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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人口增加、人類生活型態的改變及交通運輸之進步

等原因，人畜共通傳染病不只出現了增多的情況，亦產生更廣泛流傳

之趨勢，且多數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對野生動物並沒有病原性，以致於

人類不知提高警覺而被感染，並出現人傳人之情形。有鑑於此，為提

高民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之認知，增進民眾獲取資訊的便利性及提

升宣導效益，本計畫以強化人畜共通傳染病風險溝通機制為目的，透

過逐步調整、建立風險溝通模式，以建置公共宣導平台的方式，提供

各界完整之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資訊，提升民眾對人畜共通傳染病認

知程度及對政府在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之信心度。 

 

    本(110)年度計畫完成宣導素材共 26款，發布相關貼文總觸及數

達 5,057,047人次；辦理宣導活動 6場，總觸及數達 681,799人次。

另透過民意調查發現，多數民眾雖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有所耳聞或對

於管理機關有正確認知，但對於臺灣曾經出現過哪些「人畜共通傳染

病」則並不清楚，且無法指出那些疾病屬於人畜共通傳染病，另民眾

對於獲取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資訊的需求、以及對政府防治滿意度、

宣導評價均尚需加強；經評估可能係受 COVID-19疫情影響，加上民

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認知度較低，除了提高民眾對傳染病防治之重

視外，針對政府目前已有進行之作為也較無法產生連結。 

 

    全球在經歷同為人畜共通傳染病之 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MERS-CoV）、伊波拉病毒感染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等疫情衝擊後，更加顯示出面對人畜共通傳染病，如何

將正確防疫資訊以最快速度傳達給民眾是未來防疫宣導工作中極為重

要的課題，本計畫後續將持續視各項人畜共通傳染病之宣導成效及民

調情況，滾動式調整新媒體經營模式，並與農方建立單一風險溝通平

台，適時加入傳統媒體的衛教宣導，以提高民眾對於相關資訊的取

得，提升民眾對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知能、增進民眾對政府在人畜共通

傳染病防治的信任與信心，降低突發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各項衝擊，確

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關鍵詞：人畜共通傳染病、風險溝通、公共宣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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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population growth, human lifestyle changes,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zoonotic diseases have not only 

increased in incidence, but also spread more widely.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zoonotic diseases are not pathogenic to wild animals. As a result, 

humans become infected without heightened vigilance and pass the disease 

from person to person. In light of the aforementioned, this study aims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for zoonotic diseases 

in order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zoonotic diseases, improve public 

acces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bolster the effectiveness of awareness 

campaigns. A public outreach platform will be set up through gradual 

adjustment and establishing a risk communication model in order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zoonotic diseases fo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zoonotic diseases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tackle zoonotic diseases.  

    In 2021, a total of 26 promotion materials were produced, and the 

number of impressions for related posts was 5,057,047, and 6 awareness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which reached a total of 681,799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s of public opinion survey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have the correct knowledge about zoonotic diseases 

and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types of 

zoonotic diseas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aiwan and which diseases are 

zoonotic. Moreover, public demand f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lated to 

zoonotic diseases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 as well as awareness campaign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ssessments revealed that the public might have less 

awareness about zoonotic diseas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refore, besid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the public,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 

to relate to the ongoing effor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zoonotic 

disease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outbreaks of zoonotic diseases such as SARS,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Ebola, and COVID-19 

in the world have further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fast 

public access to accurate diseas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which is key to 

successful disease awareness campaigns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will keep 

evaluating the results of relevant awareness campaigns and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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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s, adjusting the new media management model on a rolling basis, 

and establishing a single risk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ith farmers. In 

addition,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through traditional media will be 

included when appropriate to improve the reach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bolstering public awareness of zoonotic diseases 

and increasing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zoonotic diseases, while reducing the impact of a sudden 

outbreak on the society and ensuring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people. 

 

Keywords: zoonotic diseases, risk communication, public outreach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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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近年「全球化」的趨勢下，人與人之間的流動往來越加密切頻

繁，在各國人民互相交流接觸中，已不再只是傳染病本身之傳播速度

隨之加快，各類傳染病所衍生的爭議、困境及影響力也都呈現快速提

升的趨勢。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雖已成為目前國際間重視的公共衛生

議題之一，然而一般民眾多在疫情爆發時才會提升對特定疾病的關

注，平時對這類疾病預防的關注與警覺相對有限，因此當疫情發生

時，取得正確防疫資訊的速度往往不及疫情與爭議訊息所散播的速

度。 

人畜共通病（zoonoses）為任何可以於動物與人間相互傳染之疾

病，它們透過人畜間直接傳播，或是藉由病媒傳播（例如蚊子），將

病原體帶入另外一個生物體上，而這些病原體包括真菌、細菌、病毒

和原生動物，目前世界上已知超過 250 種人畜共通傳染病，之中包括

民眾所熟悉的狂犬病、禽流感、日本腦炎……等，以及過去曾造成全

球重大疫情衝擊的 SARS、MERS-CoV、伊波拉病毒，再到 2019 年爆

發之 COVID-19，各類人畜共通傳染病之大流行無不對全球健康、民

生與經濟產生嚴重影響，世界各國與區域的公衛、醫療系統也面臨嚴

峻考驗，顯見新興傳染病一旦爆發，將對經濟與社會造成重大衝擊。

如何使民眾在疫情爆發時，瞭解國內外疫情趨勢外，更進一步將各類

傳染病等相關防疫知識徹底內化，進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儼然

已成為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之一。 

在面對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緊急情況下，若缺乏共同應對規劃和

合作機制恐將造成各部門之間的混亂且延誤反應，導致更為嚴重及複

雜結果，政府在推動疫情防治工作的過程中，除了需肩負疫情監測、

控制及制定相關政策外，如何讓民眾及利害關係人得以於第一時間獲

取正確、可靠的防疫資訊，更是疫情控制與否的重要關鍵，故良好的

風險溝通策略及宣導管道，將在「防疫」及「抗疫」的過程中佔有關

鍵角色，本計畫目的係藉由逐步調整、建立風險溝通模式，更快速、

準確方式提供各界完整之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資訊，以此提升民眾對

人畜共通傳染病認知程度及對政府在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之信心度，

並能準確並即時提供民眾正確防疫資訊，有效防堵疫情擴散、降低人

員的傷亡及財產的損失守住國人的健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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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及方法 

