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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中英文摘要各一篇，字數以不超過六百字為原則。 

(2)摘要之內容應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發現、結論及建議事項，並填寫中英文

關鍵詞三至五個。 

中文摘要 

  全球化影響下，新興疾病病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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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新型 A 型流感防治為研究主題，透過建立緊急疫情事件輿情

處理機制，運用不同宣導素材，分析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傳染病防治宣導

上之效果與差異，以期發揮最大效果。 

  本年度完成分析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防治之需求，依照其需求製作宣

導素材進行宣導，並運用新媒體及傳統媒體、本署社群平台等發布貼文及

防疫宣導廣告。其中「疾病擬人」系列創新文宣已有效提升年輕群眾對疾

病之討論與關注，社群平台粉絲數一個月內增加 2 萬人以上，顯示宣導奏

效；另，第一、二次民調比較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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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流感之民眾增加 12%；聽過新

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豬流感）之民眾增加 6.4%；民眾知悉政府對新型

A 型流感各項防疫作為之比例皆成長 10%以上，滿意度及信心度亦提升約

3%，顯示目前宣導模式民眾接受度高且對政府防疫措施有感，本計畫有持

續執行之必要與價值，以期未來研究成果可運用於其他重大疾病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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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light of globalization, emerging pathogens can b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by today’s diverse and accessible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deliver accurate health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vel 

influenza A infection. With revise the mechanisms of risk communication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evelop new tools and employ various 

channels for health messaging and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so as to understand 

and compare public uptake and response of public health messaging through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This year, we investigated public needs for novel influenza A prevention, and 

developed health messag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needs; shared health 

messages on the web-based media platform and traditional media platform. The 

“Disease Personification” series has especially promoted discussions and 

awareness about diseases among young people. Taiwan CDC’s social media fan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000 in one month, showing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comparing 2 surveys conducted this year, the public’s knowledge of 

novel influenza A has in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project is procee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could be continued. 

Keywords: Novel Influenza A, Prevention, New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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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包括研究問題之背景與現況、研究目的等。 

  傳染病防治是全球最重要公共衛生議題之一，在全球化影響下，國際

觀光旅遊、商務出差、探親等人員往來日益頻繁，疾病傳播亦容易透過便

捷交通工具傳播，如 2013 年我國出現由中國大陸台商境外移入之 H7N9 新

型 A 型流感病例、2014 年非洲伊波拉病毒傳入美國境內，及 2015 年南韓

爆發原在中東地區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疫情，都引起全球或

鄰近國家的恐慌與高度戒備。而防疫的缺口往往發生於民眾的輕忽，稍一

不注意，民眾就可能遭受感染或無意間成為疾病散播者。如我國發生新型 A

型流感疫情，除政府迅速掌握疫情資訊外，民眾應對該疾病有正確認知及

快速取得相關疫情資訊，進而配合政府防疫作為，才可有效降低對該疾病

之恐慌及阻斷疫情擴散機會。然近年政府部門宣導預算日益緊縮，在面臨

傳染病疫情威脅及宣導經費有限的狀況下，如何有效整合及運用現有資源

進行傳染病防治宣導是目前中央與地方均面臨的問題。 

  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及新媒體的傳播趨勢，近年人工智慧、互動式裝

置等軟硬體設備及社群網站、電子媒體等數位平台已漸漸成為大眾溝通的

重要管道，本計畫依據健康傳播理論行為改變三階段─「建立風險意識、

促成行為動機、採取有效作法」作為設計基礎，製作各種形式之宣導素材，

善用新舊媒體各自優勢宣導，並從科技防疫的觀點，建立聊天機器人系統，

以科技互動方式提供民眾正確疾病相關防疫資訊，最後透過辦理傳染病防

治政策民意調查等方式，進行效益評估，以瞭解民眾於系列宣導後對於新

型 A 型流感防治相關知能以及對政府在防治信心度之變化；並分析相同宣

導素材在傳統與新媒體之宣導效益，以作為未來宣導模式參考，並依分析

結果適時調整宣導重點及方針，喚醒民眾對傳染病的重視、強化其危機意

識，並達最佳宣導效益，全民共同防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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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2018 年以調查民眾需求，並透過製作、運

用各種形式之創意宣導素材，以比較網路新聞、社群平台等新媒體和電

視、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於疾病宣導上之成效為主要目標，具體執行

方式如下： 

一、 需求分析： 

  為聚焦、掌握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的需求與重點，委託華威

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間進行民

意調查，共完成有效樣本數為 1,070 份。作為後續規劃影片、文

宣設計方向參考之依據。 

二、 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民眾對於新型 A 型流感的認知程度，及對政府執行相

關宣導政策之信心度、滿意度與知曉度，委託威行銷研究股份有

限公司於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間進行民意調查，共完

成有效樣本數為 1,068 份，作為本年度宣導成效依據。 

三、 文宣製作： 

  依需求調查結果規劃、製作新型 A 型流感文宣，2018 年度共

製作宣導單張「出國旅遊小心鳥事」、「旅遊洽公小心鳥事」、「新

型 A 型流感即時疫情資訊與旅客預防注意事項」、「出國別鳥他」、

「食雞呈熟」、「遠離新型 A 流感料理絕招」、「居家飼養禽鳥應注

意事項」、「預防措施 5 大招 新型 A 型流感速退散」、「到新型 A

流感地區 請你跟我這樣做」、「出國旅遊 不近禽鳥」、「從新型 A

型流感流行地區返台 務必留意自身健康」、「雞湯澈底煮熟 別讓

新型 A 型流感湊一咖」、「逗陣來甩開新型 A 型流感」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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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新型 A 型流感」、「禽畜業者及動物防疫人員也要接種流感

疫苗」共 15 款（依製作日期排列，圖 1 至 15）。 

四、 宣導影片製作： 

  依需求調查結果規劃，製作新型 A 型流感宣導影片，2018 年

度製作「從流行地區返國需注意這些事」、「新型 A 型流感關鍵

5QA」、「防護雞冠舞」、「新型 A 型流感防治宣導 秦博士」1 支，

共 4 支（圖 16 至 19）。 

五、 疾管家新功能開發： 

  藉由綜整、分析歷年 1922 防疫專線客服進線資料，分階段進

行疾管家新功能開發。2018 年度完成開發新型 A 型流感疾病諮詢

功能，及各國疫情查詢、流行疫區出國提醒，並結合健保合約院

所及 Google 地圖，提供就醫資訊查詢服務功能（圖 20）。同時另

包含 90 多種傳染病諮詢功能。 

六、 新媒體及社群平台宣導： 

  透過新媒體通路如本署社群平台、電子新聞網等宣導疾病相

關資訊並分析其效益。2018 年度至 11 月 21 日止，已透過新媒體

通路，於社群平台發布新型 A 型流感宣導貼文共 24 則（圖

21-23）；本署臉書宣導直播 1 次（圖 24）；Line@空中英語教室廣

告 1 則（圖 25）；手機蓋板廣告 1 款（圖 26）。 

七、 傳統媒體宣導： 

  透過傳統媒體通路如報紙、電視、戶外廣告等宣導疾病相關

資訊並分析其效益。2018 年度至 11 月 15 日止，透過傳統媒體通

路，舉行新型 A 型流感宣導記者會 1 場（圖 27-29）；電視公益託

播廣告 1 則（圖 30）；報紙半版廣告 1 款（圖 31）；機場捷運燈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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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閘門廣告 2 款（圖 32-33）、機場捷運月台電視動態廣告 1 則（圖

