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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
民主政治即是民意政治，「以民意為依歸」、「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所反
映的，無非是要求掌握權力的人必須對其行為的正當性，向「人民頭家」回應，
這是身處在民主大環境當中公共管理者所應具備的首要認知（陳敦源，2009：
162）。
近年行政改革不管是「新公共管理」的「顧客導向」，抑或是「新公共服
務」對於「公民」角色的重視，均強調公共政策的擬定與施作，不再是政府部門
官員片面說了算，必須將人民的心聲，轉化變成政府施政的內涵，以獲得民眾對
於政府部門的信任與支持（陳敦源、李仲彬，2010）。
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強調市府的施政目標要跟民眾站在一起，「趴著接地氣」
1

，希望所有的首長們站在第一線，傾聽人民的聲音，替他們解決問題，提供市民

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推動各項行政革新，也要隨著民意調整步伐，把實際的成
績做出來，民眾自然有感。
從《天下雜誌》2019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排行2，侯友宜一舉躍上第7名，是
過去國民黨執政14年來，從台北縣到新北市最佳的成績，今(109)年又獲《遠見》
「六都防疫滿意度調查」冠軍、首度躋身2020《遠見雜誌》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
查35星俱樂部，為21縣市最高淨滿意度、最低負評。由此看出，侯市長主張的接
地氣，確實接收到民意，尤其新冠肺炎期間，在疫情紓困措施上，普遍獲得民眾
的肯定與支持，直接反映在施政滿意度的調查結果上。
廖洲棚（2016）認為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官僚體系的運作及民選政治首長期
許之間的落差始終是推動政府改革之首要因素。尤其當國家的民主改革逐漸深
化，如何強化行政機關對不同政黨主政之民選政治機關（包括國會和民選政治首

1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403/1414435.htm，檢索日期:109 年 04 月 03 日。

2

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6803，檢索日期:109 年 5 月 30 日。

3 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2894，檢索日期:109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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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政治任命首長）的回應性，成為民主行政發展的首要議題。如果行政機關能
夠透過民意調查瞭解民眾對於特定政策或是施政作為的看法或滿意度，將有助於
減少溝通成本，縮小官僚體制運作與首長期許之間的差異性。
從公共管理的實務來看，民眾對於政府機關提出陳情需求，更貼近公民主動
參與的精神，可視為公民參與在公共管理領域的具體呈現。依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定義：「民眾透過民主制度賦予之意見表達的權力，讓原排除在
政治與經濟政策決策圈外者的意見，能在被慎思地納入政策過程，進而影響國家
集體生活之個別的或集體的行動。」(廖洲棚，2012)，而民主國家的公民因為各
種不同的動機及理由以不同的方式參與公共事務，讓文官在與民眾互動的過程
中，能蒐集許多民眾潛在的公共服務偏好。
政府在傾聽民眾聲音的過程中，提供發表意見的多元管道和交流平臺並非難
事，真正的挑戰來自於如何整合不同意見，並給予合理的回應(蘇彩足，2013)。
則不管是要「接地氣」或是主張所謂的「民之所欲」，都昰希望讓市民更有感，
進而在施政上獲得更廣泛的認同與支持。

貳、 研究動機
民主社會的重要課題之ㄧ，在於如何有效促進民眾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由
此可知，政治與公民參與為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機制，人民得以藉此表達自身意見
並與他人溝通，由此發揮重大影響力。透過政治與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基本精
神也得以滿足（Parry, Moyser, & Day, 1992）。
民眾對公共政策意見的表達，是在民主社會中，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重
要的一環，了解民意並能適當回應，是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政府所面對的挑戰，也
是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回應性政府」即是以廣義的公民
需求為導向的政府，也就是政府能將管轄範圍內，民眾提出的公共需求， 納入
公共政策過程的民主政府，特別是政策環境不確定性（uncertainty）與風險
（risk）程度越高時，回應性的落實可公平地滿足民眾個別需求及整體利益，而
落實的基礎則有賴民眾能有自由形成需求與表達需求的管道（廖洲棚等 2013）。

5

隨著我國民主發展深化及資通訊科技迅速發展，Web 2.0 技術大幅降低民眾
發表與分享公共意見及公共資訊的成本，平版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行動上網工具
普及，讓民眾對於施政提出興革建議或違失舉發，維護自身權益等，增加許多參
與或表達公共意見的機會。各式連網設備與無線網路系統，更加方便民眾蒐集特
定公共議題相關網路資訊，發表自己的看法。
目前各個政府部門講求 E 化治理，關注探求民意，設計種種的機制與管道，
讓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更加多元，除了透過民意調查、座談會、公聽會、說明會
及新聞媒體等傳統公民參與方式蒐集民意，也運用資通訊科技提供各種便利的管
道，如線上論壇、首長電子信箱、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以及電話客服中心
（call center）等蒐集及回應，擴大民眾的公共參與範圍，民意已成為影響政府推
動公共政策之重要指標。
運用便捷的資訊科技擴大公民參與的作法已是必然的趨勢，在社會發展、公
民意識高漲的今日，民眾需求逐漸多元化，各國政府機關無不設法發展創新策
略，提供民眾更親切、更有效率的服務(廖麗娟、黃子華，2012)。因應資訊通訊
科技的發展，網路參與機制廣泛應用成為政府與大眾的交流互動重要工具，尤其
多樣性行動載具的普及，民眾僅需付出低廉的成本，就能向政府表達意見，如目
前各級政府機關普遍設立的首長電子信箱及政府客服 1999 專線，皆成為政府回
應公民需求的重要機制。
新北市政府從公民參與的角度，開放多元管道，讓民眾可以透過 1999 市政
專線、市長信箱、市長臉書、我的新北市、智慧里長及智慧社區等網路系統，或
以書面紙本郵寄、臨櫃提送等方式反應意見。108 年總案件量 37 萬 6,356 件(平均
每月 3 萬 1,363 件)，其中以 1999 電話受理 22 萬 7,674 件佔總案量之 60%最多4，
其次約有 33%的民眾透過網路及 APP 反映問題(如市長信箱、我的新北市 APP-市
政信箱等)，兩者佔市府受理民眾陳情案量九成以上，電話及網路成為民眾最常陳
情反應的管道。

4新北市政府研考會內部陳情報表統計資料，1999

電話受理案件，包含一般案件及快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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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市府團隊每年定期辦理整體施政滿意度調查，蒐集民眾對於政府施政
或公共政策的滿意程度及偏好，作為課責依據，爭取對於政府作為的支持，也避
免自我感覺施政良好但民眾卻無感的窘境。

