現80 分以上肯定的人多達75.3%，最低是2021 年7 月34.3%，到了今年9月

回升到43%，2020年2月至2021年7月的肯定減少了32.3 個百分點，若換算為成年

人口數，那代表其中流失627 萬人。9 

  

                                                           
9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1 年 9 月全國性民意調查摘要報告【疫情危機、政黨競爭與兩岸關係】P.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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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021 年疫情網路輿情數據分析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如圖 21 顯示，臉書各

年齡層使用比率最高為 30 至 49 歲佔 78%，50 至 64 歲佔 73%次之，18 至 29 歲為

70%，比較其他各社交媒體，可說是各年齡層使用率差距最小的，也是台灣公共

議題討論最踴躍、互動率最高的平台。10因此在此小節中，我們以臉書情緒、以 

及評論分享等數據做為主要分析資料來源依據。 

圖 21 不同年齡族群對每個社群媒體的使用率與偏好差異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10 《28 億用戶中還剩多少年輕人？Facebook 數據大解密，社群龍頭下一步怎麼走？》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2528/who-using-facebook-i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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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的資料顯示，以「疫苗」為關鍵字如圖 22

所示，從 2021 年 7 月初開始，疫苗的討論文章數單日曾逼近 7,000 篇，而在隨著

疫苗施打第一劑日漸普及之後，在九月討論文章數也逐步和緩，來到單日 2,000

至 3,000 篇，幾乎是七月初期高峰的一半。如圖 23 及圖 24 臉書貼文中的不滿情

緒的占比及總次數來看，在 8 月因為高端疫苗開打、蔡英文總統率先施打高端疫

苗、以及 9 月中旬因出現 delta 病毒個案，疫苗議題屢次受到討論，出現多次高峰

。由不滿總數來看，與疫苗討論文章總數走勢大致相符，7 月以來份度情緒高，

八月逐步趨緩，直至九月中旬零星高峰後，緩步走降。 

圖 22 疫情討論文章數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圖 23 臉書中對於疫情不滿情緒佔比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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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臉書中對於疫情不滿情緒總數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由於臉書公開行為無法針對特定提問回以精確回答，像是傳統民調中針對蔡

總統的施政滿意度調查、對疫情指揮中心的信任度等，但我們仍可藉由不同數據

交叉分析，分析推論出網路輿情風向態度。  

        由圖 25 之《新文易數》資料庫聲量統計圖，我們以「疫苗」與「疫情」作

為主要觀察比較關鍵字，可以發現當「疫情」升高時，同時「疫苗」一定也會升

高；反之當「疫苗」聲量升高的時候，連動的卻不一定是「疫情」，這是因為「

疫苗」此關鍵字延伸出的議題不僅是在疫情本身，還很高程度的連結政治紛爭，

包括高端疫苗、疫苗採購、致贈疫苗等，均為政治相關討論。 

圖 25 疫苗、疫情、陳時中關鍵字數量趨勢 

資料來源：新文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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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文字雲來看，與「疫情」同時出現最多頁面討論關鍵字排序，除了新冠

肺炎、疾管署等，政治人物排名最前面的是「陳時中」，這也與聲量表中「疫情

」關鍵字聲量走揚時，也帶動「陳時中」的聲量狀況一致。圖 25顯示，比對當

「疫苗」聲量升高時，「陳時中」並非總是因而受到影響，這也再一次印證「疫

苗」此關鍵字富有高度政治糾紛討論度，有時討論疫苗的議題，與陳時中、疫情

等關鍵字並不會一起出現，非絕對有關連性。 

    圖 26為以「疫情」為關鍵字，相關度較高的其他關鍵字為「DELTA」、「病

毒」以及其他描述疫情狀況的中性字詞。圖 27為以「疫苗」為關鍵字，相關度

較高的其他關鍵字，可以看到「高端」、「國產」的相關度比國外的「莫德納」

以及「BNT」還高，這也能得證出，「疫苗」比起「疫情」具有更高度的政治度

與糾紛度。當一個字詞的「糾紛」程度高，所代表的意涵為異議較多，也就是民

眾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且這些意見可能是相互衝突的意見。我們比對第一小節中

，對疫苗感到不滿意的民眾占比為台灣民意基金會的 35.5%以及《美麗島電子報

》的 44.5%，尤其是不滿意占比比例最高的年齡層為 35到 64歲，與臉書使用率

最高的年齡層吻合，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臉書公開討論數據時，「疫苗」相關議

題的不滿與聲量暴衝的程度比起「疫情」討論相對較為激烈的原因。 

圖 26 「疫情」關鍵字文字雲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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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疫苗」關鍵字文字雲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當我們設定「陳時中」、「蔡英文」關鍵字，比較當「疫苗」、「疫情」為

