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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政治廣告的研究法 

 

Shaw（1999：345-6）將過去研究廣告效果的研究方式，區分為三類。分

別為：描述法、實驗法與調查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主要是根據政治記者與政治顧問的敘述，做為分析的內容依據，

並強調廣告在選舉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研究法中，資料的選擇與分類都是

經由個人主觀的判定，所以無法做大規模且有系統的分析。 

實驗法可以提供描述性研究中，最有力的廣告效果證據。它是將可能影響選

民投票的外在因素，複製於一個實驗性的環境當中。但由於它是一個虛擬的環

境，所以招致的批評也相當的多。最主要的批評乃是在於，在影響選民的各種因

素當中，經驗性研究法不能武斷的指出個別的事件是影響選舉結果的唯一因素，

況且，在實驗室中無法複製與選民外在的政治環境完全相同的情境。 

調查研究法是目前最普遍且最具影響的廣告效果研究法。顧名思義它的研究方式

是根據大規模的研究調查所蒐集而來的資料進行分析。雖然調查研究法是目前最

普遍的研究法，但它也並非完全無缺點的。最主要的缺失有四：第一、廣告效果

可能被個別效果彼此相互抵銷，以致誤認為廣告無效果。第二、方法學上的問題。

調查研究主要是根據受訪者自我回答選項並進行整理，但是，如此一來便會產生

受訪者答題的正確性問題，而且即便受訪者都發自內心，真誠的作答，在選項的

設計上，仍可能產生彼此之間低度相關或毫無相關的情況，如此所蒐集的資料去

推論廣告效果的存在與否將毫無意義；再者政治態度必須考慮時間環境的不同，

如果只是粗糙的將不同時間點的資料作整合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一樣是無意義

的。第三、由於過去所驗證的廣告效果，結論都是非常微小的效果。而這樣微小

的效果，卻可經由人為偏差的方式得到，所以所驗證的真實性，大受質疑。第四、 



 45

過去的研究總認為廣告所能驗證的效果非常的小，而且這些效果可能因為模型的

設定不同，或是觀察變項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結果。 

    雖然調查研究法被批評的地方仍有許多，但這些問題並非完全無法克服。學

者認為只要清楚的定義『廣告效果』，則調查研究法仍不失最好的方式。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節依第一章所提之研究問題與第二章根據文獻檢閱所提出之假設如下： 

 

一、 競選廣告是否能影響選民對議題的看法？ 

假設一：針對色情/搖頭丸等治安議題，選民在李應元陣營尚未推出色情/搖頭丸

議題競選廣告前，即認為台北市存有色情/搖頭丸的治安問題。 

 

色情/搖頭丸議題的看法、對台北市政府處理問

題的態度與為接觸過的有差異？

假設二：相較選民未接觸過競選廣告，曾經接觸過競選廣告的選民認為台北市存

有色情/搖頭丸氾濫問題、並認為台北市政府處理色情/搖頭丸問題表現

不佳。 

 

三、選民自身對色情/搖頭丸議題的看法，影響選民對廣告內容的贊同程度？ 

假設三：相較選民自身不認為台北市存有色情/搖頭丸氾濫問題者，選民自身認

為台北市存有色情/搖頭丸氾濫問題者，較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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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民對現任者的表現滿意度與廣告接觸之間的關係？ 

假設四：選民是否接觸過競選廣告與選民對現任者的表現滿意度上，看法有差

異？ 

假設五：選民對廣告訴求的贊成與否與選民對現任者表現的評估，看法有差異？ 

 

五、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影響選民對議題看法上的差異？ 

假設六：對馬英九評價較高的選民，較不認為台北市存有色情/搖頭丸氾濫問題。 

假設七：對李應元評價較高的選民，較認為台北市存有色情/搖頭丸氾濫問題。 

假設八：候選人評價與議題看法無差異。 

 

六、選民對負面競選廣告是否存有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九：選民對負面競選廣告存有第三人效果認知。 

 

七、會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選民具有何種人口變相特質？ 

假設十：男性比女性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一：年齡越大，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二：教育程度愈高，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三：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因為選民的省籍而有所差異。 

假設十四：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因為選民的政黨認同而有所差異。 

假設十五：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因為選民的投票對象而有所差異。 

 

