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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全球化影響下，新興疾病可藉由交通運輸傳播至世界各地，將正確防

疫資訊以最快速度傳達給民眾，並將損害降到最低，是極為重要的課題。

雖近年新型 A 型流感疫情趨緩，但從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的經驗可

得知，新興傳染病的發生難以預測，在無疫情時即需未雨綢繆，建立良好

風險溝通管道。 

  本計畫以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為研究主題，透過運用不同宣導素材及管

道，分析傳染病防治宣導之效果與差異，並提升民眾對防疫宣導興趣，以

期發揮最大效果。本年度民調結果顯示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的防治知能及

對政府防治的滿意度、信心度皆有成長，聽過本署臉書及疾管家的民眾亦

成長 10%以上。代表目前宣導模式民眾接受度高且對政府防疫措施有感，

本計畫有延續執行之必要與價值，研究成果未來亦可運用於其他重大傳染

病之宣導模式，並可作為他單位參考。 

 

關鍵字：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新媒體、傳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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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pathogens can be easily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diversified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ross the world. It is 

therefore vital to ensure that the public is provided with timely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minimize negative impacts from emerging diseases. 

Despite a decrease in novel influenza A viruses activity in recent years,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proved that a new infectious disease may emerge 

at any time and a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must be readily in place to 

ensure a rapid response. 

The project focus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vel influenza A viruses. 

We compare a number of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and channels and analyz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promoting public awareness of and interest in information 

on the disease. The survey results of this year show an increase in public 

awareness of novel influenza A prevention, with 10 percent more people aware 

of the CDC's official website and dedicated mobile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effor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 model is well accepted by the public and they 

are aware of the government's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Extension of this project would be necessary and worthy as its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applied to public communication for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Key word：Novel Influenza A, Prevention, New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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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全球化影響下，國際觀光旅遊、商務參訪等往來日益頻繁，疾病傳

播打破國界藩籬，易透過便捷的交通工具及人員交流傳播。全球迄今人

類 H7N9 病例累計 1,568 例，615 例死亡；H5N1 病例累計 862 例，455

例死亡；H5N6 病例累計 24 例，16 例死亡；H9N2 病例累計 48 例，1

例死亡；H7N4 累計 1 例，無死亡。而鄰近我國的中國大陸近 3 年仍持

續有 H7N9、H5N6 及 H9N2 等散發病例，除政府落實防治作為，尚需

提高民眾對疾病之正確認知及防護觀念，以確實保障國民財產及人身安

全。加以 2020 年爆發的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顯示新興傳染病一

旦爆發，將對經濟與社會造成重大衝擊。唯有掌握宣導時效、將正確防

疫資訊迅速且確實地觸及民眾，才得以達成全民防疫之目標。 

  2019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顯示，透過已被民眾接受的「智慧財產權（IP）」

如疾病擬人系列等進行宣導，可加強民眾接觸傳染病防治資訊的意願；

另外結合新媒體及傳統媒體，可擴大宣導效益，並觸及不同閱聽習慣群

眾。新媒體通路反應快速，不受時地限制，且廣告成本較低，可即時應

對疫情；同時藉由社群平台如臉書、疾管家、IG、Youtube、Twitter 等

進行防疫宣導，可培養穩定受眾、擴大觸及。配合不同通路運用多樣化

宣導素材，如疾病擬人系列等創新企劃，可增加民眾對傳染病之興趣，

進而主動接觸防疫資訊。因此本年度以新媒體平台為主要宣導通路，並

輔以實體出版品，增加宣導多元性並加強觸及分眾目標對象，提供民眾

正確新型 A 型流感相關防疫資訊，最後透過辦理民意調查及數據分析

進行效益評估，以瞭解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相關知能以及對政府

在新型 A 型流感防治信心度之變化，作為未來宣導方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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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及方法 

  本計畫為 3 年期計畫，2020 年為計劃執行第 3 年，也是最後一年。

透過延續前年度執行成果，分析民眾對宣導之需求與回饋，製作及運

用各種形式創意宣導素材，並結合不同媒體平台宣導優勢以進行宣導。

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一、滿意度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民眾對於新型 A 型流感的認知程度，及對政府相關宣

導防治政策之信心度、滿意度與知曉度，委託民意傳播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於本年度 9 月 20 日至 10 月 4 日間辦理「新型 A 型流感

防治」民意調查，共完成有效樣本數 1,080 份，其中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知能及本署社群平台認知度皆有成長。 

二、文宣製作： 

2020 年度截至 11 月 30 日製作新型 A 型流感文宣共 20 款如下： 

（一）單張 11 款：「疾病擬人四格－火鍋三缺一」、「煮火鍋的防疫指

數」、「不讓新 A 流結伴而行」、「疾病擬人四格－防疫新生活運

動」、「遵守禽類處理原則」、「禽流感、新 A 流比一比」、「不想

被我 A 就好好煮熟你的雞！」、「禽畜業者防護措施」、「遠離野

生禽鳥 遠離新型 A 型流感」、「認識新型 A 型流感」、「疾病擬

人單張－天涼我想來點……」、「秋冬季來臨，口罩戴好戴滿」（附

圖 1-12）。 

（二）圖組 3 款：「預防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小偵探出任務」、「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新 A 流小知識報你知」（附圖

