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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 研究背景 

2008 年，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歐巴馬（Barack Obama，美國第 44 任總統）

樹立以網路社群打選戰的典範，他找來臉書（Facebook，以下使用「臉書」稱

呼）共同創辦人休斯（Chris Hughes）操盤，讓競選官網具有類似網誌的社群互

動、人脈連結等功能。初選開跑 2 個月，歐巴馬的臉書後援會粉絲已達 32 萬

人，是當時同黨競爭對手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的 60 倍。1歐巴

馬贏得大選後，更加強網路社群直接對話的功能，增加社群互動及民眾參與的

功能，創設「We the People」請願網站2，可說被全世界政治參與者公認，歐巴

馬陣營是將社群媒體的政治應用操作得淋漓盡致的翹楚，除了在「臉書

（Facebook）」作為新聞發布的主要管道、在「推特（Twitter）」舉辦類似市民大

會的 QA 互動、在青少年的影音 app 「Vine」上發布極短篇影片、在

「Instagram」上發表照片、在「Tumblr」張貼有趣的 GIF 動態圖。因應不同的

社群媒體，做出不同的政治宣傳操作。 

 

歐巴馬的官方臉書專頁截至 2017 年九月止，全球共有 5500 萬名粉絲3、推

特共有 9500 萬人追蹤該帳號4，其追蹤者加總排名全球第 2，可說掌握一個全年

無休、24 小時不打烊的虛擬媒體傳播站，且不受任何篩濾、剪輯，可以隨意自

由地傳播自己的訊息。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更是把社群媒體在政治領域對決拉抬到另一個層次，

第 45 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以直接個人經營 Twitter 等社群媒

體，變成隨時發動攻擊對手的投石器，在選戰期間不只一次與傳統紙媒、電視

等記者對立，甚至不惜抵制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5，科技專欄作家

基恩（Andrew Keen）針對此事件提出警示，其認為「社群媒體的發展極致，讓

網路陷入一片「壞資訊之海」6，代表例證就是川普，川普不時丟出毫無證據的

																																																								
1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410	 天下雜誌，歐巴馬到川普的社群奇

謀：社群媒體與政治變奏曲。	
2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美國白宮請願網站，具公民連署及提案等功能。（截至

2017/12/13 為止） 
3
截至 2017/12/13 為止，歐巴馬官方粉絲專頁共有 55,175,156 名粉絲追蹤。 

4
截至 2017/12/13 為止，歐巴馬推特共有 9520 萬追蹤者、其中 63.1 萬人關注。 

5
是美國古老、具影響力的報紙。它與《紐約時報》同被認為是美國 有聲望的報紙。	
6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410	 天下雜誌，歐巴馬到川普的社群奇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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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性指控，每當外界質疑，他就轉換焦點， 終，無論當事人如何澄清，川

普製造的謠言已在網路大量流傳，成為支持者深信不疑的真理。」看來社群媒

體的運用已經並非資料正確性與否，而是其影響力是否足以巨大到帶動潮流。 

 

而把焦點從美國再帶到我國，自從 1996 年實施首屆全民直選總統以來，至

今已經歷 20 年共五屆選舉，且有三次政黨輪替經驗。兩黨政治是目前台灣社會

的現象，過去二十年來成立的其他政黨，除了中國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外，其

餘仍還未有實質足以贏得中央執政政權機會。而「為民優先」、「人民為頭家」

的宣傳，更是在每次選舉當中被民主政黨所標榜，是以各政黨都積極投入與民

眾的溝通宣傳。而社群媒體的運用，在 2012 年及 2016 年的總統大選中也都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且透過廣告預算的投放，可看得出社群媒體的影響力及

候選人願意投入的資源已經遠遠超過於傳統平面或電子媒體。 

 

2012 年的總統大選中，社群媒體被使用程度之激烈可由馬英九總統與民進

黨提名總統參選人蔡英文都積極經營臉書來得到印證。根據艾博司網路研究中

心在 2011 年五月的統計數據顯示，蔡英文在初期得到 21 萬餘粉絲，雖落後馬

英九的 67 萬餘粉絲，不過因為馬英九粉絲團成立的時間早蔡英文半年，因此

統計數據並無法在相同時段內作比較。（黎榮章，2011）而且馬總統的臉書是封

閉的，只有馬自己可以發文，注重的是新聞公告效果；蔡英文的臉書則採開放

式，粉絲網友可以自主發文，突顯了蔡臉書的互動性。單以發文數而言，蔡累

積的發文數高達 1 萬 5072 筆，大幅超越馬的 209 筆發文，顯示蔡投入較多心力

與臉友互動（舒子榕，2011）。不過馬英九總統仍鎖定社群媒體，積極開拓網路

社群，搶攻首投族，以期發揮選舉動員成效（彭顯鈞，2011）。 

 

從過去幾年社群媒體的研究趨勢可以看出，雖然社群媒體成為眾所矚目的

政治新媒體，然而相關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候選人在社群媒體上的呈現，以及社

群媒體對選民認知的影響，較少觸及社群媒體對於政黨經營的影響，甚至是政

黨支持程度或喜好程度與社群媒體經營的關聯性。 

 

而即便輿論都極為關注並強調社群媒體在選舉中的影響力，但截至目前為

止，在台灣的學術環境中，有關社群媒體的實證研究仍然有限、尤其是以政黨

角度為出發的社群媒體研究。是以本論文的研究焦點將鎖定在探究社群媒體在

台灣主要政黨之中，對一般網路選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尤其是對於政黨所提出

																																																								
社群媒體與政治變奏曲。（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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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方向及理念認同轉化成行為上，究竟有何種影響？而使用社群媒體的經

營訣竅與一般商業品牌經營內涵又有什麼樣的不同？不同的類型產業在經營社

群媒體上會否有著不同考量的經營方式？ 

 

貳、 研究動機 

民眾對執政者或政府的施政滿意度來檢視，並推測競選欲連任的候選人可

能得到的支持率，這是為何民眾對執政者的施政滿意度那麼重要的原因，而這

些施政績效成績與民眾的滿意度更會影響投票行為與結果， 後促使政策方針

產生。(Stimson，1999)。 

 

而針對滿足民眾期待部分，外國民意調查顯示，各國民眾普遍不信任政

府，他們認為金融失序的亂象、歐債危機的紛擾、以及大規模的失業恐慌，公

部門要負起 大的責任；換言之，各國政府普遍存有治理危機。是以經由調

查，政府在「傾聽民眾聲音」、「政府透明化」與「高效能的財政管理」三大層

面，其表現 令民眾失望。我國亦有治理績效亟待提升的問題，就我國公共治

理領域的挑戰與因應之道。建議政府要「逐步落實『雙向課責』」；「不只被動傾

聽、回應民意，更須主動布局，規劃國家願景和推動策略。」（蘇彩足，2013） 

 

而另一方面，自從社群媒體出現後，所謂網路溝通或是官方網站不再是唯

一的溝通大門，以往針對議題操作或是溝通成層面而言，官方網站是網路溝通

管道中 重要的門面，其中提供包羅萬象的豐富內容，吸引公眾登門造訪。然

對於現在的網路使用工具上，社群媒體更是各企業體所重視的一塊，並且各自

發展影音多媒體、直播等等不同方式，幫助一組織以多樣化的面貌接近公眾。

臉書粉絲專頁即是現今社群媒體工具中， 具互動性，且也是 多社群網站使

用者所使用的公眾溝通工具，臉書龐大的使用人數，也成為 適合的研究對象

之一。 

 

而於過去數十年中，中國國民黨為我國百年政黨，歷經辛亥革命、八年抗

戰、來台戒嚴、解嚴時期，民主化等過程，可以說國民黨就是一部與中華民國

共存的組織，而過去二十年內，也從執政淪為在野、在野從新執政、而又歷經

再也等三個階段，是以，國民黨身為國內主要政黨之一，其理念的宣傳效益必

然需要與全球化接軌，以利做後續評估。是以選擇我國創立時間 長、黨員人

數 多、也在我國政治史上執政時間 長的中國國民黨所創立的《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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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Facebook 粉絲專頁為研究個案。欲深⼊研究政黨針對臉書粉絲專頁有無

更積極的宣傳作法，並以中國國民黨粉絲專頁為例，以勾勒出完整的⾯貌。 

 

因此，找出有效的傳播媒介，並且加以評估衡量，才能夠透過這些媒介來

改善民眾對於政黨的觀感與評價，結合學術理論基礎，以嚴謹的研究方法對此

一社群媒體公共關係管理策略進行全盤檢視，期能對於《中國國民黨 KMT》粉

絲專頁效能有所提升，此為研究動機之主要動機。 

 

參、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臉書粉絲專頁經營研究」，並且以《中國國民黨 KMT》

粉絲專頁為例，延續之前所提的研究動機，藉由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來探

究政黨的新媒體部門如何整合並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探討如何使粉絲專頁

成功為政黨政治理念傳達以及政黨品牌的行銷，吸引更多社會大眾的重視，以

及接觸更多非政黨成員的公民，以了解從中獲得的效益。 

 

尤其是普遍一般民眾認知認為中國國民黨屬於百年政黨，但其網路上的溝

通宣傳還有待改善，且《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專頁於 2012 年成立，當時還

是中國國民黨執政，結果卻在四年後的 2016 年失去政權，除了執政失利外，是

否在社群互動上也沒有把握好應發揮的角色？否則怎麼會順應潮流成立了粉絲

專頁，卻落入了在野的局面，而其成效不彰原因又為何？是以探索在臉書粉絲

團經營上國民黨面臨到的困境及背後形成的原因，並進一步研究如何提升經營

成效。 

	