八、選民「對廣告內容的贊同與否的程度」、「對台北市政府處理問題的滿意程

度」、「認為台北市色情/搖頭丸問題嚴重程度」、「投票對象」、「現任者表現滿意

度」等變項，和負面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之間有何關聯？ 

假設十六：對廣告內容愈不贊成者，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七：對台北市政府處理問題的滿意程度愈高，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



 47

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八：選民對現任者表現滿意度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十九：選民表態支持馬英九者，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二十：選民表態支持李應元者，愈可能產生負面競選廣告第一人效果認知。 

 

九、選民的預存立場（政黨的滿意度、現任者滿意度、政黨認同、投票對象、省

籍）對廣告訊息的看法是否有差異？ 

假設二十一：對執政黨滿意度愈高，傾向較不認同廣告訴求內容1。 

假設二十二：對在野黨滿意度愈高，傾向較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三：認同國民黨的選民，傾向較不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四：認同民進黨的選民，傾向較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五：中立、無政黨傾向的選民，傾向認同與不認同廣告訴求無顯著差異。 

假設二十六：欲投給馬英九的選民，傾向較不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七：欲投給李應元的選民，傾向較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八：外省籍的選民，傾向較不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假設二十九：本省籍的選民，傾向較認同廣告訴求內容。 

 

十、選民對廣告訴求認同與投票之間的關係？是否認同廣告訴求，就會轉換成對

候選人的支持，進而投票給候選人？ 

假設三十：認同廣告訴求的選民，會支持李應元。 

假設三十一：不認同廣告訴求的選民，會支持馬英九。 

 

十一、選民對台北市政府處理問題的滿意程度與投票之間的關係？ 

假設三十二：滿意程度較高者，會傾向支持現任者。 

                                             
1  台北市的執政黨為國民黨，在野黨為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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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十三：滿意程度較低者，會傾向支持挑戰者。 

 

十二、選民對現任者表現的滿意程度與投票之間的關係？ 

假設三十二：現任者滿意程度較高者，會傾向支持現任者。 

假設三十三：現任者滿意程度較低者，會傾向支持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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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 2002 年台北市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籍市長候選人李應元

所推出的競選廣告，做廣告效果分析（主要以色情問題與青少年搖頭丸氾濫議題

為主），之所以單獨挑選李應元的部分，是因為在此次選舉當中李應元為挑戰者，

其競選廣告的數量及所訴求的議題較為明顯，另外，此次廣告當中，有許多廣告

的呈現方式是以直接攻擊式或直接比較式的方式呈現，本研究也想探究，選民對

於負面式的競選廣告，是否有第三人效果存在。 

    依據本研究的問題、結構與假設，筆者欲藉由問卷所蒐集的資料焦點有： 

一、 在此次的市長選舉當中，選民所關切的議題焦點所在？ 

二、 競選廣告所提及的議題，是否會影響選民對議題關切的排序？ 

三、 競選廣告是否能引導選民關注競選廣告所呈現的議題焦點？ 

四、 選民表達對競選廣告所提及的議題看法，是否能轉移到對候選人的看

法，並將之表現在投票行為上？ 

五、 選民的基本背景資料，如人口變項、政黨認同、政治態度等。 

 

第四節  抽樣方式及電話問卷訪問 

 

    本次的電話訪問調查，是外掛在政治大學政治系劉義周教授的台北市市長選

舉的國科會計畫當中，本研究所採取問卷來蒐集資料的方法是抽樣調查法

（sampling survey），抽樣調查的方式有：電訪、面訪與郵寄問卷三種方式，

三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例如電訪的優點成功率高、快速、節省成本，但其缺點

是無法確實掌握住受訪者的身份，且題目不可過多，面訪雖然可較確切掌握受訪

者身份，但其成本高，且耗費時間較長，無法隨時掌握選舉瞬息萬變的脈動，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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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問卷雖成本低，但相對也耗時，且速度慢。是故考量到資料蒐集的方便性與時

效性，故採用電話訪問法（telephone interview）。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電話

