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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不同陳情管道相對效能之比較 
 

陳祥、黃伸閔* 

《摘要》 

政府開放電子郵件作為民眾之陳情管道素有便捷、低成本之優點，但

卻同時導致被陳情之行政機構忙於應付與回覆龐大且無意義之垃圾陳情

案，進而迫使機關內部正常行政運作機能遭到擠壓。要如何在廣納民眾陳

情意見的同時，又能兼顧行政資源的適度配置與政務的推動，實為政府部

門創造雙贏的思考方向。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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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過去半年內曾向各級行政機構陳情過的 461 位陳情

民眾進行問卷調查。證據顯示，使用電子郵件的陳情者較其他管道使用者

有更高的陳情滿意度，且認為被陳情機構的回覆效率更高，回覆態度更

好，回覆內容更具體、具備更高的可行性，也少有反覆陳情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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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支持電

子郵件作為首要陳情管道有其必要性，唯各機關在實質解決問題程度仍有

待加強，建議依據問題難易程度，在困難回覆與處理上，應選擇雙向、高

互動性且資訊豐富度高的傳統管道作為妥善的管理分工。 

[關鍵詞]： 陳情管道、電子郵件陳情、陳情滿意度、政府效能、公民關係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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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當人民的權益受到政府機關侵害時，得以採取如行政訴訟、遊行等不同方式加

以自我救濟，而「陳情」是其中最為特殊也是最為便利的一種自我救濟模式。那些

會向政府機關進行陳情的民眾，大多屬自身權益受損，且需行政機關代為排除或解

決。就陳情者的立場而言，陳情者自然會希望政府機關提供即時、便捷的陳情管道

供民眾使用，並期望政府機關能在最短的時限內回覆，提供具體、有效的解決方

案，彌補陳情民眾受損之權益。 

一個施行民主制度的國家，其政府機關必然重視人民與政府機關間溝通行為，

而重視民意之具體實踐則是確保民眾得以透過不同傳播管道進行陳情。近年來，隨

著網路資訊科技的成熟化與電子化治理的持續進展，政府與民眾間的陳情溝通行

為，已漸漸由原本的面對面陳情、書信陳述、電話溝通等繁雜程序，轉而使用便

捷、低成本的電子郵件陳情模式，更使民眾與政府間的陳情與回覆都進入網路時

代，這可從上至總統府，下至村里長的各級機關首長本人，皆設置專屬申訴電子郵

件信箱來接受民眾陳情，即可看出電子郵件陳情管道的魅力所在。 

民眾願意使用電子郵件作為陳情管道，主因在於電子郵件符合快速方便及成本

低廉的特性，但也因為方便與成本低的緣故，因此也常為民眾所濫用，導致許多無

關痛癢或與陳情民眾權益無關之內容充斥在陳情案件之中，導致各行政機關接收到

的電子郵件陳情數量日益龐大。近幾年的相關研究（Chen, Huang & Hsiao, 2003; 

Worrall, 2002）顯示，當民眾陳情申訴的管道愈發便利時，民眾陳情案件的數量也

就相對增加，連帶也使得行政機關必須耗費更多的時間、成本、人力來消化這些額

外增加的電子郵件陳情案。 

然而政府機關基於預算編制，所擁有的人力並未能隨電子陳情案量同步增長，

必須倚賴同樣人力承擔額外倍增的工作量，進而產生兩種可能的負面結果，其一是

正常業務辦理時間遭受排擠，政府施政品質為之下降；其二是因陳情案件數量暴

增，陳情案的處理品質受到時限壓迫，導致回覆內容流於形式，難令陳情民眾滿

意，進而出現一再陳情或跨機關重複陳情的現象。不管屬於哪一種負面結果，除會

使政府機關疲於奔命外，在惡性循環下暴增的陳情案則又進一步耗損更多有限的人

力資源。 

然而就倡導電子郵件陳情管道這個議題上，出現兩個分歧的觀點。假若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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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權益、建構通暢意見反映管道的民主觀點而言，電子郵件在便捷性與低成本的