13-15）。 

（三）海報 2 款：「養成衛生好習慣 預防新 A 流感毋免驚」、「守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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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新 A 流防疫 5 步驟」（附圖 16-17）。 

（四）影片 1 支：「賞鳥吃雞行不行？5 要 6 不就可以」（附圖 18）。 

（五）中英文防疫繪本及影片 1 套：「小喜與朋友們 2020」（含線上雙

語防疫影片、兒歌影片）（附圖 19）。 

（六）桌曆 1 款：「2021 疾病擬人桌曆－我們永遠站在防疫最前線」（附

圖 20）。 

三、宣導貼文發布： 

  透過本署新媒體平台發布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宣導資訊並分析

成效，2020 年度至 11 月 30 日為止，於臉書發布 9 則（附表 1）、

疾管家發布 8 則（附表 2）、IG 發布 6 則（附表 3）。 

四、宣導活動辦理： 

本年度於本署臉書辦理網路活動共 4 次（附表 4）： 

（一） 6 月 8 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小偵探出任務！」留言

互動活動。 

（二） 8 月 19 日「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網路簡易調

查活動。 

（三） 11 月 27 日「5 要 6 不遠離新 A 流」直播活動。 

（四） 11 月 30 日「新 A 流小知識報你知」翻牌遊戲活動。 

五、疾管家新功能： 

  本年度新增「澄清專區」、「口罩哪裡買」等防疫資訊相關功能。 

六、完成數據分析： 

運用「informiner 即時輿情分析平臺」蒐集各月份新型 A 型流感輿

情資料，並匯集本年度各官方新媒體社群平台（如：臉書、疾管

家、IG 等），進行分析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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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本（2020）年度持續透過新媒體通路發布多元化宣導素材及貼文、辦

理網路宣導活動，以提升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認知。由於今年

COVID-19 疫情，民眾為取得防疫資訊，對本署新媒體平台關注大幅成長，

連帶提升其他疾病宣導觸及；然從互動數、留言數等可得知，民眾主要仍

聚焦於疫情資訊，新型 A 型流感等非當季傳染病則非民眾主要關注對象。 

一、社群平台經營成果：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追蹤本署社群平台之民眾人數大幅成長，尤

其以疾管家成長幅度最為明顯。基礎粉絲上升，連帶使得新型 A 型流

感等傳染病之防疫宣導觸及數及互動數皆有顯著成長（附表 5）。 

（一） 「1922 防疫達人」臉書： 

  截至11月30日止，臉書粉絲共有389,225人，本年度增加252,618

人（原 136,607 人），成長率達 1.84 倍。本年度發布宣導貼文共 9 則，

總觸及數達 2,476,103 次，其中成效最佳貼文為 10 月 29 日發布之「【#

疾病擬人｜天涼我想來點......】」單張（附圖 11）。 

  本年度大量活躍用戶的加入使得新型 A 型流感等宣導貼文自然

觸及率、互動數，以及網路活動的參加人數皆有顯著成長。同時本

年度亦持續經營「疾病擬人」企劃，除了讓新型 A 型流感等既有角

色以四格漫畫、單張等形式登場外，也持續進行新疾病角色的設計

與發布，持續企劃熱度。 

（二） 疾管家： 

  截至 11 月 30 日止，疾管家粉絲共有 2,110,328 人，本年度增加

2,110,328 人（原 90,651 人），成長率達 23.27 倍。本年度發布宣導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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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共 8 則，總觸及數達 1,251,558 次，其中成效最佳貼文為 3 月 9 日