關鍵字比較聲量時，如圖 28及圖 29可以發現，「疫情」與「陳時中」的連動性

相關度較強；而「疫苗」則是與「蔡英文」的相關度較高，也就是當疫情討論度

升高，也就是疫情警戒升高的時候，陳時中被提及的次數也增加；而疫苗議題討

論度飆升時，蔡英文的討論度也會因而增加。這個現象與前節民調所呈現對蔡英

文的滿意度調查與疫苗分配的狀況滿意程度呈現正相關，在今(2021)年疫情爆發

到日趨穩定，年齡層在 20 至 39 歲的民眾，對蔡總統滿意度的變動幅度最大（滿

意度降幅超過 10 個百分點，同時不滿意的增幅超過 10 個百分點）。11推論這也

與疫苗分配滿意度有關。 

        也就是說，疫情增溫或趨緩影響最大的是陳時中的滿意度，陳時中的信任度

與滿意度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疫情對策因應；而在疫苗採購與施打議題上，民眾傾

向將矛頭指向總統蔡英文。 

 

                                                           
11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國政民調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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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陳時中、蔡英文、疫苗關鍵字趨勢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圖 29  陳時中、蔡英文、疫苗關鍵字趨勢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48 

 

第三節 本市疫情與民生議題社群質化分析 

 

        鑒於問卷對於受驗者，只能針對固定問題挑選固定選項回答，若想進一步了

解民眾意見，以傳統民調方式恐有所侷限，因此本節將以質化分析的方式，針對

關注新北市疫情的民眾回應評論質化分析。關注新北市疫情的民眾，先不論設籍

與否，生活圈多位於新北市，歸納出關心新北市的民眾，聚集最多的粉絲專頁為

《我的新北市》粉絲 95萬人、以及新北市長《侯友宜》粉絲 54萬人，我們將以

此二粉絲專頁中，2021 年九月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貼文下，臉書用戶的評論內容

進行質化分析。 

    從圖 30之 QSearch 的資料庫數據中可以發現，「新北市疫情」在 2021年九

月初達到高峰，連帶影響的數值有新北市長《侯友宜》，以及「delta」變種病

毒的聲量，此三關鍵字呈正向相關影響。 

圖 30 臉書中新北市疫情、侯友宜及 Delta 關鍵字趨勢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在圖 31 情緒值的數據資料中，「不滿」情緒也在九月初時上升。而臉書的按讚

、分享、評論行為中，對貼文論點感到同感或是支持的公開行為是按讚與分享；

而不滿與不滿的情緒，時常輔以評論，也就是說臉書使用戶有其他意見時，多會

公開評論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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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臉書中新北市疫情、侯友宜及 Delta不滿情緒總數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圖 32 為 2021 年九月整個月份「新北市疫情」文章與評論關鍵字統計文字

雲，連結度最高的關鍵字為「delta」、「定序」、以及「機師」。再來是「確

診」、「變異」、「感染」、以及「侯友宜」，可以再次證實：新北市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 2021 年九月份輿情討論方面，關聯度最高的是基因定序、delta 變種

病毒，而針對疫情爆發民眾關心的案例是機師到幼兒園感染的疫情爆發等事件。 

圖 32「新北市疫情」關鍵字文字雲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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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的文字雲累積出關聯的字詞，就是在網路上出現新北市疫情相關討論

時，民眾留言出現的字詞，也就是帶著不滿情緒之議論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從

不滿情緒上升的時期，去觀察負面評論留言的言論內容，以及留言的臉書使用帳

戶，依照觀察帳號的其他公開評論、以及帳號活躍度、交友人數等數值，交叉比

對後，剔除假帳號與網軍帳號，整理出不同年齡層在疫情議題上觀感質化研究。 

    圖 33、表 6為《侯友宜》臉書粉專 2021年 9月變種病毒疫情爆發時的數據

資料圖。在疫情最嚴峻的時期 9月 6日到 10日，按讚、分享及評論等互動數都

有大幅度提升，在確診變種病毒時，當日心情更是一度飆升破 16,000 次，分享

也破 500次。而圖 34 及表 7為《我的新北市》在同樣的時間區段中，互動數也

出現突破性的成長。我們在這裡以兩個粉專貼文讚享評數字較高的 9 月 6、7、8

日，這三日的留言評論做質化分析，試圖爬梳並補足在傳統民調中，無法了解民

眾更具體深入的感受。 

 