肆、 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擬就以下問題展開研究：	

 

一、瞭解《中國國民黨 KMT》如何經營臉書粉絲專頁？以及粉絲專頁貼文標

準、及其背後作業流程？並探究其如何與粉絲進行互動等臉書管理議題。 

  

二、《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粉絲專頁在使用者間的好感度分析。 

	

三、探討《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粉絲專頁之經營成效，及其被認為經營不善

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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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未來《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經營建議及政黨社群媒體的經營方

針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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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群媒體與臉書概況 

壹、 社群媒體世界概況 

根據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兩大網站於 2017 年 2 月共同發布「2017 全

球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指出，全世界使用網路的人口數已經超過總人口的一

半，「網路」早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7 

 

而其報告中，不只提到網路的蓬勃發展，也提出數個網路時代的里程碑： 

包括全球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擁有手機、超過一半的全球人口使用智慧型手機、

超過一半的全球網路流量來自手機、以及超過五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在過去三十

天內有過網路購物的經驗等。 

 

另外根據 Global Web Index 的調查數據指出，社群網路的使用也在 2016 年

增加了 48.2 億位使用者，比起去年成長 21%。社群網路的成長同樣也帶動社群

平台的蓬勃發展。隨著人們使用社群網路的時間越來越長，全世界人們每日平

均使用社群平台的時間也達到 2 小時又 19 分鐘。  

 

 而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8於 2015 年 4 月初所公布

的「2015 年青少年、社群媒體和科技一覽」（Teens, Social Media & Technology 

Overview 2015）報告中更清楚顯示，FACEBOOK 是目前全球 活躍的社群網站

之一，約有 14 億人口的活躍用戶。9（如圖 1） 

 

 

 

 

																																																								
7	 https://wearesocial.com/	 全球性的專門數位統計網站（截至 2017/12/13 為止）	
8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一間於 2004 年美國華盛頓特區所成立的獨立性民調

機構和智庫機構。	
9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4/28/teens-social-media-technology-overview-2015	 新媒體世

代網站譯文轉載（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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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美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比例分布圖（新媒體世代，2015）
10 

  

綜合上述資訊，可以得知，就全世界社群網路使用習慣上，使用的人口隨

著行動裝置普及以及網路速度的發達，有越來越多人依賴的趨勢；而臉書則是

社群媒體中 受全球使用者歡迎的工具。 

 

 

 

 

																																																								
10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4/28/teens-social-media-technology-overview-2015 新媒體世代（截

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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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概況 

依據 comScore MMX11於 2017 年 6 月所公佈 2017 年 1 月台灣地區的網路使

用狀況判斷，1 月份台灣有 1,278.8 萬位不重複使用者透過桌上型電腦與筆電上

網，總共花費 217 億分鐘使用網路、並瀏覽 278 億個網頁，平均每位使用者上

網時間為 1,689.8 分鐘，瀏覽 2,175 個網頁。就此數據來看，以全台 2300 萬人而

言，超過半數的民眾是習慣使用網際網路從事平日相關行為。（如表 1） 

 

表 1：台灣整體電腦使用者網路使用狀況（創市紀，2017）
12
 

 

 

 

																																																								
11	 comScore,	Inc.	(NASDAQ:	SCOR)	 為一跨媒體平台監測公司，測量全球各地受眾族群、品牌及

消費者行為。	
12	 https://rocket.cafe/talks/78006 (截至 2017/12/13 為止)	



	 10	

而依照台灣地區民眾 2017 年 1 月份的使用網路習慣，在社群媒體的使用

上，排首位的是臉書，有 68.1%到達率，平均每位使用者停留 321.0 分鐘、瀏覽

350 個網頁。此月份前十名網域主排名與上個月份相同。是以可說臉書是 受

我國民眾歡迎的社群媒體。（如表 2）13 

 

表 2：台灣網域主電腦網友人數到達率排行（創市紀，2017）
14 

 

 

  

 

 

 

 

 

 

 

 

																																																								
13	 http://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TW （截至 2017/12/13 為止）	
14	 https://rocket.cafe/talks/78006 (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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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而言，我國的概況與全球是相連動，尤其是對於網路社群的使用

是非常頻繁且依賴，而其中臉書又是其中社群媒體中 多人使用的工具。 

 

 另一方面，就我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 FIND）與業界

結合成立的「Mobile First」，以市場預測與消費者行為研究為核心，於 2015 年發

布「2014-2015 臺灣五百大關鍵廣告主廣告投資動向調查報告」。其報告指出，

2014 年臺灣五百大廣告主媒體廣告投資規模約 355.6 億元，估計 2015 年約為

359.8 億元，估計整體成長約 1.9%。其中網路廣告暫居第二名，且持續成長。

（如圖 2） 

 

圖 2：2014-2015 年各項廣告市場規模變化推估（資策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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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中五百大廣告主對於數位廣告的投資比重，從 2014 年的 25.2%上升到

2015 年的 26.4%；資策會報告更指出，2015 年五百大廣告主 有意願投入的廣

告項目前三名依序為臉書廣告，占 66.0%，其次為網路關鍵字廣告，占 61.9%，

第三名則為行動 APP 廣告，占 59.4%。（如圖 3） 

 

圖 3：2015 年台灣五百大廣告主有意願投入的數位廣告項目（資策會，2015） 

 

是以，我們可以明確的了解，在台灣而言，因為行動裝置與網路的發展日

益興盛下，媒體的選擇以及廣告的投放也產生變化，而就企業體來說，越來越

重視網路廣告，而網路廣告選項中 多廣告主有意願投入的為「臉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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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臉書粉絲專頁定義與特色 

臉書自 2003 年馬克・祖伯克（Mark Elliot Zuckerberg）創辦至今，其市值近

180 億美金、其員工共有 12,000 餘人、臉書全球活躍用戶數於 2012 年 10 月突破

10 億，其中 6 億為行動電話用戶，成為世界上分布 廣的社群網站15，其簡要

歷史表列如下表 3： 

 

 

表 3：臉書發展簡史 

時間 簡史 

2004 

Mark Zuckerbergt 創立臉書於美國加州， 初的註冊僅限於哈佛

的學生。 

2005 

臉書從 AboutFace 公司手中以 20 萬美元購得 Facebook.com 域

名。 

2006 

任何用戶只要輸入有效的電子郵件信箱即可加入臉書，正式提

供一般社會大眾申請使用。 

2007 

註冊用戶達到二千一百萬，每天有一點六億單頁點閱率。在全

美網站排名從第 60 名上升至第 7 名。第三方軟體開發者可以在 

臉書開發應用程式。 

2008 推出德文、西班牙語、法語、中文版。 

2009 進行重要改版，將其頁面改成狀態流。 

2010 

高盛宣布向臉書投資 5 億美元，臉書估值達到了 500 億美元。社

交插件（Social Plugins）簡易嵌入程式碼機制，能讓大小網站更

加社交化更加個性化。  

2011 

臉書宣布在香港設立第二個亞洲地區辦事處。香港媒體報導

稱，每兩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擁有臉書的帳戶。台灣的增長更

快，由 2008 年底的 11.3 萬使用者，增至 2010 年底的 975.26

萬。 

2012 

臉書目前有 8.45 億活躍用戶，2011 年純利增至 10 億美元，增長

率為 65%，年營業額為 37.1 億美元。以 10 億美元收購智慧型手

機相片分享應用軟體公司 Instagram。臉書透過首次公開募股正式

上市，集資 184 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三大首次公開募股案

例。 

																																																								
15	 https://academy.blueeyes.tw/Community_facebook.php	 藍眼知識學院，2015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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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臉書使用者的動態時報都已經換成新版「單欄式」動態時報。 

2014 

臉書宣布推出新聞服務 FB Newswire，一種面向新聞記者的 新

服務。市值衝上 2016 億美元，躍升為全球市值第 22 大公司。其

市值不僅超越其他科技巨企如電腦服務業龍頭 IBM、晶片商英

特爾及 大商業軟體商甲骨文，亦打敗全球 大車廠豐田汽車

和 大飲品公司可口可樂 

2015 

臉書收購一家總部位於加州，穿戴裝置與網路連接裝置開發語

音辨識技術的企業 wit.ai 

2015 年 1 月 10 日，臉書收購總部位於加州聖地牙哥市，影音處

理技術新創公司 QuickFire Networks 。 

2016 

臉書新增直播功能（Facebook live），向所有用戶開放，即使並

非名人亦能隨時嘗試受注目的感覺，此外還有不少新功能，包

括收看直播的觀眾可即時發送「大心」（Love）、「哈」

（Haha）、「哇」（Wow）、「嗚」（Sad）及「怒」（Angry）

等心情飛過直播畫面。此外，FB Live 還增設發送邀請功能，直

播玩家可針對個別用戶或群組進行直播，下次聚會若有朋友未

能出席，亦可透過 fb Live 與他們即時分享相聚一刻，同時可針

對個別群組進行直播以及與朋友家人分享生活點滴。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16
和楊雲竹(2011) 

 

深入探討，臉書目前共有三大使用區別，分別為個人使用戶、社團和粉絲

專頁。個人使用戶與社團都有其限制性，其中個人使用戶所發布內容皆必須透

過朋友申請才能夠觀看；社團則是透過加入的按鈕後，由社團管理者接受後才

能夠進入社團一看究竟。粉絲專頁則作為一開放空間而並沒有過多的限制人數

及內容的觀看，資訊可選擇完全對外公開，而臉書上各個人使用戶也可自由選

擇加入任何的粉絲專頁。而周世惠 (2011) 整理臉書粉絲專頁及社團差異如下表

4。  

 

