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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雖然各式網路調查在台灣日漸普遍，但一般學術界對於網路

調查的結果多半不會認真看待，因為網路調查多半以非機率

樣本的方式選擇受訪者。由於樣本代表性的問題，使得網路

調查所得出的結果無助於我們推論母體特徵。本研究將焦點

定位在網路調查資料的修正機制，旨在說明如何透過電訪調

查結果來修正網路調查所可能產生的偏誤。具體而言，本研

究利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所建置的網路調查平台，透過

webographic 的變數及傾向分數（或稱入選機率）調整法，

將同時進行的網路調查資料與電話調查結果相結合，以獲得

較網路調查結果較佳的估計值。 

 

本研究發現，過去西方學者使用的 webographic 題組雖然多

半也適用於台灣，但為了節省成本，若只使用人口變數（性

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居住地區）加上兩題作息時間

（起床、就寢時間），就能夠很有效地區辨台灣網路與電話

調查受訪者，使我們能夠進一步透過統計模型得出傾向分

數，並產生權重將兩種調查資料結合起來，最終獲得可推估

母體特徵的不偏估計值。我們預期未來可利用該方式減少傳

統電話調查的樣本數，以降低民意調查成本並掌握調查的時

效性。 

 

中文關鍵詞： 網路民意調查；電話調查；樣本代表性；傾向分數 

英 文 摘 要 ： Due to the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 problem, scholars 

rarely pay attention on web survey results that can 

not be used to draw inference about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a method to 

adjust possible sample bias of web surveys. 

Specifically, we utilize the web survey platform 

built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develop the so-

called ＇webographic＇ approach that tend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nline and the off-line 

popul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bridg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By using 

the combined samples of tele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webographic＇ questions as predictors, we can 

apply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PSA) method to 

generate weights to adjust the estim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previous 



webographic questionnaires developed by western 

scholars are suitable in Taiwan, it is equally 

effective to just use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region) plus life 

style questionnaires (i.e., wake-up and sleeping 

time) to differentiate tele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generate unbiased estimates. In the long-run, we 

expect to adopt this webographic approach to combine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 data to decrease cost for 

future survey research.  

 

英文關鍵詞： Web survey； Telephone Survey； Sample 

representation； Propensity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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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民意調查的建置與應用」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中文摘要 

 
雖然各式網路調查在台灣日漸普遍，但一般學術界對於網路調查的結果多半不會認真看待，

因為網路調查多半以非機率樣本的方式選擇受訪者。由於樣本代表性的問題，使得網路調查所得

出的結果無助於我們推論母體特徵。本研究將焦點定位在網路調查資料的修正機制，旨在說明如

何透過電訪調查結果來修正網路調查所可能產生的偏誤。具體而言，本研究利用政大選舉研究中

心所建置的網路調查平台，透過 webographic 的變數及傾向分數（或稱入選機率）調整法，將同時

進行的網路調查資料與電話調查結果相結合，以獲得較網路調查結果較佳的估計值。 
 
本研究發現，過去西方學者使用的 webographic 題組雖然多半也適用於台灣，但為了節省成本，

若只使用人口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加上兩題作息時間（起床、就寢時間），

就能夠很有效地區辨台灣網路與電話調查受訪者，使我們能夠進一步透過統計模型得出傾向分數，並

產生權重將兩種調查資料結合起來，最終獲得可推估母體特徵的不偏估計值。我們預期未來可利用該

方式減少傳統電話調查的樣本數，以降低民意調查成本並掌握調查的時效性。 
 
 

 
關鍵詞：網路民意調查；電話調查；樣本代表性；傾向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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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otential selection bias problem, scholars rarely pay attention on web survey results that can 
not be used to draw inference about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a method to adjust 
possible sample bias of web surveys. Specifically, we utilize the web survey platform built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develop the so-called “webographic” approach that tend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nline and the off-line popul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bridg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By using the combined samples of tele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webographic” questions as predictors, we can apply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PSA) method to 
generate weights to adjust the estim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previous webographic questionnaires developed by western scholars 

are suitable in Taiwan, it is equally effective to just use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region) plus life style questionnaires (i.e., wake-up and sleeping time) to differentiate 
tele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generate unbiased estimates. In the long-run, we expect to adopt this 
webographic approach to combine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 data to decrease cost for future survey research.  