本計畫為 4 年期計畫，2021 年為計劃執行第一年。本計畫以

「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為宣導主軸，分別針對一般大眾設計製作多

元素材(包括：單張、懶人包、動態圖片及影片等)，並透過本署自營

新媒體平台：臉書、Line@疾管家及 Instgram(以下簡稱 IG)，進行衛

教宣導；同時，為提升民眾對於傳染病防治的興趣，亦會不定期舉辦

各式實體或網路活動，以藉由實際參與過程強化民眾防疫知能並加深

印象。最後，透過民意調查進行計畫效益評估，以瞭解民眾對於人畜

共通傳染病防治相關知能及對政府防疫信心度之變化，作為未來宣導

模式調整參考。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一、多元素材製作： 

此計畫以「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為宣導主題，針對一般

大眾設計製作多元素材(包括：單張、懶人包、動態圖片及影片

等)，並透過本署自營新媒體平台：臉書、Line@疾管家及 IG，

進行宣導。 

二、新媒體平台宣導效益評估 

    依據過去觀察新媒體貼文，民眾觀看貼文約維持 14 天關

注度即減少，故以發布後 14 天數據作為統計。 

(一) 臉書：以貼文發布後第 14 天的「觸及人數(觸及帳號

數)」、「按讚數」、「分享次數」、「留言數」及「互動數(按

讚數+分享+留言+點擊數)」進行單篇貼文的效益分析；

另，以本署帳號的「追蹤人數」評估發布模式之正確性及

宣導效益。 

(二) Line@疾管家：以貼文發布後第 14 天的「曝光次數」、

「按讚數」、「分享次數」、「留言數」及「點擊數」進行單

篇貼文的效益分析；另，以 Line@疾管家的「粉絲人數」

評估發布模式之正確性及宣導效益。 

(三) IG：以貼文發布後第 14 天的「觸及人數(觸及帳號數)」、

「按讚數」、「留言數」及「互動數(按讚數+儲存次數+分

享+留言)」進行單篇貼文的效益分析；另，以本署帳號的

「追蹤人數」評估發布模式之正確性及宣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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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實體宣導活動效益評估：依據過去觀察網路/實體活動，

因活動具時效性，民眾約維持 7 天關注度即減少，故以活動

發布/舉辦後 7 天數據作為統計。 

(一) 臉書問答抽獎活動：以活動結束後第 7 天的「觸及人數

(觸及帳號數)」、「按讚數」、「分享次數」、「留言數」、「互

動數(按讚數+分享+留言+點擊次數)」及「參加抽獎的人

數」進行活動效益分析。 

(二) 臉書直播抽獎活動：同時透過本署及活動參與 KOL 的臉

書帳號進行直播，並以活動結束後第 7 天之前述 2 帳號的

直播「總觸及人數(觸及帳號數)」、「直播高峰同時在線人

數」、「觀眾總分享數」及「參加抽獎的人數」進行活動效

益分析。 

四、滿意度調查結果分析： 

為了解民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認知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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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間辦理

「人畜共通傳染病」民意調查，藉此蒐集相關民意作為往後

規劃相關措施之參考。此次民意調查以居住在臺閩地區年滿

18 歲以上之民眾為調查對象執行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共計

完成有效樣本 1,080 份，以 95%信賴度估計，抽樣誤差約為±

3.0 個百分點，其中包括 580 份電話調查樣本及 500 份網路調

查樣本。網路調查樣本使用入選機率調整法（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PSA）計算修正係數調整後與電話調查樣本合

併，並以「多變數反覆加權（raking）」的方式進行加權，使

合併後樣本結構分布與母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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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本年度研究自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共完成多元素材製作 26 款

(含單張 19 款、圖組 1 款、影片 4 支、防疫繪本及影片 1 套、設定集 1 

款)；於本署自營的新媒體平臺發布宣導貼文共 28 則，總觸及數達

5,057,047 人次；辦理宣導活動 6 場，總觸及數達 681,799 人次。另辦理民

意調查 1 次，民調針對民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認知與需求情形、對於政

府防治措施之認知與宣導評價、獲得訊息之管道及對於政府防治之整體評

價與信心方面進行民意蒐集，相關結果將作為未來規劃之依據。 

針對整體執行情形與成果，將分項詳述說明如下： 

一、多元素材製作 

本年度截至 11 月 30 日製作人畜共通傳染病文宣共 26 款如下： 

(一) 單張 19 款：「年末大掃除，跟鼠 say bye bye」、「預防漢他病

毒，防鼠三不措施」、「初三老鼠娶新娘，食物妥善收藏」、「小

心草叢裡的小怪物！」、「其鼠很可怕」、「清明連假掃墓出遊要

怎恙」、「出現焦痂要當心，竟是恙蟲叮上你」、「疾病擬人－漢

他病毒症候群」、「生食生飲的隱形殺手－李斯特菌」、「餐飲不

速客，防鼠逛大街」、「疾病擬人－李斯特菌」、「預防狂犬病，

避免野生動物」、「夏日防疫也要防蚊」、「預防日本腦炎跟我這

麼做」、「日本腦炎，防護不能少」、「被野生動物抓咬傷記得盡

速就醫!」、「疾病擬人－沙門氏菌」、「疾病擬人－肉毒桿菌」、

「預防鼠來怎麼保，防鼠措施 123」（附圖 1-19）。 

(二) 圖組 1 款：「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防疫糾察隊出動!」（附圖

20）。 

(三) 影片 4 支：「愛護牠，也當心狂犬病」、「夏日炎炎小心腸胃

炎」、「防治做得好，日本腦炎不惱人」、「防疫小劇場，漢他病

毒之亂」（附圖 21-24）。 

(四) 中英文防疫繪本及影片 1 套：「小喜與朋友們 2021」（含線上

雙語防疫影片、兒歌影片）（附圖 25）。 

(五) 設定集 1 款：「《DISEASE 疾病擬人設定集》1、2 冊」（附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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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體平臺宣導成果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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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民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防治認知。由於

自 2019 年開始之 COVID-19 疫情加上今年中旬疫情升溫，民眾為

即時取得防疫資訊，對本署新媒體平台皆維持高關注度並持續成長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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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情資訊，人畜共通傳染病等非當季

傳染病則非民眾主要關注對象。 

(一) 臉書：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止，共發布 14 篇人畜共通傳染

病貼文，其中 9 篇為宣導貼文、5 篇為網路宣導活動貼文；14 篇

宣導相關貼文之總觸及次數為 2,295,932，而按讚、分享、留言

及點擊等總互動數為 179,505；其中以 7 月 29 日發布的「疾病

擬人–沙門氏菌」貼文(附圖 17)觸及數(376,960)最高，並有 7,650

人按讚、445 人分享、305 人留言及 30,384 次點擊。 

表 1. 2021年臉書人畜共通傳染病宣導成果 

日期 圖文主題 
素材 

類型 

觸及 

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互動數 

3/5 
鼠來怎麼「保」? 防鼠措

施 123 
單張 111,053 928 69 9 2,066 

4/2 清明連假掃墓出遊要怎恙 單張 67,963 585 52 9 1,314 

4/29 疾病擬人 漢他病毒症候群 單張 224,772 2,173 162 45 10,363 

4/16 漢他老鼠 OUT 直播 51,272 1,777 899 1,338 4,250 

4/26 漢他病毒「神秘挑戰書」 
留言 

抽獎 
72,666 798 264 485 3,465 

6/18 夏日防疫也要防蚊 單張 74,875 558 50 22 1,079 

7/29 疾病擬人–沙門氏菌 單張 376,960 7,650 445 305 30,384 

8/2 肉毒桿菌「神秘挑戰書」 
留言 

抽獎 
194,173 2,387 694 1,610 11,924 

8/5 疾病擬人–肉毒桿菌 單張 275,448 2,869 237 47 17,439 

8/23 
被野生動物抓咬傷 

記得盡速就醫! 
單張 127,025 929 103 22 2,156 

8/12 疾病擬人 李斯特菌 單張 249,981 4,427 417 64 16,609 

8/16 
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防

疫糾察隊出動! 