參、 研究問題
網路普及與社群媒體興起，改變政府與民眾、企業及社會的溝通互動方式，
減少人民與政府互動成本，提供更完善的服務機制；電子化政府成為政府利用資
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 ICT)，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設立民意電子信箱，另一個改變民眾與政府互動的介面為 1999 市政專
線，市民熱線的進話量主要以手機為主，市長(政)信箱則是透過網路使用電子信
箱或透過手機下載 APP，讓民眾與政府直接互動，無論是 1999 市政專線或市長
信箱，皆是電子化政府與行動政府為了達到直接民主運用的重要措施。對公部門
而言，網際網路與連網設施的普及所帶來巨量的民意資料，正提供民主政府一個
洞察民意以提升政府回應性的絕佳機會，當政府機關選擇讓廣大民眾透過便利的
資通訊系統提出服務需求的同時，若沒有適當的方法協助政府機關具體地彙整和
分析民眾的偏好，勢將無法有效解決民眾投訴的難題（廖洲棚、陳敦源、廖興
中，2012），執政團隊如能透過資通訊科技(ICTs)整合來自多元管道的民意資
料，將可協助管理者萃取出重要民意的偏好，藉此作為民意與政策間的溝通橋
樑。
為探討政府機關對於陳情案件的處理課題與了解民眾施政滿意程度的偏好，
本研究以新北市政府 100 年至 107 年針對電話(1999 市政專線)與網路(市長信箱或
app)5的陳情資料進行比較分析，整理相關研究及統計數據，萃取民眾關切的主要
議題，結合市府自辦施政滿意度調查結果，瞭解民意潮流的趨勢，作為未來市政
規劃或改善參考。

5

本研究針對網路(市長信箱)係指新北市政府提供網路或 APP 管道所受理陳情案件，包括以電子郵件登

錄「市長信箱」
、透過手機下載我的新北市 APP、智慧里長通報或智慧社區 APP 登錄的「市政信箱」
，均統
稱為「市長信箱」
。

7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 探討新北市政府電話與網路不同陳情管道之使用情形。
二、 從新北市政府電話與網路陳情管道探討民眾反映問題的差異性。
三、 探討新北市民眾之施政滿意程度與陳情案件資料間是否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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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 行動化政府
隨著行動裝置與無線網路日趨普及，人們愈來愈能夠透過行動科技進行溝通
聯繫，或申辦特定業務，這也進一步地促使行動政府（M-Government）的出現。
由此可知，行動政府係指：透過行動科技（MobileTechnologies）強化 E 政府的公
共服務傳遞功能（OECD，2005：18）。
行動政府最重要的兩項特徵是「行動」與「無線」，行動指的是「可以輕便
帶著走」，無線則代表不需實體的網路線路，相關的政府政策中，最明顯的例子
固然為無線網路及市民熱線等設計，然而從使用者與政府互動介面改變的程度以
及民眾的使用量來看，市民熱線的影響效果相當明顯。在電子信箱的使用日漸普
及之後，許多國家開始設計市民熱線作為另一個單一窗口的管道讓民眾反映意
見，由於使用電話的成本及難度低，電話曾被許多學者視為消弭數位落差的好工
具(Mutula, 2008; Singh & Sahu, 2008)。而行動電話不受實體線路限制的特點及 24
小時服務讓使用者隨時隨地自話務人員得到即時資訊，可謂補充了電子信箱必須
等待工作日才能回應的不足。
比較傳統政府、電子政府及行動政府之間，傳統政府處理的原則為官僚程
序，使用的工具主要為電話、傳真，服務時間以上班時間為主，服務的空間為個
人申辦、傳真與電話等，服務的形式多侷限於辦公空間。電子政府處理的原則以
資訊科技技術進行流程再造，主要的工具為電腦及網路，服務時間為 24 小時，
服務的空間為民眾的住所與辦公場域，服務的形式為網頁的點擊。行動政府處理
原則以無線裝置進行無縫整合與聯結，主要工具除電腦外更及於各項行動通訊裝
置，服務時間為 24 小時，服務的空間為民眾所在的任何地點，服務形式為任何
時點透過行動通訊裝置選取所需服務（OECD，2011：19）。
進一步來看，行動政府可說是電子化政府的某種延伸、或「進階版本」，強
化或新增了電子化政府的某些功能，如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更具即時性和易達
性。(曾健銓，2011) 。例如，Web 2.0 技術可用於降低民眾發表與分享公共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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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資訊的成本，並強化民眾取得專業社群知識的能力；平版電腦及智慧型手
機等行動上網工具的普及改善數位落差，增進民眾參與表達公共意見的能力。

貳、 陳情機制
美國學者 Dahl 認為民主政治是政府不斷反映被視為在政治上平等公民的喜
好，且對於公民幾乎都有反應性的回饋（李政明，2005）。所以，在民主國家政
策形成過程中，政府的政策即需能反映被治者之需求，並研訂最佳政策（李政
明，2005）。
政府從威權體制轉變為民主政治，主要在於重視民意，人民透過管道向政府
反映意見，而政府可採納民眾意見，作為施政重要參考(余佩怡，2013)。民主社
會中，民眾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影響自身權益部分，要求政府改善，乃屬多
元化民主體制中的常態運作(簡豐昱，2006)。陳情制度是政府機關強化公民參與
方式之一，透過各式受理陳情的管道，除了處理民眾抱怨問題，也藉由民眾的問
題了解政府機關在行政作業上的缺失，將抱怨內容視為政府改善公共服務品質的
參考，促進政府與民眾的公民對話。
依「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定，人民陳情內容包含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
議、行政法令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行政上權益之維護、權益受損請求補救
或賠償。分析陳情之事由，可分為「權益受損請求補救或賠償及防止權益的可能
損害」、「爭取未來的權益」、「陳述自身所受的委屈請求改善」、「請求服務
或查詢」、「有關興革的建議」、「檢舉違法」及「請求修改或廢止某些法
令」。陳情理由大部分均與個人權益有關，當自身權益遭受損害時，人民利用陳
情制度作為救濟，不僅是與政府部門溝通的方式，也是實質的行政救濟制度，是
一種非正式法律救濟制度，當行政機關瑕疵的行政行為，導致人民之權益受損
時，政府機構應該依法行政，對於受侵害之人民權益給予行政體系內之保護，基
於保障人權，陳情制度常常發揮行政救濟之效果，修正行政行為的違法不當，也
提升政府的施政品質。民眾陳情案件的內容雖然包羅萬象，但在陳情的民眾當
中，必定不乏有在各種政策上具備專業知能的專家學者，他們的陳情除了可提供
經驗或專業上的看法外，也代表來自民間的各種聲音(楊綿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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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級政府機關向來重視民眾陳情意見，陳情資料作為瞭解民情趨勢
的重要管道之一，民眾主要的陳情管道或方式，大致可區分為親自陳情、信件陳
情(含傳真)、電話及網路陳情(陳祥、黃伸閔，2009；陳燕正，2014；汪林玲，
2014)。而近幾年手機與通訊軟體（如 Skype、Line、WeChat）的普及，人們聯繫
方式逐漸改變，進而影響民眾參與政治與溝通表達的管道與習慣（Khan et al.
2014; Tufekci and Freelon 2013）。
各級政府機關致力以更便捷有效的行政程序和途徑來受理人民陳情案件，提
供適當管道讓民眾反映，蒐集意見，作為施政方針的參考，而陳情案件資料來源
非常多元而且龐雜，在電子化政府延伸行動政府的過程，隨著反映意見管道的轉
變，則民眾陳情管道不同，與政府機關間互動的影響亦不一定相同。
成熟的網路資訊，更加速開啟公民參與政策的大門，民眾透過陳情維護自身
權益，提高對公共事務參與。網路使用的普及與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民眾更容
易藉以抒發或倡議對公共議題之意見，網路成為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新興管道，
行政機關在面對公民主動接觸的參與時，必須對民眾提出的抱怨加以妥善回應，
以符合民主體制下的回應性（蕭乃沂，2004）。各地方政府紛紛運用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如早期發展的首長(市長)
電子信箱、透過手機下載 APP 與近年各地方政府所設立的 1999 市（縣）民熱線
等管道，加速傾聽與回應民意。