 

 

																																																								
1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Facebook	 臉書的維基百科頁面（201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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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Facebook 社團與粉絲專頁差異 

社團  粉絲專頁  

成員人數沒有上限  粉絲數沒有上限  

加入按鈕為「加入」  加入按鈕為「讚」 

可發訊息到使用者收件匣  僅同步更新使用者塗鴉牆  

資訊對外公開程度依管理者設定： 

公開社團、封閉社團、秘密社團 

資訊可完全公開、也可限定某

地區或成員觀看  

不允許安裝應用程式  允許安裝應用程式  

不提供個人化網址設定  
提供個人化網址設定  

  

不提供使用者輪廓分析  
提供使用者輪廓分析、及按讚

分析 

無法以廣告方式推廣 提供信用卡等付費方式推廣 

可接受他人張貼直播影片於社團，社團成

員可看見 

僅接受粉絲專頁管理者直播影

片 

無廣告推播選項 
有刊登廣告、建立優惠等客製

化選項 

資料來源：實際資料彙整及周世惠（2011）  

另外依據知名部落客Gem（2013）列出，認為經營粉絲專頁的優點有以下

五點： 

一、即時傳遞訊息 

消費者不見得天天上企業官網，但是卻會天天、無時無刻使用手機或上

網，所以透過臉書粉絲團的溝通與宣傳 新訊息（不管是否與企業直接關

聯），即時又便利，這也是臉書粉絲團興起的利基點。 

二、傾聽消費者心聲並即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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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消費者透過電話或email方式詢問客服解決問題，透過臉書的介面，一

個半官方的角色出現，粉絲團也可以是客服的定位！消費者透過粉絲團反映使

用者心聲，社群管理者即時看到消費者反應的問題，引導或協助消費者有效率

的解決問題，亦能降低危機風險，有時候透過臉書粉絲團，更能即時了解消費

者所面臨的緊急狀況，企業可以盡早應變與危機處理。 

 

三、親民且富有人味兒的溝通方式 

透過粉絲團與消費者搏感情 適合不過了。社群管理者的溝通口吻不需要

硬幫幫、官腔的口氣，與粉絲溝通可以像是與朋友般的對話與關懷，與客服標

準對話模式不同，人性化的口氣與溝通訊息有效降低消費者對企業的戒心，也

能以較開放的方式接受企業給與的解決方式。  

 

四、建立品牌忠誠度 

問題解決了、互動更多了，久而久之，企業把消費者當成朋友，而消費者

把企業當成朋友，忠誠度便油然而生，企業服務變成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不

可或缺。 

 

五、補足企業網站的不足 

企業網站豐富的產品資訊與流程，往往讓消費者無法立即找到資訊，FB簡

易的操作模式讓人人均可輕鬆上手。透過臉書與消費者互動簡單又即時，可以

補除企業網站不足之處。透過每日、不同時段的訊息推播，消費者循序漸進的

吸收企業資訊，更能達到企業的宣傳的目的。 

上述五點可說是就近觀察，而當組織、企業主紛紛投入成本經營臉書粉絲

專頁時，則將臉書就成為與消費者 零距離的互動橋樑。綜合以上客觀分析可

得知，網路是目前全球 具影響力的平台，而在網路平台中 容易與消費者互

動的是社群媒體，而臉書則是社群媒體中 有影響力的媒體公司，而在臉書上

欲使用與消費者做 直接的互動，則就是使用粉絲專頁 能發揮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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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壹、 臉書粉絲專頁研究成果 

臉書自 2006 年開放全球使用以來，因其全球強大的影響力，受到眾所矚

目，但因為臉書為網路社群使用，其商業模式瞬息萬變，故近五年來才陸續有

與社群媒體經營相關論文、期刊等研究出現。在 2012 年 Van Wyngarden 與 

Katharine E.於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發表研究中認為，對於青少年而言，臉書

是其政治參與的空間，且在臉書上的政治參與不一定與傳統定義的政治參與來

得少。相反的，將臉書可以視為是一種青少年對於政治表達和談話的場所。

（Van Wyngarden，Katharine E.，2012）所以臉書也開始成為可以表達政治立場

的平台。而許多執法人員，特別是警方，也已經注意到了在日常工作中採用臉

書來提高防範犯罪等行為。而且警方不僅能利用臉書預防犯罪，而且還是一種

與社區互動及守望相助的創新方式。臉書的使用確實成為改善警察在社區關係

及管理上的有效工具。（Seyed Raza Mirmajlessi，2013）這代表著臉書上的發言，

都是民眾心中直接想法，而透過掌握臉書資訊，就能防範於未然。 

 

而王泰俐教授則在 2013 年的研究結果發現，社群媒體使用率越高、越關注

社群媒體選舉訊息的選民，皆越有可能參與線上或線下的政治活動，如參與線

上選舉議題討論、連署或捐款、遊行等。而個人社群媒體的選舉訊息使用率越

高，投票可能性也越高，但候選人社群媒體的使用率或關注程度，卻與投票可

能性無關。而社群示好行為則證實與投票可能性呈現正相關。在社群媒體盛行

的時代中，選民越常在社群媒體上與候選人為友、加入其粉絲團或者按讚，表

現出類「政治迷文化」的行為，越有可能去投票（王泰俐，2013）。如此看來，

臉書上的使用者的討好，很有可能能轉換成實際上獲得的選票，也無外乎眾多

政黨、政治人物開始經營粉絲專頁不遺餘力。而另有研究顯示，訊息標題類

型、內容訴求類型與訊息涉入程度對於廣告效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無交

互作用；其中重要的影響包括：祈使式標題與感嘆式標題的廣告效果較佳，內

容訴求則以功利訴求的廣告效果較佳。訊息涉入程度愈高，廣告效果也會愈

好。特別是標題與訴求用語，結合粉絲專頁特色，才能發揮 大的廣告溝通效

果（吳文貴、林孟陞，2013）。藉由數據化分析告訴臉書粉絲專頁經營者，內

容、廣告訊息、標題等皆有直接的與 終傳遞訊息成效正相關，故要獲得高成

效，傳達的內容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企業提供以品牌為中心和高互動性之品牌訊息能有效提升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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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口碑行為和引起粉絲的注意；而資訊性和娛樂性之品牌訊息能有效的引

起粉絲的興趣、渴望和行動（林郁翔、蘇冠年，2014）。而研究臉書貼文關鍵因

素者則表示：從相關文獻整理出七大構面，配合研究的情境對各問項進行定義

與調整，以完成本研究所需之問卷。經樣本分析與信效度分析後，本研究發現

在《更新頻率》、《題材內容》、《實用價值》、《多媒體訊息》、《興趣與否》、《信

任度》與《互動性》等方面上，皆對粉絲對貼文的反應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葉家瑜、黃馨儀、謝旻憲，2014）。這麼看來，眾多研究都指出，粉絲對於一

個粉絲團的認同與否、喜好與否，其貼文內容佔有明顯比例的關鍵因素。 

 

隨著時間變化、投入社群媒體經營者越多，當探討各種臉書使用者價值與

忠誠度之差異。研究發現臉書使用者價值與忠誠度有部分顯著關係，網路信任

有部分干擾效果（劉仲矩、林宜慧，2015）。而另有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特質的

關鍵粉絲之間對訊息的偏好度有極大的差異。其中，廣泛關鍵粉絲對於資訊性

訊息與娛樂性訊息有較高的偏好，而專一關鍵粉絲較關注於評價性訊息與利益

性訊息，並樂於在此類訊息內容中與他人互動（欒斌、邱于平、楊荏傑、林玉

凡，2015）。這告訴後者，當關鍵粉絲或是對其粉絲專頁有忠誠者，其對於特定

資訊的貼文明顯感到更加有興趣，也更願意留言互動。 

 

後，另有研究結果發現主要影響社群網站用戶持續參與之用途為社會搜

索與近況動態，也發現用戶會透過隱私政策的安全保護及是否徹底執行來提高

社群網站的信任程度，進而增加持續參與意圖，（鄭敏芝、蔡合和、洪秀婉、王

文生、呂英傑、林哲如，2015）。而另一方面，「網路互動性」對網路資訊採用

及網路口碑再傳播皆具正向影響，網路口碑資訊採用對網路口碑再傳播其意願

有正向影響，而網路口碑資訊採用在網路互動性與網路口碑再傳播意願之間扮

演部份中介的角色，網路互動性有助於網路口碑建立及再傳播（蔡璧如、吳穎

帆、莊苑仙，2016）。 

 

綜觀上述臉書相關研究，可得知臉書已經成為另一種可以代表或主張自我

意識的平台；而眾多研究皆指向粉絲專頁的貼文內容著實影響著粉絲追蹤及回

應意願；另外資訊安全也開始被大眾所重視，是以當使用者感受到使用該粉絲

專頁的隱私安全保護是足以被信任時，其投入互動的意願就會來的比不夠安全

的頁面來的高出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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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網路行銷活動 

依據針對美國 Ford Motor、About.com、Sun Microsystems 及 Kaiser Permanente

等 15 個成功的虛擬社群進行研究，Williams 和 Cothrel（2000）歸納出成功的經

營虛擬社群須 掌握以下三項關鍵活動: 

 