留言 

抽獎 
143,611 4,821 2,025 4,172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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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認識狂犬病-好康抽一波 
留言 

抽獎 
220,077 4,606 1,558 4,351 16,685 

10/21 
預防漢他病毒，防鼠三不

措施 
單張 106,056 1,388 112 21 3,050 

(二) Line@疾管家：共發布 7 篇人畜共通傳染病宣導貼文，總曝光次

數為 2,643,839，而按讚、分享、留言及點擊等總互動數為 55,287；

其中以 6 月 10 日發布的「出現焦痂要當心，竟是恙蟲叮上你」

(附圖 7)點擊率(30,661)最高，並有 1,293 人按讚、1373 人分享、

59 留言。另外，8 月 26 日發布的「餐飲不速客，防鼠逛大街」

宣導貼文則為曝光次數最高(760,783)之貼文。 

表 2-2021年 Line@疾管家人畜共通傳染病貼文宣導成果 

日期 圖文主題 
素材 

類型 
曝光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點擊數 

2/14 
初三老鼠娶新娘，食物

妥善收藏 
單張 117,463 214 115 5 3,216 

3/8 其鼠很可怕 單張 109,208 151 849 4 3,171 

3/25 
生飲生食的隱形殺手李

斯特菌 
單張 105,323 152 66 4 2,071 

4/8 
預防狂犬病 避免逗弄野

生動物 
單張 131,163 164 30 3 1,384 

6/10 
出現焦痂要當心，竟是

恙蟲叮上你 
單張 712,214 1,293 1373 59 30,661 

7/8 日本腦炎，防護不能少 單張 707,685 748 225 52  

8/26 餐飲不速客 防鼠逛大街 單張 760,783 618 66 36 8,557 

(三) IG：共發布 7 篇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宣導貼文，總觸及數為 117,276，

而按讚、分享、留言等總互動數為 3,929；其中以 5 月 28 日所

發布的「防治做的好，日本腦炎不惱人」宣導影片(附圖 23)觸及

數(32,065)最高，並有 1,049 人按讚、35 人留言。 

表 3-2021年 IG人畜共通傳染病宣導成果 

日期 圖文主題 素材類型 觸及次數 按讚數 留言 

1/5 「年末大掃除，跟鼠 say bye bye 單張 8,593 290 5 

3/19 小心草叢裡的小怪物 單張 9,654 318 2 

5/28 防治做的好，日本腦炎不惱人 短影片 32,065 1,04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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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夏日炎炎，小心腸胃炎 短影片 17,692 689 5 

7/27 愛護牠  也要當心狂犬病 短影片 15,583 597 0 

8/24 預防日本腦炎跟我這麼做 單張 19,376 505 5 

10/29 防疫小劇場 漢他病毒之亂 短影片 14,313 429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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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疾管家成長幅度最為明顯。基礎粉絲上升，連帶使得

人畜共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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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419,人，本年度增加

636,639 人（原 395,780 人），成長率為 160.86%。 

    本年度因 COVID-19 疫情，大量活躍用戶的加入及瀏覽使得人

畜共通傳染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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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年度亦與本署極受歡迎之「疾病擬人」

企劃結合，藉由各具特色之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擬人腳色，以四格漫

畫、單張等形式登場外，並持續進行新疾病角色的設計與發布以維

持企劃熱度。 

(二)Line@疾管家： 

    截至 11 月 30 日止，Line@疾管家粉絲共有 10,149,654 人，本

年度增加 7,942,690 人（原 2,206,964 人），成長率為 359.89%。 

    本年度 Line@疾管家因疫情持續影響，藉由每日主動推播記者

會相關資訊，使得民眾可在新聞發布第一時間快速、簡易取得重要

防疫資訊，5 月中旬，受到多本土疫情快速升溫，民眾對於疫情關

注度亦出現回升之情況，追蹤 Line@疾管家的粉絲人數呈現猛爆性

成長，然而隨著 6 月後國內疫情趨緩，每日確診數出現明顯下降，

且已過疫情最高峰，民眾開始對於高頻率的防疫資訊易感到麻痺，

粉絲人數亦出現成長趨緩的情況。 

(三)「1922 防疫達人」IG： 

    截至 11月 30日止，IG 粉絲共有 99,861 人，本年度增加 65,265

人（原 34,596 人），成長率為 1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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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IG 與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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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對本署社群平台關注提高。 

附表 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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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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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2月 395,780 - 2,206,964 - 34,596 - 

110年 1月 400,775 4,995 2,210,568 3,604 35,956 1,360 

2月 450,065 49,290 2,236,997 26,429 40,485 4,529 

3月 454,613 4,548 2,249,668 12,671 41,969 1,484 

4月 459,543 4,930 2,265,397 15,729 42,360 391 

5月 608,985 149,442 8,469,138 6,203,741 69,270 26,910 

6月 961,333 352,348 9,205,693 736,555 78,492 9,222 

7月 997,411 36,078 9,655,912 450,219 84,421 5,929 

8月 1,011,297 13,886 9,821,413 165,501 90,331 5,910 

9月 1,019,757 8,460 9,988,034 166,621 96,655 6,324 

10月 1,028,569 8,812 10,098,016 109,982 99,194 2,539 

11月 1,032,419 3,850 10,149,654 51,638 99,861 667 

總成長數 636,639 7,942,690 65,265 

成長率 160.86% 359.89% 188.65% 

四、網路活動成果： 

本年度辦理網路活動共 5 場，總觸及數共 681,799 次： 

(一) 4 月 16 日「漢他老鼠 OUT」直播活動：本活動藉由邀請防疫

醫師與知名外景主持人「巴鈺」合作，透過巴鈺擁有許多國內

外旅行主持人經歷，和民眾分享相關經驗，以趣味互動、專業

講解方式使民眾可在輕鬆氣氛下獲得相關防疫知識，並結合抽

獎為誘因，促使民眾主動分享討論、分享防疫資訊。本次活動

觸及數達 51,272 人次，並有 1,338 名民眾留言參與活動，直播

分享則數(899 則)及平均觀看秒數(12 秒)與過去同性質活動相

比，達到歷年第二，活動雖未要求民眾分享，但互動數及參與

活動人數顯示願意關注防疫資訊及參與活動的活躍用戶增加，

連帶可提升宣導貼文及網路活動的擴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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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秘挑戰書」臉書留言抽獎活動：4 月 26 日漢他病毒、8 月