參、 1999 市政專線
1999 的理念是以一個號碼整合市政服務，做為市民直接與市府部門聯繫的橋
梁，由中央機關提供各地方政府推動是政電話諮詢服務的統一便民專線，與
110、119 緊急救難、113 之家庭暴力及性侵諮詢與通報性質有所不同，當地民眾
透過電話或手機直接撥打 1999，即可與當地縣市政府機關的專線人員連繫詢問市
政問題。隨著資通訊科技的應用愈來愈廣，臺北市政府是我國最早建置 1999 單
一市政便民專線的政府機關，民國 93 年開始引進企業電話客服中心模式6，規劃
建置 1999 市民熱線，提供市民 24 小時整合性諮詢服務，受理各項陳情、申訴、

6

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 簡介與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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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反應及建議等案件。在臺北市政府導入 1999 市民熱線後的數年間，引起
其他縣市政府紛紛仿效設立，各地方政府的「1999 市（縣）民熱線」，成為接收
民眾意見與即時回應民眾需求最便利的管道。
在顧客導向的公共政策發展趨勢下，各國政府莫不致力於公共服務品質的改
善，並尋求能將政府服務傳遞給利害關係人、市民的途徑。而單一專線號碼的話
務中心由於能提供簡單、便捷的管道與市民溝通互動，接受市民申訴與意見，也
能依據市民意見快速提供市民所需的市政服務，因此，在新公共政策管理重視利
害關係人、強調顧客導向的發展趨勢下，話務中心的功能越來越受到各國地方政
府重視。Cory Fleming（2008）指出，話務中心是地方政府諮詢市民蒐集重要管
道，藉由市民來電的分析處理，掌握哪些服務是市民最需要、也最重視的服務，
瞭解市民需求，也可瞭解市民對於市政服務的感受，作為市政規劃、市政管理的
參考基礎。
此外，話務中心也是建立地方政府與市民關係的重要途徑，透過對於市民需
求的及時反應，可提升市民滿意度，民眾可以單一窗口反應需求、與市民建立關
係、讓市民感受市政服務、提升市政服務品質、減少政府支出、減少緊急專線電
話的負擔、透過來電內容，瞭解哪些服務是市民需要且重視的服務、可與 GIS 系
統結合，以分析各區域市民市政服務需求型態、可作為市政規劃、管理，擬定施
政方針參考…等。(臺北市市政專題研究報告第 368 輯，2010)
近幾年在顧客導向趨勢下，越來越多地方政府透過單一專線服務電話的設
置，以期達到提升市政服務品質、便民、掌握市民需求等效益。臺北市市政專題
研究報告第368輯(2010)〈臺北市政府1999市民熱線服務效益之評估〉針對臺北市
政府1999市民熱線服務效益進行評估研析，建構地方政府設立話務中心服務績效
指標之訂定與效益評估方法，針對臺北市1999市民熱線勞務委外績效評估方法及
滿意度調查。汪芷瑋(2009)〈1999專線客服人員職能內涵之研究〉研究1999專業
客服人員之職能內涵。黃家玓(2010)〈臺北市政府「1999市民熱線」之研究－顧
客導向及全觀型治理的觀點〉以顧客導向及全觀型治理的理論觀點來探討我國地
方政府在推動跨機關、跨部門單一便民專線的現行運作問題及未來改善方向，以
臺北市政府1999市民熱線爲實務性個案分析，及全觀型治理策略的操作性機制，
檢視1999專線電話在執行上仍欠缺的服務措施及可規劃發展的服務方案，聚焦在
12

機關組織內部人員的服務整合協調及跨部門的夥伴協力問題，政府機關能整體進
行持續性改善及精進服務內涵。
陳序廷(2011)〈地方政府的政策趨同與政策學習-1999 專線個案研究〉應用政
策趨同以及政策學習理論，分析在國內已形成顯著趨同現象的 1999 專線政策，
並選取新北市政府為個案進行深入探討。巫珮蓉(2011)〈電子化參與對地方政府
之影響析探：臺北市 1999 市民當家熱線的個案研究〉以臺北市 1999 市民當家熱
線為個案，研究其組織變革、回應性及內部顧客關係等面向，探討電子化參與對
地方政府機關實務面的影響。戴中盈(2014)〈單一窗口服務對組織內部顧客的影
響─以臺北市 1999 市民熱線派工系統為例〉以臺北市「1999 市民熱線」單一窗
口服務為個案，從內部顧客分析單一窗口服務對組織與人員的狀況，找出其對於
組織內部顧客造成之影響。廖洲棚（2013）於《回應性政府的最後一哩路：政府
公民關係管理資料加值應用之研究》，以我國五個直轄市的公民關係管理系統--1999 市民熱線為個案，透過深度訪談、示範性公民知識管理系統的建立以及五都
陳情案件研考人員的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分析我國五個直轄市的公民意見表達
機制與政府的回應與後續議題管理。

肆、 電子信箱
電子化政府強調透過科技改善民眾與政府間的互動方式，而民眾與政府互動
的過程，其實就是機關權責下政策執行與公共服務的縮影(蕭乃沂，2004)，受到
資通訊科技發展的影響，網際網路也成為新興的民意表達管道，且此一管道可同
時提供民眾以直接與間接方式表達其意見（彭懷恩，2002；Norris, 2004）。隨著
我國民主化的過程，各級政府也設計各種便捷的機制與管道，藉此瞭解民眾對政
府的偏好，就民眾發聲管道而言，最直接、便利又便宜的管道之ㄧ，即是各政府
機關「首長信箱」的運作機制。
陳敦源、黃東益、蕭乃沂(2004:36)指出，「電子化參與方案的內涵，應該具
備將民眾參與落實在每個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將資訊與通信
科技視為一種政府深化的民主治理工具，尤其是在時間及空間的節約上，讓許多
在過去因成本過高而無法實施的公共政策參與模式，轉而發展成為可能，亦即提