34）。 

八、 建立輿情處理機制： 

  為有效於第一時間掌握新型 A 型流感疫情之發生及相關輿

情，及必要時澄清假消息，本計畫依網路特性，研擬主動監測與

查證、必要時處理與澄清及後續監視標準作業流程，以因應當前

緊急疫情事件及媒體不實之假消息出現（表 1）。 

1. 監測與查證： 

(1) 監測：每日監看、收集各媒體資訊（包含新聞、文章、照片、

影片、社群討論……等），是否有登載、報導或轉載新型 A

型流感等重大疾病相關資訊或流行疫情（圖 35）。 

(2) 通報：發現相關資訊或流行疫情輿論，則通報發言人，並依

流程業務分工提供業務單位與公關室。 

(3) 查證：由權責業務單位查證內容是否錯誤或不實，如有，則

報告發言人（情節重大時同步通知署長）並副知公關室，後

續進行澄清流程；如消息來源正確，則做後續判定與結案。 

2. 處理與澄清： 

依消息來源正確與否，有不同處置方式。 

(1) 若消息來源正確，判定其內容是否有誤導之虞，若無，則結

案；若有，則於消息來源處回應處理，並持續監測，如後續

無負面影響，則結案。 

(2) 若消息本身為錯誤或不實內容，則撰寫澄清文稿，並依發言

人指示澄清方式進行： 

a. 依謠言種類不同，撰寫澄清文稿，若屬專業領域不實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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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政策抨擊或抹黑、不滿政策措施，由業務單位撰寫；

若屬本署曾發布新聞稿之內容，則由公關室撰寫。 

b. 依消息來源及嚴重程度不同，於社群媒體消息來源下方

以民眾角度撰寫澄清留言，並觀察後續效益；若為新聞

內容，則由公關室新聞聯絡人連絡媒體，請其停止報導、

更正錯誤或不實內容；必要時及時發布新聞稿、召開記

者會於予以澄清。 

3. 後續監視與結案： 

  後續一週持續監測消息來源是否更正或刪除，若無將協同

地方主管機關依權責處理，或請網路警察協助處理；若消息內

容已刪除，或修正錯誤則結案。 

九、 數據分析： 

  彙集本年度各官方新媒體社群平台後台數據（圖 36-38）及其

他網路輿情資料（圖 39），完成數據分析至少一次，分析結果將

作為下年度執行方法及方向調整之依據。 



 6 

參、 結果 

一、 需求分析結果： 

  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間完成第一次民意調查，有

效樣本數為 1,070 份，抽樣誤差在正負 3.0%。 

  結果顯示，在疾病認知方面， 80.4%民眾聽過新型 A 型流感、

禽流感、豬流感三種疾病其一，但有 65%民眾不知道禽流感病毒

透過家禽、畜傳染給人類之流感已被政府合併為新型 A 型流感。

針對年齡層進一步分析，40-49 歲的民眾雖然不太清楚新型 A 型

流感名稱，但對於傳染方式及主要症狀卻有一定的認知；反之，

18-39 歲的民眾雖然聽過新型 A 型流感之名稱，但對其傳染途徑

及主要症狀相關知識則不甚清楚（圖 40-41）。另外，民眾對於新

型 A 型流感想獲得知識/訊息以「預防方式」的比例最高（67%），

其次為「感染症狀」(57.9%)及「感染地區、疫區」(53.9%)（圖

42）。 

  在獲得資訊管道方面，結果顯示， 77.5%之民眾會透過電視

如新聞、廣告、節目等獲得傳染病訊息，57.8%之民眾會透過新媒

體通路如：電子報網站、社群網站、通訊軟體等獲得資訊。進一

步分析，60 歲以上的民眾以電視作為資訊管道的比例較高，而

18-39 歲的民眾則是以社群網站、電子報網站及通訊軟體為主（圖

43）。顯示在疾病宣導上，傳統媒體對於年長族群仍為不可或缺之

通路，新媒體則可作為針對較年輕族群之宣導管道。 

  以此結果為依據，在後續宣導規劃方向上，以「疾病介紹」、

「預防方法」、「症狀、疫區提醒」，做為宣導素材主要內容，並分

眾宣導，針對 40 歲以上民眾於傳統媒體加強宣導新型 A 型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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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印象、面對 40 歲以下民眾透過新媒體通路，宣導疾病知識及

因應處理措施，降低感染機會，增進民眾健康。 

二、 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一） 本署社群平台經營及貼文成效： 

  本年度主要經營之本署官方新媒體社群平台為臉書、

疾管家及 IG，粉絲成長率平均為 14.3%（表 2），至 11 月

19 日共於發布新型 A 型流感宣導貼文 24 則（表 3 至 5），

貼文平均觸及次數為 3 萬 7 千次。為突破疾病宣導主題生

硬，民眾主動接觸之意願較低及本署社群平台粉絲平均年

齡偏高之現況，配合時下流行擬人化風潮，推出「疾病擬

人」系列，於 11 月 15 日於本署臉書發布第一則貼文，一

日內該貼文觸及率即超過 25 萬人次（圖 44），且臉書粉絲

增加超過 2,000 人，民眾分享、留言討論熱烈，對新型 A

型流感傳染病本身產生興趣，連帶提升本署臉書其他相關

貼文觸及率，並吸引網路媒體主動報導（圖 45），成效卓著。

後續將於其他平台發布此系列相關宣導素材，以增進年輕

族群對傳染病宣導之接受性，提升民間防疫能量。 

（二） 臉書經營成效： 

  截至 11 月 19 日為止，粉絲人數增加 10,592 人（總數：

91,328 人），本年度成長 13%。本平台粉絲性別男女比為

4:6，主要粉絲年齡層為 35-44 歲（36%），其次為 25-34 歲

（33%）（圖 46）。粉絲成長較高月份為 6 月、10 月及 11

月（表 2），分別對應 6 月腸病毒疫情、10 月流感疫苗變質

事件及 11 月「疾病擬人」發布，顯示製作訊息清晰易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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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民眾需求之素材，配合疫情相關事件即時發布，可有

效促使民眾追蹤本署社群平台，以獲得更多疾病相關資訊。 

1. 本年度於此平台共發布 16 則貼文（表 3），其中成效最

好之前三則貼文如下： 

(1) 11 月 15 日發布之「疾病擬人-新型 A 型流感」單張，

觸及次數 489,521 次，按讚數 21,403 次，同時有 3,728

之分享數（圖 47），為本年度本署發布所有文章中成

效最好之貼文。新型 A 型流感人物設計上加入鳥類

特徵（部分頭髮羽毛化、領帶及刺青皆為鳥羽紋

樣），配戴中世紀瘟疫醫生面具，暗示防疫守則中最

重要的配戴口罩；並以雜誌封面為排版概念，將時

尚與防疫結合（圖 14）。在無利用廣告加強推廣的情

形下，各項互動成效皆明顯高於本年度其餘新型 A

型流感主題貼文，且帶動本署臉書貼文之觸及成效

和年輕族群追蹤之意願，效果卓越。 

(2) 11 月 15 日發布之「防護雞冠舞」影片，觸及次數

381,267 次，影片觀看次數 192,002 次，按讚數 7,068

次（圖 48）。此影片之主題為禽畜業者日常工作之防

護首則，以饒舌風配樂搭配逗趣洗腦之舞蹈動作，

使一般大眾亦因內容有趣、無俚頭而願意討論並分

享給朋友，並對宣導內容中之「勤洗手、戴口罩」、

「接種流感疫苗」留下深刻印象，頗受民眾好評。 

(3) 8 月 22 日發布之「新型 A 型流感關鍵 5QA」影片，

原始觸及次數 30,521 次、加強推廣後觸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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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17 次，影片觀看次數 55,486 次，按讚數 644 次