2 日-肉毒桿菌共辦理 2 場網路抽獎活動，延續疾病擬人之熱

度，以收到疾病所發之挑戰書為主軸，挑戰書內容涵蓋各疾病

之種類、症狀、傳播途徑等防疫知識，並藉由留言猜疾病可參

加抽獎之方式與民眾進行互動，除提高民眾參與度，亦同時加

深民眾對該疾病之認識與印象。三次活動所達觸及數及留言參

與活動數分別為，漢他病毒活動：51,272觸及人次、1,338則

留言，肉毒桿菌：194,173觸及人次、1,610則留言。 

(三) 8 月 16 日「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防疫糾察隊出動!」留言

抽獎互動活動：本活動以糾察隊為主題，邀請民眾扮演防疫糾

察隊，協助找出圖片中不同角色的各種日常生活習慣是否有不

符合防疫規範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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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11人次，並有 4,172民眾留言參與

活動，顯示透過帶有互動效果的圖卡，並搭配抽獎活動，可以

吸引民眾參與及分享。 

(四) 8 月 30 日「認識狂犬病-好康抽一波」留言抽獎互動活動：本

活動以選擇題方式，將狂犬病應對做為組合民眾平日較為熟悉

之狀況口號、常見錯誤方式，提高民眾對正確防疫觀念之記憶

度，協助民眾釐清若遇到相關情況應如何處置，搭配回復正確

留言並標記好友即可參與抽獎之誘因，更廣泛的向群眾宣導。

本活動觸及達 220,077人次，並有 4,351民眾留言參與活動。 

附表 5 -2021年度本署臉書網路活動辦理 

日期 活動主題 活動性質 觸及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點擊數/互

動次數 

4/16 漢他老鼠 OUT 直播 51,272 1,777 899 1,338 4,250 

4/26 漢他病毒「神秘挑戰書」 留言抽獎 72,666 798 264 485 3,465 

8/2 肉毒桿菌「神秘挑戰書」 留言抽獎 194,173 2,387 694 1,610 11,924 

8/16 
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防

疫糾察隊出動! 
留言抽獎 143,611 4,821 2,025 4,172 3,238 

8/30 認識狂犬病-好康抽一波 留言抽獎 220,077 4,606 1,558 4,351 1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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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意調查結果分析： 

   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間辦理民意調查（題目見附錄

一），共取得 1,080 份有效樣本，抽樣誤差不超過±3.0 個百分點，

其中包含 580 份電話調查樣本及 500 份網路調查樣本。 

(一) 民眾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認知與需求情形部份 

    75.1%受訪者表示有聽說過「人畜共通傳染病」，其中以「狂

犬病」占 36.8%最為大眾所知，其次為「漢他病毒症候群（出血

熱）」（19.7%）、「新型Ａ型流感」（17.4%）、「新冠肺炎」

（16.5%）、「庫賈氏症（狂牛症）」（15.1%）、「SARS」（14.0%）、

「恙蟲病」（12.8%）、「伊波拉病毒」（6.7%），另有 24.9%受訪者

表示不知道或拒答。 

    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染途徑」認知度，以選擇「動物抓

咬傷傳染」（84.1%）者最多，其他依序為「接觸傳染」（75.0%）、

「食物或飲水傳染」（57.7%）、「空氣或飛沫傳染」（57.1%）、「垂

直感染」（39.0%）、「器官移植感染」（34.3%），另有 7.4%的受訪

者表示都不知道或拒答。 

    在民眾認知哪些人可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高危險群方

面，以選擇「都會區飼養寵物（伴侶動物）或接觸野生動物者」

（70.0%）比例最高，其他依序為：「動物產品處理人員」

（58.7%）、「獸醫臨床診療、實驗室人員」（58.5%）、「從事野外活

動人員」（52.6%）、「流行病學田野調查人員」（46.8%）、「農業從

業人員」（46.7%）、「從事災難救助者或難民本身」（36.6%），此

外，有 11.3%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拒答。 

    人畜共通傳染病「預防措施」認知度部份，以選擇「避免接

觸或食用野生動物」（85.7%）比例最高，其他依序為：「進行環境

清理消毒及維持整潔」（80.1%）、「勤洗手、戴口罩」（78.6%）、

「施打疫苗」（61.4%），另有 4.7%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拒答。 

    另調查民眾對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知識的需求，以希望獲了

解「傳染方式」40.9%的人最多 ，其他依序為「預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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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疾病種類及症狀」（36.7%）、「治療方式」（27.8%）、

「感染地區/疫區」（26.8%），另有 41.1%表示不知道或拒答。 

(二) 民眾對於政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措施認知與宣導評價 

    受訪者對政府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病」最為有感的是「加強

機場、港口入出境檢疫」（72.7%），其他依序為：「加強對走私禽

鳥及產品的採樣和地區調查」（65.5%）、「加強對於候鳥、水鳥等

動物的例行監測」（56.3%）、「加強對國外疫病資訊的收集」

（55.8%）、「定期在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上向民眾做宣導」

（54.9%）、「整合政府部會（衛福部及農委會）建置公共宣導平

台」（42.9%），並有 16.7%表示不知道。 

    針對政府對「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的宣導，有 35.4%受訪者

認為政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宣導足夠，56.0%認為不足

夠，8.6%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拒答。 

(三) 民眾獲得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訊息之管道 

    在 2021 年，有 58.7%受訪者是從「電視（新聞/廣告/節目）」

獲得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訊息，其次為主要依序為「網站/電子

報」（25.9%）、「社群網站(臉書、PTT 等)」（21.3%）、「通訊軟體

（Line、WeChat）」(16.6%)。 

    過去一年透過「社群網站」、「通訊軟體」獲得「人畜共通傳

染病」相關訊息的使用網路民眾中，最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

網站方面，「Line」（62.6%）比例最高，其他依序為：「FB」

（23.0%）、「YouTube」（8.7%）、「Instagram」（5.7%）。若以受訪者

第 1 與第 2 常用項目累計計算，「 Line 」 仍是受訪者最常使用的 

新媒體管道（88.4%，增加 25.8 的百分點），而「FB」則有較大幅

的增加，增加至 67.8%（增加 44.8 個百分點）。 

   另有關本署自營的新媒體宣導平台部份，針對「1922 防疫達人

臉書粉絲專頁」，30.9%的受訪者表示有聽過，其中僅有 5.9%受訪

者有聽過且有加入，另有 25.0%受訪者有聽過但沒加入，還有

69.1%受訪者表示沒有聽過。對於本署的 Line 官方帳號（Line@疾

管家）方面，41.7%受訪者表示有聽過，包括有 17.3%受訪者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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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加入、24.3%受訪者有聽過但沒加入，此外有 58.3%受訪者表

示沒有聽過。 

(四) 民眾對於政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整體評價與信心 

    受訪者對於政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表現的整體滿意度

方面，有 53.6%受訪者對於政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表現傾向

滿意，然有 30.9%傾向不滿意；另 15.5%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拒答。 

    有關民眾對於政府未來推動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信心

程度方面，有 66.6%受訪者傾向有信心，22.4%則傾向沒有信心，

而 11.0%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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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一、宣導成效分析 