特點上遠優於傳統的面對面、書信與電話陳情方式，政府部門為鼓勵民眾意見上

達，即應盡其所能提供各種網路層次（包含電子郵件）的陳情管道，即使此種開放

有可能導致民眾因其便捷與低廉而出現濫用的負面效應，政府部門仍不應該貿然設

置「近用門檻」（access threshold）限制民眾的使用權。 

然而，若從行政組織處理民眾陳情案件所必須付出的成本與處理案件的效能觀

點而言，過於通暢與便利的網路陳情管道，終究會導致陳情案量的大幅暴增、正常

行政業務被迫延誤或停擺的負面效應，使得 80% 的機關人力資源耗損在處理 80%

重要性低、瑣碎或無意義的陳情案件，此種現象與「80／20」的效率管理原則背道

而馳，往往使得負責陳情案的承辦人員精疲力竭，民眾滿意度卻未明顯攀升。從此

觀點加以分析，政府實應對電子郵件或網路陳情的近用稍加限制，讓承辦人員可以

用 80% 的時間處理真正 20% 重要、困難等急需解決的案件。 

惟從公共行政管理的觀點而言，高度的民主參與必定帶來行政資源的耗費，成

為民主參與的必要之惡，政府有責提供便利陳情管道與高品質的回覆品質，讓民眾

感受「又快又好」服務品質。所以，民主參與的必要之惡與政府效能間要如何達到

平衡，早已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所必須面對的管理課題，而通盤檢討各陳情管道與

整合組織內部之處理機制有其必要性，讓重要性低、瑣碎及無意義的事件能夠快速

被解決，讓承辦人員能夠專心解決剩餘的 20%、重要、困難的陳情案件。 

電子化政府與電子治理一直被視為有效率的管理方式，配合民眾使用網路已經

相當普及，利用電子化為主的陳情機制來管理激增陳情案有其必要性，但要如何和

其他陳情管道搭配，不僅能提升處理效能，更能符合多數民眾的使用習慣，維持民

眾在使用後的整體滿意度。本研究試圖以分析溝通傳播的通道特性，比較分析使用

電子郵件進行陳情的民眾與使用其他不同陳情管道的民眾，彼此間在陳情滿意度上

是否有所差異。亦即透過解釋影響差異的肇因，將得以瞭解電子郵件陳情與其他管

道陳情在不同指標，包括處理效率、回覆時間、回覆內容、感受親切度、事件實際

解決程度、整體滿意度等評估指標滿意度差異。 

簡言之，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電子郵件陳情管道在處理效率、回覆內容、民

眾感受親切度、實際問題解決程度與整體滿意度等評估指標上，是否較其他陳情管

道更為優越？若無，如何發揮其他管道特性，搭配電子郵件通道，提升整體政府的

陳情案管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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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陳情管道之特性分析 

（一）各陳情管道之形式 

根據目前所訂定的「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陳情

方式可以粗分為「口頭陳情」與「書面陳情」。口頭陳情是指親自到政府機關對機

關服務人員提出，或用電話向各機關業務人員陳情，也包括部分縣市有辦理「縣／

市長有約」或其局處首長有約。其辦理程序，承辦人員需先將口頭陳述內容製作成

書面記錄，並以朗讀的方式向陳情人覆誦，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至於「書

面陳情」是指人民書信、傳真、報章投書、電子郵件方式進行陳情行為。 

由於陳情不像訴願、訴訟有次數和管轄等級限制，使得陳情是一種最便民、最

不具固定格式之行政救濟。其辦理程序，行政機關接獲案件後，收文中心將案件登

錄後，即分送給相關權責單位進行處理。一般而言，書面陳情較口頭陳情具有使用

的門檻，會將不擅書寫文字或教育程度低的陳情人阻隔在外，所以口頭與書面陳情

並置是行政機關的共識作法。以下為主要陳情管道形式與使用特色： 

1.民眾親自到前往：目前各行政機關櫃檯的功能僅能作為民眾受理案件、轉案

或是諮詢之用，當個人權益受損的民眾親自前往行政機關服務櫃台或是以電話陳情

時，事實上櫃檯能當場加以解決的問題極有限，少數立即可以獲得回覆的問題，多

半屬於簡單的諮詢及建議，其餘多數案件仍是按照一般陳情案件管制流程辦理，由

櫃檯受理後再轉交給其他權責單位辦理。 

2.信件陳情：各行政機關往往將傳真的陳情案件歸屬於信件陳情，而此類別之

陳情內容龐雜，處理難易度不一，但若屬於陳年舊案或複雜案件，民眾必然會採取

信件陳情，並隨信附上歷次陳情的相關資料做為佐證。通常以信件陳情者，被陳情

機關內部需要將陳情書信轉換鍵入電子公文系統，最後也採取公文書信郵寄回覆，

因此在整體處理期限上，較其他陳情管道來得延遲。 

3.電話陳情：電話陳情被視為是當面陳情的一種。由於電話陳情的內容有時較

易解決，且常常可以由陳情人與被陳情機關的業務承辦單位承辦人直接聯繫，不像

親自前往、書信陳情般，被陳情機關必須以書面公文正式回覆。近期台北、高雄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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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皆設置專線電話，處理緊急事件或通報、檢舉，即時回應民眾抱怨與陳情，