 
Key Words: Web survey; Telephone Survey; Sample representation; Propensity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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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的網路普及率成長非常快速，網路已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溝通媒介。資策

會（2012）的調查數據即顯示，過去 10 年來，台灣民眾上網的比率（個人連網普及率）1及家戶

連網率，分別從約 50%及 53%增加到 74.5%及 83.2%。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版電腦市場高速成長，

使用無線網路的民眾亦逐年提高，全台二十歲以上的民眾當中，有近 35%的民眾有接觸廣義的無

線上網（含手機行動上網）。若根據網際網路服務業者的帳戶數目推估，目前全台經常上網人口

也已超過 1100 萬人，相當於每兩位台灣民眾就有一位是經常上網者。換言之，在台灣上網已不再

僅是少數人的專利。和其它先進國家譬如美國相比，台灣的網路普及率不但不遑多讓，甚至更高。2

 
 

既然網路普及率增加了，網路是否能一躍成為新的調查利器？事實上，過去十年來在社會科

學相關領域採用網路調查的研究已有漸漸增加的趨勢（Schonlau et al. 2002; Dever et al. 2008），並

有諸多利用網路調查資料所撰寫的文章刊登在專業學術期刊或書籍中。3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學

界及實務界對於網路調查結果仍有相當多的疑慮，主要的原因在於：儘管網路普及已成趨勢，但

使用者急遽地增加不代表所謂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問題（Norris 2001）已被解決，即

網路的使用者仍然以特定地區（譬如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都會區）的民眾，或是特定族群（譬如

年輕、教育程度較高者）為主要對象（游清鑫等 2007；Nie and Erbing 2000）。也正因為數位落

差的問題持續存在，網路調查結果的樣本代表性也就一直被外界質疑。 

以台灣的發展而言，早在 2000 年左右就有數家網路調查公司成立。當時的網路普及度約僅

50%，樣本代表性不足及調查技術不成熟使得早期投入的數家網路調查公司紛紛退出市場（翟本

瑞 2002）。但近年來隨著台灣網路普及度增高，又有許多網路調查公司投入市調或民調的市場，

其中許多跨國市場調查公司紛紛在台灣設立據點，積極透過網路進行產品行銷或針對特定族群實

行消費行為調查。4

 

總之，雖然現階段網路調查還不是主流，但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其未來性仍

不可小覷。 

針對網路調查這塊新興的領域，過去數年學術界與實務界爭論的焦點還是在於：參與網路調

查的對象究竟是誰？或網路調查的受訪者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民眾？由於大多數調查的目的是利

用樣本資料推論母體特徵，倘若因為樣本的代表性失真造成其估計值偏誤，則我們勢必無法確切

掌握母體的特質。然而，當網路普及率與使用率呈現長期增加的趨勢時，我們自不能因為目前樣

本代表性問題即放棄探索網路調查的可行性。短期來看，我們是否能發展某些模式，譬如利用其

他調查方式所獲得的資料及統計技術，來修正網路調查資料的樣本代表性，使得網路調查所獲得

的結果仍能正確地推估母體特徵？ 
 

                                                 
1 個人連網普及率＝曾經使用過網路的人／全台人口。 
2 根據 2009 年美國的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美國家庭約有 69%具備網路聯結，另外約有 77%的美國民眾會在家

裡或其它地點（譬如辦公室）上網。 
3 以跨國調查公司 GfK 的 KnowledgePanel 為例，截至 2012 年為止，已有超過 400 件學術出版品（領域橫跨政治學、心理

學、公共衛生等）使用該公司的網路調查資料，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knowledgenetworks.com/ganp/docs/KN-Bibliography.pdf 
4 數家較大規模的網路市場調查公司包括東方快線、波士特、點眾等皆有外資背景。 

http://www.knowledgenetworks.com/ganp/docs/KN-Bibliograph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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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研究者上一年度（2011 年 8 月~2012 年 7 月）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延續（「網路民意調

查偏誤的評估與修正機制」（NSC 100-2410-H-004-114-））。該計畫原本是以兩年為研究基期，除了

試圖建立網路調查平台，分析網路調查結果的偏誤以外，還希望進一步探討網路民意調查的修正

機制。唯評審認為，該案首先應以建立網路調查平台為主軸，進行資料搜集。待平台建立後，再

來進行修正機制的研究，並希冀研究者能更強化修正機制的說明，因此只通過了該案第一年的預

算。研究者已利用該計畫的預算及政大選研中心所獲得的頂尖大學研究補助，建置了網路調查平

台「線上調查實驗室」（PollcracyLab）。該調查平台除了持續利用電話調查搜集民眾 Email，以擴

張網路調查受訪者名單（panelist）外，還執行了諸多電訪與網路調查同步的平行測試，並系統性

地分析了網路調查所可能產生的樣本偏誤。本研究做為上一項研究的延續，將焦點定位在網路調

查資料的修正機制。具體而言，本研究主張透過 webographic 的變數，將網路調查資料與電訪調查

結果相結合，透過電訪調查結果來修正網路調查所可能產生的偏誤 
 

三、研究方法與執行成果 
隨著網路普及化，各式各樣的網路調查也隨之興起。學者依樣本建立是否採隨機的方式，將

各式各樣的網路調查方式大致歸類為兩種類型（Couper 2000）：非機率樣本（Non-probability sample）
及機率樣本（Probability sample）。前者是指受訪者的來源不具代表性，或強調受訪者可自我選擇