(一)社群平台經營情形： 

    本年度受 COVID-19 疫情延續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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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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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疫情相對較為穩定，民眾對於人畜共通疾病等非 COVID-19

疫病貼文關注度、觸及率與成效也較高，討論內容也較多集中於疫

病本身。而隨著國內疫情於 5 月中時升溫，則可觀察到各平台粉絲

成長曲線隨之再次出現一波快速增加，顯示各社群平台粉絲仍多以

關注及討論 COVID-19 疫情相關為主（附圖 27-29），然綜觀而言，

由於有大量活躍用戶的加入，人畜共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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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今年 5 月中旬起 COVID-19 疫情升溫，對於實體活動、聚

會之限制措施加嚴，民眾亦多將注意力放注在 COVID-19 相關資

訊，本年度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宣導主要以網路活動為中心，透過

本署社群平台，以抽獎活動、問答題等形式提升民眾互動。 

 

(二)宣導素材： 

    本年度除配合已有之疾病擬人計畫，將各類人畜共通傳染病疾

以擬人化方式具象化，減少因未知產生的恐懼，使民眾了解疾病與

人們生活間的連結，並以民眾生活中較易接觸到或今年有出現本土

案例之人畜共通傳染病，如：漢他病毒為優先宣導之疾病，針對民

眾最想知道的病毒「傳染方式」、「預防方式」與「疾病種類及症

狀」等相關知識，除以此主題繪製新素材外，亦延續往年受好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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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族群及喜愛繪本的學童關注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資訊。 

1. 「疾病擬人」系列：本年度除了原先以時尚雜誌封面的概念將

疾病化身為各個時尚人物外，亦加入漫畫形式及神秘挑戰書活

動，於各疾病擬人公開前先以本署接收到疾病所發之挑戰書為

開頭，加深民眾對於關鍵字的印象，並由後續疾病擬人本身的

登場更為清楚明瞭的向大眾介紹該疾病之傳染途徑、預防方

法、流行地區/季節等相關衛教知識，並持續透過各種角色相互

之間的互動，讓民眾可以比較不同疾病的預防方法及傳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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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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18）。年

底出版之《DISEASE 疾病擬人設定集》則將至今推出共 39 個

角色再次以合集方式推出，使民眾在了解各疾病之餘亦能收

藏、與身邊親友分享，將相關宣導推向廣泛的群眾（附圖

26）。 

2. 「小喜與朋友們 2021」：此繪本以敘述不同的小故事形式為主

軸，利用小喜與其朋友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狀況所構成之短

篇故事，讓學童藉由聽故事的方式來了解預防各類人畜共通傳

染病之方法，除了可提高幼童主動了解的意願，亦可同時加深

防疫知識印象（附圖 25）。 

 

二、民意調查結果及輿情分析 

(一) 民意調查 

    本次民調結果顯示，民眾雖多數已有聽過人畜共通傳染病一

詞，但對於何謂人畜共通傳染病及其傳染途徑、預防方法部份，

仍存有相當的疑惑及宣導需求，對於台灣曾出現之人畜共通傳染

病，亦顯示有近半數民眾為不清楚或拒絕回答的情形，顯示民眾

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認知部份偏低，結合民調所反映之民眾需求

情形，未來應加強對於「傳染方式」「預防方式」及「疾病種類、

症狀」部份之宣導，以提升民眾的警覺心。 

    整體而言，雖然過半的民眾對政府防治滿意度表達滿意或非

常滿意，然針對政府的防疫作為，依然有 56%民眾認為政府防治

「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宣導並不足夠；針對政府的防疫作為認

知部份，除「加強入出境檢疫」比例最高外，對於宣導部分，如

「定期向民眾進行宣導」及「整合政府部會建置公共宣導平台」

皆偏低，顯示民眾對於政府進行之防治作為雖有所聽聞但並不熟

悉，且本年度人畜共通傳染病疫情也僅有個位數案例，民眾多關

注於 COVID-19 疫情資訊，故相關宣導不易使民眾留下印象。 

    在防疫資訊取得上，民眾仍是以熟悉之電視、網路等傳統媒

體為大宗，然過去一年本署社群平台皆有不錯的成長，其中又以

Line@疾管家之成長最為顯著，結合民調結果中，民眾最常用以

獲取防疫資訊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方面，同為 line 所佔比例最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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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進行防疫資訊宣導時，可嘗試於多個管道進行

資訊宣導，除了於新媒體上發布相關貼文，亦可適時加入傳統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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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管道，提高相關資訊在各族群的觸及率，並擴展民眾對於不

同管道之認知性及使用意願，增加民眾獲取資訊之便利性。 

(二) 人畜共通疾病網路輿論與留言分析： 

   自 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初升時，認為病原體可能源自於

動物，連帶提升各類人畜共通疾病討論度；本年度亦因為持續受

到 COVID-19 疫情衝擊之影響，民眾對於自身的衛生習慣、環境

整頓皆較為注重，防疫意識也有所提升，連帶使得國內多項傳染

病疫情下降，在人畜共通傳染病上，除零星幾起漢他病毒症候群

案例及一起兔熱病、新型 A 型流感……等。 

    綜觀而言，今年貼文多集中在 COVID-19 疫情相關討論，年

初疫情相對穩定，民眾多關注如人畜共通傳染病等非 COVID-19

疫病貼文，觸及率與成效也較高，討論內容也較多集中於疫病本

身，然年中本土疫情快速升溫，民眾關注焦點多於 COVID-19

上，造成民眾即使是於人畜共通傳染病之貼文下，仍多是以為討

論 COVID-19 相關政策為主，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關注度較低。 

    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宣導，亦出現本署於辦理網路活動及疾

病擬人時，民眾對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討論反而有上升趨勢，顯

示在非疫情時期，透過宣導活動，仍可提升民眾對於傳染病的關

注與理解，待疫情穩定後可順勢增加人畜共通傳染病貼文，以達

到衛教宣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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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具體建議 

(一) 結論 

    隨著「全球化」趨勢，人與人間的頻繁互動使得傳染病及其

衍生的爭議訊息傳播速度也日益加快，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已成

為國際間重視的公衛議題之一，然新興傳染病變異快速，且在初

期時難以立即準確掌握該傳染病之傳染途徑、病原，一旦演化為

可有效人傳人的疾病，則更容易造成大規模恐慌及衝擊，如 2020

年的 COVID-19 疫情，即顯示出面對新興傳染病疫情，政府若能

保持即時且公開透明的溝通，將更有助於民眾理解並配合相關防

疫措施，避免造成恐慌進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隨著近幾年網路及行動上網裝置普及，無論是民眾對於新媒

體之使用，抑或是各類平台的建立皆呈現上漲的趨勢，然民眾普

遍持有 LINE、臉書、IG 等新媒體社群帳號使得疫情資訊及時流

通同時，不實訊息亦有可能透過相同管道擴散，藉由在新媒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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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為多年期計畫第一年，藉由民意調查結果得知，民眾