13

供一個增進公民參與的便利武器。民意信箱是民眾與政府之間最直接、快速的溝
通管道，透過民意信箱的傳送，將民眾意見、法規疑義與不滿意等事項反映給政
府， 期待獲得即時的回應與有效的解決。相對的，政府藉由民眾的參與意見，
轉化為施政與決策的知識來源並納入管理(莊孟杰，2004)。
我國目前各級政府機關普遍設置電子民意信箱，源起於臺北市「阿扁信箱」
的設立，臺北市於1994年歷經政黨輪替後，1995年10月12日建立「阿扁信箱」，
作為民意反映的窗口。設立之初，是讓民眾可透過電子郵件管道提出意見，參與
政治，並做為蒐集民意的窗口及快速回覆的工具。1998年馬英九當選市長後，延
續「阿扁信箱」的功能，並更名為「市長信箱」(黃東益、蕭乃沂、陳敦源，
2003；蕭乃沂，2004；古麗如，2004)。其後又更改為「市政信箱」。
當資通訊科技普及後，陸續有政府機關利用資通訊科技來便捷陳情案件的受
理程序，如國內各級政府機關為拉近與民眾間的距離，廣納民意及提供民眾參與
政治過程的機會，陸續設置了民意電子信箱，上至最高層總統府的「總統信箱」
（2017年6月更名為「寫信給總統」）、五院的「院長信箱」、各部會的「部長
(署長、首長)信箱」等，下至各地方的縣、市、鄉、鎮、村里等等，所設置的
「首長信箱、市長信箱、里長信箱」等，不管是民意信箱或首長信箱的設置在我
國中央或地方政府已是必需，儘管名稱各機關有所不同，但所為之服務宗旨卻大
同小異，都是提供民眾便利又快速的意見表達途徑(莊孟杰，2004)。這股透過資
通訊科技強化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風潮，便逐漸成為我國各級政府機關促進民眾
直接參與公共議題的重要途徑（黃東益等，2003）。
政府提供民眾反映意見、陳情、提供建言的管道中，電子信箱的發展與網路
通訊科技有極大關聯，為電子化政府重要的意見反映措施之一，同屬透過網際網
路傳送訊息的「民意論壇」與「民意留言板」，由於許多管理上的困難，使論壇
與留言板在公部門端的意見處理上仍受限制。電子信箱低成本且易使用的特性，
方便民眾取得政府服務的有效管道，成為公民線上參與的最佳方式之一。
行政機關在公民關係管理的機制中，民意電子信箱對於民眾意見的反應與處
理頗具代表性，而與日俱增的民眾陳情或建議案件，及資訊通訊科技的普及，透
過網際網路與電子郵件的民意電子信箱，相較於傳真或電話陳情，已逐漸成為民
眾陳情的主要管道(蕭乃沂，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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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旭(2008)〈數位民主行政與官僚回應性：民意電子信箱強化回應性認知
研究初探〉認為民意電子信箱作為每個行政部門最為普遍的對外民意接收窗口之
一，在意義上非但能迅速處理民眾抱怨與情緒，也可以實質提升民眾對於公共事
務的參與感。行政機關著重此抱怨處理導向的公民關係管理機制，將有助解決民
眾遭遇可能面臨的問題，藉此探討公部門資訊科技應用與官僚回應性(民意電子信
箱)的關聯性。
蕭乃沂、陳敦源、黃東益(2003)〈網路民主政府－台北市“市長信箱”的評
估與前瞻〉最早開始以台北市「市長信箱」為研究個案，闡釋網路政府中履行民
主參與及行政服務的相關議題，並輔以實證資料，針對「市長信箱」的民眾滿意
度評估、內部承辦人員的認知、及處理機制與成本，做深入的現況分析。楊綿傑
(2010)〈首長信箱運作與功能之研究－以我國總統信箱為例〉以總統信箱為研究
標的，從信件處理系統、信件處理人員、信件處理流程三個部份切入，詳實了解
總統信箱的整體運作及其功能；並比較總統信箱、行政院長信箱、臺北市長信箱
三者之差異性。余佩怡(2013)〈內政部部長電子信箱個案研究— 顧客導向觀點分
析〉研究內政部部長電子信箱運作機制，探討政府機關推動民意電子信箱設置效
益，以電子化政府及顧客導向應用理論分析內、外顧客對於內政部推動部長信箱
建置之影響、推動助益及問題挑戰。張志鵬(2013)〈內政部警政署部長陳情電子
信箱運作之研究〉研究警政署處理部長信箱面臨之問題，並從警察所面對三種期
待來源，探討對其處理信箱的影響。黃瀞瑩(2014)〈公民電子參與及組織回應性
—以政府首長電子信箱為例〉探討政府組織對民眾意見的回應性，並提出行政組
織回應形式的架構，修正及區分政府回應的層次，分析行政院院長信箱中行政組
織與民眾之間的信件回應內容，提出行政組織回應性階梯，發現政府組織普遍使
用消極的回應層次，而在爭議性議題的回應上，表現較為積極。

伍、 不同陳情管道比較
陳祥、黃伸閔(2009)〈民眾不同陳情管道相對效能之比較〉比較包含網路在
內之不同陳情管道之效能與民眾之滿意度，針對曾向各級行政機構陳情過陳情民
眾進行問卷調查，基於電子郵件陳情管道有較高的滿意度等指標間顯著關連性存
在，支持電子郵件作為首要陳情管道之必要性。曾健銓(2010)〈從電子化政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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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政府：台北市里長使用市長信箱與 1999 市民熱線之研究〉以台北市里長及
台北市市長信箱與 1999 市民熱線為主要標的，透過量化與質化方法的實證分
析，嘗試了解電子信箱與市民熱線這兩項原意用於促進「直接民主」的意見反應
管道，對於村里長的工作產生何種影響，並探討村里長使用電子信箱與市民熱線
的情況及影響他們對這兩項管道滿意認同的變數。國發會委託研究 (2015)〈政府
應用巨量資料精進公共服務與政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透過網路輿情分析與政
府內部行政服務資料(臺北市 1999 市民熱線)分析，測試及驗證巨量資料分析在改
善案件分派效率的可行性，萃取民眾關切議題協助公共管理者掌握民意需求。許
仲琴(2017) 〈人民陳情系統之研究—以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為例〉，以臺中市
生命禮儀管理處作為研究對象，分類民眾透過 1999 話務中心及市長信箱對臺中
市殯葬業務陳情之案件，並深度訪談瞭解機關陳情概況、陳情案件之處理過程、
陳情處理成效，再對訪談內容與現有陳情資料進行分析，探討臺中市生命禮儀管
理處對陳情案件之執行成效及人民對其處理之滿意度，了解陳情人申訴案情之類
型及所關注的議題，最後將臺中市 1999 話務中心及市長信箱之殯葬陳情案件進
行差異性比較，最後發現 1999 陳情案件數量高於市長信箱案件，且二者陳情管
道處理成效及解決問題程度相同。