（圖 49）。此影片以動畫方式呈現，配合造型可愛、

色彩鮮艷的原創動畫角色，說明新型 A 型流感的疾

病簡介、傳染途徑及預防方法等，內容輕鬆簡單但

敘述清晰，吸引觀眾目光。 

  其他貼文則是以同期有新型A型流感病例發生時觸

及率較高，如 2 月 23 日配合全球首例人類感染 H7N4

病例發布之貼文（圖 50），顯示民眾在疫情發生時，較

願意分享、轉貼相關資訊。 

2. 觸及率成效最低之前三者如下： 

(1) 3 月 1 日發布之「食雞呈熟」單張，觸及次數 2,552

次（圖 51）。 

(2) 11 月 7 日發布之「冬令進補 雞湯澈底煮熟」單張，

觸及次數 5,541 次。（圖 52） 

(3) 2 月 5 日發布之「出國旅遊小心鳥事」單張，觸及次

數 6,120 次（圖 53）。 

  以上 3 則皆為單張素材，研判為圖片素材風格不符

平台粉絲喜好、且宣導時機亦無配合病例發布或疾病相

關新訊息，可能較無吸引民眾目光及討論意願。 

（三） 疾管家經營成效：至 11 月 19 日為止，粉絲人數增加 8,587

人（總數：75,439 人），本年度成長 13%。本平台有明顯之

女性粉絲高於男性粉絲之傾向（男女比 3.2:6.8），且主要粉

絲年齡層 35-44 歲粉絲（37.2%），其次為 25-34 歲（34.6%）

（圖 54）。粉絲成長數量最顯著區間為 2018 年九月份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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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功能上線後，與之前月份相比有近 2 倍之差距，顯示

開發之新功能符合需求，使民眾願意使用並推薦疾管家給

親朋好友。本年度共發布 3 則貼文（表 4），本平台群發訊

息功能較無互動機制，但可觸及所有加入平台之粉絲，可

配合疫情發布宣導貼文，及時提供民眾正確資訊，並轉傳

給親友。 

（四） IG 經營成效：至 11 月 19 日為止，粉絲人數增加 219 人（總

數：1,481 人），本年度成長 17%。本平台粉絲性別男女比

為 3.6:6.4，主要粉絲年齡層為 25-34 歲（37.3%），其次為

35-44 歲（33.9%），為三個平台中主年齡層最低者（圖 55）。

本平台粉絲數在前半年起伏不定，於 6 月調整圖文策略，

除了本署防疫專業照片分享，亦增加風格一致之插畫設計

後，粉絲數量開始穩定成長，效果顯著。本年度共發布 5

則貼文（表 5），各貼文觸及次數及互動數相差不大，成效

最佳之貼文為 10 月 26 日發布之「預防措施 5 大招 新型 A

型流感速退散」（圖 56），觸及次數 480 次，按讚數 46 次，

本圖以高彩度且細節精緻之雞隻為主角，並以簡單明瞭之

意象圖示宣導預防新型 A 型流感之重要措施，吸引民眾目

光。 

（五） 新媒體宣導成效： 

1.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 年調查結果顯示，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行動上網率已達八成，行動上網已是近

幾年網路發展的主要趨勢［2］，為利用此現況，10

月 2 日配合廣東省 H5N6 病例新聞稿發布，於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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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 ETToday 新聞雲手機網站發布蓋板廣告（圖

26），使用經費 69.5 萬元，總曝光次數達 2,285,960

次，平均每千元可觸及 3,303 人，並有 72,678 次之

點擊數。和傳統平面媒體相比，手機版新聞網站更

方便隨時、隨地閱讀及使用，透過此管道投放衛教

宣導，在同樣的預算金額下，可觸及更多民眾，更

可透過點擊廣告，連結至本署臉書「新型 A 型流感

關鍵 5QA」宣導影片頁面（圖 49），取得更進一步之

資訊。 

2. 10 月 23 日與空中英語教室合作，結合英語教學與新

型 A 型流感防疫知識在空中英語教室「Line 每日英

文」進行趣味宣導，透過英語文法問答，使民眾在

吸收英文新知的同時亦能獲得重要防疫資訊（圖

25），當日即有 23,283 人接觸到該則訊息，且平均停

留時間超過 1 分鐘，顯示民眾皆有完整閱讀文章內

容（圖 57）。 

3. 2018 年 11 月 21 日透過本署臉書，邀請防疫醫師鄔

豪欣醫師及知名外景節目主持人林彥君舉辦「防疫

好食光 幸福又健康，預防新型 A 型流感好 easy」直

播活動（圖 58-59），以烹飪節目之形式，在輕鬆愉

快的氣氛下向民眾宣導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原則，並

配合抽獎活動，民眾回應熱烈，當日即有 14,204 之

觸及人數（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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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統媒體平台宣導成果： 

（一） 宣導記者會成效： 

  2018 年 11 月 13 日與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合

作，舉行「鬥陣來 甩開新型 A 型流感」記者會（圖

27-29），記者會除由本署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共同呼籲

民眾新型 A 型流感防疫守則外，更邀請禽畜業者分享禽

畜業者應注意之個人防護措施，以及幼兒園小朋友搭配

「防護雞冠舞」影片的舞蹈表演，以增加宣導記者會之

多元性，吸引媒體報導及民眾目光。執行經費 181,616

元，總計於新聞媒體曝光 3 則，網路媒體曝光 26 則，平

面媒體曝光 2 則，媒體總效益達相當市價 3,952,400 元。 

（二） 平面廣告成效： 

  2018 年 10 月 2 日配合廣東省 H5N6 病例，於自由時

報（日發行量 615,000 份）、聯合報（日發行量 476,000

份）、蘋果日報（日發行量 387,000 份）、中國時報（日

發行量 200,000 份）發布廣告（圖 31）。自由時報、聯合

報及蘋果日報為國內前 3 大報，其中自由時報、聯合報

平均 7 成以上為長期之家庭與企業訂閱戶，蘋果主要以

零售為主，但為國內閱讀率最高之報紙。報紙讀者可涵

蓋國內外各職業領域之中文閱讀者，讀者群廣泛且穩

定、閱報時間長，廣告訊息可以完整被閱讀，可充分與

經常往返兩岸之商旅民眾溝通新型 A 型流感之防疫正確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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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視廣告成效：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透過公益託播，於