對人畜共通傳染病已有一定的認知及防治知能，然對於政府防疫

的滿意度與信心度仍有提升空間，目前仍有過半數之民眾認為政

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宣導並不足夠，雖然多數民眾對

於「人畜共通傳染病」有所聽聞或對於有關「人類」、「動物」傳

染病管理機關有正確認知，但對於臺灣曾經出現過哪些「人畜共

通傳染病」方面亦有 43.7%民眾並不知道。 

    在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知識或訊息獲得方面，「傳染方式」、

「預防方式」與「疾病種類及症狀」等為民眾所欲獲得之資訊，

對應民眾對於政府所執行之防疫作為認知較偏向於邊境防堵為

主，未來於防治宣導方向則可加強各疫病相關知識或訊息之力

度，藉以增進民眾防疫意識，並藉由持續加強進行相關宣導，使

民眾能有更全面性的認知。  

    另透過民調發現，民眾最常用來獲取傳染病防治資訊的管道

是「電視」等傳統媒體現階段依然是民眾獲得各類疾病防疫資訊

的主要管道，其次才是社群媒體、網站及通訊軟體等新媒體，故

未來進行傳染病防治宣導時，亦可將「傳統媒體」(廣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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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傳單及海報等)納入宣導規劃，提高宣導素材及曝光頻率，以

擴大宣導族群、提升宣導效益。今年因 COVID-19 疫情緣故，民

眾加入本署新媒體平台人數持續上升中，連帶使得社群媒體上人

畜共通傳染病宣導貼文之整體觸及率及互動數均有所增加，顯示

出社群的粉絲人數及活躍程度，與宣導效益息息相關，故「如何

維持社群粉絲數及其黏著度」，也將成為後續宣導規劃之重點。 

    本計畫擬透過結合運用多元平台及多樣化素材，建立有效宣

導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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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具體建議 

本年度為多年期科技計畫第一年，除了過往所採取之宣導管道

外，本署透過經營臉書、Line@疾管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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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規劃相關

具體建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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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提高整體民眾對傳染病的防疫知能，可針對電視、LINE 及

臉書加強相關宣導，並增加傳統媒體面宣導規劃，以提高防疫

資訊曝光度及廣度，增進宣導效益，同時提升民眾對政府防疫

的信心及滿意度。 

3. 為提升民眾對人畜共通傳染病之認知正確性及宣導效益，可搭

配 COVID-19 或其他民眾較為關注之傳染病議題，如疾病擬人

化系列等有一定人氣的 IP 進行多樣化宣導，以提高曝光度及

觸及數。 

4. 考量網路活動與網路直播可帶動民眾對於相關疾病之討論度，

且多為民眾參加抽獎與直播互動遊戲的蓋樓留言，與疾病本身

較有所關聯，未來如有開直播互動，建議後續可於直播後，趁

勢增加貼文作為疫病宣傳的補強，以提升民眾對於該疾病之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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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表 

 

2021 年度宣導素材製作 

附圖 1-「年末大掃除，跟鼠 say bye bye」 附圖 2-「預防漢他病毒，防鼠三不措施」 

 

 

附圖 3-「初三老鼠娶新娘，食物妥善收藏」 附圖 4-「小心草叢裡的小怪物！」 

  

附圖 5-「其鼠很可怕」 附圖 6-「清明連假掃墓出遊要怎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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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出現焦痂要當心，竟是恙蟲叮上你」 附圖 8-「疾病擬人－漢他病毒症候群」 

  

附圖 9-「生食生飲的隱形殺手－李斯特菌」 附圖 10-「預防狂犬病，避免野生動物」 

  

附圖 11-「餐飲不速客，防鼠逛大街」 附圖 12-「疾病擬人－李斯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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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3-「夏日防疫也要防蚊」 附圖 14-「預防日本腦炎跟我這麼做」 

  

附圖 15-「日本腦炎，防護不能少」 附圖 16-「被野生動物抓咬傷記得盡速就醫!」 

  

附圖 17-「疾病擬人－沙門氏菌」 附圖 18-「疾病擬人－肉毒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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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9-「被野生動物抓咬傷記得盡速就醫!」 

 

附圖 20-「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防疫糾察隊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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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1-「愛護牠，也當心狂犬病」 附圖 22-「夏日炎炎小心腸胃炎」 

  

附圖 23-「防治做得好，日本腦炎不惱人」 附圖 24-「防疫小劇場，漢他病毒之亂」 

  

附圖 25-小喜與朋友們 2021 

 

附圖 26-設定集：「《DISEASE 疾病擬人設定集》 1、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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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7- 2021年度臉書粉絲成長趨勢 

 

附圖 28- 2021年度 Line@疾管家粉絲成長趨勢 

 

附圖 29- 2021 年度 IG 粉絲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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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一、2021年度「強化人畜共通傳染病風險溝通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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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電話訪問，耽誤您一些時間，謝謝！

(請問這是住家電話嗎？請問您年滿 18歲了嗎？) 

【合格受訪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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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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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答【中止訪問】 

3、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人畜共通傳染病」？【回答有聽過者，請追

問：請問您是否清楚什麼是人畜共通傳染病】」 

(01) 有聽過，且清楚認知  

(02) 有聽過，但不清楚  

(03) 沒有聽過 

＊＊「人畜共通傳染病」是指任何可以經由動物傳染給人或由人傳染

給動物的傳染病＊＊ 

4、 請問您認為，關於「人類」的傳染病是屬於哪個政府單位所管

理 ?【請提示選項】 

(0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03) 不知道/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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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認為，關於「動物」的傳染病是屬於哪個政府單位所管

理 ? 【請提示選項】 

(0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03) 不知道/拒答 

6、 請問您知不知道台灣曾經出現過哪些「人畜共通傳染病」?【複

選】 

(01) 新冠肺炎   (02) SARS (03) 狂犬病 

(04) 漢他病毒症候群（出血熱） (05) 庫賈氏症 ( 狂牛症 ) 

(06) 伊波拉病毒                   (07) 恙蟲病 

(08) 新型 A 型流感   

(90) 其他_________【紀錄內容】 (98) 不知道／拒答 

7、 請問您知道有哪些人可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高危險群？

【複選題，可提示選項】 

(01) 農業從業人員 

(02) 動物產品處理人員 

(03) 從事野外活動人員 

(04) 都會區飼養寵物（伴侶動物）或接觸野生動物者 

(05) 獸醫臨床診療、實驗室人員 

(06) 流行病學田野調查人員 

(07) 從事災難救助者或難民本身 

(98) 不知道／拒答 

8、 請問您知道「人畜共通傳染病」可能有哪些傳染途徑？【複選

題，可提示選項】 

(01) 動物抓咬傷傳染 

(02) 食物或飲水傳染 

(03) 接觸傳染 

(04) 空氣或飛沫傳染 

(05) 垂直感染 

(06) 器官移植感染          

(98) 不知道／拒答 

9、請問有關「人畜共通傳染病」，您比較想獲得哪些知識或訊息？

【複選題】 

(01) 疾病種類及症狀 

(02) 感染地區／疫區 

(03) 傳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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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治療方式 