陸、 小結
自民國 87 年起推動電子化政府，從第一階段發展「政府機關之首長(民意)信
箱」至今，國內針對「首長(民意)信箱」議題研究，主要以特定政府機關之首長
(民意)信箱之辦理情形，如總統信箱、行政院院長信箱、內政部部長信箱、內政
部警政署處理部長信箱及臺北市市長信箱等為研究對象，主要的研究理論基礎為
「知識管理」、「電子化政府」、「顧客導向」、「公民參與」與「行政單一窗
口」等，並藉以探討民眾透過首長信箱反應關心之議題。
在 1999 市民熱線相關研究部分，多以組織內部業務運作流程、人力資源配
置與職能研究、內部顧客關係管理與服務效益等面向作為研究對象，主要以臺北
市政府 1999 市民熱線為研究個案，評估其勞務委外服務效益與內、外部顧客滿
意度調查等，並未針對 1999 市政專線受理之民眾陳情案件進行分類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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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則從不同陳情管道對於民意資料影響的整體性分析，探討一般民眾對於
如何選擇陳情反應的管道與政府互動關係，並從「電子化政府」至「行動政府」
反映管道介面之轉變及影響，較少針對不同管道與機制的陳情案件探討研究。在
陳祥、黃申閔(2009)研究中的抽樣結果，使用電子郵件與電話的陳情人數有相當
大的差距，或許該研究進行調查時 1999 市民熱線仍未廣為宣傳及手機未普及等
原因。而從曾健銓(2010)研究中，台北市政府 1999 的通話數量遠大於電子信箱的
業務量，許仲琴(2017)分析臺中市 1999 話務中心及市長信箱之殯葬陳情案件，發
現 1999 陳情案件數量高於市長信箱案件，主要順應手機普及潮流，民眾使用手
機進線反應的比例普遍高於電子信箱。
前述文獻主要從陳情管道及方式探討電子化政府對政府機關行政效率的影
響，或從外部顧客的角度，了解陳情民眾對於電子化政府的滿意度，而許多由行
政機關所發行出版或相關委託研究報告，大部分偏向同一管道下受理人民陳情案
件或針對陳情案件類型進行統計分析，較少比較不同管道受理的陳情案件，亦發
現民眾使用手機進線反應的比例普遍高於電子信箱，並無針對陳情案件與市政施
政滿意度調查之間的進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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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北市陳情與施政滿意度概況

民主社會中，民眾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影響自身權益部分，要求政府改
善，乃屬多元化民主體制中的常態運作(簡豐昱，2006)。政府各項施政作為須採
納民眾意見，人民意見可透過制度化管道反應，讓政府在民意的需求下規劃或執
行相關政策。
2019 年 4 月新北市突破 400 萬人，「400 萬人」代表什麼意義？根據聯合國
2019 年統計，冰島只有 33.9 萬人、不丹僅 82.1 萬人，紐西蘭也只有 465.8 萬
人。新北市的人口規模，儼然是一個小國，可說是台灣的縮影，從整體狀況來
看，屬於高度城市化與偏鄉並存的城市，偏鄉又包括了濱海與山區等不同區域，
面對 4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智慧化治理是必然的趨勢7。
市府如何從 400 萬人口的大城市中探詢民意？除了從民眾陳情資料作為瞭解
民情趨勢的參考，配合施政滿意度的調查結果，整合外部輿情資訊，建立全方位
的民意網絡，並檢視民眾的陳情與施政滿意度的關聯性，作為後續改善的依據。

壹、 新北市陳情案件受理機制
陳情是民眾與政府部門溝通管道之一，加上資訊及傳播科技的進步，陳情管
道發展更趨多元，新北市政府為廣納民眾建言，迅速有效地回應市民需求，提供
電子郵件、傳真、臨櫃、書面及電話等多元管道，用以維護其自身權益，亦可對
市府施政方針提出興革建議或違失舉發等意見，民眾陳情案件的內容雖然包羅萬
象，但在陳情的民眾當中，必定不乏有在各種政策上具備專業知能的專家學者，
他們的陳情除了可提供經驗或專業上的看法外，也代表來自民間的各種聲音(楊綿
傑，2010)。
新北市政府受理陳情案件原則，依行政程序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要點及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等相關規
定辦理，並由後端陳情系統資料庫統一蒐整列管，即時處理回應。

7

未來城市@天下編輯部 2019-07-22 城市治理>改變城市的人>侯友宜專欄｜我的 2020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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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透過新北市 1999 市政專線、市長信箱、市長臉書、我的新北市、智
慧里長及智慧社區等網路系統或以書面紙本郵寄、臨櫃提送，續由秘書處依案件
內容分派權責機關依其專業進行了解、判斷及決定處置方式，妥適回覆。
機關收文後，單位登記桌於公文系統進行登錄 於案管系統分案，由承辦人
進行後續相關處理作業(如圖 1)。

圖 1 新北市陳情系統受理管道
新北市政府陳情系統依民眾陳情案件內容，主要分為「檢舉交通違規、路霸
及塞車通報」、「各類噪音違規通報」、「交通號誌及公路運輸通報及建議」、
「違建檢舉及拆除進度查詢」、「路平案件及路燈故障通報」、「廢土或廢棄物
清運、檢舉及建議」、「空氣污染案件通報」、「流浪動物及動物屍體、排泄物
通報」、「勞資權益諮詢及爭議調解」及「社會福利申請法令諮詢及申辦進度詢
問」等 10 大類別。
歷年所受理的陳情案件，以電話(1999 市政專線)及網路(市長信箱、我的新北
市 APP)最多，佔市府陳情案總量九成以上，成為民眾陳情反應的主要使用管道。
以 108 年為例，全年案量 37 萬 6,356 件，平均每月 3 萬 1,363 件，其中以 1999
電話受理 22 萬 7,674 件佔總案量之 60%最多(包括一般陳情案件及快速服務案
件)，其次約 33%的民眾透過網路陳情(市長信箱、智慧里長、智慧社區及我的新
北市 APP)，民眾使用紙本郵寄或臨櫃陳情約占 6%。
本研究針對市府陳情案管系統中民眾陳情最多的電話(1999 市政專線受理
之一般案件)與網路(市長信箱、我的新北市 App、智慧里長及智慧社區等)案件
進行統計分析，並排除快速通報8、紙本及臨櫃等陳情案件項目。
81999

市政專線受理案件分一般案件與快速案件，快速案件另由快速通報系統登錄派案，非屬於陳情案

管系統，自 109 年 6 月 1 日起，民眾反映妨害安寧、違規停車及需即時性排除之路霸等 3 類快速案件，由警
察局 110 單一窗口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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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電話陳情案件
一、 電話陳情(1999 市政專線)
新北市政府 97 年 7 月 1 日成立 1999 市政服務專線，建立市民單一電話服務
窗口，是繼台北市和高雄市第三個啟用的 1999 市民專線，包括市府總機代表
號、路平專線報馬仔等 278 支服務專線全部納入 1999 服務範圍內。(臺北市政府
99 年 1 月 20 日市政專題 研究報告第 368 輯 臺北市政府 1999 市民熱線服務效益
之評估)。98 年 7 月 1 日正式啟動 24 小時全年無休服務，提供市政建議、抱怨問
題求助解決、活動諮詢等服務，透過市內電話，行動電話及網路電話撥打 1999，
系統會自動偵測來電民眾所在地，再依所在地點不同接到新北市政府，一通電話
就能服務到底。(如圖 2)

圖 2 新北市 1999 市政專線服務內容及流程(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網頁)
由於預算編列有限，初期新北市(原臺北縣)1999 服務運作規模較小，僅具
「取代原有縣府總機代表號」的功能。升格後，採分階段逐步加強服務功能，舉
凡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簡易案件諮詢、活動訊息告知、協助民眾找到正確
承辦單位的承辦人員、受理民眾的陳情、申訴、檢舉、反應及建議等事項，均可
透過「1999」話務中心的人員，得到立即性的服務並解決問題，並於 2009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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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將「1999 縣民熱線」全面委外，亦進一步提供「Web Call 網路免費電
話」，不需繳交任何通話費。