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原住民電視台及客家電視台

發布「預防新型 A 型流感-5 要 6 不」廣告，涵蓋新聞、

戲劇、談話節目及健康節目等廣告時段，可觸及不同類

型節目之收視族群。截至 11/20 共播出 246 檔，及於 73

處 LED 字幕機及 25 處 LCD 戶外液晶螢幕宣導民眾預防

新型 A 型流感注意事項。 

（四） 戶外廣告成效： 

  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在桃園機場捷運

A13 機場第二航廈站設置廣告燈箱（圖 32）、A8 長庚醫

院站設置月台閘門貼（圖 33），並於全線月台電視播放

動態廣告（圖 34）。機場捷運全線每月平均進出人次約

有 400 萬人，其中第二航廈站每月平均進出人次 52 萬

次，且中國大陸之航班多從第二航廈起降（如華航之兩

岸航線、中國國際航空、廈門航空、深圳航空等），可有

效接觸常往返新型 A 型流感疫區之旅客。 

四、 輿情監測分析： 

  運用關鍵字「新型 A 型流感」、「禽流感」、「禽傳人」作為關

鍵字，於即時輿情平台搜尋，針對本署於 2 月、10 月及 11 月發

布新增病例新聞稿及舉行宣導記者會時之討論聲浪進行比較。 

  2 月份分別於 13、14 日各發布 1 則新聞稿，以 14 日之全球

首例 H7N4 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發布時討論聲量到達高峰（圖 61），

臉書配合發布之宣導素材單張觸及率亦為該月份最高（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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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分則是於 10 月 1 日發布 1 則廣州 H5N6 病例，含關鍵字之

文章數亦為該月高峰值（圖 62），同月份亦有零星禽流感疫情，

及中國禽流感檢驗造假之新聞，使相關議題之文章數及討論數上

升，然持續熱度並不長；11 月初，新聞媒體報導日本研究結果，

證實 H7N9 病毒可透過飛沫在動物之間傳染，聲量再次上升（圖

63），本署於 13 日舉行新型 A 型流感宣導記者會、16 日推出「疾

病擬人」宣導時亦有帶動討論聲量，其餘文章數及討論數則以討

論禽流感疫情為多，如 11 日查獲非洲豬瘟帶源之肉品，民眾亦會

將禽流感納入討論範圍。顯示本年度新型 A 型流感因病例皆為散

發境外病例，若非出現新病例或是新研究結果，對民眾而言並非

關注焦點。 

五、 宣導成效調查結果分析：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間進行第 2 次民意調查，完

成有效樣本數為 1,068 份，作為本年度計畫執行成效之依據。 

  在疾病認知方面，比較二次民意調查，有聽過新型 A 型流感

（或禽流感、豬流感）之民眾增加 6.4%（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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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之民眾增加 12%（表 7)，成效顯著。對疾病傳染方式、症狀、

感染情境、預防方法之正確比例皆有增加（表 8-11）。顯示民眾對

新型 A 型流感知悉度有成長趨勢，且知曉政府針對新型 A 型流感

進行各項防疫措施之比例皆成長 10%以上（表 12），顯示民眾對

疾病意識提高，亦對政府防疫宣導作為有感。 

  在獲得資訊方面，本次針對民眾曾獲得新型 A 型流感資訊之

管道進行調查，有 94.7%之民眾曾透過電視、報章雜誌、廣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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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通路得知相關資訊，顯示傳統媒體仍為有效、接觸群眾

廣之宣導管道，另有 42.2%之民眾曾透過網站、電子報、社群網

站、通訊軟體等新媒體通路得知（表 13），進一步分析新媒體管

道之使用習慣，其中有 53%之民眾會透過臉書得知新型 A 型流感

資訊，其次則為各大搜尋引擎（37%）及 Line（34%），可作為後

續宣導管道之參考（表 14）。而針對本署社群平台的認知度，「都

沒聽過和用過」的比例略降 2.5%（表 15），未來將持續加強推廣

本署社群平台，以貼近民眾生活，提升疾病宣導資訊之可近性。 

  在政府作為滿意度方面，對政府目前疾病防治之表現滿意度

自 50.7%增加至 54%（表 16），信心度自 63.2%略升至 65.8%（表

17），其中信心度已達到多年期計畫總目標，但仍有六成民眾覺得

政府防疫宣導需要加強（表 18），顯示目前防疫宣導作為方向正

確，但仍需加強宣導力道，未來將持續製作民眾需要之素材並透

過有效管道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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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 

  本（2018）年度台灣並未出現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境外病例則皆

為散發病例，多出現在中國廣東省、江蘇、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然兩

岸經貿、旅遊交流頻繁，台灣自 2013 年來，共發現 5 個 H7N9 病例，

皆為在中國大陸流行疫區感染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 2 例死亡，疾病之

威脅不容忽視。對民眾之事前衛教及防疫宣導即為面對此疾病時的第一

防線。 

  第一次民調顯示，民眾雖多數對「禽流感」、「豬流感」等未合併前

疾病名稱有印象，但對「新型 A 型流感」之認知度尚需加強；對疾病

的預防方法、症狀及傳染途徑、情境則多為部分理解，可針對上述各點

宣導，以符合民眾需求。 

  從本署社群平台貼文觸及率觀察，影片類素材效益發布後觸及率、

分享率平均上皆較平面素材佳，顯示影片因帶有聲光效果，且能涵蓋較

豐富之資訊，對民眾而言吸引力較高；平面素材則以配合國外疫情、病

例發布之圖文最吸引民眾點閱、分享。顯示平日衛教可以影片形式宣

導，引起民眾主動視聽興趣；疫情發生時，則以內容明確之單張素材快

速發布於社群平台，以在第一時間提供民眾疫情相關資訊，並透過民眾

自主轉傳、分享，使正確資訊能快速處及社會大眾、抑止錯誤輿論擴大。 

  新媒體平台之優勢為即時且宣導成本低，和傳統媒體比較，同時期

及素材條件下，新媒體廣告觸及民眾數量可達傳統紙本廣告的 2 倍之多

（表 19），民眾亦可透過超連結功能快速進入本署宣導頁面，取得進一

步資訊，更能減少製作、印刷及運輸文宣品所耗損的資源及時間，符合

現代科技化與環保趨勢。而傳統媒體通路影響力雖逐年下滑，但依然保

有公信力高、接觸群眾廣之特性，可接觸較少主動搜尋防疫資訊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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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與新媒體通路相輔相成。 

  10 月底進行之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疾病認知及對

政府防疫作為的滿意度皆有上升趨勢，顯示本年度防疫宣導方向及內容

符合民眾需求，然仍需加強宣導力道，以其完善新型 A 型流感之防疫

宣導，亦可作為其他傳染病宣導模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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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2018）年度由分析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之認知與需求調查