(05) 預防方式 

(90) 其他_________【紀錄內容】 

(98) 不知道／拒答 

10、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複選，可提

示選項】 

(01) 勤洗手、戴口罩 

(02) 進行環境清理消毒及維持整潔 

(03) 避免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 

(04) 施打疫苗  

(90) 其他____________【紀錄內容】 

(98) 不知道／拒答 

  

11、請問您知不知道目前政府在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病」進行了那些

措施？【複選，可提示選項】 

(01) 加強機場、港口入出境檢疫 

(02) 加強對走私禽鳥及產品的採樣和地區調查 

(03) 加強對於候鳥、水鳥等動物的例行監測 

(04) 加強對國外疫病資訊的收集 

(05) 整合政府部會(衛福部及農委會)建置公共宣導平台 

(06) 定期在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上向民眾做宣導 

(90) 其他____________【紀錄內容】 

(98) 不知道／拒答  

12、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府在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相關宣導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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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請問您過去一年，曾透過那些管道獲得有關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相

關訊息？【複選】 

(01) 電視（新聞／廣告／節目）【跳答第 16 題】 

(02) 廣播（新聞／廣告／節目）【跳答第 16 題】 

(03) 報章雜誌【跳答第 16 題】 

(04) 網站／電子報【續答第 14 題，後跳答第 16 題】 

(05) 通訊軟體（如 Line、WeChat..）【續答第 14 題、第 15 題】 

(06) 社群網站（如臉書、PTT...等）【續答第 14 題、第 15 題】 

(07) 宣導海報【跳答第 16 題】 (08) 朋友／鄰居【跳答第 16 題】 

(09) 村里長【跳答第 16 題】 (10) 醫療院所【跳答第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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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戶外廣告【跳答第 16 題】 (12) 學校【跳答第 16 題】 

(90) 其他________【紀錄內容】【跳答第 16 題】 

(97) 忘記來源【跳答 Q16】 (98) 不知道／拒答【跳答 Q16】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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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相關訊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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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官方網站 ( 如衛福部、農委會 ) (08) 微信 WeChat 

(09) 網路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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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其他___________【紀錄內容】 

(96) 忘記來源 (98) 不知道／拒答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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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第二常用是哪個？第

三常用是哪個？第四常用是哪個？【複選，請依使用頻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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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都沒有使用 (98) 不知道／拒答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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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那麼，請問您有聽過或有加入疾病管制署的 Line 官方帳號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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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目前政府在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表現

滿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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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推動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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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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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想請教您一些個人問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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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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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不一定／很難說 

(98) 不知道／拒答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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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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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其他______【紀錄內容】 (98) 拒答 

＊＊＊我們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您接受訪問！＊＊＊ 

23、受訪者性別:【請訪員自行輸入】 

(01) 男性 (02)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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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民調問卷各題項次數分配與百分比 

題 1 請問您現在大約幾歲？ 
  個數 % 
18-19歲 26  2.4% 
20-24歲 79  7.3% 
25-29歲 85  7.9% 
30-34歲 85  7.8% 
35-39歲 101  9.3% 
40-44歲 109  10.1% 
45-49歲 95  8.8% 
50-54歲 97  9.0% 
55-59歲 100  9.2% 
60-64歲 92  8.5% 
65-69歲 79  7.3% 
70歲以上 132  12.2% 
總和 1080  100.0% 
 
題 2 請問您目前居住的縣市是？ 
  個數 % 
基隆市 17  1.6% 
台北市 118  11.0% 
新北市 187  17.3% 
桃園市 101  9.4% 
新竹市 20  1.8% 
新竹縣 25  2.3% 
苗栗縣 25  2.3% 
台中市 127  11.8% 
南投縣 23  2.1% 
彰化縣 58  5.4% 
雲林縣 31  2.9% 
嘉義市 12  1.1% 
嘉義縣 24  2.2% 
台南市 87  8.0% 
高雄市 128  11.9% 
屏東縣 38  3.5% 
台東縣 10  0.9% 
花蓮縣 15  1.4% 
宜蘭縣 21  1.9% 
澎湖縣 5  0.5% 
金門縣 7  0.6% 
連江縣 1  0.1% 
總和 10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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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3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人畜共通傳染病」？ 
  個數 % 
有聽過，且清楚認知 301  27.9% 
有聽過，但不清楚 510  47.3% 
沒有聽過 269  24.9% 
總和 1080  100.0% 
 
題 4 請問您認為，關於「人類」的傳染病是屬於哪個政府單位所
管理 ?【請提示選項】 
  個數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832  77.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 

68  6.3% 

不知道/拒答 179  16.6% 
總和 1080  100.0% 
 
題 5題 1請問您認為，關於「動物」的傳染病是屬於哪個政府單位所
管理 ?【請提示選項】 
  個數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53  14.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 

796  73.7% 

不知道/拒答 131  12.2% 
總和 1080  100.0% 
 
題 6  請問您知不知道台灣曾經出現過哪些「人畜共通傳染病」？
【複選】 
  回答次數 % 
狂犬病 397  36.8% 
漢他病毒症候群（出血熱） 212  19.7% 
新型 A型流感 188  17.4% 
新冠肺炎 178  16.5% 
庫賈氏症（狂牛症） 163  15.1% 
SARS 151  14.0% 
恙蟲病 138  12.8% 
伊波拉病毒 72  6.7% 
不知道/拒答 472  43.7% 
總和 1972  182.6%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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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7 請問您知道有哪些人可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高危險

群？【複選題，可提示選項】 

  
回答次

數 
% 

都會區飼養寵物(伴侶動物)或接觸野生動物

者 
755  70.0% 

動物產品處理人員 634  58.7% 

獸醫臨床診療、實驗室人員 632  58.5% 

從事野外活動人員 568  52.6% 

流行病學田野調查人員 505  46.8% 

農業從業人員 505  46.7% 

從事災難救助者或難民本身 396  36.6% 

不知道/拒答 122  11.3% 

總和 4117  381.2%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題 8 請問您知道「人畜共通傳染病」可能有哪些傳染途徑？【複