二、 服務項目
1999 市政服務專線客服人員以國、臺、客、英及日等語言，受理民眾來電諮
詢、轉接、陳情、通報、快速服務並提供聽障者手語視訊及前 5 分鐘民眾免付費
服務，民眾透過 1999 反映事項均需提供姓名及聯絡方式（電話、地址或電子郵
件），且經 1999 向民眾複誦確認後方能錄案，平均每月達 10 萬通以上。
(一) 諮詢服務：直接應答民眾一般市政業務、市政活動、公車路線等查詢與
諮詢，協助查詢陳情案件辦理進度。
(二) 轉接服務：協助民眾確認欲洽詢之業務，並將電話轉接至業務單位。
(三) 受理陳情：受理民眾以電話方式陳情及建議等事項，並轉派各機關。
(四) 外撥通報：接獲民眾陳情，凡具有急迫性、即時性應立即處理之案件，
以電話通知權責機關先行處理，再依標準作業程序送權責機關辦理回
復。
(五) 快速服務：自 100 年 4 月起提供市政快速服務，目前擇定 21 項具有急迫
性及應立即處理之案件，24 小時受理並立即通知權責機關，於 4 小時至
1 日內回復初步處理結果。
(六) 聽語障人士洽辦公務手語視訊服務:
民眾可至本府所屬各級機關第 1 線為民服務櫃檯手語視訊服務據點，透過
網路視訊與 1999 手語服務人員連線取得服務，目前有 136 處據點。聽語
障人士已備有網路視訊設備者，經 1999 手語服務人員確認使用者為聽語
障身分，即可提供 Skype 或 Line 視訊及文字訊息服務。服務時間為每週
一至週五 8:30 至 17:30(中午 12:30 至 13:30 及國定假日暫停服務)。
(七) 外國人服務：上班時間提供英日語接聽服務。另結合新住民服務櫃檯，
提供中文、英文、越南、泰國、印尼、緬甸及菲律賓等 7 國通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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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網路陳情案件
一、 網路陳情(電子信箱、手機或平板 APP)
新北市政府升格後，因應民眾為反應自身權益、依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
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及行政權益之
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搭配網路使用便捷且成本低廉的優越性，透過電子信
箱，讓民眾方便表達意見，提供更便捷快速的服務。
若民眾想要寫信給市長，反應市政問題等意見陳述時，可以輸入市長信箱的
網址(http://newtalk.ntpc.gov.tw/indexEmail-1.jsp)直接進入市長信箱，或者在市政府
入口網頁(http://www.ntpc.gov.tw/ch/index.jsp)功能表點選「市長信箱」選項進入，
即可開始寫信給市長，填上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信箱、主旨以及陳情內容。在填完
上述資料後，只要按「送出」的按鈕，使用者很快的就會收到一封由市府寄來的
確認信函，民眾點選確認，回覆信件後，其陳情才真正進入市府內部正式處理程
序，市府的這個動作主要在確認寄信者的電子郵件住址是合法的，以避免浪費人
民的納稅錢來處理一些來路不明的信件。主要陳情介面分為以下二類:
(一) 電子信箱
系統接獲民眾來信後立刻發送確認函至民眾所填電子信箱，由民眾點選確認
後新北市政府始正式成案受理該市長信箱陳情案件(如圖 3)。

圖 3 新北市市長信箱作業流程(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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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機或平板 APP 登錄
民眾亦可下載手機 APP，透過我的新北市、智慧里長通報系統或智慧社區登
錄的「市政信箱」反映陳情案件，運用手機 GPS 自動定位功能上傳系統 (如圖
4)，或手機拍攝照片，提供機關確切通報的位置，由機關即時解決問題。

圖 4 我的新北市 APP-市政信箱(手機下載 APP 截圖畫面)

二、受理原則
民眾陳情若與市政無關之建議、情緒表達、惡意攻訐謾罵等，依「行政程
序法」第 173 條規定不予處理，真實姓名與電子郵件為必填列欄位，如陳情人
未填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聯絡地址、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經市府查證資料
明顯不完整或資料不全或不實將不予處理，另檢舉交通違規案件，得至警察局
交通違規檢舉系統逕行通報。
案件送出後，需於 14 個日曆天內至個人信箱點選確認信，陳情系統才會受
理案件，並依分派原則處理案件，後續以「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由各機關確實遵照辦理及進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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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新北市電話與網路案件比較
一、 案件量比較
針對新北市 100-107 年間透過電話(1999 專線)與網路(市長信箱)不同陳情管
道受理案件量(如表 1)，歷年民眾透過電話(1999 專線)陳情案件量皆比網路(市長
信箱高)，但 106 年開始，網路(市長信箱)陳情的案件量反而高於電話(1999)陳
情，表示使用網路陳情的民眾比例愈來愈高(圖 6)。
表 1 新北市政府 100-107 年電話與網路陳情案數量與比例
年度
電話
(1999)

網路
(市長信箱)

100

案量(件) 89,512
比例(%)

58%

案量(件) 64,072
比例(%)

42%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89,461 101,049 132,815 149,520 129,312 102,039 77,736
57%

61%

59%

67,125

64,566

93,571

43%

39%

41%

63%

55%

45%

43%

87,658 107,561 123,524 101,160
37%

45%

55%

57%

新北市政府100-107年
電話與網路陳情案比例
58%

57%

42%

43%

100

101

61%

63%

59%

39%

41%

102

103

55%

55%

57%

45%

45%

43%

105

106

107

37%

104

1999

市長信箱

圖 5 新北市政府 100-107 年電話與網路陳情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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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動載具普及，影響民眾陳情習慣
因應民眾陳情需求，新北市政府自 105 年新增「我的新北市 App」服務有
關，並陸續介接智慧里長通報系統或智慧社區 App，可直接使用手機或平板等
行動載具至「市長(政)信箱」反映問題，GPS 自動定位功能上傳系統，更加即時
方便，民眾使用行動載具普及化及介接多元的陳情管道等因素，106 年起民眾網
路陳情的案件量高於電話陳情。

(二) 錄案機制改變，減少民眾陳情意願
新北市為避免民眾利用 1999 惡意檢舉，受理採實名制，105 年起，未具名
案件不錄案處理，另針對部分檢舉案件，需要回撥確認身分才會成案，影響陳
情案量減少。

二、 陳情議題比較
新北市 100-107 年間透過電話(1999 專線)與網路(市長信箱)受理的案件類別
及總量(如圖 6)。

圖 6 新北市 100-107 年電話及網路陳情議題總案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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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話檢舉案件量高於網路陳情
通常透過電話陳情高於網路陳情的案件量，如各類噪音違規通報、交通號
誌及公路運輸通報及建議、路平案件及路燈故障通報、廢土或廢棄物清運等，
需要及時通報解決問題，市民往往會透過電話向市府檢舉反應。

(二) 諮詢案件網路較電話陳情多
有關勞資權益諮詢、社會福利申請法令資訊等涉及自身權益或福利查詢等
問題，市民會透過網路電子信箱詢問，希望權責單位可以提供詳細完善的說
明，另有關檢舉交通違規、路霸及塞車通報，則是因為民眾也可以直接使用手
機或平板等行動載具，透過 GPS 自動定位功能上傳系統，網路反而比電話通
報更加方便。