圖 33《侯友宜》臉書粉專數據統計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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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讚與心情 評論 分享 

9月 1日 3346 68 34 

9月 2日 7182 187 65 

9月 3日 4078 83 53 

9月 4日 4663 113 125 

9月 5日 4937 151 78 

9月 6日 16000 1439 509 

9月 7日 9018 1051 122 

9月 8日 14000 1953 323 

9月 9日 5337 622 70 

9月 10日 6726 312 85 

9月 11日 3370 80 32 

9月 12日 3553 94 45 

9月 13日 3306 106 65 

9月 14日 3945 184 44 

9月 15日 4470 229 111 

9月 16日 3615 69 47 

9月 17日 4101 120 89 

9月 18日 4111 92 36 

9月 19日 3223 64 23 

9月 20日 5169 163 61 

9月 21日 8314 211 94 

9月 22日 3903 47 38 

9月 23日 5947 120 81 

9月 24日 3479 39 42 

9月 25日 3298 78 25 

9月 26日 5466 122 47 

9月 27日 3193 91 30 

9月 28日 6099 134 82 

9月 29日 2815 71 71 

9月 30日 3476 42 85 

表 6 作者整理自《侯友宜》臉書粉專數據統計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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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我的新北市》臉書粉專數據統計 

資料來源：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775727685

847855898

1402

1761

892
823

562
658716

462

1037

548604

422443
598608

474

681

475471466468
383

589582

11 13 47 28 44 104144187
43

184

16 13 53 16 29 26 27 2 5 7 12 13 53 7 7 16 33 11 26 2411 16 31 64 24 53
119149

18 50 11 23 44 11 50 14 41 5 14 15 9 10 47 20 8 6 13 8 23 36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我的新北市】臉書粉專九月數據統計

讚與心情 評論 分享



53 

 

 讚與心情 評論 分享 

9月1日 775 11 11 

9月2日 727 13 16 

9月3日 685 47 31 

9月4日 847 28 64 

9月5日 855 44 24 

9月6日 1098 104 53 

9月7日 1402 144 119 

9月8日 1761 187 149 

9月9日 892 43 18 

9月10日 823 184 50 

9月11日 562 16 11 

9月12日 658 13 23 

9月13日 716 53 44 

9月14日 462 16 11 

9月15日 637 29 50 

9月16日 548 26 14 

9月17日 604 27 41 

9月18日 422 2 5 

9月19日 443 5 14 

9月20日 598 7 15 

9月21日 608 12 9 

9月22日 474 13 10 

9月23日 681 53 47 

9月24日 475 7 20 

9月25日 471 7 8 

9月26日 466 16 6 

9月27日 468 33 13 

9月28日 383 11 8 

9月29日 589 26 23 

9月30日 582 24 36 

表 7《我的新北市》臉書粉專數據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QSearch 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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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侯友宜》臉書粉專在 9 月 6、7、8 日三天的留言，關鍵字累積較多是

「機師」、「delta」變種病毒、「疫苗」，在抱怨留言中較常出現：「封城」、「停

課」、「甩鍋」，或是希望可以升「三級」警戒等評論。統整歸納民眾在疫情升溫

時，傾向找出「防疫破口」的怪罪對象，且多指為機師。而會在臉書上留言的群

眾，有許多是有小孩的雙親，擔心尚未有疫苗的小孩在學校有染疫風險；另一群

評論常客則為政治性較高的民眾，各有其擁護者，認為地方與中央在互踢皮球。 

   《我的新北市》臉書粉專在 9 月 6、7、8 日三天的留言，關鍵字多集中在「封

城」、「幼兒園」、以及「餐飲」，比起《侯友宜》臉書粉專，《我的新北市》臉書

粉專評論者更重視疫情爆發之後，市府的實際作為或應變措施，討論項目較為務

實，屬於市府政策面居多。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這兩個粉專品牌與分眾，《我的新北市》的受眾關