選題，可提示選項】 

  回答次數 % 

動物抓咬傷傳染 908  84.1% 

接觸傳染 810  75.0% 

食物或飲水傳染 623  57.7% 

空氣或飛沫傳染 617  57.1% 

垂直感染 421  39.0% 

器官移植感染 371  34.3% 

不知道/拒答 80  7.4% 

總和 3829  354.5%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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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9 請問有關「人畜共通傳染病」，您比較想獲得哪些知識或訊
息？【複選題】 
  回答次數 % 
傳染方式 442  40.9% 
預防方式 418  38.7% 
疾病種類及症狀 396  36.7% 
治療方式 300  27.8% 
感染地區/疫區 290  26.8% 
不知道/拒答 444  41.1% 
總和 2290  212.1%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題 10 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人畜共通傳染病？【複選，
可提示選項】 
  回答次數 % 
避免接觸或食用野生動物 926  85.7% 
進行環境清理消毒及維持整潔 865  80.1% 
勤洗手、戴口罩 849  78.6% 
施打疫苗 663  61.4% 
不知道/拒答 51  4.7% 
總和 3354  310.5%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題 11  請問您知不知道目前政府在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病」進行了那
些措施？【複選，可提示選項】 
  回答次數 % 
加強機場、港口入出境檢疫 786  72.7% 
加強對走私禽鳥及產品的採樣和地區調查 707  65.5% 
加強對於候鳥、水鳥等動物的例行監測 608  56.3% 
加強對國外疫病資訊的收集 603  55.8% 
定期在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上向民
眾做宣導 

593  54.9% 

整合政府部會(衛福部及農委會)建置公共
宣導平台 

464  42.9% 

不知道/拒答 181  16.7% 
總和 3940  364.9%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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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2  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府在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相關宣導

夠不夠？ 

  個數 % 

非常足夠 55  5.1% 

足夠 327  30.3% 

不太足夠 475  44.0% 

非常不足夠 130  12.0% 

不知道/拒答 93  8.6% 

總和 1080  100.0% 

 

題 13  請問您過去一年，曾透過那些管道獲得有關人畜共通傳染病的

相關訊息？【複選】 

  回答次數 % 

電視（新聞/廣告/節目） 634  58.7% 

網站/電子報 280  25.9% 

社群網站（如臉書、PTT...等） 230  21.3% 

通訊軟體（如 Line、WeChat..） 180  16.6% 

報章雜誌 86  8.0% 

廣播（新聞/廣告/節目） 75  6.9% 

朋友/鄰居 56  5.1% 

醫療院所 48  4.4% 

宣導海報 44  4.1% 

學校 16  1.5% 

戶外廣告 16  1.5% 

村里長 12  1.1% 

家人 5  0.5% 

忘記來源 38  3.6% 

不知道/拒答 266  24.6% 

總和 1985  183.8%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1,080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

答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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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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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相關訊息？【複選】 

  回答次數 % 

臉書 Facebook 218  54.3% 

Line 188  46.8% 

網路新聞(如 udn聯合新聞網，NOWnews今

日新聞網等) 
151  37.5% 

各大搜尋引擎（如 Google、Yahoo） 124  30.8% 

Youtube 77  19.3% 

政府官方網站（如衛福部、農委會） 67  16.6% 

Instagram 24  6.0% 

電子報 22  5.4% 

網路論壇（如 mobile01、背包客棧等） 14  3.5% 

微信 WeChat 14  3.4% 

BBS（如台大批踢踢） 11  2.7% 

推特 Twitter 9  2.3% 

Podcast 7  1.6% 

醫療院所官方網站 1  0.1% 

學術研究網站 1  0.1% 

忘記來源 2  0.5% 

不知道/拒答 0.3  0.1% 

總和 929  231.2%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402人。本題為複選題，每個人可能回答

不只一項，故回答次數可能會超過有效回答人數。本表百分比的計

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因此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調查結果使用加權方式處理，故加權後個數可能不為整數。本題「不

知道/拒答」加權後個數為 0.3，若四捨五入至整數位將顯示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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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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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第二常用是哪個？

第三常用是哪個？第四常用是哪個？【複選，請依使用頻率記錄】 

  

最常使用 
第 1~2常用 

項目累計 

第 1~3常用 

項目累計 

第 1~4常用 

項目累計 

回答

次數 
% 

回答 

次數 
% 

回答 

次數 
% 

回答 

次數 
% 

Line 172 62.6% 244 88.4% 258 93.8% 264 96.0% 

FB 63 23.0% 187 67.8% 228 83.0% 238 86.6% 

YouTube 24 8.7% 66 24.1% 134 48.6% 188 68.3% 

IG 16 5.7% 37 13.5% 85 31.0% 139 50.4% 

總和 275 100.0% 534 193.8% 706 256.3% 829 301.2% 

說明：本題有效回答人數為 275人。本題為複選題，依使用頻率紀

錄，每個人可能並非 4個項目都有使用，可能只有回答其中幾項。本

表各欄位百分比的計算，是以有效回答人數為計算的分母，累計回答

次數為分子，因此累計之百分比加總會超過 100%。 

 

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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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 % 

有聽過，但未加入 270  25.0% 

有聽過，且加入 63  5.9% 

沒聽過 746  69.1% 

總和 1080  100.0% 

 

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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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 % 

有聽過，但未加入 263  24.3% 

有聽過，且加入 187  17.3% 

沒聽過 630  58.3% 

總和 10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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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8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目前政府在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的

表現滿不滿意？ 

  個數 % 

非常滿意 91  8.5% 

滿意 488  45.2% 

不太滿意 270  25.0% 

非常不滿意 63  5.9% 

不知道/未回答 167  15.5% 

總和 1080  100.0% 

 

題 19 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推動防治「人畜共通傳染病」有沒有信

心？ 

  個數 % 

很有信心 189  17.5% 

有點信心 531  49.2% 

有點沒信心 177  16.4% 

很沒信心 64  5.9% 

不知道/未回答 119  11.0% 

總和 1080  100.0% 

 

題 20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個數 % 

國小及以下 126  11.6% 

國初中 124  11.5% 

高中職 297  27.5% 

專科 126  11.7% 

大學 317  29.3% 

研究所及以上 86  8.0% 

拒答 4  0.4% 

總和 10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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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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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 % 
目前無收入 171  15.8% 
不到 20,000元 166  15.4% 
20,000元至 29,999元 146  13.5% 
30,000元至 39,999元 242  22.4% 
40,000元至 49,999元 127  11.7% 
50,000元至 59,999元 77  7.1% 
60,000元至 79,999元 53  4.9% 
80,000元至 99,999元 34  3.1% 
100,000元至 149,999元 19  1.7% 
150,000元至 199,999元 3  0.2% 
200,000元以上 3  0.3% 
不一定/很難說 18  1.7% 
不知道/拒答 23  2.1% 
總和 1080  100.0% 
 
題 22 請問您的職業是什麼？ 
  個數 % 
自營商、雇主、企業家、民意代表 63  5.8% 
高階主管及經理人員 31  2.9% 
專業人員 36  3.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77  7.1% 
事務支援人員 132  12.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29  11.9% 
技藝、機械設備操作及體力技術工 146  13.5% 
農、林、漁、牧、礦業生產人員 28  2.6% 
軍警公教 28  2.6% 
家庭主婦 183  17.0% 
學生 55  5.1% 
自由業 10  0.9% 
退休 139  12.9% 
待業中/無業 21  2.0% 
拒答 2  0.2% 
總和 1080  100.0% 
 
題 23  受訪者性別 
  個數 % 
男性 529  49.0% 
女性 551  51.0% 
總和 10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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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民調問卷各題項分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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