一、會員發展（Member development） 

在社群發展的過程中，成員可能不斷增加或流失，因此會員發展的工作必

須不斷的進行。建立清楚的社群宗旨與目標以吸引目標客層、善用社群內的意

見領袖進行口碑行銷，以及促銷活動以滿足成員經濟利益的合作動機都是可以

促進會員發展的方法。 

 

二、社群關係（Community relations） 

社群關係講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但虛擬社群缺乏的是面對面

的互動模式，便需要固定的規範與彈性的引導來維持與增強社群關係。社群管

理者也能透過舉辦各種非正式或面對面的社交性的活動來強化在網路上建立的

社群關係。 

 

三、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社群會隨著時間累積出獨特的資產，包含社群內部與外部發展的內容、策

略聯盟資源、社群的基礎結構以及社群成員的認同等。但社群的需求會持續改

變，社群經營者需要透過各種管道持續了解成員的反應與意見，以審視社群資

產是否依然具有價值。  

 

而林沂瑩（2010）認為社群網站可為企業帶來以下益處： 

 

一、技術門檻低 

社群網站介面易用性高，操作簡單容易上手。 

 

二、傳播成本低 

多數社群網站不需付費，系統成本幾近零。 

 

三、能進行目標行銷 

社群網站提供的鎖定目標服務可達成分眾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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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建立組織檔案 

組織在社群網站上建立的檔案、組織近況等內容，利於讓大眾更瞭解組織

的願景、目標。 

 

五、組織成員也成為行銷管道 

請員工將組織資訊放在自己的社群網站個人檔案中，利用網路連結擴散力

進行行銷。 

 

六、形成虛擬社群凝聚參與感 

透過經常性更新、舉辦活動等機制增進社群會員 的凝聚力與參與感。 

 

 而在目前市場上社群媒體的選擇太多，因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與資源投

入，因僅選擇一個社群專注經營，等到其發展成熟穩定後，再涉入另一個社

群；同時，慢慢測試其他的社群平台該用哪一種經營方式成效才會改善；往後

再慢慢將觸角伸往各個平台，盡可能滿足所有的消費者。但更重要的是針對網

路行銷概念整理而得到論點，美國社群行銷公司 AudienceBloom 執行長 Jayson 

Demers17指出 6 項避免犯的網路行銷錯誤：包括 

 

一、社群行銷並不是免費的 

經營社群媒體，至少需要花幾個小時將品牌的介紹完備，並且每隔幾天、

幾週，就要定期發文，以保持 基本的活躍程度，如果認真計算這些工作時

間，社群行銷仍然有它的成本存在。 

 

二、從來沒有必勝 SOP 

每個企業都是獨特的，具有不同其他品牌的目標客群、品牌歷史以及未來

展望，並沒有任何一項策略完美應對到所有品牌。 

 

三、長期經營才會見效 

正確地執行你的社群行銷策略，儘管一剛開始會看起來乏人問津，而過了

一段時間就會有明顯起色。 

 

四、社群平台總是要你買廣告 

																																																								
17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2333638cea3 社群行銷很簡單？讓專業的來！６點社群

經營的真相（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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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所有的社群媒體都希望你能夠在平台上買廣告，來獲得更多的觸及人

數，因此他們往往限制你原先貼文，在未投放廣告的情況下，能夠觸及的人數

有限。 

 

五、數據不會告訴你一切 

數據不能告訴你一切。它不能給你用戶對品牌的個人感受，也無法提出多

元的意見。 

 

六、需要適應變動的社群生態 

需從事社群行銷，並不會讓你有機會只靠 SOP 發貼文，就能夠吸引大批粉

絲專注，因此多多思考如何抓住口味轉變極快的社群 

 

是以，在網路行銷活動上分析，若將一個粉絲專頁想像成一項品牌，為了

要提昇其話題性，增加粉絲在其中的討論度，進而增加其曝光程度，即為炒熱

話題。隨著近年網際網路興起，公關研究放在新媒體的研究上，臉書自然被拿

來檢驗績效經營。企業可以觀察其他企業作為標竿，瞭解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差

異，進一步仿效之。（張庭瀚，2014） 

 

然而與官方網站相比，臉書粉絲專頁有何不同之處，又或者針對企業主而

言，什麼樣的溝通或是經營臉書方式才會是 有成效的，這些在前人研究中結

論如下。 

 

針對話題的經營，管理者就顯得相當重要，從開創吸引人的話題，至討論

話題的走向和管理者所站的立場都能造成粉絲對於專頁的向心力，是難得有人

會給予正面回饋的印象，進而增加黏著性，因此管理者必須相當瞭解粉絲的需

求，專頁不應該也只是複製官方網站式經營風格。（張庭瀚，2014） 

 

另一方面，本研究著重在政黨臉書粉絲專頁的經營，而政黨某種程度上也

是廣義非營利組織，而依據謝維琳於 2012 年所做研究，判定非營利組織設立粉

絲專頁有其四個目的（謝維琳，2012），分別為： 

 

一、希望能夠透過對的管道，有效的將組織訊息傳遞給更多人知道。 

 

二、成立的目的為跟上趨勢潮流，若不成立反有落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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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粉絲專頁的低成本、即時性與可控制性等特點，讓非營利組織可以不必花

費大筆預算。 

 

四、非營利組織採用臉書亦希望能夠拓展及建立與年經族群的關係。 

 

是以，Waters 等人（2009）提出「關係」是社群網站的基礎，過去的研究

針對線上關係的發展，非營利組織可以使用社群媒介來精簡其管理職能、與志

工和捐助者互動，並教育其他人關於組織的方案和服務。 

 

所以在臉書上的互動，以及其他社群媒介的應用，對非營利組織十分重

要，而是否可以推廣至其他的組織，包括本文欲討論的政黨型組織，得以與重

要的公眾尋求關係的發展，是值得探討的。 

 

參、 政黨及政治特性歸納 

政黨制度與議會制度、選舉制度一起構成了西方現代民主的三大支柱。是

以我們可以說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根本利益，由其中一部分

積極的分子所組成，具有共同的政治綱領和理論主張，採取共同行動，並為參

與、取得和維護政權而組成的政治組織。 

 

其政黨的特性可分為以下數點： 

 

一、政黨是特殊的政治歷史現象。 

政黨是階級的組織，是階級鬥爭的產物。 

 

二、政黨組成相對複雜。 

政黨是由階級、階層或某些重要的社會集團中的一部份所組成。 

 

三、政黨是有組織、有紀律的組織。 

政黨的紀律嚴格與否是檢驗政黨有無戰鬥力的重要標誌。 

 

四、政黨具有自己的政治綱領。 

所謂政黨的政見，規定了政黨的政治目標，判斷一個政黨的階級屬性與本

質的重要依據。也是政黨區別於其他社會團體的重要標誌之一。政治綱領是判

斷一個政黨階級屬性和本質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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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黨與國家政權密不可分。 

政黨只有掌握了國家政權才能實現其政治綱領，掌握政權是政黨的核心目

標，這也是政黨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一個根本區隔點。 

 

因此，總括世界上各政黨組織概念，政黨可以說是人們為了通過選舉或其

他手段贏得政府權力而組織的政治團體。 

 

另一方面，政治與社會息息相關，是以政治社會化概念至今已廣受運用，

Easton 與 Dennis（1969）將政治社會化定義為個人獲取政治定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與行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s）的過程。政治社會化有狹義和廣

義的定義，狹義的政治社會化指的是精心計劃以用來灌輸或教導政治資訊與價

值，而且這些過程已正式的機制（如學校、學院、組織等）來進行；而廣義的

政治社會化則指所有政治學習，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精心計劃或非在計劃當

中的，它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角落，也包括會影響政治行為的非正式學習，

例如父母親在為後代挑選衣物、玩具時，是否詢問後代孩童的意見，這除了影

響到孩童的人格、也會影響他們對於民主社會公共決策的看法。（Greenstein，

1968） 

 

依據王業立（2017）所提及，政治社會化主要有分四大方向的媒介，分別

為：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傳播媒體，各媒介影響細分如下： 

 

一、家庭 

家庭不僅是一個人出身與成長的場所，也同時是提供個人所處的社會階層

以及所具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父母為家長的家庭，更是一個人在成人之前甚

至其後，居住與生活時間 長的處所，家庭對於個人政治傾向與行為模式影

響，其重要性實在是舉足輕重。（劉嘉薇、黃紀，2012）基本上，子女對於政治

選擇或政黨偏好多數與父母親雷同，但在劉嘉薇的研究中發現受母親影響要多

一些，主要是因為政黨認同是一種情感，母親對子女的情感影響比父親大，是

以在政黨認同度上，子女表現往往與母親更為接近。 

 

二、學校 

學校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媒介，而學校教師則扮演著教導者的角色，在學

校裡的公民教育課程中，常被學者視為「精心設計」形塑個人政治傾向與行為

的重要背景（Mishler & Rose，2007）學校是影響學生們政治態度的來源之一，

而如果該學校的教師能鼓勵學生參與討論或表達意見，則將會更有助於形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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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個人傾向。 

 

三、同儕團體 

由於同儕的年齡相符，常常是興趣相投或是希望獲得同儕團體認同才會集

結成群，因此彼此之間的影響，有其深刻的重要性（劉嘉薇，2012）。而根據研

究顯示，目前我國大學生中，很少與同學或朋友間談論到政治方面的問題，也

很少從同學與朋友之間的談論獲取政治訊息，且對於一件事情立場的表達，尤

其是牽扯到政治方面議題，也很少會引用或是受到同學與朋友的觀點，但整體

而言，還是可以把同儕影響力視為影響民眾政治態度的來源之一。 

 

四、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在政治社會化的功能上，曾被認為是 重要的資訊來源。然經後