伍、 施政滿意度
新北市政府為了解民眾對市府政策之態度反應及滿意程度，歷年委由專業
民調公司執行施政滿意度調查，直接蒐集民意，瞭解民眾對於本府各項施政滿
意程度，做為政策改善依據。
本資料統整 100-107 年新北市歷年施政滿意度調查資料，針對民眾對於市長
及市府團隊的施政滿意度的給分，了解市民的看法與評價。

一、 施政滿意度調查機制
本研究統整 100-107 年新北市歷年施政滿意度調查資料，針對市民進行市
長、行政團隊及施政議題等滿意度調查，有效樣本數歷次調查皆 1,400 份以上，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調查全體樣本抽樣誤差約±2.6 %，統計方法以 SPSS 統
計軟體運用百分比等統計量數來描述調查結果，並以卡方檢定來進行題組間關
係的檢驗。

二、 歷年市長與行政團隊施政滿意度
從新北市 100-107 年市長施政與行政團隊滿意度結果(如表 2)，發現市長滿
意度長期上升，其中 102 年滿意度顯著上升，研判與當時市長朱立倫為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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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聲最高接班人有關9，104 年滿意度下降研判與當年八仙塵爆、蘇迪勒颱風搶
災進度及參選總統有關，整體滿意度隨施政成果滿意度持續上升，行政團隊施
政滿意度長期呈上升趨勢(如圖 7)，研判民眾對本市行政團隊整體表現滿意，較
不受選舉及重大事件影響。
表 2 新北市政府 100-107 年滿意度調查結果(%)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市長施政

68.1

61.9

78.8

76.5

68.6

72.6

74.9

77.3

行政團隊

64.8

58.6

72.1

70.5

71.9

76.3

75.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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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北市 100-107 年市長與行政團隊施政滿意度

9

新北市 2010 年 12 月 25 日起因應臺北縣獨立升格為直轄市而改制，朱立倫為新北市第一、二屆市

長， 在任時間 201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5 日，朱立倫因參選 2016 年總統選舉於 2015 年 10 月
20 日到 2016 年 1 月 18 日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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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民眾陳情與施政滿意度初探
陳情資料與滿意度調查均為瞭解民情趨勢的重要管道之一，這些民意可提供
決策者或政府機關思考方向與判斷依據，為探討歷年新北市民眾陳情資料與施政
滿意度資料是否具有相關性，針對 100-107 年歷年民眾陳情案件量與市長、行政
團隊的施政滿意度(如表 3)進行相關分析。
表 3 新北市 100-107 年歷年陳情案件量與市長施政滿意度、行政團隊滿意度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陳情總量(件) 153,584 156,586 165,615 226,386 237,178 236,873 225,563 178,896
市長施政(%)

68.1

61.9

78.8

76.5

68.6

72.6

74.9

77.3

行政團隊(%)

64.8

58.6

72.1

70.5

71.9

76.3

75.9

79

初步採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表 4)，發現民眾容易因為對市長
個人的形象觀感或喜惡偏好，直接反應在市長的施政滿意程度，反而與陳情
無直接關係或僅輕微相關；而行政團隊整體施政滿意度與陳情有輕度關聯
性，政府機關處理陳情的表現，影響民眾行政團隊的滿意程度，但施政整體
滿意程度的影響層面非常廣泛，陳情只是其中一部分。

表 4 歷年陳情與施政滿意度相關分析結果
陳情總量
各構面相關分析
相關係數

相關性說明

市長施政滿意度

0.25

沒有或輕微相關

行政團隊施政滿意度

0.55

輕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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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整理國內、外有關電子化政府、1999 市民專線、首長信箱等理論
與文章，亦探討民意調查相關研究，透過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管理系統資
料庫，蒐整民國 100 年至 107 年間從電話(1999 市政專線)與網路(市長信箱)所
受理的陳情案件，並針對同一時期民眾對於施政滿意度之調查結果進行比較，
探討彼此間關聯性。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計有文獻探討、次級資料分析及
深度訪談等，說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
文獻分析法係透過文獻的搜集、分析、研究，並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
描述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搜集有關電子化政府、政府單一窗口、民眾陳
情、民意調查、市長信箱與 1999 服務專線等與本研究相關之專書、期刊論
文、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法令規定、網站資料與機關系統等相關文獻，以
其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分析，以建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二、次級資料分析
次級資料分析法，係藉由現有之資料、文獻，將前人研究的精華加以收
集、歸納、整理，並從中得到更進一步的啟發，進而提出創新看法及推論的一
種方法。
(一) 資料蒐集來源與方式
本案資料蒐集管道分為兩大類，其一陳情統計資料，以新北市政府在受理
陳情業務上的執行情形，包括「陳情案件管道統計」、「陳情案件類別統計」
等各項統計數據，提供本研究重要的分析來源。其二為民意調查資料之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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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 100 年升格後至 107 年，8 年間民眾對於新北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資料
作為研究案例，觀察歷年來民眾陳情熱門議題及對於民意發展趨勢關聯性。
(二) 分析內容
分析內容主要針對新北市政府受理陳情電話(1999 市政專線)及網路(市長信
箱)之現況、案件統計分析及創新服務應用發展現況等，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篩
選依據，並同時檢視歷年來市民對於市政滿意程度，以釐清民意偏好，探討彼
此關聯性，釐清目前民意偏好，作為後續資料分析及深度訪談的篩選依據。

三、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乃是由研究者所引導，藉由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
有目的性談話，搜集受訪者的語言資料，並瞭解其信念、夢想、價值、態度與情
感等，以深入瞭解研究對象之內在價值與生活觀點(江明修，1997)。主要是透過
研究者事先設計訪談題綱，與受訪者面對面的語言交流，藉由受訪者的實務經驗
和知識的表達，以獲得其觀點或是看法，訪問人員只就與研究題目有關的關鍵性
重點來建構問題。換言之，在訪談程序的過程中，是依據訪問提綱採用結構式的
開放性問題為主(程旺順，2014:17-19)。Kumar（1999）認為深度訪談適用於複雜
與敏感的領域，在訪談情境中，訪問者可以透過詳細訪問獲取深入資訊，得以釐
清受訪者對社會事實的認知，得到其感受與經驗。
為更深入的瞭解研究問題，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作為資料蒐集
的方法之一，以事先設計訪談題綱，分別訪談新北市政府負責陳情業務與民意調
查之權責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行政主管及業務執行人員，皆以親自面訪方
式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前研究者先完成訪談題綱內容的設計，訪談過程中允許受
訪者積極提出自己的問題，最後透過深度訪談內容，以彌補文獻中無法釐清或呈
現之部分，並進行歸納分析，進一步提供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由於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市府陳情業務與民調業務主政機關，
預計訪談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督導主管及相關承辦人員，即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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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2 名、權責業務主管 2 名與承辦人員 4 名，訪談對象計畫名單如表 5，訪談
提綱如表 6。
表 5 訪談對象計畫名單
代號