發布之「禽畜業者！防護工作最要緊」海報。 

  本年度疾管家因應疫情，每日主動推播記者會訊息，使民眾可

在新聞發布第一時間取得重要防疫資訊，1 月底時，受到多名網紅及

黃瑽寧醫師、蔡英文總統等指標人物推薦，追蹤疾管家的粉絲人數

呈現猛爆性成長。6 月後成長隨國內疫情趨緩，每日封鎖人數則較往

年平均值多，顯示一旦脫離疫情高峰，民眾對於高頻率的防疫資訊

易感到厭倦。 

（三） 「1922 防疫達人」IG： 

  截至 11 月 30 日止，IG 粉絲共有 31,432 人，本年度增加 26,884

人（原 4,548 人），成長達 5.91 倍。本年度發布宣導貼文共 5 則，總

觸及數達 39,547 次，其中成效最佳貼文為 6 月 16 日發布之「不想被

我 A 就好好煮熟你的雞！」（附圖 7）單張。 

  本年度 IG 與疾管家、臉書、相同，粉絲數與往年比較有顯著成

長，推測為國際疫情持續，指揮中心定期透過新媒體平台發布相關

資訊，使民眾對疾病管制署社群平台關注提高。 

二、網路活動成果： 

本年度辦理網路活動共 3 場，總觸及數共 658,181 次。 

（一） 6 月 8 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小偵探出任務！」留言互動

活動：本活動以偵探故事為主題，邀請民眾扮演防疫偵探，判斷

不同角色的日常生活習慣是否有感染新型 A型流感風險（附圖 13），

並提供生活、防疫用品作為參與活動的抽獎品。本活動觸及達

252,437 人次，並有 4,543 名民眾留言參與活動，和六月份貼文平

均成效相比，互動率明顯較高，顯示透過帶有互動效果的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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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搭配抽獎活動，可以吸引民眾參與及分享。 

（二） 8 月 19 日「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網路簡易調查活動：

本活動以宣導圖文懶人包（附圖 14）結合簡單問卷，針對網路使

用者的新型A型流感相關知識進行了解，同時為接觸更廣泛群眾，

而進行廣告投放。本活動觸及達 406,319 人次，參與網路簡易調查

民眾共 3,379 人，其中 1,733 人為本署臉書既有粉絲。結果顯示，

本署粉絲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知能回答正確率較非粉絲高，而整

體網路使用者的正確率又較正式民意調查結果高（附錄 1-2）。 

（三） 11 月 27 日「5 要 6 不遠離新 A 流」直播活動：本活動邀請知名節

目「食尚玩家」外景主持人莎莎，和本署蘇家彬防疫醫師共同主

持直播節目（附圖 21）。透過莎莎擁有許多國內外旅行的主持人經

歷，和民眾分享相關經驗，並透過與醫師的談話、問答，使民眾

可在輕鬆氣氛下獲得相關防疫知識。本活動觸及達 69,616 人次，

留言討論 1,086 則。 

（四） 11 月 30 日「新 A 流小知識報你知」：本活動以「翻牌遊戲」為主

題，將疾病傳染途逕、症狀及預防方法製成遊戲圖卡，使民眾在

遊戲過程中反覆觀看，進而對防疫內容產生印象。 

三、民意調查結果分析： 

  於 2020 年 7 月 18 日至 24 日間辦理民意調查（題目見附錄 3），共

取得 1,099 分有效樣本，抽樣誤差不超過±2.97%，其中包含 577 通電話

訪問樣本及 511 份網路問卷樣本。結果顯示，民眾對於疾病認知及預

防方法皆有成長，對於政府防疫滿意度、信心度等則為 3 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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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一、宣導成效分析 

（一） 社群平台經營情形： 

  本年度適逢 COVID-19 疫情，截至 11 月 30 日止，本署經營

之所有社群平台粉絲總計已增加 238萬人以上，顯示在疫情期間，

民眾對於疫情資訊及防疫知識需求強烈，且已將社群平台等新媒

體通路視為可信賴的資訊來源之一。而隨國內疫情趨緩，則可觀

察到各平台除粉絲成長曲線隨之平緩，顯示當傳染病疫情不再是

第一威脅時，民眾的注意力便會轉移（附圖 22-24）。 

  由於有大量活躍用戶的加入，新型 A 型流感等傳染病的防疫

宣導貼文互動數及觸及數皆優於往年，而對於防疫資訊興趣的提

升則使民眾更樂意運用社群平台的既有功能分享相關訊息給親朋

好友，使得重要資訊可觸及更廣泛群眾。 

  由於民眾關注仍以 COVID-19 疫情為主，本年度新型 A 型流

感宣導以網路活動為中心，透過本署社群平台，以抽獎活動、問

答題等形式，以提升民眾互動。觸及率及參與人數等皆可達到去

年度加上廣告投放後的成果；而 8 月份「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

六關卡」活動中的簡易網路調查顯示，有半數參與活動的民眾非

本署臉書的既有粉絲，顯示當平台粉絲基數成長，加上贈獎活動

等誘因，更有助於防疫宣導透過朋友分享等方式進行擴散。 

（二） 宣導素材： 

  本年度除針對民眾最想知道的預防方法、與其他疾病之比較

為主題繪製新素材外，亦延續受好評之「疾病擬人」系列及「小

喜與朋友們」中英文繪本及影片，持續吸引喜愛動漫風格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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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族群及喜愛繪本的學童關注新型 A 型流感相關資訊。 