訪問乃採取滾動樣本法（rolling sampling），從 2002 年 10月 4日到 2002 年

12月 3日選舉投票前一日為止，每日 100份以上成功問卷。滾動樣本法的優點

是每日持續訪問成功 100名受訪者，並可依照選情與選舉狀況而增減修改題目，

如此一來，不但可以應付瞬息萬變的選情，進行即時選民態度的轉變觀察，並可

長期觀察一段時間選民態度以及投票行為的轉變。本次研究的主題—台北市長選

舉李應元陣營競選廣告部分，就是隨著選舉的偶發事件（廣告的播放），來探測

選民對候選人評價、投票行為的改變。 

 

甲、 界定母體 

 

    本研究進行的背景是 2002 年台北市長選舉之際，是因為台北市市長選舉，

所以母體界定為設籍在台北市且當年具有投票權，年滿 20歲以上之成年人。 

 

乙、 電話訪問及戶中選樣 

 

    本次電話訪問所進行的時間為 2002 年 10月 4日到 2002 年 12月 3日選舉

投票前一日為止，每日 100 份成功問卷。本研究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

行，問卷題目隨著選舉新聞而有所變更，但是基本的態度以及人口資料問題，從

未更改過。有關競選廣告的問題進行的時間為 11月 1日到 11月 14日為期兩個

星期。由於本研究所欲探測的廣告效果（李應元部分），其廣告播放於媒體的時

間分別為：10月 7日，色情（好膽賣走篇）、10月 15日，色情（老鴇篇、小

姐篇），10月 24日，搖頭丸（打噴嚏篇），10月 27日，搖頭丸（畢業紀念冊

篇）。故在廣告推出後的一星期到一個月之間，廣告應以達擴散效果，且選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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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至遺忘，在時間的運用上，應屬恰到好處。 

    此次的調查，在每次問卷修正與更改時，均有進行前測與會議討論，而訪問

案執行的電訪員均為受過訪訓以及電訪時數超過 40小時的資深訪員所進行。 

    在戶中抽樣部分，依據洪永泰的研究指出（2001）：『凡是等機率抽戶，

而戶中合乎調查母體定義的受訪者（例如 20歲以上的選民）不只一人的時候，

戶中如何選擇受訪者變成一個問題。理論上，以等機率方式抽出電話號碼後，必

須考慮戶中最後階段抽樣對抽取率和涵蓋率所產生的破壞與影響，因為戶中選樣

方法只能保證每一個相同戶內結構的人中選機率相等，但母體中每一個個體中選

機會並不相等，必須以每人的中選率倒推進行加權，不過，透過戶中選樣表格中

對不同戶內結構的處理，使得不等機率抽樣的影響減到最小。2』因此，本研究

在執行的時候，亦有考慮到戶中選樣的問題，所採取的方式乃是依據電話號碼之

尾數與戶中成員結構決定受訪者3。 

 

丙、 抽樣及訪問過程 

 

本次電話訪問的抽樣方式為以 2002 年台北市電話樣本為母體，進行系統抽

樣（systematic sampling 或稱等距抽樣、間隔抽樣）。所謂系統抽樣所指的

是從一隨機起始點（random start）開始，按一定抽樣的抽樣間距（sampling 

interval），有系統地、順序的抽取樣本單位的方法。每次抽取的樣本數為 1000

個電話樣本。電話訪問的時間從 2002 年 10月 4日到 2002 年 12月 3日，每天

晚上 6點開始到 10點結束，訪員為受過訪訓以及訪問經驗超過 40小時之訪員，

並且在訪問之初，由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兼任助理示範一次國、台語問卷讀法，關

                                             
2  政大選研中心主編     民意調查 第三章 抽樣   頁 103。 
3  戶中選樣的方式大致有：1.任意成人法。 
                         2.上（下）一位過生日者。 
                         3.配額。 
                         4.Kish戶中選樣表。 
                         5.依電話號碼尾數與戶中人口決定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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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問卷題目，大多是採封閉式題型，但在訪員追問一次，仍無結果後，同意受訪