由於回覆速度通常較快，也頗受民眾的好評。 

4.網路陳情：近年來陳情案來源的管道變化甚大，主要來自電話、傳真、當

面、市民時間與信件陳情案量日漸減少，來自電子郵件管道的陳情案量卻直線攀

升，以台北縣政府為例，其透過網路接獲的陳情案量已近所有陳情案的九成，為此

各機關因勢利導，除在各局處網站上廣設一般電子陳情信箱外，也為首長設立專屬

信箱。當民眾透過首長專屬信箱陳情時，民眾會誤以為真的是向首長直接陳情，而

民選機關首長一般較為重視民意，往往會採特別交辦方式要求下屬加強時間管制，

因此來自首長信箱的陳情案，通常會較其他管道的陳情案處理上來得更快速與更有

效率，陳情民眾的滿意度也較高。 

（二）電子陳情的優越性及其產生之影響 

從民眾使用頻率來看，近年來網路陳情躍居陳情案量的首位，網路使用相較過

去傳統面對面、寫信與電話，有方便且低成本的絕對優越性，這是最顯而易見的原

因。其次，學者認為網路民主應呈現的三個主要面向，包括「資訊公開」、「網路

申辦」與「網路民主」在內（黃東益、陳俊明、蕭乃沂、王郁琦，2005），由於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有其跨

越時空的特性，而網路陳情的另一隱性特點為其促進直接民主的功能，進而有助於

網路民主的產生。「網路民主」主要強調政府與民眾間具備直接溝通互動的管道，

尤其各國政府積極建置民意電子信箱，民眾意見的傳輸不再需要經過層層的科層體

制，網路使組織扁平化而將訊息直接傳遞到管理者手上。 

再者，網路媒介的特性之一是匿名性，每個人都可以隱身在電腦網路之後，對

於政府施政上的抱怨、責難可以毫無忌憚的暢所欲言，網路的言論被認為毫無掩飾

「最真實的言論」（吳筱玫，2003）。雖然「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

件要點」允許各行政機關可以不受理匿名陳情，但實際上部分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

秉持著為民服務、相信民眾的原則，即使未具真實姓名但所陳乃為具體事實者，仍

會受理民眾陳情。然而，部分匿名性陳情往往內容虛虛實實，真假難辨，且文字常

過於情緒化，言詞辛辣，實際的處理也會耗費了不少求證判斷的資源。 

最後，資訊的生產、複製、傳輸與分配的幾乎零成本，也造成資訊快速的流動

轉移。單一事件重複向多個機關陳情的情況愈來愈常發生，在向第一個陳情單位得

不到答案時，將會快速流動到第二個甚至更多個行政單位，更甚者，一件陳情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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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單位同時陳情，會常發現民眾為確保自己的問題能被重視處理，除了向地方政