開始，透過整合新舊媒體及運用現有資源，進行傳染病防治宣導，

不只可於經費有限之現況下維持疾病宣導觸及率和多樣性，亦可符

合新興媒體管道如電子媒體、社群網站等已被視為可信資訊來源之

轉變。由兩次民意調查得知，傳統媒體如電視及報章雜誌、出入境

宣導等管道觸及群眾廣泛且穩定，在疾病宣導上仍不可偏廢。新媒

體平台優點則為反應快速，加以行動網路裝置發達，使民眾可隨時

獲得疾病宣導資訊，且宣導廣告成本較低。然亦須面對網路媒體資

訊及平台數量極大，資訊能見度容易被瓜分之現實，若自身無保有

一定數量受眾，恐難脫穎而出。在宣導方式上，除配合疫情現況，

發布衛教及疫情資訊外，亦透過依目標受眾喜好製作素材，以增加

關注本署社群平台意願。本年度進行之「疾病擬人」即為針對年輕

族群規劃，目的希望透過寓教於樂之宣傳，使本署社群平台粉絲年

齡層年輕化，初步成效卓越。未來可依此企劃模式規劃系列素材，

以提升年輕族群對疾病宣導之關注。 

  本計畫未來將持續針對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疾病宣導之反

應、留言及討論等進行分析，製作符合需求之宣導素材並宣導。在

疫情發生第一時間內，整合傳統媒體及新媒體，提供民眾正確且確

實之防疫訊息，最終提升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疾病之正確認知、對

政府防疫措施之滿意度、信心度，並建立可適用於其他重大疾病之

防疫宣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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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一、 重要研究成果： 

1. 建立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並依實際疫情現況調整、運用。 

2. 完成疾管家疾病查詢、院所查詢新功能開發。 

3. 完成新型 A 型流感宣導影片共 4 支。 

4. 完成新型 A 型流感宣導素材單張共 15 款。 

5. 透過新媒體通路，於社群平台發布新型 A 型流感貼文共 24

則；手機宣導廣告 1 則；Line@企業合作 1 則。 

6. 透過傳統通路，於電視頻道公益託播宣導廣告 1 支；機場捷

運燈箱及閘門貼發布宣導廣告 2 款；機場捷運月台電視動態

廣告 1 支。 

二、 具體建議： 

  持續觀察、分析傳統媒體及新媒體通路間如何整合，以達

最有效宣導；經營本署自有社群平台，培養穩定受眾，增加防

疫資訊可近性，使衛教宣導融入民眾日常生活，並在疫情出現

當下即時反應，讓正確資訊得以快速傳遞給社會大眾，減少民

眾恐慌，進一步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依民眾對新型 A 型流感疾

病宣導之回應，持續修正宣導素材及管道運用，以建立可適用

於其他重大疾病之宣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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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圖及表 

平面宣導素材：單張海報 

圖 1：「出國旅遊小心鳥事」 圖 2：「旅遊洽公小心鳥事」 

  

圖 3：「新型 A型流感即時疫情資訊與旅客
預防注意事項」 

圖 4：「出國別鳥他」 

 

 

圖 5：「食雞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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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宣導素材：單張海報 

圖 6：「遠離新型 A流感料理絕招」 圖 7：「居家飼養禽鳥應注意事項」 

  

圖 8：「預防措施 5大招 新型 A型流感速
退散」 

圖 9：「到新型 A型流感流行地區 請你跟
我這樣做」 

 
 

圖 10：「出國旅遊 不近禽鳥」 
圖 11：「從新型 A型流感流行地區返台 務
必留意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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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宣導素材：單張海報 

圖 12：「雞湯澈底煮熟 別讓新型 A型流感
湊一咖」 

圖 13：「逗陣來甩開新型 A型流感」 

 

 

圖 14：「疾病擬人－新型 A型流感」 

 

圖 15：「禽畜業者及動物防疫人員也要接
種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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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宣導素材 

圖 16：「從流行地區返國須注意這些事」 圖 17：「新型 A型流感關鍵 5QA」 

  

圖 18：「防護雞冠舞」 圖 19：「新型 A型流感防治宣導 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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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宣導素材 

圖 20：本署疾管家新功能－傳染病查詢功能、醫療院所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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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管道宣導作為 

圖 21：本署臉書貼文示意 圖 22：本署疾管家貼文示意 

  

圖 23：本署 IG貼文示意 圖 25：每日英文 Line合作宣導 

 

 

圖 24：本署宣導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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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管道宣導作為 

圖 26：10月 2日蘋果日報、ETToday手機蓋板廣告 

 

傳統媒體管道宣導作為 

圖 27：宣導記者會-防檢局局長馮海東致
詞 

圖 28：宣導記者會-禽畜業者說明個人防
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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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管道宣導作為 

圖 29：宣導記者會-新聞儀式 
圖 30：公益託播廣告「預防新型 A型流感
-5要 6不」 

 
 

圖 31：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紙本廣告 

 

圖 32：11月機場捷運燈箱廣告 圖 33：11月機場捷運閘門貼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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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管道宣導作為 

圖 34： 11月機場捷運月台電視動態廣告 

 

數據分析資料 

圖 35：輿情監測與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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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資料 

圖 36：本署臉書後台數據示意 圖 37：本署疾管家後台數據示意 

 

 

圖 38：本署 IG後台數據示意 

 

圖 39：輿情聲量分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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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調查數據圖 

圖 40：新型 A型流感疾病認知度年齡分布圖 

 

圖 41：新型 A型流感症狀、傳染途徑認知年齡分布圖 

 

圖 42：新型 A型流感症狀、傳染途徑認知年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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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調查數據圖 

圖 43：民眾得知傳染病訊息管道及年齡分布圖 

 

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44：疾病擬人貼文效益（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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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45：網路媒體（聯合報、自由時報、新頭殼）報導擬人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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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46：本署臉書粉絲年齡及性別分布圖 

 

圖 47：【全新企劃│#疾病擬人】-新型 A型流感」企劃單張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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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48：「防護雞冠舞」影片貼文 
圖 49：「新型 A型流感關鍵 5QA」影片貼
文 

  

圖 50：「新型 A型流感即時疫情資訊與旅
客預防注意事項」貼文 

圖 51：「食雞呈熟」單張貼文 

 

 

圖 52：「冬令進補 雞湯澈底煮熟」單張貼
文 

 



 36 

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53：「出國旅遊小心鳥事」單張貼文 圖 54：本署疾管家粉絲年齡及性別分布圖 

 

 

圖 55：本署 IG粉絲年齡及性別分布圖 
圖 56：「預防措施 5大招 新型 A型流感速
退散」貼文 

  

圖 57：新 A型流感 LINE結案報告－接觸
成效 

圖 58：「防疫好食光 幸福又健康，預防新
型 A型流感好 easy」直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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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社群宣導成果 

圖 59：「防疫好食光 幸福又健康，預防新
型 A型流感好 easy」直播現場 

圖 60：「防疫好食光 幸福又健康，預防新
型 A型流感好 easy」直播成效 

 
 

新型 A型流感討論聲量分析 

圖 61：2月新型 A型流感討論聲量圖 

 

圖 62：10月新型 A型流感討論聲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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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A型流感討論聲量分析 

圖 63：11月新型 A型流感討論聲量圖（至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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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媒體不實謠言澄清之回應機制」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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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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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80,736 - 66,852 - 1,262 - 

1 月 80,949 213 67,699 847 1,271 9 

2 月 80,667 -282 68,622 923 1,264 -7 

3 月 80,920 253 69,440 818 1,247 -17 

4 月 81,619 699 70,200 760 1,251 4 

5 月 82,028 409 70,477 277 1,252 1 

6 月 82,917 889 70,784 307 1,270 18 

7 月 83,360 443 71,461 677 1,311 41 

8 月 83,834 474 71,743 282 1,366 55 

9 月 84,438 604 72,838 1,095 1,392 26 

10 月 86,900 2,462 75,015 2,177 1,449 57 

11 月 19 日 91,328 4,428 75,439 424 1,481 32 

總成長數 10,592 8,587 219 

成長率 13%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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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本署臉書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成效表 