參與網路調查。這類型調查的樣本由於未透過隨機抽樣的程序，我們很難利用其調查結果推估母

體特徵。後者則是指透過各種機率抽樣的型式所進行的網路調查，譬如類似選舉出口民調的間距

式調查（Intercept survey ，或稱作截距式調查）、針對特定母體所進行的高涵蓋率母體名單樣本

（List-based samples of high-coverage populations）調查（如大學校園學生）、或是事前招募（如利

用隨機的電話調查）的網路使用者名單（Pre-recruited panels of internet users）調查等。總之，後者

主張受訪者是根據抽樣理論而來，在樣本具有代表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利用調查樣本的結果推

論母體特徵。 
 

不過，不論是非機率樣本或是機率樣本，網路調查在實務上仍有以下兩點和樣本代表性有關的議

題—即涵蓋率的問題與非回應的問題（Baker et al. 2010; Couper 2000; Couper et al. 2007; Dillman 2000; 
Hewson et al. 2003）。前者是指部分的目標母體不論如何就是無法訪問得到，譬如有人就是沒有網路連

接；後者是指就算我們有機會訪問得到目標母體中的每個人，但有些人就是因為某種因素不願意回

應。簡單來說，當某些人我們總是無法訪問得到時，這兩大問題將造成「非源於觀察此一動作所產生

的誤差」（Error of nonobservation）。 
 

但我們仔細思考，是否僅有網路調查才會存有以上樣本代表性的問題？難道電話訪問沒有這樣的

問題嗎？其實差別僅是情節輕重罷了。儘管一般電話訪問已經被視為一種「科學」的調查方式，但其

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和網路民調非常相似。首先，並非人人都使用家用電話（雖然使用的比例或許較網

路高，但已有愈來愈多人僅使用行動電話）﹔其次，拒訪率偏高，近年來更有節節高昇的趨勢（Krosnick 
1999）。我們之所以往往不將非隨機抽樣與拒訪問題混為一談，在於現在電訪的樣本皆取自於隨機電

話撥號 (Random Digit Dialing：RDD)，為可定義的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再加上我們總是接受

一個非常強的假設：即電訪拒訪者的隨機性（所謂 Missing at random or Ignorable non-response），所以



      
  

  5 

我們常常認為電訪樣本才具有代表性，而認為利用網路民調所做的推論將受限於抽樣的非隨機性。然

事實上，美國的研究即發現，電訪或面訪樣本中，低教育者、年老者、較不富裕者、或男性的拒訪或

無反應的比例較高（Dillman 1978; Suchman and McCandless 1940; Wardle, Robb, and Johnson 2002）。台

灣長期以來亦有諸多研究探討面訪或電訪樣本失真的現象（吳統雄 1984；蘇蘅 1986；隋杜卿 1986；
洪永泰 1989, 1996, 2005；黃毅志 1997；蘇建州 1998；陳肇男 2001；林彩玉等 2004）。換言之，就

算是電訪或面訪的無反應也並非全然隨機。 
 

總之，即便電訪有隨機抽樣的基礎，但實務上我們也不否認存在樣本選擇偏差的可能性。於是當

我們用電訪資料做推論時，我們總利用各式模型途徑（Modeling approach）或事後加權（Weighting）
的方法來修正樣本的代表性。只是，面對電訪資料時我們將偏差視為測量誤差（bias caused by 
measurement error），而面對網路民調資料時我們將偏差歸因於樣本選擇機制（bias caused by selection 
mechanism）。但邏輯上，我們處理電訪拒訪者的假設基礎和處理網路民調所產生的非隨機抽樣偏差的

假設基礎並沒有甚麼不同（Rivers 2007）。 
 
不論採用的調查方式是透過網路或是傳統的電話訪問或面對面訪問，當調查資料代表性失真

時，為了避免對母體推估偏誤，研究者通常會將調查結果加權處理。常見的加權方法包括多變項

反覆加權（Raking）、事後分層（Post-stratification）、或是前兩種方法的延伸加權法。但由於以上

加權方法往往使得加權結果只讓某些人口特徵資料接近母體參數，而忽略了其它包括認知、態度、

或行為變數的分佈，因此不見得能完全解決調查推估的偏誤（杜素豪、羅婉云、洪永泰 2009）。
近來學者利用傾向分數（或入選機率）調整法（Propensity scores adjustment: PSA），同時考慮人口