與中央機關，也向總統府陳情，而這樣陳情案的流動速度相較信件非常快速，在陳

情者傳輸、生產幾乎零成本之下，相對於政府機關的處理態度是「有求必應」，形

成一件瑣碎小事也可能進入政府機關代為解答，卻造成愈來愈多「資訊垃圾」

（spam）（吳筱玫，2003）。 

（三）陳情管道便利性所產生之負面效應 

我國對於人民陳情案件的陳情內容並未加以限制，因此無論大小事各行政機關

都必須加以受理，而且受理後各權責機關亦須回覆。例如，澳洲、紐西蘭等國接受

人民陳情的案件僅限於因公部門的疏忽所造成個人權益的損害，如與個人權益無

關，國外監察專屬機構有權駁回民眾陳情，使得瑣碎無聊的小事、無法獲得解決的

國家政策建言等，都得以經過濾而剔除。但由於我國並無類似過濾制度，因此民眾

之陳情案若符合最基本之消極條件，就必須啟動陳情案件處理機制，無形中讓政府

為貼近民意而努力的美意因此打了折扣，常為無意義的陳情案耗費掉政府機關寶貴

的人力資源。最為方便的前兩項陳情管道－電子郵件與電話，若干研究中也發現所

帶來的後遺症： 

1、電子陳情所產生負面效應 

近年來的研究（Chen, Huang & Hsiao, 2003）所顯示，使用電腦與網路陳情非

常方便，但政府在處理的成本也愈加增多。而採取電子郵件網路陳情模式的陳情

人，往往擅於利用數位複製，進行多次、多機關傳送陳情案件，更使得各級政府機

關疲於奔命，造成更多人力成本及政府資源的浪費。根據蔡明華（2005）的研究，

台北市與高雄市政府所設立的市長電子信箱，每天都會收到數量龐大的陳情案件，

也使得政府機構的承辦人員疲於奔命。Worrall（2002）的調查也顯示，採用電子

郵件進行的陳情案件，有過於濫用的現象，亦即管道越多，陳情方式愈便利，都會

使陳情的案件更為增加。 

2、電話陳情便利性所產生負面效應 

以北、高兩直轄市政府先後分別設置「1999 市民熱線」為例，可以窺見網路

電子陳情在耗費政府人力資源上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北、高兩市為簡化民眾意見

反映或申訴程序，從 2008 年開始皆朝向單一窗口設計，透過「1999 市民熱線」與

首長信箱的資訊整合平台服務，取代以往繁多的電話專線及散佈各局處的電子信

箱，單一窗口的設計讓民眾聲音更易被傳達至機關內部。然而根據台北市政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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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市民熱線」為例，從 2008 年 7 月推出至 2009 年 4 月底止，已經服務 133

萬通電話，平均每個月 13 萬通電話，而申訴案件高達 6 萬件，預約 13 萬件的派工

案件，許多在過去必須是民眾自身權益受到重大侵害時才會產生的陳情案件，如今

因為市府申訴陳情的單一窗口專線設計，使民眾不必花費心思判斷陳情對象為何與

如何將陳情傳達內容，透過專線民眾即能夠輕易、不耗成本的將生活中不如意的瑣

事向市府反映，而事實上倍增的陳情申訴數量，不管其中有多少屬具體事實，多少

屬垃圾性陳情，都代表著政府人力資源必須相對上的付出。 

事實上，現行的法規上規範不周延，導致過多的行政資源耗費在處理無意義的

電子郵件陳情案件，但也無法可管。依據我國目前的陳情相關要點，對於是否允許

電子郵件陳情採用匿名或代號狀況，尚且莫衷一是；另外，針對濫發垃圾陳情信亦

無相關防惡機制或處罰辦法，導致被陳情機關必須反覆讓行政資源一再耗費在登

錄、分案、呈核與回覆等無意義的行為上；但是相對的考量，若是立法訂立防惡條

款，在行政機關保密工作不能讓民眾信任時，在檢舉違法時民眾仍希望匿名陳情，

此外不能因為未符合民眾期待的處理方式，而立法逕設使用門檻阻礙民眾一再陳情

的權益。要如何增加解決民眾問題能力與提升民眾滿意度，降低一再陳情發生比例

才是主要解決之道。 

二、陳情之溝通管道與傳播理論之適用 

目前政府的陳情管道具有多樣性的特色，其中主要以面對面（臨櫃辦理）、電

話、網路電子郵件與一般信件等陳情管道較多為民眾使用。民眾選擇不同的陳情管

道向政府陳情呢？某些民眾之所以選擇特定的陳情管道，其依據為何？本研究試圖

從傳播管道資訊豐富度理論及傳播理論或模式來解釋民眾選擇特定陳情管道的依據

所在。 

（一）傳播管道資訊豐富度 

便利的陳情管道往往最受到民眾偏愛，然而並非便利的陳情管道即適合任何類

型的陳情問題。因此，若將陳情問題的類型因素納入陳情管道的考量，那麼任何一

個陳情管道就不必然具備有絕對優勢。從陳情問題的類型區分，除了少部分行政興

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外，多數陳情案件通常包含行政違失之舉發與個人行政

                                                      
1 參見 http://www.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Pro?page=488fd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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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之維護。若屬於前者，則陳情問題之單純，政府機關僅需以正常公文回覆告知