日期 圖文主題 觸及次數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2 月 5 日 出國旅遊小心鳥事 6,120 104 28 1 

2 月 13 日 預防新型 A 型流感 5 要 6 不 15,303 301 97 7 

2 月 23 日 新型 A 型流感各國即時疫情資訊 23,181 473 156 36 

3 月 1 日 食雞呈熟（gif） 2,552 73 21 0 

5 月 28 日 遠離新型 A 型流感料理達人兩大絕招 9,210 183 60 10 

6 月 3 日 旅遊洽公小心鳥事 10,560 80 21 1 

6 月 7 日 
【預防新型 A 型流感】從流行地區返國

後你需要知道這些事（影片） 
7,891 1,129 58 2 

8 月 22 日 
新型 A 型流感這件鳥事，你必須知道的

關鍵 5 QA（影片） 
30,521 644 185 5 

10 月 1 日 預防新型 A 型流感 5 要 6 不 16,209 502 135 9 

10 月 24 日 
新型 A 型流感流行地區返國防疫守則

(201806 製) 
6,246 85 22 0 

11 月 4 日 
欣賞 就是停在最美的距離 預防新型

A 型流感遠離野鳥 
10,011 125 27 0 

11 月 7 日 冬令進補 雞湯澈底煮熟 5,541 86 23 4 

11 月 13 日 防護雞冠舞（影片） 381,267 7,068 1,539 1,475 

11 月 15 日 
【全新企劃│#疾病擬人】-新型 A 型流

感 
489,521 21,403 3,728 3,634 

11 月 16 日 
禽畜業者及動物防疫人員也要接種流

感疫苗 
10,926 122 25 3 

11 月 18 日 預防新型Ａ型流感－秦博士篇 6,891 90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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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署疾管家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成效表 

日期 圖文主題 按讚數 分享 留言 

10 月 6 日 
新型 A 型流感 5 要 6 不+新增 1

例 H5N6 
8 23 0 

5 月 25 日 
如果家裡飼養禽鳥應該要注意哪

些事 
1 14 1 

3 月 6 日 

遠離新型 A 型流感料理達人兩大

絕招 在廚房也要預防新型 A 型

流感 

4 17 1 

 

表 5：本署 IG 新型 A 型流感貼文成效表 

日期 圖文主題 觸及次數 按讚數 留言 

8 月 20 日 出國旅遊別鳥他 431 29 2 

10 月 8 日 生活小細節恐隱藏致病危機 428 26 2 

10 月 26 日 
預防措施 5 大招 新型 A 型流

感速退散 
479 46 3 

11 月 12 日 欣賞就停在最美的距離 385 20 0 

11 月 16 日 鬥陣來預防新型 A 型流感 422 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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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成效分析表格 

表 6：新型 A 型流感知悉度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聽過 860 80.4 930 87.0 ☆ 

沒有聽過 209 19.6 138 13.0  

總計 1,070 100.0 1,068 100.0  

 

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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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流感知悉度 

項目 第一次(n=1,070) 第二次(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知道 375 35.0 502 47.0 ☆ 

不知道 695 65.0 566 53.0  

總計 1,070 100.0 1,068 100.0  

 

表 8：傳染方式認知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n=1,070) 第二次(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飛沫傳染 578 54 610 57.2 ☆ 

接觸傳染 394 36.8 405 37.9 ☆ 

食物傳染 224 21 258 24.1 ☆ 

都不知道 227 21.2 235 22.0  

血液傳染 122 11.4 112 10.5  

總計 1545 144.4 1620 151.7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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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主要症狀認知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上呼吸道症狀(如咳嗽、流

鼻涕、喉嚨痛) 
703 65.7 700 65.5  

腸胃道症狀 (如噁心、嘔

吐、腹瀉) 
420 39.2 479 44.8 ☆ 

都不知道 207 19.3 222 20.8  

結膜炎 177 16.5 180 16.9 ☆ 

以上皆不正確 7 0.7 13 1.2  

總計 1514 141.4 1594 149.2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表 10：感染情境認知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比  

接觸生病的鳥、雞、鴨等禽類 789 73.8 846 79.3 ☆ 

食用未煮熟的雞肉/鴨肉及蛋

類 
739 69.1 812 76.0 ☆ 

到疫情流行地區之養禽場參觀 747 69.8 800 74.9 ☆ 

購買或飼養來路不明的禽鳥 734 68.6 799 74.9 ☆ 

都不知道 93 8.7 67 6.3  

總計 3102 290.0 3324 311.4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45 

表 11：預防方式認知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

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勤洗手 916 85.6 938 87.9 ☆ 
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
吸道症狀時，戴口罩並儘速就
醫 

865 80.9 889 83.2 ☆ 

避免接觸禽鳥及禽鳥排泄物 870 81.3 879 82.3 ☆ 
避免到新型 A 型流感流行的地
區 

856 80 878 82.2 ☆ 

避免到養殖或宰殺禽鳥場所 833 77.9 852 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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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 78.7 848 79.4 ☆ 

避免生食禽鳥肉品及其相關製
品(包括蛋類) 

833 77.9 847 79.3 ☆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預防 23 2.2 15 1.4  
總計 6038 564.5 6146 575.5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表 12：目前政府在防疫新型 A 型流感進行措施之項目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加強機場、港口入出境檢疫 521 48.7 676 63.3 ☆ 

定期在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

體上向民眾做宣導 
495 46.3 633 59.3 ☆ 

有疫情時隨時召開記者會公佈

最新消息 
436 40.7 591 55.4 ☆ 

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提供

疾病介紹及預防方式 
353 33 514 48.1 ☆ 

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免費民

眾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312 29.2 489 45.8 ☆ 

與醫院合作設置旅遊醫學門診 300 28 431 40.3 ☆ 

都不知道 0 0.0 206 19.3  

總計 2728 254.9 3540 331.5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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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曾透過其得知新型 A 型流感訊息媒體管道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電視(新聞/廣告/節目) 755 70.7 

網站/電子報 201 18.9 

社群網站(EX 臉書 Facebook、PTT…等) 162 15.1 

報章雜誌 136 12.8 

廣播(新聞/廣告/節目) 127 11.9 

醫療院所 121 11.3 

忘記來源 88 8.2 

通訊軟體(ExLine、wechat..) 87 8.2 

朋友/鄰居 68 6.3 

學校 36 3.4 

宣導海報 36 3.4 

村里長 32 3.0 

戶外廣告 17 1.5 

總計 1866 174.7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表 14：曾透過其得知新型 A 型流感訊息之新媒體管道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臉書 Facebook 140 53.1 

各大搜尋引擎(如 Google、Yahoo) 98 37.0 

Line 83 31.4 

網路新聞網(如 udn 聯合新聞網、NOWnews

今日新聞網等) 
82 31.1 

Youtube 46 17.4 

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 29 10.8 

電子報 23 8.7 

BBS(如台大批踢踢) 18 6.9 

網路論壇(如 mobile,背包客棧等) 11 4.1 

Instagram 11 4.0 

推特 Twitter 9 3.2 

微信 WeChat 3 1.1 

忘記來源 2 0.7 

總計 555 209.5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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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本署社群媒體平台知悉度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都沒聽過和用過 922 86.2 894 83.7 ☆ 