特徵及與推估變項相關的非人口變項對網路調查結果進行調整，發現確實較傳統加權方式更能消

除網路調查的涵蓋誤差（Lee and Valliant 2004; Shonlau et al. 2004; Lee 2006; Shonlau et al. 2007; 
Loosveldt and Sonck 2008; Lee and Valliant 2009)。5

 
 

總之，網路調查的樣本代表性問題就是樣本自我選擇機制的問題。Lee (2004;2006)歸結網路調

查的各項程序後即指出，網路調查從樣本招募、抽樣、到回答問卷等過程皆存在選擇機制的問題

（如圖一所示），而這些問題使得最後網路調查結果和母體產生了偏誤。  
 

圖一：自願性參與網路調查程序（Volunteer Panel Web Survey Protocol）（Lee 2004） 

                                                 
5 關於 PSA 的介紹及應用，請參閱杜素豪、羅婉云、洪永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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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一所示，由於不是所有人都有網路，因此網路母體就已經和目標母體有所差距。在樣本

招募的過程當中，又只有那些自願參與的人才會加入網路調查受訪者名單。而當我們利用受訪者

名單抽樣時，代表性又離目標母體遠了些。而在最後一階段，顯然不是抽到的樣本都會回覆問卷，

只有自願回答的人才會回答。於是，對於目標母體而言，最後回覆網路問卷者的代表性又更差了。

以政大選研中心的網路調查平台為例，就算受訪者名單是透過電話調查所蒐集而來，屬於機率樣

本，但樣本特徵仍反應出所謂的「數位落差」，即會接受網路調查的民眾主要還是以年紀輕、受過

高等教育、及居住在都會區的族群為主。另外，願意加入受訪者名單的民眾和實際會接受調查的

受訪者在人口特徵方面亦存有差異。6

  
 

 以上分析大致點出了現階段網路調查在理論與實務面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簡單來說，如何

讓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至少能和賴以權充「黃金標準」的「對照組」（reference group）
差不多，遂成為網路調查是否能夠進一步突破的關鍵點。Lee (2006) 及 Lee and Valliant (2009)即指

出，網路調查結果的修正機制需要某一「對照組」來輔助。這個對照組的涵蓋率及回答率都要比

網路調查來的高才行，譬如利用 Random-Digit-Dial（RDD）的電話訪問或是大型面訪樣本所得的

調查結果。近來諸多學者採用入選機率調整法來調整網路調查的結果即是將網路調查和「對照組」

資料合併處理，透過估計參與網路調查可能性的參數來調整網路調查結果。不過，過去相關實證

研究幾乎都是利用西方各國的資料，國內在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幾乎為零。 
 
 至於「對照組」應如何選定？上述 Lee 和杜素豪等的研究皆以面訪資料作為對照組。許多人

認為，由於電話調查的涵蓋率亦大有問題，實不應拿來做為對照之用。不過，網路調查機構 Harris 
Interactive 即是以網路調查樣本與電訪樣本結合來修正網路調查結果（Terhanian and Bremer 
2000）。Schonlau et al. (2007)也採用類似的方式，將所謂”webographic”或”attitudinal”的問題，同時

置於網路調查及電話調查當中，用以辨識網路使用者與非使用者的不同，並藉入選機率調整法調

整網路調查結果。這些問題往往和調查研究的主旨無關，而是一些態度（譬如是否喜歡學習新事

物）、事實（譬如上個月是否旅行、是否有房子）、或隱私權（譬如是否應調查公司員工有無愛滋

病）等問題。由於網路調查時受訪者不需面對訪員，在回答敏感或個人問題時較不會顧慮「社會

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的壓力，使得這些問題較能區辨網路受訪者和電訪受訪者的不同處。 

                                                 
6 有關受訪者名單、實際受訪者、與普查資料之間的人口特徵差異，請見附件一。 

目標母體     網路

調查

受訪

者名

單 

網路母

體 

網路

調查

樣本 

網路

調查

回答

者 

涵蓋  招募 抽樣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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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電話調查的樣本的代表性逐漸受到學者質疑，但電話調查執行上較為簡便，且目前仍為