者自行表達意見，最後再經由研究中心助理與老師討論後，另外對受訪者所回答

的項目進行歸類。而與本研究有關的廣告效果部分，則是於 11 月 1 日到 11 月

14 日為期兩個星期執行，執行的方式為，一日為詢問受訪者有關色情議題廣告

的部分，一日為詢問受訪者有關於搖頭丸議題廣告的部分；兩份問卷，每日交互

輪替。每日所使用之電話樣本，大致為 2套依據 2002 年台北市電話簿為母體，

利用等距抽樣原則，每套 1000個電話之樣本；以及 2套隨機撥號法（Random 

digit dialing ，RDD）所取得之樣本，以補等距抽樣所接觸不到的受訪者。根

據洪永泰的研究（2001），刊登於住宅用戶電話簿之百分比，大約僅佔母體的

64.6﹪，另外有 35.4﹪的人無法利用抽樣的原則，以電話訪問接觸到，是故必

須採行 RDD樣本以彌補樣本代表性不足的問題。 

最後成功之總有效樣本為 7177個（10月 4日至 12月 6日），本研究所關

注的焦點樣本為 1594個（11月 1日至 11月 14日），其中問強調色情議題的

廣告樣本為 789個，問強調搖頭丸議題的廣告樣本為 805個。 

 

第五節  樣本檢定 

 

    本節乃在說明所得樣本與母體的差異性檢定，檢視樣本是否能代表母體。樣

本之檢定乃根據洪永泰以及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共同推估的台北市母體人

口比例資料作檢定。檢定的變項為：性別（男性 48.52﹪，女性 51.47﹪）、年

齡（20歲到 29歲 20.74﹪，30歲到 39歲 23.67﹪，40歲到 49歲 24.18﹪，

50歲到 59歲 13.44﹪，60歲以上 17.97﹪）、教育程度（小學及以下 22.43﹪，

國、初中 14.66﹪，高中、職 27.05﹪專科 14.1﹪，大學及以上 21.77﹪）、行

政區（松山區 7.8﹪、信義區 9.3﹪、大安區 12.2﹪、中山區 8.4﹪、中正區 6.1

﹪、大同區 5.1﹪、萬華區 8﹪、文山區 9.4﹪、南港區 4.2﹪、內湖區 9﹪、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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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區 11.1﹪、北投區 9.3﹪）、省籍（本省客家人 8.2﹪、本省閩南人 66.5﹪、

大陸各省市人士 24.9﹪、原住民 0.3﹪）等五個變數。應用統計方法的 NPar- test

檢定法（樣本代表性檢定法），檢定樣本與母體在上述變項的百分比是否有顯著

的差異存在，並進行加權。 

    歷經 20 次的重複加權，加權結果大致如下。性別與母體相似度達 0.960、

年齡達 0.662、教育程度達 0.997、省籍達 0.967，除年齡之外，均非常接近母

體；行政區達 1.00，表示加權過後，行政區所呈現的個數比例，與母體完全吻

合。 

    陳義彥（1994）認為樣本的代表性檢定，一般而言，在教育程度與年齡兩

項檢定上，都會有偏差。所以關於年齡分佈與母體差異的部分上，就不再繼續加

權，僅加權到 20次為止。樣本數方面，原始資料樣本數為 7177，最後進行加權

完畢時，也將樣本調回 7177，所以並不影響資料的正確性。 

劉義周（1985：69）認為教育程度之高低，一向是預測「不知道」反應頻

率高低最強有力的變數。本次調查中，教育程度在國、初中以下的受訪者僅占訪

問母體的 15.4﹪，與推估母體 37.09﹪有著一段極大的差異，成功訪問樣本的代

表性有明顯的偏低；相同的狀況也出現在教育程度為專科、大學以上的受訪者

上，專科、大學以上的受訪者占訪問母體的 59.1﹪，與推估母體 35.87﹪一樣有

明顯的差異。或許就是因為當訪問對象的教育程度在國、初中以下時，面對訪問

所採取的拒訪態度，使得這方面的樣本取得不易，相反的，在教育程度為專科、

大學以上的受訪者方面，在面對訪問採取較正面的態度，所以比較容易接觸到，

自然顯示在樣本母體的比例會有所偏高，經過加權後，可以降低樣本母體過高或

過低比例所造成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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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下表 

 
【3-5-1  加權前後與推估母體之比較】 

N＝7177

變數 原始樣本 加權樣本 推估母體 NPar-Test 
男性 44.3  48.4  48.52﹪ 性 

別 女性 55.7  51.6  51.47﹪ 0.960 

20至29 13.4  20  20.74﹪ 
30至39 23.1  22.9  23.67﹪ 
40至49 32.3  23.7  24.18﹪ 
50至59 16.1  13.4  13.44﹪ 

 
年 

 
 