聽過疾病管制署 1922 防

疫達人 FB，但沒加入 
77 7.2 84 7.9 ☆ 

聽過疾病管制署 LINE@

疾管家，但沒加入 
60 5.6 77 7.2 ☆ 

有用過 1922 防疫達人 FB 14 1.3 18 1.7 ☆ 

都用過 14 1.3 15 1.4 ☆ 

有用過 LINE@疾管家 7 0.6 14 1.3 ☆ 

總計 1094 102.2 1102 103.2  
註:本題為複選題，故百分比超過 100.0%  

表 16：政府未來推動新型 A 型流感防治信心程度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很有信心 104 9.7 151 14.2 ☆ 

有點信心 572 53.5 551 51.6  

有點沒信心 287 26.9 308 28.8  

很沒信心 85 8.0 58 5.4  

不知道/拒答 21 2.0 0 0.0  

總計 1,070 100.0 1,068 100.0  

 

表 17：政府防疫表現滿意度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22 2.1 18 1.6  

滿意 520 48.6 560 52.4 ☆ 

不太滿意 425 39.7 460 43.1  

非常不滿意 60 5.6 30 2.8  

不知道/拒答 43 4.0 0 0.0  

總計 1,070 100.0 1,06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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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政府防疫作為是否足夠比較表 

項目 
第一次 

(n=1,070) 

第二次 

(n=1,068) 
正向成長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非常足夠 24 2.2 18 1.7  

足夠 309 28.9 390 36.5 ☆ 

不太足夠 626 58.6 616 57.6 ☆ 

非常不足夠 89 8.3 44 4.1 ☆ 

不知道/拒答 21 2.0 0 0.0  

總計 1,070 100.0 1,068 100.0  
 

表 19: 10 月 2 日宣導廣告效益比較表 

類別 宣導管道 
宣導費用

（千元） 
觸及人數 

每千元觸

及人數 

平均千元觸

及人數 

紙本媒體 

中國時報半版廣告 350.3 200,000 571 

1,521 
自由時報半版廣告 310 615,000 1,984 

蘋果日報半版廣告 225.75 387,000 1,714 

聯合報半版廣告 262.5 476,000 1,813 

電子媒體 

蘋果日報 

手機蓋板廣告 
380 1,200,291 3,159 

3,303 
ETToday 

手機蓋板廣告 
315 1,085,669 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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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錄：  

第一次新型 A 型流感需求調查調查問卷 

（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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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

訪者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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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的年齡？  

(01)18 歲以下  訪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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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及以上    

2. 性別： 

01)男性    (2)女性  (訪員自行輸入) 

3. 請問您目前居住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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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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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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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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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99)拒答【非合格受訪者，停止訪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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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告知受訪者：新型 A 型流感是指感染動物的流感病毒，這些病毒主要

感染對象為雞等禽鳥類動物，屬於 A 型流感病毒，一旦感染人類，就統稱

為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像曾造成人類嚴重疾病的 H5N1、H7N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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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提示、可複選 ) 

(01) 接觸傳染   (02)飛沫傳染   (03)食物傳染   (04)血液傳染  

(05)都不知道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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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03) 

7. 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 (提示、可複選 ) 

  (01)結膜炎     (02)上呼吸道症狀 (如咳嗽、流鼻涕、喉嚨痛 )    

  (03)腸胃道症狀 (如噁心、嘔吐、腹瀉 )  

  (04)都不知道     (05)以上皆不正確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 

8.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 A 型流感嗎?(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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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都不知道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03) 、(04) 

9. 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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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 (02) 、 (03)、 (04)、 (05)、 (06)、 (07) 

10. 請問有關新型 A 型流感，您較想獲得那些知識 /訊息 (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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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其它___________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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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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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其它 (99)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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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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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請問您平常透過那些管道得知最新傳染病訊息?(可複選 ) 

(01) 電視 (新聞 /廣告 /節目 )  (02)廣播 (新聞 /廣告 /節目 )  (03)報章雜誌  

(04)網站 /電子報  續答 Q14，後跳答 Q16 

(05)通訊軟體 (Ex Line、wechat..) 續答 Q14、Q15 

(06)社群網站 (EX 臉書 Facebook、PTT…等 ) 續答 Q14、Q15 

(07)宣導海報             (08)朋友 /鄰居            (09)村里長  

(10)醫療院所             (11)戶外廣告             (12)學校  

(13)其他                 (97)忘記來源  

除回答 (4)、 (5)、 (6)外其它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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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新傳

染病的訊息? (不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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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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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背包客棧等)    

(12)電子報     (13)其他     (97)忘記來源                  

15. 請針對現在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 (Line、FB、 Instagram、  

  Youtube)排列您使用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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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優先順序編號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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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粉絲專頁和 Line 疾管家嗎? 

(01) 聽過疾病管制署 1922 防疫達人 FB，但沒加入  

(02) 聽過疾病管制署 LINE@疾管家，但沒加入    

(03) 有用過 1922 防疫達人 FB  (04)有用過 LINE@疾管家  (05)都用過  

(06)都沒聽過和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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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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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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請問您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01) 小學及以下 (02)國初中 (03)高中/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研究所及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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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萬元 (03) 2 萬～2.9 萬元 

(04) 3 萬～3.9 萬元 (05) 4 萬～4.9 萬元 (06) 5 萬～5.9 萬元 

(07) 6 萬～7.9 萬元 (08) 8 萬～9.9 萬元 (09) 10 萬～14.9 萬元 

(10) 15 萬～19.9 萬元 (11) 20 萬元以上 (98) 不一定／很難說 

(99) 不知道／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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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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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99)拒答 

**訪問到此結束   謝謝您接受訪問 !! 

註：本調查項目內容得視委託機關需要進行專業性問項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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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新型 A 型流感需求調查調查問卷結果 

（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 

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調查方式：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 及網路問卷進行調查。 

(二) 調查對象：全台灣 22 個縣市且年滿 18 歲以上之民眾為調查對象。 

(三) 樣本配置：以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為分層方式，共分

為 4 層，再依人口比例大小配置各 層樣本數。 

(四) 有效樣本數：有效樣本數共 1,070 份(536 份電訪、534 份網路)，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整體抽樣誤差為±3.0 %。 

(五) 樣本檢定與加權：因實際抽樣結果與母體結構可能存在差異，針

對樣本(次數)與母體分配(次數)進行卡方檢定，若卡方檢定結果呈

現顯著差異(p 值<0.05)，則進行「反覆加權」(Raking)。 

二、 調查樣本輪廓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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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分析： 

1.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豬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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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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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可複選) 

 

4. 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 (可複選) 

註:本題為複選題，回答人數 1,070人，故百分比超過 100.0%，以下複選題皆同。 

5.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 A 型流感嗎？(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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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可複選) 

 

7. 請問有關新型 A 型流感，您較想獲得那些知識/訊息(可複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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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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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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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請問您平常透過那些管道得知最新傳染病訊息？(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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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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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傳染病的訊息？ (不提示、可複選) 

 

12. 請針對現在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Line、FB、Instagram、  

Youtube)排列您使用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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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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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ine 疾管家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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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推動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有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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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滿意度調查問卷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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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訪者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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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的年齡？  