1. 「疾病擬人」系列：本年度以四格漫畫形式，透過新型 A 型

流感與其他角色之互動，讓民眾可以比較不同疾病的預防方法

及傳播途徑，並使擬人角色的個性更加立體，提升民眾對角色

的理解與喜愛，進而更加樂意接觸相關防疫資訊（附圖 1、4、

11）。年底出版之「2021 疾病擬人桌曆－我們永遠站在防疫最

前線」桌曆則將新型 A 型流感角色之羽毛設計為包裝封面，

搭配跑馬燈式防疫標語，作為連接 2 季角色的橋樑（附圖 20）。 

2. 「小喜與朋友們 2020」：本年度以疾病小教室的形式，在介紹

呼吸道傳染疾病的同時，說明預防方法和新型 A型流感相同，

可使幼童聯想到去年繪本內容，加深防疫知識印象（附圖19）。 

二、民意調查結果及輿情分析 

（一） 民意調查分析： 

  本年度民眾聽過新型 A 型流感（含禽流感、豬流感）比例成

長 4.3%，達 92.2%，為 3 年新高（附圖 25）；對於可能傳染途徑

的正確回答率則皆達 80%以上（附圖 26），對於正確預防措施的理

解度亦成長 2 至 7%（附圖 27），然對於主要症狀的正確認知比例

則持平或略有下降（附圖 28）。未來應加強對於相關症狀之宣導，

以提升民眾警覺心。另外，今年民眾加入本署新媒體平台人數大

量上升，亦反映於民調中社群平台認知度數據上，聽過本署臉書

者成長 25%（達 46.2%，附圖 29），聽過疾管家者成長 29.2%（達

49.2%，附圖 30），顯示在疫情發生時，民眾更常留意或接觸可即

時提供資訊的新媒體平台。 

  整體而言，民眾對政府防治滿意度較去年提升 12.8%，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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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附圖 31），信心度成長 15.9%，達 85.1%（附圖 32），亦為

3 年新高；然針對政府的防疫作為，除 1922 防疫專線之認知度有

成長外，其餘項目皆持平或降低（附圖 33），判斷應為媒體及民眾

關注皆以 COVID-19 疫情為主，且新型 A 型流感本年度疫情僅有

散發式外國病例，相關新聞及宣導露出較少，不易使民眾留下印

象。 

  而本年度於臉書辦理之簡易問卷調查結果中，網路使用者，

尤其本署臉書粉絲，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知能正確率高於本年度

民調平均值，顯示網路使用者對疾病資訊掌握度較高，而本署社

群平台追蹤者對於疾病則能有更深度的了解。 

（二） 新聞及輿情分析： 

  本年初COVID-19疫情初升時，認為病原體可能源自於動物，

連帶提升新型 A 型流感（含禽流感、豬流感）等人畜共通疾病討

論度；至 6 月份，因中國大陸發現新種豬流感病毒［1］，並認為

其有傳人可能性，使得人畜共通傳染病討論熱度再次上升（附圖

34）。然由於本年度受到 COVID-19 疫情衝擊，且新型 A 型流感病

例稀少，家禽類的禽流感疫情亦較往年低［2］（附圖 35），整體而

言民眾關注度較低。而本署辦理網路活動時可觀察到相關討論有

上升趨勢，顯示在非疫情時期，透過宣導活動，亦可提升民眾對

傳染病的關注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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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新型 A 型流感等人畜共通之新興傳染病由於變異快速、且傳染途徑、

病原等在疫情爆發初期難以掌握，一旦演化為可有效人傳人的疾病，在全

球化的環境下更容易造成大規模恐慌及衝擊，如2020年的COVID-19疫情。

政府除了明確的防疫政策外，即時且公開透明的風險溝通更有助於民眾理

解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隨網路及行動上網裝置普及，民眾普遍持有 LINE、臉書、IG 等新媒體

社群帳號，雖可使疫情資訊及時流通，然不實訊息亦有可能透過相同管道

擴散。在新媒體平台上建立官方溝通管道，平時以多樣化且符合民眾需求

的宣導及網路活動，吸引民眾關注，並培養其對防疫單位的信賴，在疫情

發生時，則可透過該管道進行防疫宣導及不實訊息澄清，當民眾需要相關

資訊時，亦會優先選擇至官方平台查詢，減少不實訊息造成的損害。 

  本年度為本多年期計畫最後一年，由民意調查結果得知，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知能，以及對於政府防疫的滿意度與信心度皆逐年提升；而本

署社群平台粉絲的疾病防治知能較平均民意調查結果為高，顯示目前的防

疫宣導模式符合民眾需求，且可確實增進民眾防疫意識。 

  本計畫透過結合運用多元平台及多樣化素材，已建立有效宣導模式，

並提升民眾防治知能。未來將持續依民眾需求及回饋意見進行調整，並使

相關宣導資訊觸及更廣泛群眾，以提升民眾自我防護能力，及對政府防疫

政策配合度，進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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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今年度為本多年期科技計畫最後一年，除了電視、廣播等傳統宣導管