齡 60以上 13.6  18.2  17.97﹪ 

 
0.662 

國小以下 8.7  22.3  22.43﹪ 
國、初中 6.7  14.6  14.66﹪ 
高中、職 25  26.9  27.05﹪ 
專科 21.6  14.1  14.1﹪ 

教 
育 
程 
度 

大學以上 37.5  21.7  21.77﹪ 

 
0.997 

松山區 7.3  7.8  7.8﹪ 
信義區 8.7  9.3  9.3﹪ 
大安區 11.4  12.2  12.2﹪ 
中山區 6.1  8.4  8.4﹪ 
中正區 5  6.1  6.1﹪ 
大同區 3.3  5.1  5.1﹪ 
萬華區 6.8  8  8﹪ 
文山區 11.8  9.4  9.4﹪ 
南港區 4.7  4.2  4.2﹪ 
內湖區 11.3  9  9﹪ 
士林區 12.8  11.1  11.1﹪ 

行 
 
 
 
 
政 

 
 
 
 
 
區 

北投區 10.8  9.3  9.3﹪ 

 
1.00 

客家人 8.7  8.1  8.2﹪ 
閩南人 63.3  65.4  66.5﹪ 
外省人 26.3  24.5  24.9﹪ 

省 
 
 
籍 原住民 0.5  0.3  0.3﹪ 

 
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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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將所得資料登錄電腦後，以 SPSS/PC 10.0 英文版統計軟體進行分

析。除了「候選人情感溫度計」、「設籍台北市時間」、「政黨情感溫度計」、

「出生年」等變項是數字資料外，其餘變相均為類別變項。 

 

在變項方面，主要包括： 

（一） 候選人的印象評估 

選民對於政治人物的印象評估，由 0 到 10 代表對政治人物印象的好壞，0

表示對他印象很不好，10表示對他印象很好。 

（二） 對各政黨的看法 

    選民對政黨的看法，由 0到 10代表對各政黨的看法，0表示對非常不喜歡，

10表示對非常喜歡。 

（三） 現任者表現 

    選民對馬英九擔任市長三年多的表現滿意與否的程度。 

（四） 對治安議題的認知 

選民對台北市政府處理治安問題的表現滿意與否，並舉出最滿意與最不滿意

的部分。 

（五） 對色情/搖頭丸問題的認知程度 

    選民本身是否認為台北市有色情/搖頭丸氾濫的問題。以及對問題嚴重性的

認知程度。 

（六） 對市府處理色情/搖頭丸問題的滿意程度 

    選民對市府處理色情/搖頭丸問題的滿意程度。 

（七） 接觸媒介 

    是否有收視過李應元的競選廣告。注意與否、贊同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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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三人效果認知 

     選民是否廣告對自己投票有影響，對他人投票是否有影響。 

（九） 投票決定 

     在訪問的同時，選民是否已有清楚的投票對象。 

（十） 受訪者的人口基本資料 

 

變項具體操作 

 

（一）候選人的印象評估 

再來我們想請您對幾位政治人物做評估。我們用 0分到 10 分來表示您對他

印象好還是不好的程度，0 分表示您對他的印象很不好，10 分表示對他的

印象很好。（隨機出現） 

．請問您會給馬英九幾分？  _________分，95.拒答，98.不知道。 

請問您會給李應元幾分？  _________分，95.拒答，98.不知道。 

 

（二）對各政黨的看法 

我們想要請您用 0到 10來表示您對國內幾個政黨的看法，0表示您「非

常不喜歡」這個政黨，10 表示您「非常喜歡」這個政黨。 

首先請問國民黨您要給他多少？          ，96.很難說，98.不知道，95.拒答 

民進黨呢？          ，96.很難說，98.不知道，95.拒答 

那新黨呢？          ，96.很難說，98.不知道，95.拒答 

親民黨呢？          ，96.很難說，98.不知道，95.拒答 

台灣團結聯盟呢？          ，96.很難說，98.不知道，95.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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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任者表現 

整體來說，您對馬英九這三年多來擔任市長的表現滿意不滿意？（訪員請追問強

弱度）非常不滿意、不太滿意、有點滿意、非常滿意。 

 

（四）對治安議題的認知 

有很多台北市民關心治安問題。整體來說，您對過去這三年來台北市的治安滿意

不滿意？（訪員請追問強弱度）非常不滿意、不太滿意、有點滿意、非常滿意。 

↓ 

（續問最不滿意的是什麼/最滿意的是什麼） 

 