台灣各類型民意調查的主流，因此現階段本研究仍將電訪調查結果列為對照組，透過電訪資料及

webographic 變數來修正網路調查結果。本研究參考 Schonlau et. al. 的變數設計（即自我認知與事

實的題組），並加上生活方式（譬如作息時間）的問題，建構了以下 webographic 題組，其中包括

三個面向： 
 
(一) 態度（自我認知） 
 請問您會不會渴望學習到新的事物？  
 請問您會不會常常感覺到孤獨？  
 請問您遇到事情會不會常有「賭一把」的念頭? 
(二) 行為（事實） 
 最近一個月內，請問您有沒有旅行過？ 
 最近一個月內，請問您有沒有做運動？ 
 最近一個月內，請問您有沒有閱讀完一本書？ 
 請問您身邊（親朋好友）有沒有人是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者？ 
(三) 生活方式 
 請問您平常幾點睡覺？ 
 那平常大約幾點起床？ 
 

我們希冀上述 webographic 變數可以協助區辨電話及網路調查受訪者的不同之處。因此，在電

話與網路調查的平行測試過程中，我們必須將上述問題同時置於電話及網路調查問卷當中，才可

進一步觀察兩種不同受訪者是否有顯著不同。本計畫於 2013 年 10 月初進行了一波包含上述所有

webographic 變數的平行測試，其中隨機的電訪樣本為 505 個，網路樣本（來自受訪者名單）則為

494 個。 
 

圖二：電訪受訪者與網路受訪者的差別：態度變數 
渴望學習到新的事物？ 常常感覺到孤獨？ 常有「賭一把」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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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顯示，網路受訪者和電話受訪者在態度（自我認知）方面的問題有顯著差異，即網路受

訪者更渴望學習新的事物、更常感到孤獨、也更常有賭一把的念頭。至於行為（事實）方面的問

題，圖三顯示：和電話受訪者相比，過去一個月來，有較高比例的網路受訪者有去旅行及閱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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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至於是否有做運動，兩種受訪者並沒有顯著差異。另外，網路受訪者的身邊較可能有人

是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者。 
 

圖三：電訪受訪者與網路受訪者的差別：行為變數 
您有沒有旅行過？ 您有沒有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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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沒有閱讀完一本書？ 身邊有沒有人是同性戀、雙性戀或變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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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生活方式方面，圖四顯示，電話受訪者與網路受訪者的起床時間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兩者的就寢時間就有顯著不同—超過 85%的電訪受訪者都在午夜 12 點前就寢，但網路受訪者卻

有約 30%在午夜 12 點後才就寢，這還不包括有約 15%的網路受訪者在白天中午前後就寢。 
 

圖四：電訪受訪者與網路受訪者的差別：生活方式 
起床時間（24 小時制） 就寢時間（24 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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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webographic 變數的描述統計比較顯示，電話受訪者和網路受訪者在態度、行為、及生活

方式等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除了「是否運動」及「起床時間」外，其他 webographic 變數都可協

助我們成功區辯電訪受訪者及網路受訪者。接著，我們選定一個變數—總統滿意度，來說明如何

利用 webographic 變數產生傾向分數（propensity score）做為權重，進一步將電訪與網路調查資料

結合在一起。 
 
圖五顯示，在未做任何加權處理的情況下，電話調查受訪者的總統滿意度約為 18.1%（不計

算約 14%的無反應者），網路受訪者則為 10.5%，兩者有顯著差異。7約略同時，TVBS民調中心也

進行了一波總統滿意度調查，在排除無反應者後（約 15%），TVBS的總統滿意度為 18%，8

 

和本研

究的電訪結果非常接近。不過，TVBS調查的樣本數為 1037，本研究的電訪樣本數則僅為 505。 

圖五：電訪受訪者與網路受訪者的差別：總統滿意度 

0
.0

5
.1

.1
5

.2
pr

op
or

tio
n 

of
 a

pp
ro

va
l

telephone internet
 

                                                 
7 由於網路調查沒有「不知道」、「拒答」等無反應選項，因此在比較時，我們排除電訪無反應者，僅計算滿意 vs.不滿

意的比例。 
8有關 TVBS 於 2013 年 10 月 1-2 日的電訪結果，請參考以下連結，檢索日期：2014 年 1 月 30 日。

http://home.tvbs.com.tw/static/FILE_DB/PCH/201310/201310071013386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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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把電訪與網路調查結合時，我們建立一個新的二元變數：0 為電訪受訪者；1 為網路受

訪者，並將該變數設為依變數，利用人口變數及 webographic 變數為自變數建立 logit 模型。具體

來說，自變數包括： 
 

（一）人口變數 
 性別 (男、女) 
 教育程度（國小及不識字、國中、高中、專科、大學以上等五個層級視為一連續變數） 
 職業（白領、非白領） 
 地區（七分類，請見附錄一） 
（二）原始 Webographic 變數 
 態度三題（是否學習新事物、感到孤獨、賭一把等三個變數） 
 行為事實四題（是否旅行、運動、讀完一本書、身邊有同性戀者等四個變數） 
 生活方式兩題（起床時間、起床時間平方項、就寢時間、就寢時間平方項等四個變數） 