道外，本署透過經營臉書、Line@及 IG 等社群平台，除發布多元素材及防

疫資訊，搭配不同形式活動，可提升民眾親近感，更樂於接觸及分享相關

資訊外，亦可減少資訊曝光宣導之公帑支出。在重大疫情發生時，則可透

過既有管道即時發布重要訊息，減緩民眾恐慌，進而配合政府防治措施。 

一、 重要成果： 

（一） 完成宣導素材共 20 款。 

（二） 於本署社群平台發布新型 A 型流感宣導貼文共 26 則，總觸及數

達 3,777,995 人次。 

（三） 辦理宣導活動共 4 場，總觸及數達 794,608 人次。 

（四） 提升民眾對政府防治滿意度 12.8%，達 67.3%，提升信心度 15.9%，

達 85.1%。 

二、 具體建議： 

（一） 持續結合傳統媒體及新媒體長處進行宣導，並延伸運用「疾病擬

人」系列等有一定人氣的 IP 進行多樣化宣導，以提升民眾對防

疫資訊興趣。 

（二） 持續經營新媒體社群平台，維持現有粉絲黏著度，使防疫資訊可

更有效觸及大眾。 

（三） 持續提升輿情回應能力，以因應瞬息萬變之新興傳染病疫情。 

（四） 本計畫成果中「疾病擬人」等結合傳統及新媒體的有效宣導模式

可運用於更廣泛傳染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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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圖、表 

2020 年度宣導素材製作 

附圖 1-疾病擬人四格－火鍋三缺一 附圖 2-煮火鍋的防疫指數 

  

附圖 3-不讓新 A 流結伴而行 附圖 4-疾病擬人四格－防疫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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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遵守禽類處理原則 附圖 6-禽流感、新 A 流比一比 

 

 

 

 

 

 

 

附圖 7-不想被我A就好好煮熟你的雞！  附圖 8-禽畜業者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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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9-遠離野生禽鳥遠離新型A型流感 附圖 10-認識新型 A 型流感 

  

附圖 11-疾病擬人單張-天涼我想來點 附圖 11-秋冬季來臨，口罩戴好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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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預防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小偵探出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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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4-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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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5-新 A 流小知識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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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6-養成衛生好習慣 預防新A流感

毋免驚 
附圖 17-守護健康！新 A 流防疫 5 步驟 

  

 

 

 

 

 

 

 

 

 

 

附圖 18-賞鳥吃雞行不行？5 要 6 不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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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9-小喜與朋友們 2020（繪本內頁） 

 

 

 

 

 

 

 

 

 

附圖 19-小喜與朋友們 2020（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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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0- 2021 疾病擬人桌曆－我們永遠站在防疫最前線 

 

 

 

 

 

 

 

 

 

 

 

附圖 21「5 要 6 不一起遠離新 A 流」直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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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2- 2020 年度臉書粉絲成長趨勢 

 
附圖 23- 2020 年度疾管家粉絲成長趨勢 

 

附圖 24- 2020 年度 IG 粉絲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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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5-民眾聽過新型 A 型流感比例 

 

附圖 26-民眾對可能傳染途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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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7-民眾對正確預防措施理解 

 

附圖 28-民眾對疾病主要症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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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9-民眾聽過本署臉書比例 

 

附圖 30-民眾聽過本署疾管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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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1-民眾滿意度 

 

附圖 32-民眾信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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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3-民眾對政府防治作為認知 

 

附圖 34- 2020 年度新型 A 型流感關鍵字輿情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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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5-歷年「禽流感發生案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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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0 年度本署臉書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效益表 

日期 圖文主題 觸及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互動數 

1 月 20 日 煮火鍋的防疫指數 43,151 812 140 9 2,418 

5 月 17 日 
【#疾病擬人｜防疫新生活運動】新

A 流篇 
165,870 3,525 158 41 16,511 

6 月 1 日 新型 A 型流感怎麼傳染？  170,010 2,423 405 54 7,930 

6 月 8 日 遵守禽類處理原則 預防新 A 流 170,340 2,775 232 28 5,893 

6 月 26 日 
防治新 A 流：賞鳥吃雞行不行？5

要 6 不就可以 
393,541 3,565 494 25 15,390 

8 月 12 日 不想被新 A 流 A 到 144,345 2,231 279 21 4,869 

10 月 29 日 【#疾病擬人｜天涼我想來點......】 1,179,903 12,415 497 137 60,879 

11 月 13 日 認識新型 A 型流感 155,795 1,779 212 347 4,128 

11 月 26 日 
養成衛生好習慣，預防新 A 流，毋

免驚 
53,148 850 74 12 1,359 

 