（五）對色情/搖頭丸問題的認知程度 

也有很多台北市民關心色情/搖頭丸的問題。整體來說，您認為台北市色情/搖頭

丸的問題嚴重不嚴重？（訪員請追問強弱度）非常嚴重、有點嚴重、不太嚴重、

非常不嚴重。 

 

（六）對市府處理色情/搖頭丸問題的滿意程度 

請問您對台北市政府處理色情/搖頭丸問題的表現滿意不滿意？ 

（訪員請追問強弱度）非常不滿意、不太滿意、有點滿意、非常滿意。 

 

（七）接觸媒介 

請問您是否看過李應元批評馬英九市長取締色情不力的廣告？ 

                    ↓（回答『有』續問；回答『沒有』跳過題組） 

請問您在看李應元這則廣告的時候注不注意？（訪員請追問強弱度） 

非常不注意、、不太注意、有點注意、非常注意 

↓ 

請問您贊不贊成這則廣告所強調的內容？（訪員請追問強弱度） 

非常不贊成、不太贊成、、有點贊成、非常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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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三人效果認知 

請問您認為李應元這則廣告對一般選民投票抉擇是否具有影響？（訪員請追問強

弱度）完全沒影響、不太有影響、有點影響、 非常有影響 

↓續問 

那請問您認為李應元這則廣告對您自己投票抉擇是否具有影響？（訪員請追問強

弱度）完全沒影響、不太有影響、有點影響、 非常有影響 

 

（九）投票決定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在馬英九與李應元兩個人當中，您會把票投給誰？ 

↓（未明確回答所支持的對象續問，回答不投票、投廢票者跳過） 

那您比較可能偏向誰？ 

 

（十） 受訪者的人口基本資料 

請問您的戶籍在台北市哪一個行政區？ 

請問您是民國哪一年出生的？（說不出的改問：您今年幾歲？由訪員換算成出生

年：即 91－歲數＝出生年次）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省客家人、本省閩南（河洛）人、大陸各省市人，還是原住民？ 

請問您最高的學歷是什麼（讀到什麼學校）？ 

請問您的職業是什麼？（未明確回答者續問配偶職業）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以及台聯這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

持哪一個政黨？（回答「選人不選黨」者，請追問「非選舉時期」整體而言較支

持哪一個政黨） 

↓（明確回答所支持政黨者續問） 

請問您支持（受訪者回答的黨）的程度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 

↓（未明確回答所支持政黨者續問） 

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偏向親民黨，還是偏向台聯，或是都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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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運用的統計方法大致如下： 

 

（1） 樣本代表性檢定（NPar-Test）與加權（Weight），主要是用以檢定樣本

與母體的差異性，並針對樣本與母體之間的差異進行加權，使樣本具有代

表性。 

（2） 次數分配與百分比（Frequencies），用以瞭解每一變項分佈的情形。 

（3）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主要檢定變數解釋的能力是否具有顯著

性，或是變數解釋的差異僅是隨機所產生的狀況。 

（4） 相關分析（Correlation），用以瞭解變項之間的關係。此外，政黨認同、

廣告影響、投票行為上是否呈現相關變化，人口變數方面亦是。 

（5） 迴歸分析（Regression）：主要是以二元對數分析為主。區分方式大致

為：政黨認同方面分為有政黨認同與無政黨認同，另外在細分政黨認同為

國民黨或民進黨。廣告影響方面：首先區分觀看接觸程度（接觸、注意、

贊成），以及認為對自己投票行為是否有影響、認為對他人投票行為是否

有影響。在投票行為上則只區分為投馬英九與李應元兩大類。在議題的看

法上區分為滿意與不滿意；對市政府處理議題的表現也區分為滿意與不滿

意。現任者表現區分為滿意與不滿意等。此外，亦使用簡單迴歸分析與多

元對數分析，利用候選人滿意度、政黨滿意度等連續變項，來檢視對廣告

訊息的看法是否有差異。在投票行為與第三人效果上，則採用多元對數分

析；在投票變數上，區為投票給馬英九、投票給李應元、尚未決定三類。

第三人效果上，區分為第一人效果、等效果、第三人效果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