注這個粉專原因，多為希望可以了解市府推出的政策、知識或好康，不像《侯友

宜》臉書粉專受眾關注較多，偏政治性與侯市長個人特色，因此在遇到疫情升溫

時關注焦點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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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整本研究前述幾章節的幾個重要發現，摘要說明如下：  

一、我國市話涵蓋率逐年降低，「全市話」民調有失準的可能：        

       「全市話」民調失準的原因，源自於臺灣人口結構與生活模式的轉變，例

如： 交通便捷，工薪族採取通勤的方式上下班之往返，即便住家擁有市話設備，

也較難在「全市話」的調查時段接到電話；產業結構的轉變，多數年輕族群多到

外縣市求職與租屋，而絕大多數的租屋處都不具有市話，因此，「全市話」民調

常漏掉年輕族群；網路電話盛行，像是臉書、LINE、Telegram 有通話功能，多數

手機使用者已不再以市話進行聯絡，不少年輕家庭都已不再添購市話設備。 

二、手機民調的誤差 

        儘管市話涵蓋率逐年降低，市話有一重要的優點，就是可依區碼分層隨機抽

樣，較具母體分布代表性，然而手機號碼只有門號，沒有區碼，純手機的調查訪

問將使各縣市受訪民眾的比例分配可能不符合實際縣市人口的比例，可能偏重較

多使用手機的都會區人口，導致部分偏鄉縣市接觸的比例過低。此外，使用手機

電話調查，受訪者在移動或工作中而有較高的拒訪率，因此提高了調查的成本與

難度。 

三、手機使用趨勢以男性、年輕、高教育程度居多 

        我國行動電話樣本以男性居多，市話樣本則以女性較多。在行動電話樣本的

年齡，主要介於 20 至 39 歲者，比市話樣本年輕許多。至於行動電話樣本的教育

程度則普遍高於市話樣本，並以大專院校學歷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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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唯手機族人口逐漸增高，並有高度網路使用 

        唯手機族常見的特徵：年輕族群，租屋族，多數不在戶籍地居住，工作性質

跟階層非常多元，並具高度網路使用率。比起傳統的市話，唯手機族，特別是學

生及租屋族，是市話無法涵蓋到的一群人。 

五、網路民調有選樣偏誤 

        即使近年網路民調越來越普及，但網路民調有高度的「選樣偏誤」（selection 

bias），使得調查結果的推論被曲解，無法確保外部效度。原因是因為網路民調多

沒有透過抽樣來決定受訪者，只要能上網或常上網的人便可填答問卷，也因此網

路民調的樣本往往具有年輕及高學歷的傾向，會高估了年輕及高學歷族群的意

見，忽視其他群體的看法。 

六、網路民調可能有代表性誤差： 

        廣義新北市民分布為假設母體分布施測，在年齡方面，30 至 49 歲者為過度

代表，其餘年齡層則是代表不足，推測其原因，因社會上願意投入公民參與的民

眾大多屬青、中年族群，而 30 至 49 歲者多是已有穩定生活的民眾，相較 20 至

29 歲的年輕人，有更多時間能夠關心政治，因此在受訪成員的年齡分布中，呈現

30 至 49 歲者過度代表的狀況。 

七、35 歲至 64 歲青、中年人對疫情與疫苗議題不滿意度高於其他年齡層人口： 

        經過交叉比對 110 年 9 月不同公司官方民調及網路輿情數據資料庫討論數

據，可發現 35 歲以下之青年人及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對於疫情與疫苗的滿意程

度，大於 35 歲至 64 歲之間的青壯年人，這與當時 35 至 64 歲的人們遲遲等不到

疫苗施打應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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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5 歲以上至 65 歲以上之青壯年人為臉書使用率最高的年齡層 

        臉書各年齡層使用比率最高為 30 至 49 歲佔 78%，50 至 64 歲佔 73%次之，

18 至 29 歲為 70%，比較其他社交媒體，是各年齡層使用率差距最小的，也是我

國公共議題討論最踴躍、互動率最高的平台。其中，對疫苗不滿意占比比例最高

的年齡層為 35 到 64 歲，與臉書使用率最高的年齡層吻合，說明在臉書公開討論

的數據中，「疫苗」相關議題的不滿與聲量上升的程度比起「疫情」討論相對較

為激烈。 

九、《我的新北市》與侯市長臉書粉專分眾不同 

   《我的新北市》臉書粉專在 110年 9月初機師染疫的事件中，關鍵字多集中

在「封城」、「幼兒園」、以及「餐飲」，比起《侯友宜》臉書粉專，《我的新北

市》臉書粉專評論者更重視疫情爆發之後，市府的實際防疫措施；《侯友宜》臉

書粉專受眾關注較多則是政治性與侯市長個人特色，關注的焦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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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初步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後續更多研究參考：  