附表 2-2020 年度本署疾管家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效益表 

日期 圖文主題 曝光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點擊數 

2 月 3 日 真雞不怕火煉 39,410 226 140 6 - 

3 月 9 日 禽畜業者！工作防護最要緊 198,260 392 144 30 2,333 

4 月 20 日 不想被新 A 流 A 到 157,778 358 244 30 3,361 

6 月 1 日 新型 A 型流感速退散 150,682 202 357 1 3,734 

6 月 11 日 禽流感 VS 新 A 流 175,268 209 61 5 2,053 

7 月 20 日 養成衛生好習慣預防新A流毋免驚 190,059 182 94 1 1,911 

10 月 1 日 防新 A 流護健康 176,320 138 38 11 2,358 

10 月 9 日 禽畜業者防護措施 163,781 174 25 3 740 

 

附表 3-2020 年度本署 IG 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效益表 

日期 圖文主題 觸及次數 按讚數 留言 

2 月 18 日 不讓新 A 流結伴而行 4082 337 0 

6 月 16 日 不想被我 A 就好好煮熟你的雞！ 10,017 543 1 

6 月 30 日 防治新 A 流：賞鳥吃雞行不行？5 要 6 不就可以 5,717 189 5 

10 月 20 日 遠離野生禽鳥 遠離新型 A 型流感 9,838 343 4 

11 月 13 日 禽肉蛋類要煮熟 9,893 298 3 

11 月 17 日 秋冬季來臨 口罩戴好戴滿 10,787 37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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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020 年度本署臉書新型 A 型流感活動效益表 

日期 活動主題 觸及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互動數 

6 月 8 日 預防新型 A 型流感 防疫小偵探出任務 251,862 7,087 1,682 4,391 29,678 

8 月 19 日 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 406,319 1,655 352 455 9,775 

11 月 27 日 5 要 6 不遠離新 A 流 69,340 1,419 726 1,087 21,202 

11 月 30 日 新 A 流小知識報你知 67,087 1,522 1,105 1,120 5,510 

 

附表 5-2020 年度本署經營社群平台粉絲人數成長表 

平台 臉書粉絲成長數 疾管家粉絲成長數 IG 粉絲成長數 

月份 粉絲總數 增加數 粉絲總數 增加數 粉絲總數 增加數 

2019 年 

12 月 
136,607 - 90,651 - 4,548 - 

1 月 173,164 36,557 1,141,721 1,051,070 5,749 1,201 

2 月 249,419 76,255 1,912,005 770,284 6,460 711 

3 月 290,074 40,655 2,112,531 200,526 7,937 1,477 

4 月 347,411 57,337 2,174,266 61,735 9,285 1,348 

5 月 364,120 16,709 2,182,480 8,214 17,985 8,700 

6 月 369,281 5,161 2,185,837 3,357 21,807 3,822 

7 月 372,664 3,383 2,188,270 2,433 23,934 2,127 

8 月 379,802 7,138 2,191,747 3,477 26,032 2,098 

9 月 383,712 3,910 2,193,820 2,073 27,804 1,772 

10 月 386,691 2,979 2,198,091 4,271 29,483 1,679 

11 月 389,225 2,534 2,200,979 2,888 31,432 1,949 

總成長數 252,618 2,110,328 26,884 

成長率 184.92% 2327.97% 5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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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錄 

附錄一、 

「新型 A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網路簡易調查題目 

題號 問題 選項 

1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豬流

感)？ 【只要聽過一個即可】 

(1) 有聽過 

(2) 沒有聽過 

2 
請問您是否知道禽流感病毒透過雞、鴨或豬等家畜所

傳染之流感已被政府合併為新型 A 型流感？ 

(1) 知道  

(2) 不知道 

3 
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

（複選題） 

(1) 接觸傳染  (2)飛沫傳染 

(3)食物傳染   (4)血液傳染 

(5)都不知道 

4 
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

（複選題） 

(1) 上呼吸道症狀（如咳嗽、流鼻涕、喉嚨痛） 

(2) 結膜炎 

(3) 腸胃道症狀（如噁心、嘔吐、腹瀉） 

(4) 都不知道 

(5) 以上都不正確 

5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 A 型流

感？（複選題） 

(1) 食用未煮熟的雞/鴨肉及蛋類 

(2) 接觸生病的鳥、雞、鴨等禽類 

(3) 到疫情流行地區之養禽場參觀 

(4) 購買或飼養來路不明的禽鳥 

6 
請問您認為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複選

題） 

(1) 勤洗手 

(2) 避免到新型 A 型流感流行地區 

(3) 避免到養殖或宰殺禽鳥場所 

(4) 避免接觸禽鳥及禽鳥排泄物 

(5) 避免購買及食用來路不明禽鳥肉品及其相

關製品（包括蛋類） 

(6) 避免生食禽鳥肉品及其相關製品(包括蛋類 

(7) 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戴

口罩並儘速就醫 

(8)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預防 

7 
請問您之前有聽過或有加入疾病管制署專門用來宣

導傳染病的 1922 防疫達人臉書粉絲專頁嗎？ 

(1)有聽過，但未加入   

(2)有聽過，且加入  

(3)沒有聽過 

8 請問您之前是否參加過 1922 防疫達人的臉書活動? (1)有 (2)沒有 

9 請問您對於 1922防疫達人的防疫宣導規劃是否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0 
請問您在本次活動前是否曾經看過 1922 防疫達人針