該 logit 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統計模型求得依變數的預測值（predicted value），即樣本屬於網路

受訪者的可能性（即「入選」為網路樣本的機率）。換言之，我們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模型中各個自

變數的係數是否顯著，而是希冀建立一個模型適合度（model fit）較高的模型，以提高預測值的準確

性。首先，我們建立四種不同的模型設定，並利用 Pseudo R-squared 這項判定係數來比較不同模型設

定的優劣。四個模型包括：模型 I 的自變數只有人口變數；模型 II 的自變數包括人口變數及 Schonlau 
et. al. 的 webographic 態度面與行為面的七個變數；模型 III 的自變數則除了人口變數及 webographic
態度面與行為面外，還加上生活方式的四個變數；最後，模型 IV 則僅使用人口變數及 webographic 生

活方式變數。 
 
表一顯示，模型 III 的 Pseudo R-squared 最高，模型 II 次之，模型 IV 及模型 I 則分列第三及第四。

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畢竟加入愈多的自變數，譬如模型 III 包括了所有的變數，則模型適合度原本

就該高一些，更合況圖二~圖四就已顯示 webographic 變數對於分辨網路還是電訪受訪者有相當程度的

區辨力。 
 

表一：Logit 模型設定與模型適合度 
模型類別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自變數 人口變數 人口變數 

webographic 態度 
webographic 行為 

人口變數 
webographic 態度 
webographic 行為 
webographic 生活 

人口變數 
webographic 生活 

Pseudo 
R-squared 

0.32 0.41 0.47 0.37 

 
接著，我們分別利用四個模型的自變數係數求得依變數預測值，即求取每個受訪者可能為網

路受訪者的傾向分數，並以該傾向分數的倒數做為權重，計算電訪與網路調查資料結合之後的總

統滿意度。值得一提的是：採用這項方式結合網路及電訪調查資料乃基於 Strong Ignorability 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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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我們所探討的主題（即總統滿意度）不是造成受訪者接受網路或電話調查的原因，只有訪

問的方式會造成受訪者接受網路或電話調查。 
 

表二：利用不同模型的傾向分數計算總統滿意度 
模型 I 次數 百分比 模型 II  次數 百分比 
不滿意 733 80.32 不滿意 670 77.4 
滿意 180 19.68 滿意 195 22.6 
總計 913 100 總計 865 100 

模型 III 次數 百分比 模型 IV 次數 百分比 
不滿意 693 80.94 不滿意 739 82.37 
滿意 163 19.06 滿意 158 17.63 
總計 856 100 總計 897 100 

比較對象—TVBS 電話調查：不滿意 82%  vs. 滿意 18%。 
 
 表二顯示利用不同模型的傾向分數倒數做為權重所計算出來的總統滿意度。如果將約略同一

時期的 TVBS 電話調查做為比較基準，則本研究結合電話及網路調查結果所得出的總統滿意度（或

不滿意度）和 TVBS 的結果相去不遠。其中，模型 IV 所得出的結果表現最好，和電話調查的結果

最接近，模型 II 的表現最差，似乎高估了滿意度而低估了不滿意度，差距將近 5 個百分點。模型

I 及模型 III 的表現也還不錯，和電話調查結果相比都差距不到兩個百分點。 
 

結論及未來方向 
以上分析顯示，雖然網路調查結果會因樣本自我選擇機制產生偏誤，但利用 webographic 變數及

傾向分數結合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結果後，的確可大幅消除網路調查的偏誤。不過，或許有人會問，