代學者研究，學校、同儕團體和傳播媒體影響程度並不如過往研究來得強大，

而父母對於子女的影響卻歷歷在目，因研究發現子女政黨偏好多與父母相同，

而這也相對符合台灣目前民情及現況。（劉嘉薇，2012） 

 

肆、 政治傳播應用 

政治傳播在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政治透過媒體傳播，媒體也因為政治而

存在，兩者相互信賴、相互依賴，政治傳播是政治與傳播兩個概念的結合和互

動過程。有一派學者認為「政治」在「傳播」之下，「政治」是一種「傳播」

（Meadow，1980）；另一方面於近期台灣研究顯示，傳播行為並不一定是政治

行為，但政治行爲一定是傳播行為，因此政治系統是一種傳播系統，且認為雖

然傳播系統與政治系統為完全不同的領域，但兩者互相影響，卻又「各自獨

立」。（劉嘉薇，2016） 

 

 政治傳播過程當中包括了政治傳播者、政治訊息、管道、對象與效果

（Nimmo，1977）依序說明如下： 

 

一、政治傳播者 

政治傳播者是任何傳遞訊息試圖影響政治的人或團體，包括政治人物、政

治名嘴、政治積極分子、政治專業溝通者（記者、公關人員、利益團體，公司

團體中的發言人或遊說者，以及意見領袖，都可包含在內。） 

 

二、政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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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訊息包括語言、符號、圖案與色彩等，更可以強調的是，政治就是談

話。 

 

三、政治傳播管道 

過往傳播管道包括意見領袖、人際討論、組織、政黨、官僚體制內部、大

眾傳播媒體（包含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等，近期因為科技發展緣

故，網際網路已經成為新型態的主要傳播管道之一。 

 

四、傳播的對象 

傳播對象一般稱為受眾，包括領導者、注意該項訊息者等一般受眾。 

 

五、傳播效果 

傳播效果論，可分幾大部分，而較為人所知及慣而討論者，則可分為說明

媒體議題的重要順序與內容對民眾影響、說明受眾接受媒體資訊的主被動性、

以及受眾在態度表達上受到媒體報導主流意見之影響三類。媒體會設定哪些是

重要議題，而這些重要性議題的設定都會影響民眾對於重要議題的認知，譬如

像手機 APP 的推播功能、或是報紙的頭版報導，這就是典型讓新聞議題變成

「重要」又「即時」的方式，這是所謂的議題設定理論。（McCombs & Shaw，

1972）。而在說明受眾傳播過程當中展現出對於特定議題的主動性，也就是受眾

會利用媒體來挖掘和反向搜尋以滿足其了解的需求，這就不是媒體控制受眾、

而是反向的受眾積極目標導向地尋求解答，進一步了解媒體報導內容，這則是

所謂使用滿足理論。（Rosengren, Wenner & Palmegreen，1985）；而在社會化的過

程中，人類傾向群體生活，而害怕被社會孤立，因而導致人們會主動偵測主流

意見，當認為主流意見對自己有利時，他們就會將意見表達出來；反之，當人

們感受到主流民意不利於己時，大多數時候，人們通常保持靜默，這就是所謂

的沈默螺旋理論。（翁秀琪等譯，1994；Noelle-Neumann，1991），然而此理論的

成立在於必須有一爭論性議題的存在，針對此一議題所表達出來的意見，也必

須有道德的成分，此間大眾傳播扮演的角色將極為重要，受眾對主流或非主流

意見的認知需要依賴大眾傳播得以判斷。（翁秀琪，2013） 

 

是以，從所謂 Web2.0 時代開始，由於互動性高並有豐富內容的媒體網站相

繼出現，使得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行為或政黨的政策理念宣傳上關係受到關

注。而這些在 Web2.0 大傘下的「社群媒體」包括了臉書、部落格、微博、推

特、影音分享網站等新媒體（Kushin & Yamamoto，2010），這些社群網站的共同

特性是其內容的開放性以及帳號使用者所生產的原創性內容。線上的社群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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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定義為以網路為基礎的社群，可以讓個人展現自己、與其他社群網路連

接並與他人維持聯繫（Ellison et al.，2007），是以，社群媒體的經營成功與否與

以原創的內容展現自己的特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以美國為例，第 58 屆美國總統大選甫落幕，微小的結果差距讓這場世紀之

戰更加扣人心弦。回顧選戰過程，共和及民主黨兩邊陣營的宣傳戰場，不再單

以傳統媒體，透過傳統議題設定和廣告向選民溝通，更一路打到社群媒體上，

希望透過網路無時差的特質，爭取每張可能的選票，其中，臉書經營往往成為

左右戰局的關鍵。儘管 2016 的大選並非社群媒體首次登台亮相，卻在這次的競

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無比的影響力。美國國國際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PRI）總裁米勒（Alisa Miller）便直言：「2016 的大選是場社群媒體

的革命式選舉。」18 

 

所以我們可說，政治傳播因受到政治社會化影響，媒體為政治社會化的機

制之一，在當代政治環境中，由於社群媒體的興起，每個人將都是「自媒體」，

意見領袖或大眾傳播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已經不像過往時代般如此巨大，但政府

跟政治人物一樣也可以直接透過社群媒體來訴諸公眾。是以對於政黨所謂做政

治傳播的操作，可謂是更加靈活。 

 

 

 

 

 

 

 

 

 

 

 

 

 

 

																																																								
18https://blog.dcplus.com.tw/marketing-knowledge/starter/102798	 從美國大選看社群媒體力量｜

通泰媒體（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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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背景與其社群媒體現況 

壹、 政黨及政治特性歸納 

據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資料顯示，於清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4 年），正當中

日甲午戰況緊急關頭，孫中山先生號召華僑親友，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革

命救國組織，是為中國國民黨之誕生。（如圖 4） 

 

 

圖 4：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畫像 

 

 

迄今堂堂邁入一百二十年，這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國民黨歷經革命開

國、討袁護法、北伐統一、訓政建設、抗戰建國、制憲行憲、反共戡亂，以及

保衛臺灣、建設臺灣、政黨輪替等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如下條列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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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國國民黨歷年大事記 

時序 時間 日期 大事記 

1 民國前 18

年（西元

1894 年） 

 

11/24 興中會成立於檀香山。 

2 民國前 1

年（西元

1911 年） 

 

10/10 武昌起義。 

12/29   國父孫中山先生由各省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

大總統。 

 

3 民國 17

年（西元

1928 年） 

 

6/8 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北伐宣告完成。 

4 民國 17

年（西元

1928 年） 

 

10/10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主席蔣中正先生暨五院

院長宣誓就職。 

 

5 民國 26

年（西元

1937 年） 

 

7/7 日軍在北平近郊盧溝橋尋釁，砲擊宛平城;我守軍

奮起抵抗，揭開全民抗戰序幕。史稱「七七事

變」。 

6 民國 34

年（西元

1945 年） 

 

8/14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同日，我國與蘇俄簽訂「友

好同盟條約」。 

 

7 民國 36

年（西元

1947 年） 

 

1/1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定本年 12 月 25

日為行憲紀念日。 

8 民國 62

年（西元

1973 年） 

 

11/12 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在中國國民黨十屆四中

全會宣布：政府決定在五年內完成九項工程建

設；核能發電工程，稱「十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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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民國 76

年（西元

1987 年） 

 

7/14 總統發布命令，宣告台灣地區自十五日零時起解

除戒嚴，國家安全法亦同時施行。我國民主憲政

發展邁入新里程。 

10 民國 85

年（西元

1996 年） 

 

3 月 台灣進行首次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主席李登

輝先生及副主席連戰先生代表本黨競選，高票當

選，為台灣第一任民選正副總統。 

11 民國 89

年（西元

2000 年） 

 

3 月 國民黨總統大選失利，國民黨首次在野。李登輝

先生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由連戰副主席以代主

席的身份重建國民黨。 

 

12 民國 97

年（西元

2008 年） 

 

3/22 馬英九先生以中國國民黨候選人身分參選總統，

擊敗民主進步黨的謝長廷，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 

13 民國 101

年（西元

2012 年） 

 

1/14 馬英九先生以中國國民黨候選人身分參選連任總

統，擊敗民主進步黨的蔡英文，正式成為中華民

國第 13 任總統。 

 

14 民國 105

年（西元

2016 年） 

 

1/16  朱立倫先生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失利，國民黨二

度在野。 

15 民國 105

年（西元

2016 年） 

 

3/30  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由洪秀柱女士擔任中國國

民黨主席。 

 

16 民國 106

年（西元

2017 年） 

5/20 中國國民黨主席直選選舉，由吳敦義先生獲選，

於同年 8 月 20 日起擔任第七任中國國民黨主席 

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大世紀，洪孟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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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架構為主要分中央委員會（即中央黨部）、縣市級委員

會、區級委員會等三級；而其 高權力機構為全國代表大會，每一年召開一

次，閉會期間由中央委員會行使職權。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由中央

常務委員會執行職務，並對其負責，是國民黨的 高決策機關，中央常務委員

會原則上每週三召開一次，由中國國民黨主席為會議主持人、其下設有首席副

主席、副主席若干位。中央委員會內設有若干單位，以負責日常的黨務運作。

（如圖 5） 

 

圖 5：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線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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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介紹對外宣傳及代表方面，有兩個部分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分別為中

國國民黨黨主席及文化傳播委員會。 

 

一、中國國民黨主席 

中國國民黨主席 （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簡稱國民黨主席）是

中國國民黨的 高領導人，自 2001 年起由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直選。《中國國