一、民調方式不限於「全市話」民調，可納入唯手機族民意 

        有鑑於時空轉換，全市話使用率逐年降低，加上臺灣進入4G、5G的時代，

網路通訊軟體普及，不僅市話的「剪線率」增加，連手機電信門號使用率也降

低。目前全國有將近三成20 歲以上的成年人的民眾已是純手機族。而2017年，新

北市的純手機族也大約占總人口的 30%，這些人是傳統市話民調問不到的選民，

已是各家民調不可以忽視的重要族群，未來進行民調時，將手機族的民意考量進

去也成為民調是否貼近真實民意的一個重要變項。 

二、民調方式可調整為「雙底冊調查」： 

        凡事是一體兩面的，市話雖然使用率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市話民調可分層隨

機抽樣，穩定且準確度較高，但以現在唯手機族比例增加的趨勢，未來進行民調

可調整以市話和手機的雙底冊（dual frame）進行調查是較推薦的方式，也就是以

「住宅電話調查為主，唯手機族資料為輔」的權值組合方式，一來可以增加樣本

涵蓋率，二者可以降低調查成本。結合的方式可以視經費狀況選擇「以手機為主

+住宅電話調查唯市話族」或者是「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各半」兩種組合擇一進

行，而前者因為手機所占比例較高，電話費成本會大於後者。這兩種方式對於樣

本的性別及年齡代表性都有相當程度的提昇。 

三、網路民調的涵蓋誤差及網路民調與市話、手機的新結合模式： 

        網路民調有即時性與較低成本的特性，但網路民調相對有網路使用人口不具

母體代表性、缺乏抽樣清冊，無法確保外部效度，可能會高估對政治或時事有高

度興趣民眾的意見。針對網路民調媒體，多為「讀者群」的調查，而不能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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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母群體之民眾意見，只能是一種民意與特殊意見之呈現。 

        然而，隨著時代改變與後疫情時代來臨，利用單一工具蒐集單一資料且單獨

運用的作法已逐漸不具效率，進行民意調查工具的選擇除了傳統市話、手機民

調，亦可加入網路社群軟體的應用，並以居多數的「唯手機族」做結合。 

四、多關注35歲以上至65歲以下之青、中年人口的聲音 

        經本疫情議題研究交叉比對110年9月不同公司官方民調及網路輿情數據資料

庫數據，無論是人口比例、公民參與度，以及網路使用比例，皆為核心的群體。

未來新北市府民調蒐整回饋資訊，除了青少年、高齡長者外，亦可多關注青、中

年人口的聲音，以作為未來施政的精進方向。 

五 、因應時代轉變，應用多元民調工具 

        由於市話的穩定性、手機使用比例的增加，以及民眾網路使用比例高，未來

本市的民意調查，可針對所需議題的特質進行民調調查工具的選擇，因為不同人

口特徵的族群在電話使用情形上有極大的差異，例如：以15到40歲之學生或租屋

族群的民眾為例，基本上可以單純透過手機調查涵蓋到幾乎所有的母體，他們也

常是高度網路使用者，像是會在網路上表達對新北市公共議題意見，可輔以網路

民調進行調查；年齡較長的年長者，則可以透過市內電話調查接觸到。  

六、《我的新北市》與侯市長粉專可有不同政策功能： 

        藉由這次關注新北市疫情的民眾聚集最多的臉書粉絲專頁《我的新北市》及

市長臉書《侯友宜》討論及關注的焦點差異，未來政府在政策行銷上可用不同的

粉專管道，例如：市府的實施的政策、知識或好康，像是青年住宅、勞工就業、

青春山海線、三環三線……等政策，可藉由此粉專管道宣傳，並結合其他重要的

社群平臺像是Instagram、LINE宣傳；而侯市長的臉書粉專則可著重於侯市長個人

特色與施政成果滿意度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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