對新型 A 型流感的其他防疫宣導素材 

(1) 有，且滿意 

(2) 有，但不滿意 

(3)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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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新型 A 型流感，禽畜防疫六關卡」網路簡易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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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的其他民眾沒有聽過新型 A型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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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20 年度「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民意調查題目 
您好，這裡是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的執行單位，目前正在進行「新

型 A 型流感防治滿意度調查」，耽誤您一些時間，謝謝！ 

這份問卷是受政府機關委託執行，您的意見將成為政府決策時的重要參考，

僅作為分析之用，並且所有資料與意見都將受到最嚴密的保護，請您放心。 

若您有任何疑問，查詢電話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１、請問您現在大約幾歲？ 

（01）18-19 歲（02）20-24 歲（03）25-29 歲（04）30-34 歲 

（05）35-39 歲（06）40-44 歲（07）45-49 歲（08）50-54 歲 

（09）55-59 歲（10）60-64 歲（11）65-69 歲（12）70 歲以上 

（98）不清楚/不知道【中止訪問】 

２、請問您目前居住的縣市是？  

（01）基隆市（02）台北市 （03）新北市 （04）桃園市 （05）新竹市  

（06）新竹縣（07）苗栗縣 （08）台中市 （09）南投縣 （10）彰化縣  

（11）雲林縣（12）嘉義市 （13）嘉義縣 （14）台南市 （15）高雄市  

（16）屏東縣（17）台東縣 （18）花蓮縣 （19）宜蘭縣 （20）澎湖縣 

（21）金門縣（22）連江縣 （98）不清楚/不知道【中止訪問】 

３、請問您有沒有聽過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豬流感)？【只要聽過一個

即可】 

（01）有聽過（02）沒有聽過 

４、請問您是否知道禽流感病毒透過雞、鴨或豬等家畜所傳染之流感已被

政府合併為新型 A 型流感？ 

（01）知道（02）不知道 

５、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複選題） 

*說明*正確答案為(01)、(02)、(03) 

（01）接觸傳染（02）飛沫傳染（03）食物傳染（04）血液傳染 

（98）都不知道 

６、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複選題） 

*說明*正確答案為(01)、(02) 

（01）上呼吸道症狀（如咳嗽、流鼻涕、喉嚨痛）（02）結膜炎 

（03）腸胃道症狀（如噁心、嘔吐、腹瀉）（04）都不知道 

（05）以上都不正確 

７、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 A 型流感？（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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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正確答案為(01)、(02)、(03)、(04) 

（01）食用未煮熟的雞肉/鴨肉及蛋類（02）接觸生病的鳥、雞、鴨等禽類 

（03）到疫情流行地區之養禽場參觀（04）購買或飼養來路不明的禽鳥 

（98）不知道／拒答 

８、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複選題） 

*說明*正確答案為(01)、(02) 、(03)、(04)、(05)、(06)、(07) 

（01）勤洗手（02）避免到新型 A 型流感流行的地區 

（03）避免到養殖或宰殺禽鳥場所（04）避免接觸禽鳥及禽鳥排泄物 

（05）避免購買及食用來路不明的禽鳥肉品及其相關製品（包括蛋類） 

（06）避免生食禽鳥肉品及其相關製品（包括蛋類） 

（07）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時，戴口罩並儘速就醫 

（97）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預防 

（98）不知道／拒答 

９、請問有關新型 A 型流感，您較想獲得那些知識／訊息？（複選題） 

（01）感染症狀（02）感染地區/疫區（03）傳染方式（04）治療方式 

（05）預防方式（94）其他【紀錄內容】 

（98）不知道／拒答 

１０、請問您是否知道目前政府在防疫新型 A 型流感進行了那些措施？（複

選題） 

（01）加強機場、港口入出境檢疫 

（02）有疫情時隨時召開記者會公佈最新消息 

（03）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免費民眾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04）定期在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上向民眾做宣導 

（05）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提供新型 A 型流感疾病介紹及預防方式 

（06）與醫院合作設置旅遊醫學門診 

（94）其他【紀錄內容】 

（98）不知道／拒答 

１１、請問您認為，政府在宣導新型 A 型流感的資訊、症狀、流行地區及

預防方法是否足夠？  

（01）非常足夠（02）足夠（03）不太足夠 （04）非常不足夠 

（98）不知道／拒答 

１２、請問您過去一年，曾透過那些管道獲得傳染病(如流感/新型 A 型流感

/腸病毒/登革熱/麻疹等)的相關訊息？（複選題） 

（01）電視(新聞/廣告/節目)【跳答 Q15】 

（02）廣播(新聞/廣告/節目)【跳答 Q15】 

（03）報章雜誌【跳答 Q15】 



40 

 