如果電話調查結果是「對照組」，且都採用樣本代表性較高的電話調查探求民意了，那為何還需要網

路調查的資料？研究者認為，目前使用網路調查的主要功能還是在於節省成本及爭取時效。畢竟電話

調查的金錢與時間成本還是高於網路調查。倘若日後我們只需要過去一半甚至更少的電話調查樣本就

可以得出差不多的結果，則我們實在不需要像過去一樣耗時耗工地進行電話調查。 
 
不過，透過 webographic 變數結合網路與電話調查資料仍有過去沒有的成本需要計算在內：即為

了分辨網路及電話受訪者的不同，需要置入和調查主題完全不相關的題組。以一般電話調查問卷不超

過 30 題為基準，則置入如本研究的 9 題 webographic 問題等於大量壓縮其它直接和主題相關的問卷題

組空間，這還不包括基本人口特徵問題，於是使用 webographic 途徑同樣耗費了相當的成本。本研究

發現，過去西方使用的 webographic 題組（包括態度與行為面向）雖然多半也適用於台灣，但如同表

二所示，單純使用生活方式題組就可以得出很不錯的結果（模型 IV）。當然，為了結合兩種不同的調

查資料，我們仍需更多的測試與探討才能瞭解哪些 webographic 變數會有較佳的區辨力。但至少本研

究發現，若為了節省成本只使用人口變數加上作息時間（兩題 webographic 生活方式題），就能夠很有

效地區辨網路與電話調查受訪者。 
 
使用網路調查的一項好處就是爭取調查的時效性。「線上調查實驗室」過去半年來還開發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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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介面，希冀強化網路調查的時效性。初步測試顯示，約有兩成至兩成五的網路調查受訪者使用手

機填寫問卷。因此，利用網路介面爭取調查的時效性確實值得繼續測試及努力。最後，由於我們對於

只用網路調查的結果尚有疑慮，本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嘗試利用少量電訪樣本來修正網路調查的模

式，譬如只使用 100 或 200 個電訪樣本來修正網路調查結果，並增加不確定性的測量。未來的模式除

了追求能夠更節省調查成本並爭取調查時效性外，還要將估計值的準確性評估考量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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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網路調查名單、網路受訪者與人口統計資料之比較圖(人口特徵)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地區 

  
說明： 

1.已剔除遺漏值及無反應者。 

2.居住地區的編碼為：1. 大臺北都會、2.新北市基隆、3.桃竹苗、4.中彰投、5.雲嘉南、6.高屏澎、7.宜花東。 

3. 樣本數說明：剔除遺漏值及無反應後，本研究的受訪者名單共有 7642 筆；自 2013 年起有填答過問卷的樣本數為 1592

筆。 

 
附件一是網路受訪者名單成員(Panel)、2013 年全年實際參與調查的受訪者(Surveyed)的人口特徵變

數（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地區）9

 

分別和「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國 100 年）」比

較，左邊的量表為百分點差距。 

上圖顯示，性別雖有差距，但差別不大，惟不論在受訪者名單或是實際受訪者中，男性的比例都

比人口統計數據高一些，女性則低一些，但差距有限；年齡的差別則符合我們對「數位落差」的預期，

20-29 歲的階層在調查名單及實際受訪者中的比例明顯較人口統計數據高很多，差距甚至可達 20 個百

分點；50-59 歲及六十歲以上者明顯較少。30-39 歲及 40-49 歲這兩個階層在調查名單中明顯比例偏高，

但實際受訪者中，這兩個階層和人口統計數據卻沒有很顯著的差別。另外，教育程度也符合預期，網

                                                 
9 人口變數的分類包括，性別；男、女；年齡：20-29、30-39、40-49、50-59、60 以上；教育程度：小學或不識字、中學、

高中、專科、大學以上；居住地區：1.大台北都會區、2.新北市基隆、3.桃竹苗、4.中彰投、5.雲嘉南、6.高屏澎、7.宜花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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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調查名單及實際受訪者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顯較高，其中實際受訪者中具大學以上學歷者和人口

統計數據相比甚至高出 40 個百分點。而不論是調查名單或是實際受訪者中，高中以下學歷者的比例

皆偏低許多。最後，地域差別雖存在，但在調查名單中並不是特別顯著，來自大台北都會區及新北市

基隆的比例稍高，其它地區則稍低。不過，當我們以實際受訪者和人口統計數據相比時，上述的差別

擴大許多，受訪者來自都會區域，包括 1.大台北、2.新北基隆、及 6.高屏澎（主要是高雄）的比例明

顯偏高；相對地，來自鄉村地區，特別是 4.中彰投、7.宜花東的比例則較人口統計數據低很多。總之，

和母體特徵（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網路調查的樣本特徵的確反應出所謂的「數位落差」，即會接受

網路調查的民眾主要還是以年紀輕、受過高等教育、及居住在都會區的族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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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參與 2013 年 ANPOR 年會，除了由研究者發表 “Marriage between Web and 
Telephone Surveys: An Applic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以外，本計畫的共同

主持人蔡佳泓教授也以本計畫的網路調查資料發表 “Partisan Economic Voting in 
Taiwan”。另外，研究者還與 ANPOR 中的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代表商討未來發