民黨黨章》第 19 條規定「主席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從第七任黨

主席開始將根據 2013 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大）修改的

《國民黨黨章》第十七條規定「主席之選舉，應於任滿當年應召開之全國代表

大會舉行之 3 個月前，與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同時辦理」及「主席之任期

為 4 年」。此外，黨章同時規定在執政黨的時期，總統將會兼任黨主席。 

 

目前中國國民黨主席為第七任，是由 2017 年 5 月 20 日獲過半數投票通過

當選的吳敦義先生擔任，其本任任期將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止。 

 

二、國民黨對外宣傳主責單位 

在中國國民黨組織架構下，其中主責對外文宣、宣傳、闡述理念單位為中

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簡稱國民黨文傳會），原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四組。1950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進行改組，第四組職司黨意理論之宣傳、

文化控制機制，以掌握所有文藝、宣傳活動。後來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又稱中央文化工作會、文工會。2000 年 3 月，文工會與中

央黨史委員會合併為文傳會，中央黨史委員會業務由文傳會黨史館掌理。（中國

國民黨黨章，2013） 

 

貳、 中國國民黨與社群媒體連結關聯 

新媒體於政治或選戰上的運用，從資料顯示，雖然在美國總統大選早於

2008 年歐巴馬陣營即開始使用社群媒體操作，並且成功贏得大選。但反觀國

內，當時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基本上直到 2011 年才著手正式進行，主要原因

也是因應 2012 年的總統大選。當時馬英九總統競選總部不但以「台灣加油讚」

為名，其中使用「讚」而非加油站的「站」字，除有為自己加油打氣的意味、

也更能貼近臉書的按讚行動；該組織由副執行長羅智強的帶領，成立「新媒體

部」。組成份子多為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從傳統官網、臉書、噗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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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正面迎戰擅長運用網路的民進黨。19 

	

因此，中國國民黨與國內主要幾大政黨，其實受每兩年一次大型選戰刺

激，是以分別都針對新媒體部門有獨立部門運作，以下簡要說明國民黨新媒體

部門目前組織架構及緣由。	

 

一、台灣加油讚（2011-2012） 

「台灣加油讚」（Taiwan Bravo），是 2012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中國國

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全國競選總部，執行總幹事為金溥聰，副執行總幹事

為林益世與羅智強，發言人為殷瑋與李佳霏，新聞總監為李猶龍，首席顧問為

廖文振。（維基百科20，2012） 

 

二、國民黨新媒體部（2012-2016） 

由馬英九總統競選團隊的「台灣加油讚」同仁組成，於國民黨文傳會下成

立獨立單位，設主任一人、成員共四人。首任主任為馬英九競選辦公室的新媒

體副總監王中茜。（東森新聞雲21，2012） 

 

三、國民黨新媒體辦公室（2016-至今） 

國民黨於 2016 年成立「媒體新概念辦公室」，佈局網絡平台，其中台灣人

常用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通訊應用 Line 將成為經營重點。其主要直屬黨主席

辦公室，一方面將主席個人臉書、國民黨官網、文傳會「國民新聞吧」等黨內

各項網路媒體工具、社群網絡等重新整合，另一方面希望讓國民黨「自媒體

化」，匯聚在野監督戰力。（中時電子報22，2016） 

 

參、 小結 

中國國民黨自創黨前身至今已於 123 年頭，從 1928 年國民政府完成國民革

命軍北伐統一中國起，歷經八年對日抗戰、1947 年行憲、次年改組中華民國政

府。於 1949 年因國共戰爭中戰敗撤退至臺灣後並實施戒嚴時期，直到民選總統

																																																								
19	 天下雜誌 476 期〈總統大選	 從社群媒體開打〉	
2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A%A0%E6%B2%B9%E8%AE%9A	 維

基百科台灣加油讚資料（截至 2017/12/13）	
21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0128/21435.htm?t〈蘇俊賓將掌組發會 林中森接國民黨

祕書長〉東森新聞雲資料（截至 2017/12/13）	
22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511006128-260407	 〈因應新媒體浪潮	 國民黨

將成立「新媒體辦公室」〉（截至 2017/12/13）	



	 33	

禮李登輝執政時期結束前，一直都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也是唯一同時治理過

臺灣海峽兩岸的政黨，其掌握執政權歷經百年。而 2000 年總統選舉敗選後，中

國國民黨首次成為在野黨，其後於 2008 年總統選舉中，由馬英九先生或中國國

民黨提名後以 765 萬多票，創下中華民國總統直選史上 高得票數重新執政，

並於 2012 年總統選舉中再次獲得連任；2016 年總統選舉選舉失利後再次成為在

野黨。 

 

可以說中國國民黨與我國政治、經濟等局面關係密不可分，而當中人民的

需求與宣傳實必須與時俱進，以目前政黨宣傳全面化的時代，新媒體的運用無

論是對公部門或是政黨都是直接且有用的管道，尤其是扮演第一線與民眾接觸

的角色，更是有賴新媒體的直效和方便操作等特性。雖說中國國民黨在社群媒

體的運用上起步較晚，約莫在 2012 年後才正式開始，其粉絲人數也為 549,367

人23，對比現今執政的民進黨粉絲專頁少了近十萬人。各政黨粉絲專頁比較表如

表 6。故中國國民黨確實唯有認真經營粉絲專頁，以令其政策方向得以傳達給

青年族群、以避免產生世代落差的宣傳。 

 

表 6：國內各主要政黨臉書粉絲團概況（2017/12/13） 

政黨名稱 粉絲專頁名稱 粉絲人數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KMT》 549,371 人 

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693,837 人 

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 new power party》 168,276 人 

台灣團結聯盟 《台灣團結聯盟》 43,203 人 

親民黨 《親民黨粉絲團》 10,728 人 

新黨 無官方粉絲專頁  

 

 

 

 

																																																								
23
 截至 2017/12/13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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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臉書的經營策略並以《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為

例，欲了解政黨粉絲專頁的經營策略，先做過往文獻探討的文獻分析法，再搭

配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以及問卷調查法，針對本文欲探討的問題

方向，進行相關人員的深度訪談，並搭配統一設計的問卷向被選取的調查對象

瞭解情況。 

 

文獻分析法能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讓本研究在

過往學者的討論上繼續深化、相互對話；深度訪談法來做個案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於過程中可針對關鍵性的問題點做精確的了解以及全面性的資訊獲得，透過

深度訪談，可讓研究者深入了解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真正的看法和價值。

（Wimmer & Dominick，1991）。本研究將面臨的訪談對象皆為個案中粉絲專頁

的主要負責人員，包括第一線的執行者、企劃者、以及 終決策者，更有方向

擬定者。皆為個案組織中 了解如何運用社群媒體資源的對象，訪談重點在於

聚焦經營上所遭遇的困難以及思考突破的過程，藉此理解政黨面臨社群媒體操

作時的實際作為。 

 

另一方面，問卷調查法是以書面將欲了解的受測者主觀態度藉由提出問題

的方式搜集答案，從而瞭解被試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因應本研究

為網路行為者的主觀意識，且針對對象為《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為主，是以

將採取發放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以期能掌握 大量的主要目標族群以及收集

夠多的有效問卷。本問卷調查法的運用，關鍵在於編製問卷，選擇被試和結果

分析。 

 

而後再從訪談對話中，釐清現階段台灣政黨對於社群媒體行銷經營策略的

重點項目為何，藉以交叉比對，由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作進一步分析，以

使研究內容更加充實完整。 

 

是以，本研究將用深度訪談法來詢問《中國國民黨 KMT》各階層參與經營

管理粉絲專頁的人員，且因為希望能獲得 直接資訊以及了解為何國民黨社群

媒體經營上不如預期，是以訪談將以現職及離職人員交叉並呈，都皆鎖定直接

負責該業務人員為主。其中包括「訪問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前任新媒體部主任、

議題中心主任、設計美編及臉書小編」，以求令其暢所欲言、而避免刻意說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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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的情況發生。以上共計五位直接業務負責受訪者來參與本次的研究訪談。	

 

另採用問卷調查法來針對《中國國民黨 KMT》的使用者，也就是俗稱的粉

絲24以獲得量化的資料搜集，來了解臉書使用者在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KMT》

粉絲專頁後，對其的主觀意見和態度。 

 

因本研究將著重範圍在《中國國民黨 KMT》Facebook 粉絲專頁及五位《中

國國民黨 KMT》的直接管理者受訪，並調查該粉絲頁粉絲對其好感度分析，研

究結論其可推論至其他政黨之粉絲專頁經營互動過程，並在此領域上有著微薄

貢獻。 

 

壹、 深度訪談法 

進行深度訪談，因涉及研究題目的敏感性及後續效應，或對人物政策的緘

否，常讓受訪者無法暢所欲言，某些技術性的問題（如制定政策的過程或實施

政策的方法），受訪者可能很願意提供，但又涉及動機或價值立場的問題，所以

三緘其口。（Fitz, et. Al, 1994） 

 

故本研究在受訪者的選擇方面，為能夠找尋提供本研究問題 大資訊的受

訪者，本研究採取「目的性抽樣」，由於本研究欲藉由《中國國民黨 KMT》臉

書粉絲專頁探討政黨經營社群媒體的策略運用，因此在訪談選定對象中有兩位

皆是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前新媒體部實際負責人，分別為王 oo 及周 oo，此兩位