(01)18 歲以下  訪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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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及以上    

2. 性別： 

(01)男性    (02)女性  (訪員自行輸入) 

3. 請問您目前居住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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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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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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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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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99)拒答【非合格受訪者，停止訪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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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告知受訪者：新型 A 型流感是指感染動物的流感病毒，這些病毒主要

感染對象為雞等禽鳥類動物，屬於 A 型流感病毒，一旦感染人類，就統稱

為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像曾造成人類嚴重疾病的 H5N1、H7N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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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提示、可複選 ) 

(02) 接觸傳染   (02)飛沫傳染   (03)食物傳染   (04)血液傳染  

(05)都不知道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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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03) 

7. 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 (提示、可複選 ) 

  (01)結膜炎     (02)上呼吸道症狀 (如咳嗽、流鼻涕、喉嚨痛 )    

  (03)腸胃道症狀 (如噁心、嘔吐、腹瀉 )  

  (04)都不知道     (05)以上皆不正確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03)) 

8.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 A 型流感嗎?(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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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都不知道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02)、(03) 、(04) 

9. 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提示、可複選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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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注意，正確答案為 (01)、 (02) 、 (03)、 (04)、 (05)、 (06)、 (07) 

10. 請問有關新型 A 型流感，您較想獲得那些知識 /訊息 (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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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其它___________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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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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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其它 (99)都不知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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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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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問您過去一年，曾透過那些管道得知新型 A 型流感訊息?(可複選 ) 

(02) 電視 (新聞 /廣告 /節目 )  (02)廣播 (新聞 /廣告 /節目 )  (03)報章雜誌  

(04)網站 /電子報  續答 Q14，後跳答 Q16 

(05)通訊軟體 (Ex Line、wechat..) 續答 Q14、Q15 

(06)社群網站 (EX 臉書 Facebook、PTT…等 ) 續答 Q14、Q15 

(07)宣導海報             (08)朋友 /鄰居            (09)村里長  

(10)醫療院所             (11)戶外廣告             (12)學校  

(13)其他                 (97)忘記來源  

除回答 (4)、 (5)、 (6)外其它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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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新型 A

型流感的訊息? (不提示、可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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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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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背包客棧等)    

(12)電子報     (13)其他     (97)忘記來源                 

15. 請針對現在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 (Line、FB、 Instagram、  

  Youtube)排列您使用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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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優先順序編號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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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粉絲專頁和 Line 疾管家嗎? 

(04) 聽過疾病管制署 1922 防疫達人 FB，但沒加入  

(05) 聽過疾病管制署 LINE@疾管家，但沒加入    

(06) 有用過 1922 防疫達人 FB  (04)有用過 LINE@疾管家  (05)都用過  

(06)都沒聽過和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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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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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請問您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01)小學及以下 (02)國初中 (03)高中/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研究所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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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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萬元 (03) 2 萬～2.9 萬元 

(04) 3 萬～3.9 萬元 (05) 4 萬～4.9 萬元 (06) 5 萬～5.9 萬元 

(07) 6 萬～7.9 萬元 (08) 8 萬～9.9 萬元 (09) 10 萬～14.9 萬元 

(10) 15 萬～19.9 萬元 (11) 20 萬元以上 (98) 不一定／很難說 

(99) 不知道／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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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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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99)拒答 

**訪問到此結束   謝謝您接受訪問 !! 

註：本調查項目內容得視委託機關需要進行專業性問項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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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新型 A 型流感需求調查調查問卷結果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 

一、 研究設計 

1. 調查方式： 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 及網路問卷進行調查。 

2. 調查對象：全台灣 22個縣市且年滿 18歲以上之民眾為調查對象。 

3. 樣本配置：以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為分層方式，共分

為 4 層，再依人口比例大小配置各 層樣本數。 

4. 有效樣本數：有效樣本數共 1,068 份(534 份電訪、534 份網路)，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整體抽樣誤差為±3.0 %。 

5. 樣本檢定與加權：因實際抽樣結果與母體結構可能存在差異，針

對樣本  (次數)與母體分配(次數)進行卡方檢定，若卡方檢定結

果呈現顯著差異(p 值<0.05)，則進行「反覆加權」(Raking)。 

二、 調查樣本輪廓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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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結果 

1. 請問您有沒有聽過新型 A 型流感(或禽流感、豬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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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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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知道新型 A 型流感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嗎？(可複選) 

 

註:本題為複選題，回答人數 1,068 人，故百分比超過 100.0%，以下複選題亦同。 

4. 您認為下列哪些症狀，是新型 A 型流感的主要症狀？ (可複選) 

 

5. 請問您認為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感染新型A型流感嗎？(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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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認為有哪些措施可以預防新型 A 型流感？(可複選) 

 

7. 請問有關新型 A 型流感，您較想獲得那些知識/訊息(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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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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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複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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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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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您過去一年，曾透過那些管道得知新型 A 型流感訊息？ 

（可複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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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新型 A 型流感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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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針對現在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Line、FB、Instagram、  

Youtube)排列您使用的優先順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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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ine 疾管家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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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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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推動新型 A 型流感防治，有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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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經費支用情形（應敘明經費實際支用情形） 

經費支用情形 

項   目 本年度核定金額 支     用    狀     況 

研究助理薪資 345,000 

研究助理 5/24 到職，至 10/31 已支用薪資 223,599 元（含

保險、退休金及管理費），11 月~12 月每月固定支出

42,378 元，年終獎金預計於 12 月支用 32,466 元，剩餘

金額為加班費額度。 

民意調查 600,000 
完成辦理本年度計畫之需求調查及民意調查各 1 次，

共支用 456,418 元。 

製作平面文宣

素材 
2,500,000 

製作本計畫所需之文宣，截至 12/22 已完成 15 款，並

製作、印刷海報用以宣導活動，共支用 893,453 元。 

防疫衛教宣導

影片 
2,676,127 

製作本計畫所需之宣導影片，截至 12/22 已完成 5 支，

並辦理宣導記者會 2 場、直播 1 場，支用 1,894,539 元。 

廣告託播 1,234,000 

截至 12/22 止，投放四大報廣告 4 則、手機蓋板廣告 2

則、機場捷運燈箱、閘門貼及月台電視廣告各 1 則、

本署社群平台貼文及影片推廣廣告等，共支出

3,558,223 元，超支部分由平面文宣素材、防疫衛教宣

導影片及民意調查費用勻支。 

資料蒐集費 30,000 
辦理本計畫所需匯集官方新媒體社群平台後台數據及

其他資料，共支出 23,986 元。 

文具紙張 50,000 

實施本計畫所需海報紙、珍珠板、油墨、碳粉匣、文

具等費用，至 12/22 止，已支用 119,234 元,超支部分由

其他項目餘額勻支。 

出席費 10,000 
辦理本計畫之期中、期末成果報告審查費用，共支用

9,000 元。 

其他 10,000 
辦理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用，截至 11/21 止，共支用

9,488 元。 

設備費 67,000 購置攝錄影器材麥克風等設備，共支用 66,895 元。 

總計 7,380,000 
本計畫自 4/27 核定後開始執行至 11/21 止，共計支用

7,376,236 元。 

    （篇幅不足，請自行複製）      第  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