展大中華區民意調查研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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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digital divided”, tends to make any internet survey sample become a non-random one. Thus, the 
estimates obtained by internet survey can be biased due to its mechanism of sample selec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use telephone survey results to correct such bias. Specifically, by utilizing the so-called “webgraphic” 
variables to differentiate the characters between internet and telephone respondents, we then combine both 
samples in a way that every respondent is weighted by his/her probability of taking internet surve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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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OR 是一個很好的管道，值得推廣。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 
 
六、其他 
無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4/05/03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網路民意調查的建置與應用

計畫主持人: 俞振華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079-SSS 學門領域: 政治理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俞振華 計畫編號：101-2410-H-004-079-SSS 

計畫名稱：網路民意調查的建置與應用 

量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數（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數(含實際已
達成數)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0 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1 0 100% 

篇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4 2 2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1 1 100% 

篇 

Yu, Eric 
Chen-hua. 
2013. ＇Marriage 
between Web and 
Telephone 
Surveys: An 
Applic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2013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n Network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eoul, 
Korea, November. 
21-23.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國外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研究的主要目標 

 本研究是研究者上一年度（2011年 8 月~2012年 7 月）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延續（「網路民

意調查偏誤的評估與修正機制」（NSC 100-2410-H-004-114-））。該計畫原本是以兩年為研

究基期，除了試圖建立網路調查平台，分析網路調查結果的偏誤以外，還希望進一步探討

網路民意調查的修正機制。唯評審認為，該案首先應以建立網路調查平台為主軸，進行資

料搜集。待平台建立後，再來進行修正機制的研究，並希冀研究者能更強化修正機制的說

明，因此只通過了該案第一年的預算。研究者已利用該計畫的預算及政大選研中心所獲得

的頂尖大學研究補助，建置了網路調查平台「線上調查實驗室」（PollcracyLab）。該調查

平台除了持續利用電話調查搜集民眾 Email，以擴張網路調查受訪者名單（panelist）外，

還執行了諸多電訪與網路調查同步的平行測試，並系統性地分析了網路調查所可能產生的

樣本偏誤。本研究做為上一項研究的延續，將焦點定位在網路調查資料的修正機制。具體

而言，本研究主張透過 webographic 的變數，將網路調查資料與電訪調查結果相結合，透

過電訪調查結果來修正網路調查所可能產生的偏誤 

 

計畫未達成部分 

 本研究雖然成功地以 webographic 變數將電話調查與網路調查的資料結合起來，推估總

統滿意度，但尚未進行一些 robust test，譬如其他依變數（投票行為、政黨認同、或統

獨態度等）。另外，本研究未來的發展方向是嘗試利用少量電訪樣本來修正網路調查的模



式，譬如只使用 100 或 200 個電訪樣本來修正網路調查結果，並增加不確定性的測量。未

來的模式除了追求能夠更節省調查成本並爭取調查時效性外，還要將估計值的準確性評估

考量進去。 

 

學術成就 

本計畫所發展的網路調查並不以局部樣本的市場調查為標的，而是希冀發展出能夠修正網

路調查樣本代表性不足的問題，使得網路調查結果也能夠有效地於推論全國性民意。其

中，本研究提出以網路調查結合電話訪問的模式在國外已行之多年，並發展出諸多理論及

實行經驗，也已應用在投票行為的研究上。本研究除了嘗試國外已開發的模式外，並發展

測試適用於我國調查環境的方法，譬如生活方式的 webographic 變數（起床、就寢時間）。

總之，本研究在調查方法上希冀與國外調查模式接軌，但也同時發展本土網路調查的特色。

 

技術創新 

本計畫的宗旨為發展新的民意調查途徑，即透過建立網路調查平台，創新調查技術。主要

的技術創新部分就是發展網路調查與電話調查相結合的所謂 mixed-mode 調查模式，藉以

降低調查成本，並提升調查的時效性。  

 

社會影響 

目前各政府機關最常使用電話訪問探求民意，每波所需經費仍舊相當可觀，因此不可能常

態性的利用民意調查來探究民意走向。但在網路發達後，由於網路環境所具有的快速、低

成本、高效率的特性，使得民眾不僅取得資訊的成本降低，表達意見的成本也跟著降低許

多。因此，網路環境發達意謂著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成本降低，也代表網路民意調查的時

代即將來臨。以剛落幕的 318 學運為例，期間民眾（特別是年輕族群）的議題立場或對於

學運突發事件的態度變化很快，網路調查可以用最短的時間瞭解民眾態度，做為擬定相關

政策或因應策略的依據。總之，透過準確及便捷的網路調查，政府公部門將更容易探求民

意的走向及政策偏好，使得政策更貼近民意。這也是我們期許網路調查日後能廣泛應用在

公共事務治理上，對於政策制訂發揮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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