同時也是《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粉絲專頁實際管理者。另外選定現任文傳會

副主委兼議題中心主任唐 oo，其主要職掌為督促議題中心產生新聞議題既輿情

分析；還有文傳會文宣組副主任黃 oo，其背景除是資深美工人員外，也負責貼

文製作及文宣創意發想相關事宜； 後訪談專職美工人員姜 oo，其主要負責工

作為製作政策圖文並且提供長官過目。共計五位專職粉絲專頁負責人員，以為

後續經營政黨社群媒體策略及臉書粉絲專頁提出可行方向，以上受訪者共計五

名。 

 

 

 

																																																								
24	 粉絲：follower，在此意指臉書真實使用者，並曾於該粉絲團按讚（like）以加入追蹤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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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受訪者背景介紹如下表 7 整理： 

 

表 7：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編號 姓名 職稱 任職期間 訪談方式 

 

01 王oo 
前國民黨文傳會

新媒體部主任 

2012.05-2013.04 

（已離職） 

面談 

02 周oo 
前國民黨文傳會

新媒體部主任 

2016.04-2017.08 

（已離職） 

面談 

 

03 唐oo 

現任國民黨文傳

會副主委暨輿情

中心主任 

2016.09-至今 

（在職中） 

面談 

04 黃oo 
現任國民黨文傳

會文宣組組長 

2012.05-至今 

（在職中） 

面談 

05 姜oo 

《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粉絲

專頁專職美工人

員 

2016.06-至今 

（在職中） 

 

面談 

 

 

本研究採取非結構式的個別訪談法，非結構性訪談也稱自由式訪談。非結

構性訪談事先不制定完整的調查問卷和詳細的訪談提綱，也不規定標準的訪談

程式，而是由訪談員按一個大綱提點式訪談提綱或某一個主題，與被訪者交

談，這種訪談對於訪談雙方來說是相對自由且能隨意的訪談。這種訪談較有彈

性，能根據訪談員的需要靈活地轉換話題，變換提問方式和順序，追問重要線

索。訪談前研究者均獲得受訪者同意，將訪談內容以錄音方式紀錄，作為資料

分析過程之依據。 

 

個別訪談則是研究員對每一個被訪者逐一進行的單獨訪談。其優點是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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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被訪者直接接觸，可以得到真實可靠的材料。這種訪談有利於被訪者詳

細、真實地表達其看法，訪談員與被訪者有更多的交流機會，被訪者更易受到

重視，安全感更強，訪談內容更易深入。個別訪談是訪談調查中 常見的形

式。 

 

訪題大綱如下：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相關問題： 

 

一、發文類： 

（一） 在社群媒體上建立這樣一個平台對於政黨的正面及反面意義為何？ 

（二）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是如何運作此一粉絲專頁及發文策略？ 

（三） 於此粉絲專頁上發文的頻率及時間規劃為何？ 

（四） 此粉絲專頁大部分發文均為政黨正面消息，是否也包括回覆或澄清媒 

體及網路上關於中國國民黨的負面報導？ 

（五） 目前臉書官方針對粉絲專頁發文進行收費制度，於本粉絲專頁上所下 

廣告費用情況為何？金額及頻率？ 

 

二、經營類： 

（一） 中國國民黨高層對此粉絲專頁的管理績效評估為何？有何與對手政黨 

不同的創新發文策略？ 

（二）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如何擬定社群媒體發文策略？如何支持者及民眾建 

立起互動和信任感？ 

（三） 中國國民黨於社群媒體上的經營策略運用未來方向為何？ 

（四） 過往數年，被網友普遍認為《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發文成效不 

佳，您認同這樣的講法嗎？請教核心原因為何？ 

（五） 各主要政黨目前幾乎都開設臉書粉絲專頁，可視為重視與民溝通的一 

項做法。試比較本粉絲專頁與其他主要政黨粉絲專頁之優劣。 

 

三、其他類： 

（一） 對於社群媒體的未來性、或臉書粉絲專頁的未來性，您的看法為何？ 

（二） 關於政黨經營粉絲專頁的未來性，您的看法為何？ 

（三） 任何針對本研究內容的建議與指教。 

 

上述問題將會於個別受訪者詢問時依照研究者的引導提問，並不一定僅限

問一次、也不會依照順序提問，唯所有問題必定於每位受訪者訪談中提問到，



	 38	

每位受訪者提問問題時間約為 40 分鐘至一小時以內。 

 

貳、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擬調查政黨經營社群媒體的行銷策略成效，並瞭解與粉絲之間的互

動性及其關係，並以《中國國民黨 KMT》為例。因此研究母體定義為《中國國

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追蹤者，由現有 54 萬 9 千多名粉絲中抽樣出研究問卷

發放對象，做出至少有效份數 200 份的網路問卷。且配合網路問卷調查法的操

作方式，做出有效的調查問卷。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使用問卷調查法主要想獲得兩個面向答案，一是

已加入政黨粉絲專頁的追蹤者與該政黨粉絲專頁的互動性及其關係；二是了解

政黨社群媒體經營是否對於該政黨有正向回饋反應以及其相關因素，並由此探

討社群媒體的關係行銷策略效果。因此，將設計三部分題組以組成本問卷調查

的主體。題組前後順序的安排亦相當重要，因為問卷的排列順序，將會影響受

訪者填答的情形。 

 

首先，為使受測者更加清楚瞭解本調查目的，並限制受測對象，將於本問

卷一開始，詢問受測者是否為加入《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 Facebook 使

用者，並說明本問卷目的在於學術研究，並希望從《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

頁的粉絲去探討政黨經營社群媒體與粉絲之間的互動情況，並了解經營策略的

效果。 

 

問卷的第一部分將著重在受測者與《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接觸時間

長短及接收到的發文頻率，調查加入粉絲專頁的時間、使用頻率以及接觸動機

等；第二部分則是受測者對於《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瀏覽行為及互動

行為，設計問題以瞭解受測者在粉絲專頁瀏覽過的介面，以及進行過哪些互動

行為；問卷第三部分著重在受測者與《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互動感

受，藉由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25，請受測者針對與《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互動感受進行評分，希望受試者就自身與該粉絲專頁的互動

所獲得的感受回答問題，也包括會問到對於該粉絲專頁的貼文資訊滿意程度，

以及是否為能表達受測者心聲的粉絲專頁，並會請受測者依使用習慣印象評比

																																																								
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5%8B%E7%89%B9%E9%87%8F%E8%A1%A8 ，

李克特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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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政黨粉絲專頁比較，包括引導話題能力、或是貼文活潑吸引程度等；

後請受測者對《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滿意度，進行 1 分至 10 分的評

分， 後調查受測者是否持續使用該粉絲專頁，以瞭解受測者的忠誠度。 

 

並於問卷 後詢問受測者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月平均收入、居住地以及政黨傾向。以推敲出受測者的背景是否會影響對

於政黨粉絲專頁的喜惡程度，藉此完整調查資訊，以為後續分析做準備。 

 

問卷題目設計將如下表 8 所示，不包含個人資料下題目總共分四大部分，

共 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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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本研究問卷題目範本	

題目分類	 題目敘述	 回答選項	

第一類題

目： 

成為粉絲時

間長短及接

收訊息強弱

程度 

親愛的受測者，您好： 

 

這是台大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洪孟楷，在蘇彩足教授的指導下，針

對「政黨社群媒體經營之學術研究，

以《中國國民黨 KMT》臉書粉絲專

頁為例」研究所做之問卷調查。 

 

本問卷所需訪問的對象為《中國國民

黨 KMT》粉絲專頁的粉絲。如您尚

未加入，敬請您先行加入後，再進行

問卷填寫。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ykmt/?fref=ts 

 

以下共有 25 個選擇題，全是針對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而設

計。為保護個人隱私權，全部問題回

答將僅作學術使用、決不另做它用，

請您放心。 

 

敬請您以自身經驗作答，再次感謝您

的撥冗參與，敬祝順心平安。 

 

洪孟楷敬上 

 

題 1.請問您加入《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多久時間？ 

A. 一個月內 

B. 一至三個月間 

C. 三至六個月間 

D. 六至十二個月間 

E. 一年以上 

題 2.請問藉由何種管道得知《中國國

民黨 KMT》粉絲專頁？ 

A. 粉絲專頁贊助 

B. 粉絲專頁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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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聞性貼文連結 

D. 臉書好友推薦 

E. 其他 

題 3.請問您印象中多久時間會接收到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新貼

文？ 

A. 每天至少一次 

B. 每週至少一次 

C. 每週少於一次 

D. 每月至少一次 

E. 每月少於一次 

題 4.請問您印象中 近一次接收到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新

貼文訊息為何時？ 

A. 今日 

B. 本週 

C. 兩週內 

D. 兩週至一個月內 

E. 一個月以上 

題 5.請問您加入《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動機為何？ 

A. 認同政黨理念 

B. 認同貼文理念 

C. 朋友介紹 

D. 想接收到本粉絲專

頁新貼文資訊 

E. 其他 

第二類題

目： 

對於《中國

國民黨

KMT》粉絲

專頁的瀏覽

行為及互動

行為 

題 6.請問您觀看《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貼文後大部份給予的

反應回饋為何？ 

A. 按讚（like） 

B. 按怒（angry） 

C. 按其他心情 

D. 視該貼文內容而定 

E. 不主動表達意見 

題 7.您同意《中國國民黨 KMT》粉

絲專頁管理者會很重視您選擇的反應

回饋嗎？ 

A. 非常不同意 

B. 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8.請問您觀看《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新貼文，而後留言

的頻率為何？ 

A. 每則皆留言 

B. 超過 50%比例會留

言 

C. 低於 50%比例會留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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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一定，視該貼文