接納參考陳情者意見，或回覆其所需查詢之法規或政令內容即可。至於後者，畢竟

舉發政府部門違失或陳情當事人權益受到公權力侵犯等，則陳情民眾往往不僅常抱

持怨憤情緒，且所欲陳情之內容也較為複雜，往往難以三言兩語即能詳盡陳述，因

此陳情過程常帶著情緒與衝突，此時來來往往的公文畢竟於事無補，面對面溝通似

乎是較佳的回應與溝通模式。 

從傳播媒介管道選擇的觀點，在理性與成本效益的抉擇前提下，民眾選擇任何

一個媒介通道，實則考量過不同任務的類型以求能相互契合。Daft 與 Lengel

（1984）所提出的「資訊豐富理論」（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認為不同的

傳播管道具有不同的媒介豐富度，「閱聽眾」（audience）透過某依傳播管道所接

收到的訊息愈豐富，則該傳播管道則愈具「社會臨場感」（social presence），愈高

的社會臨場感，因為其所能傳輸的圖、文、語音、多媒體等溝通元素的能力愈強，

因此對陳情民眾而言，自然而然可以用來傳輸更為複雜的問題；相對的，如果傳播

通道的資訊豐富度低，社會臨場感愈低，傳輸溝通元素的能力愈弱，則僅能解決較

為簡單的問題。 

若將面對面、電話、電子郵件、信件等不同陳情管道依資訊豐富度理論來劃

分，其中以面對面的傳播管道的資訊豐富度最高，不只能接收到語言訊息，亦可以

同時觀察對方的表情、情緒、態度等非語言的線索，甚至輔以文件、圖像資料做為

佐證。由於面對面的傳播管道屬於即時性的互動，適合解決衝突性、需要協商、複

雜性高的問題；相較於資訊豐富度最低的信件傳播管道，僅能使用文字傳遞訊息，

且使用文字較為正式，且已脫離互動的場景而獨立存在，僅適合作為單純訊息交

流。 

由於目前政府部門在接受人民陳情後，陳情案的承辦人通常會循陳情人最初陳

情時所使用的傳播管道逕行回覆，實際上並未考量任務類型或問題複雜度，因而形

成陳情人以信件提出爭議性強、複雜性高的問題，而政府機關也以公文加以回覆，

導致雙方須經過反覆多次信件來往方能釐清爭議或問題本質。 

事實上，若根據傳播管道資訊豐富度理論，陳情人與接受陳情之政府機關承辦

人員不應單獨考量便利性或成本來選擇陳情傳播通道，而應更進一步考量陳情問題

的本質、類型與複雜難易度，也就是以問題解決導向來選擇資訊豐富程度適當的傳

播。胡龍騰、黃東益、陳俊明、莊文忠（2008）研究發現，1999 市民專線雖然便

利性大幅提升，有助於民眾近用，但是部分問題卻缺乏直接互動，因而偶會產生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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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狀況；且由於電話專線的社會臨場感甚低，所能傳達的資訊度單薄，因此陳情

民眾難以感受到服務人員的態度，對於市府形象提升度實則有限。 

（二）「使用與滿足理論」對陳情管道之適用解釋 

另一適用於解決民眾選擇陳情管道之依據為「使用與滿足理論」（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Katz, Blumer & Gurevitch, 1974），該理論係假設閱聽人是