服務機關

訪談對象

工作職掌

A

研考會

專門委員

行政主管

B

研考會

專門委員

行政主管

C

研考會

業務主管

民調業務主管

D

研考會

業務主管

陳情業務主管

E

研考會

承辦人員

民調業務承辦人員

F

研考會

承辦人員

民調業務承辦人員

G

研考會

承辦人員

陳情業務承辦人員

H

研考會

承辦人員

陳情業務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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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訪談大綱

序號

訪談大綱

請問您認為新北市政府目前提供民眾陳情的管道是否符合民眾需求？未來是
1

否還會再增加或精進的管道或機制？未來民眾反映管道的主流為何？

從陳情的管道來看，您是否覺得透過電話(1999 市政專線)進線陳情，會比使
2

用網路(市長信箱、我的新北市 APP)更方便？政府處理的效率也會更快速？
就市府的立場而言，民眾反映的陳情案件，是否為市府最迫切改善的議題？

3

對於市政制定與推動有何影響？如果沒有應用在政策規劃或施政上，原因為
何？
從市民的角度來看，政府解決民眾陳情問題的效率，是否會直接影響市府施

4

政的滿意程度？如果認為兩者沒有影響，則原因為何？

檢視歷年來的陳情趨勢，發現民眾的陳情並未直接影響施政滿意度的調查結
5

果，您覺得影響民眾對施政滿意程度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從歷年來的施政滿意度(自辦的市長及施政團隊施政滿意度調查、外部機構如
6

遠見、天下雜誌的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等)，您覺得這些調查結果是否足以代
表新北市民的民意？
針對歷年來的民意調查結果(包括內部自辦施政滿意度調查或外部機構如遠

7

見、天下雜誌的市長施政滿意度等調查)，您覺得可以從哪些方面加強改善來
提高民眾的滿意程度？
市府團隊應該如何掌握民意訊息？除了參考陳情案件與施政滿意度調查外，

8

您覺得還可以運用哪些管道或機制幫助決策者瞭解民眾的需求？

32

參考文獻
壹、 中文部分
王光旭，2008，〈數位民主行政與官僚回應性:民意電子信箱強化回應性認知研究
初探〉，《政策研究學報第八期》，8:77-115。
汪林玲，2014，〈人民陳情制度之探討-以監察陳情制度為例〉，《中國行政評
論》，20:81-144。
余佩怡，2013，《內政部部長電子信箱個案研究-顧客導向觀點分析》，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巫珮蓉，2011，《電子化參與對地方政府之影響析探:臺北市 1999 市民當家熱線
的個案研究》，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建中、顧尚潔，2012，〈民意調查成果回顧與展望〉，研考雙月刊，36(6):1925。
林詩兒，2014，《臺北都會區 1999 專線之研究:創新擴散的觀點》，政治大學 社
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第十四屆碩士論文。
吳梨怡，2018，《交通部民意信箱運作機制之研究》，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
共政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周育仁、蔡季廷、陳澤鑫，2014，《民眾對施政表達意見機制之研究》，國家發
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黃東益、李仲彬，2010，〈電子治理與民眾對政府信任:台灣的個案分析〉，《行
政暨政策學報》，51:77-124。
黃東益、蕭乃沂、陳敦源，2003〉，〈網際網路時代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與挑戰臺北市「市長電子信箱」的個案研究〉，《文官制度季刊》，17:121-151。
黃家玓 2010，《臺北市政府「1999 市民熱線」之研究-顧客導向及全觀型治理的
觀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黃瀞瑩，2014，《公民電子參與及組織回應性-以政府首長電子信箱為例》，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33

許仲琴，2017，《人民陳情系統之研究-以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為例》，中興大
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學位論文。
張志鵬，2013，《內政部警政署部長陳情電子信箱運作之研究》，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碩士論文 。
曾健銓，2010，《從電子化政府到行動政府:台北市里長使用市長信箱與 1999 市
民熱線研究》，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彭孟慈，2018，《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優化服務效能及創新發展研究》，臺北
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市政專題研究報告。
楊綿傑，2009，《首長信箱運作與功能之研究:以我國總統信箱為例》，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學位論文。
廖洲棚、陳敦源、廖興中，2013，〈揭開地方文官回應的「秘廂」:台灣六都 1999
熱線的質化分析〉，文官制度季刊，5(1):49-84。
廖洲棚，2014，《運用巨量資料實踐良善治理：網路民意導入政府決策分析之可
行性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廖洲棚，2012，《回應性政府的最後一哩路:政府公民關係管理資料加值應用之研
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陳祥、黃伸閔，2009，〈民眾不同陳情管道相對效能之比較〉，《公共行政學
報》，33:83-120。
陳敦源，2016，《政府巨量資料分析與政策端應用效能之研析》，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託研究報告。
陳敦源、黃東益、蕭乃沂、郭思禹，2006，〈官僚回應性與內部顧客關係管理:
台北市政府市長信箱個案研究〉，《行政暨政策學報》，42:143-182。
陳序廷，2011，《地方政府的政策趨同與政策學習-1999 專線個案研究》，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
陳燕正，2014，《移民署署長信箱陳情內容之研究》，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
事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戴中盈，2014，《單一窗口服務對組織內部顧客的影響-以臺北市 1999 市民熱線
派工系統為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碩士論文。
簡宏偉，2012，〈電子化政府推動成果〉，研考雙月刊，36(6):72-79。
34

蕭乃沂，2012，〈我國電子治理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公共治理季刊》，
1(1):99-107。
蕭乃沂，2015，〈政府應用巨量資料精進公共服務與政策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蕭乃沂，2017，《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服務精進-國際趨勢與民眾需求探勘》，國
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蘇彩足，2013，〈我國公共治理之挑戰與因應〉，《公共治理季刊》，1(1) : 5260。

貳、 西文部分
Backus, Michiel.2001.IICD Research ReportIICD Research Report,未出版。
Barber,Benjamin.1984.Strong Democra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Press。
Brown, A., Fishenden, J., Thompson, M., & Venters, W.2017. Appraising the Impact and
Role of Platform Models and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GaaP) in UK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Reform: Towards a Platform Assessment Framework (PAF).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4(2), 167-182.
Buss, T. F., Redburn, S., & Guo, K. .2006. Modernizing Democracy. In T. F. Buss,
S.Redburn & K. Guo (Eds.), Moderniz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Gronlund, Ake. 2002. Electronic Government: Design, Applications, and Management.Idea
Group Publishing.
Marche, S., & J. D. McNiven.2003. E-Government and E-Governance: The Futur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 74-86.
Mahrer, Harald and Robert Krimmer. 2005.“Towards the Enhancement of E-Democracy:
Identifying the Notion of the Middleman Paradox.”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15 (1),
27–42.

35

Mutula, S.M. 2008. Digital Divi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se Study of Sub-Saharan
Africa.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6(4), 468-489.
OECD .2011. Innovation i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 Context, Solutions and Challeng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Parry, G., Moyser, G., & Day, N.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N. 2000. E-Government: Not Just Convenience. Washington, DC.: Alliance for
Redesigning Government,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lbert, C. J., & K. Mossberger.2006. 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3), 354-369.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