內容而定 

E. 從不曾留言 

題 9.當您留言時，您同意《中國國民

黨 KMT》粉絲專頁管理者會很重視

您的留言內容？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0.請問您觀看《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新貼文，而後分享

的頻率為何？ 

A. 每則皆分享 

B. 超過 50%比例會分

享 

C. 低於 50%比例會分

享 

D. 不一定，視該貼文

內容而定 

E. 從不曾分享 

題 11.當您分享貼文時，您同意《中

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管理者會

很重視您的主動分享行為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2.總體而言，您同意您自己在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所做

互動回應（包括反應回饋、留言或分

享）相較您在其他粉絲專頁更多？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第三類題

目： 

與《中國國

民黨

KMT》粉絲

專頁的互動

感受 

題 13.您同意《中國國民黨 KMT》粉

絲專頁是個有用資訊流通的社群媒體

平台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4.您同意《中國國民黨 KMT》粉

絲專頁是個沒有意識形態偏見的社群

媒體平台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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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5.您同意相對於較少反應的貼

文，您會更重視《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裡有更多讚的貼文

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6. 您同意相對於較少留言的貼

文，您會更重視《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裡有更多留言的貼文

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7. 您同意會因為有不同網友在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貼文

後留言而更想要去留言回應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8.您同意會因為在《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有意見較一致的貼文

而使您更常參與互動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題 19.您同意《中國國民黨 KMT》粉

絲專頁相較其他政黨粉絲專頁更能表

達您的心聲？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F. 無加入其他政黨粉

絲專頁 

題 20.您同意相較其他政黨粉絲專

頁，《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表

達方式更活潑生動、更吸引您的注意

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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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無加入其他政黨粉

絲專頁 

題 21. 您同意相較其他政黨粉絲專

頁，《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更

有創造話題或引導討論的能力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F. 無加入其他政黨粉

絲專頁 

第四類題

目： 

對《中國國

民黨

KMT》粉絲

專頁的滿意

度及忠誠度

調查 

題 22.以 1 分為 低、10 分為 高；

整體而言，您會給《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評斷幾分的分數？ 

1-10 填空作答 

題 23.《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

令您滿意的部分為何？（可複選） 

A. 貼文內容符合心聲 

B. 貼文資訊豐富 

C. 貼文更新速度快 

D. 貼文內容實用性高 

E. 貼文內容清晰易懂 

F. 貼文設計活潑 

G. 編輯說明清晰易懂 

H. 大頭照及封面照討

喜 

I. 即時回應用戶訊息 

J. 粉絲人數眾多 

K. 粉絲討論議題熱烈 

L. 粉絲討論正向且有

幫助 

M. 其他＿＿＿＿＿ 

題 24.《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

令您不滿意的部分為何？（可複

選） 

A. 貼文內容不符合心

聲 

B. 貼文資訊不豐富 

C. 貼文更新速度慢 

D. 貼文內容實用性低 

E. 貼文內容複雜難懂 

F. 貼文設計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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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編輯說明複雜難懂 

H. 大頭照及封面照不

討喜 

I. 未即時回應用戶訊

息 

J. 粉絲人數稀少 

K. 粉絲討論議題冷淡 

L. 粉絲討論負面且無

幫助 

M. 其他＿＿＿＿＿ 

題 25.請問您同意往後仍會持續關注

《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嗎？ 

A. 非常不同意 

B. 不同意 

C. 普通 

D. 同意 

E. 非常同意 

個人資料 請問您的性別？ A. 女 

B. 男 

C. 其他 

請問您的年齡？ A. 18 歲以下 

B. 18 歲-29 歲 

C. 30 歲-39 歲 

D. 40 歲-49 歲 

E. 50 歲-59 歲 

F. 60 歲-69 歲 

G. 70 歲以上 

請問您的居住地區？ A. 北北基 

B. 桃竹苗 

C. 中彰投 

D. 雲嘉南 

E. 高高屏 

F. 宜花東 

G. 台灣離島 

H. 其他地區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A. 國小/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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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中職 

C. 大專院校 

D. 碩士 

E. 博士 

F. 其他或不便透露 

請問您的職業別為何？ A. 學生 

B. 軍公教 

C. 服務業 

D. 金融業 

E. 資訊/科技業 

F. 傳播/廣告/設計業 

G. 醫療業 

H. 製造業 

I. 農林漁牧業 

J. 家管/退休 

K. 其他 

請問您平均月收入為何？ A. 22,000 元以下 

B. 22,001-35,000 元 

C. 35,001-50,000 元 

D. 50,001-80,000 元 

E. 80,001-120,000 元 

F. 120,001 元以上 

G. 其他或不便透露 

請問您的政黨支持傾向？ A. 中國國民黨 

B. 民主進步黨 

C. 親民黨 

D. 新黨 

E. 台聯黨 

F. 時代力量黨 

G. 其他黨 

H. 無特定政黨傾向 

請問您 2012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您

所投票對象為何？ 

A. 馬英九 

B. 蔡英文 

C. 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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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投廢票 

E. 無投票資格 

F. 沒投票或不便透露 

請問您 2016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您

所投票對象為何？ 

A. 蔡英文 

B. 朱立倫 

C. 宋楚瑜 

D. 投廢票 

E. 無投票資格 

F. 沒投票或不便透露 

 
上述問卷問題將於正式實施研究前隨機針對《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

使用者發放針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前測，總計十人；並針對問卷預試題目逐題

調查使用者對問卷之反應，保留題意清楚之題目，刪除題意不清之題目。而後

正式問卷於網路上發放，鎖定《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目前所擁有的 54

萬多粉絲為主的調查，預計於兩週內回收有效問卷至少 200 份以上。而後再進

行篩選及檢視，凡有胡亂作答，胡亂作答定義為答案連續出現達五題以上者或

個人資料殘缺不完整者，即視為無效問卷，將予以剔除。而後將回收之 200 份

以上有效問卷資料編碼，利用電腦來運算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處理，統計其

次數、百分比等描述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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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期研究成果 

壹、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依照研究目的希望探討問題有四大方向，分別為《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

專頁如何被經營？其背後作業流程？在使用者好感度數據探討、以及 重要的

是探討未來政黨社群媒體的經營方針及建議。而分別透過深度訪談法及問卷分

析法來探討不同答案。	

	

前兩大方向因直接與《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經營團隊深度訪談，受

訪者依問題詢問加以回答反應，受訪者除回答問題之外，亦可發表個人觀感及

意見。訪談時間以 40 分鐘為主， 多不超過一個小時，在不打擾受訪者工作之

餘、能有充足時間得到第一手完整回答，也因訪談時間不長、增加其受訪意

願；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即將訪談內容加以整理成書面資料，以便分析並歸納

入研究報告之中。第三部份則透過問卷調查法來了解使用者對於《中國國民黨

KMT》粉絲專頁的好感數據化，藉以了解推測目前使用者對於該粉絲專頁的使

用滿意狀況，挑出較弱之處探討成因並給予建議方向。 

 

終，將就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所獲得資訊綜合彙整後，探討未來政

黨社群媒體的經營方向及未來，做進一步分析，預期本研究將能完成並回答上

述四大方向研究目的。 

 

貳、實質上的貢獻 

 本研究期望能達成上述研究目的，而更期許於該領域中有微薄之貢獻，盼

與之前研究可有對話、對後來研究者有相互學習之處。以下 

 

一、釐清為何過往國民黨社群媒體經營表現不佳 

透過本學術研究，因直接鎖定中國國民黨社群媒體經營來做探討，而藉由

已離職主管及現任負責人員回答交叉比對，更有機會了解中間落差以及為何造

成表現不佳成因，離職人員將較容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對於中國國民黨

做出客觀層面的分析；而現職人員則可針對目前正在著手進行的經營策略以及

對於外來的評估做出主觀層面的判斷。 

 

二、政黨社群媒體預算規模是否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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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運用範圍相當廣泛，而如先前提及資料顯示，社群媒體運用於台

灣地區已經超越傳統電視媒體，換句話說，社群媒體已經是目前花費 多的媒

體運用。而各政黨花費在社群媒體上的預算規模，可以推估出效益分析，然

而，預算相對敏感，容易被列為機密，尤其是不同陣營，更是無法輕易得知。 

 

故如未來有人欲做此方面研究， 理想方式是透過第三者做深度訪談。已

獲得第一手未公開資料。並且提供思考，政黨在做相關經營時，是否應當增加

社群媒體的行銷預算？ 

 

三、可加強政黨社群媒體運用成效數據 

社群媒體運用成效屬各政黨機密，但如能獲得相互比對，即可得知何種社

群媒體管道才是目前效益 高的通路。 

 

另也可分析什麼樣粉絲專頁的貼文，可獲得 高民眾喜好；另一方面，如

果可以獲得後台數據，即可分析、年齡、時間、使用習慣、分享熱度等，而這

些在大數據時代，可作十分良好分析，也是數據時代 為寶貴資料。 

 

四、可作為政黨新媒體未來規劃參考 

任何媒體運用除了現在以外，何者能搶奪先機，何者就能先行吸引選民目

光，是以不光是目前使用社群媒體狀況，未來規劃亦是十分重要課題。如同半

年前臉書直播剛剛開放時，已經有廣告公司著手搶用，即先搶奪該領域先機。 

 

是以，如能先行瞭解政黨對於社群媒體的經營運用，包括粉絲團的粉絲經

營，並進一步思考怎麼能化虛擬為實體，及社群媒體上的互動轉成實際選舉時

的投票行為，都是必要可研究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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