（04）網站/電子報【續答 Q13，後跳答 Q15】 

（05）通訊軟體(Ex Line、wechat..) 【續答 Q13、Q14】 

（06）社群網站(EX 臉書 Facebook、PTT…等) 【續答 Q13、Q14】 

（07）宣導海報【跳答 Q15】 

（08）朋友/鄰居【跳答 Q15】 

（09）村里長【跳答 Q15】 

（10）醫療院所【跳答 Q15】 

（11）戶外廣告【跳答 Q15】 

（12）學校【跳答 Q15】 

（94）其他【紀錄內容】【跳答 Q15】 

（97）忘記來源【跳答 Q15】 

（98）不知道／拒答 

１３、請問您主要是透過哪些網站，包含即時通訊軟體和社群網站，得到

傳染病(如流感/新型 A 型流感/腸病毒/登革熱/麻疹等)的訊息？（複選題） 

（01）Line（02）臉書 Facebook（03）Youtube （04）Instagram 

（05）推特 Twitter（06）各大搜尋引擎（如 Google、Yahoo） 

（07）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08）微信 WeChat 

（09）網路新聞網（如 udn 聯合新聞網,NOWnews 今日新聞網等） 

（10）BBS（如台大批踢踢）（11）網路論壇（如 mobile01、背包客棧等） 

（12）電子報（94）其他【紀錄內容】（97）忘記來源 

（98）不知道／拒答 

１４、現在民眾較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有：Line、FB、Instagram、

Youtube，請問您最常使用的是？【第一序位】 

（01）Line（02）FB（03）Instagram（04）Youtube 

（05）都沒有使用【跳答 Q15】 

（98）不知道／拒答【跳答 Q15】 

１４ａ、那麼，在 Line、FB、Instagram、Youtube（排除前項答案）當中，

第二常使用的是？【第二序位】 

（01）Line（02）FB（03）Instagram（04）Youtube 

（05）都沒有使用【跳答 Q15】 

（98）不知道／拒答【跳答 Q15】 

１４ｂ、那麼，在 Line、FB、Instagram、Youtube（排除前二項答案）當中，

第三順位使用的是？【第三序位】 

（01）Line（02）FB（03）Instagram（04）Youtube 

（05）都沒有使用【跳答 Q15】 

（98）不知道／拒答【跳答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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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最後，向您確認 Line、FB、Instagram、Youtube（排除前三項答案）

是您使用的第四順位？【第四序位】 

（01）Line（02）FB（03）Instagram（04）Youtube 

（05）沒有使用【跳答 Q15】 

（98）不知道／拒答【跳答 Q15】 

１５、請問您有聽過或有加入疾病管制署專門用來宣導傳染病的 1922 防疫

達人臉書粉絲專頁嗎？  

（01）有聽過，但未加入（02）有聽過，且加入（03）沒聽過 

（98）拒答 

１６、那麼，請問您有聽過或有加入疾病管制署的 Line 官方帳號（疾管家）

嗎？  

（01）有聽過，但未加入（02）有聽過，且加入（03）沒聽過 

（98）拒答 

１７、整體來說，請問您對目前政府在防治新型 A 型流感表現是否滿意？  

（01）非常滿意（02）滿意（03）不太滿意（04）非常不滿意 

（98）不知道／未回答 

１８、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推動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有沒有信心？  

（01）很有信心（02）有點信心（03）有點沒信心（04）很沒信心 

（98）不知道／未回答 

１９、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01）國小及以下（02）國初中（03）高中職（04）專科（05）大學 

（06）研究所及以上 

（98）拒答 

２０、為了整體統計的關係，請問您個人平均每月收入大約是多少？ 

（01）目前無收入（02）不到 20,000 元（03）20,000 元至 29,999 元 

（04）30,000 元至 39,999 元（05）40,000 元至 49,999 元 

（06）50,000 元至 59,999 元（07）60,000 元至 79,999 元 

（08）80,000 元至 99,999 元（09）100,000 元至 149,999 元 

（10）150,000 元至 199,999 元（11）200,000 元以上 

（97）不一定/很難說 

（98）不知道/拒答 

２１、請問您的職業是什麼？ 

（01）自營商、雇主、企業家、民意代表 

（02）高階主管及經理人員 

（03）專業人員（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等） 

（0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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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事務支援人員（郵局銀行行員、辦公室事務工作、公司櫃台接待、

總機等） 

（06）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空服員、保全、褓母、看護、攤販等） 

（07）技藝、機械設備操作及體力技術工 (司機、水電工、油漆工、清潔工

等) 

（08）農、林、漁、牧、礦業生產人員 

（09）軍警公教 

（10）家庭主婦 

（11）學生 

（12）自由業 

（13）退休 

（14）待業中/無業 

（94）其他【紀錄內容】 

（98）拒答 

２２、受訪者性別：【請訪員自行輸入】 

（01）男性        （02）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