主動且極具理性思考的個體，本身具備積極尋求滿足自我需求的驅力，並且會根據

自己的需要而主動尋找可以滿足自己的媒介訊息。如果閱聽人從媒介使用過程中獲

得需求的滿足，則該閱聽人會繼續使用該媒介；反之，如果閱聽人未能獲得滿足，

則會另尋一個可以滿足自己的媒介。 

從各個陳情管道的使用頻率來看，近年來利用政府機關電子郵件陳情的比例節

節升高，超越其他的陳情管道，從使用與滿足理論的觀點來看，民眾使用電子郵件

的滿意度高，所以造成使用頻率與案件量的增加。但值得探討的是電子郵件陳情使

用頻率上超越其他管道，但未必會對陳情整體滿意度增加，尤其在回覆內容滿意度

上未見等比例成長，換言之，在陳情管道方面是傳遞效率是受到肯定的，但回覆滿

意度卻仍然偏低。從台北市政府市長信箱 2001 年處理滿意度的三項指標（有效反

映管道、問題解決程度、整體評價）來看，雖然電子信箱有效的反映途徑滿意度高

達 76.4%，但是在實際解決問題的程度則為 32.3%，而整體滿意度則僅 33.9%，顯

示實際解決問題的滿意度與整體滿意度相當，顯見機制管道改進未必能整體提升滿

意度，還是須回歸實際問題的解決（陳敦源、蕭乃沂，2001）。 

綜合上述理論，其共同性係預設閱聽人是具有理性的考量與抉擇，會依據自己

的需求選擇有利的陳情管道，因此除了便利與成本的考量外，亦會選擇可以將自身

問題清楚傳達的管道。使用與滿足理論雖然功能論色彩較強，認為個人使用皆具有

目的性，卻又無法解釋無目的之儀式性使用，但如果在多樣的選擇通道下，陳情民

眾仍具有相當主動性去選擇陳情通道，而使用者使用後的滿意度仍極具參考價值。 

三、陳情滿意度指標相關性分析 

（一）陳情滿意度指標說明 

從過去陳情民眾滿意度的研究中，陳情滿意度的指標可分為「陳情管道便利

性」、「機關回覆的效率」、「民眾感受的親切度」、「機關回覆內容的可行

性」、「問題實際的解決程度」等 （陳敦源、蕭乃沂，2001；蕭乃沂、陳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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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益，2002）。民眾陳情的程序是一個連續性的動態過程，包括陳情前將會考量

陳情管道是不是容易接近使用、使用成本高不高，陳情過程中感受承辦人員的態度

好不好與回應的速度快不快、與陳情後判斷承辦人員回覆是不是切中問題核心、最

後問題又沒有獲得解決等，雖然陳情民眾可能不會細分各個程序細節，僅求問題可

以順利獲得解決，不在乎態度好不好或等待時間過久等，但民眾仍會以各種角度考

量，再給予政府機關在處理人民陳情案件時的整體評價。以下將說明指標間關連

性： 

1、陳情前 

「陳情管道便利性」指標來看，可從管道是否容易讓民眾接近使用、在使用時

有沒有困難之處與民眾所必需花費成本等方面分析。從接近使用的便利性來看，使

用電子郵件、電話或書信向機關陳情，民眾皆不必親自到機關陳情，唯使用書信必

須離開家中到附近的郵局投遞，較為不便，但到臨櫃辦理則需要親自到機關，接近

便利性更為不便；在使用困難門檻上，則電話、臨櫃檯辦理使用門檻低，不必具備

文字書寫能力，適合所有年齡層的陳情者，相對書信、電子郵件則需要具備文字書

寫能力，尤其更需要電腦相關的知識，尤其對於老年人具有使用門檻；就從花費成

本來看，網路與電話陳情所花費最少，書信則必須負擔郵資，而親自到機關陳情則

必須交通運輸費，但依機關離家遠近則有不同，但是依目前的生活水準，任何一種

方式皆不會對民眾造成太大負擔。 

2、陳情中 

「回覆效率」指標來看，民眾對於收到機關回覆是具有期待，一般說來，當等

待的天數愈短，民眾會認為政府機關的效率愈好，但是民眾也會依據問題困難程度

心中存有不同處理天數的期待，簡單問題希望愈快愈好，困難問題則願意有較長時

間的等待，但是每個人對於問題困難程度定義，與期待所需處理的時間不盡相同，

且無法量化。所以，所謂合理有效率的時間，僅能民眾直覺感覺測量。 
相對於行政機關所認定「合理的」處理時限，根據「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

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1 條規定：「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應予登記、區

分、統計及列入管制，並視業務性質分別訂定處理期限，各種處理期限不得超過

30 日。」換言之，一般政府機關處理陳情案件時限不得超過 1 個月，然而許多第

一線的地方行政機關認為 1 個月無法回應民眾的期待，根據授權命令訂定更短的處

理期限，如台中市政府依照陳情案難易程度細分不同的時限管制，如簡單法令、政

策查詢只能辦理 3 日，如果須動用調查或爭議案件則可有 2 個禮拜的時間寬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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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政府依據陳情管道不同作限制標準，如首長信箱辦理為 5 日，一般公文則為

7 日等，以貼合民眾的期待。 

「回覆親切感」指標來看，親切感是一種對於承辦人員態度的主觀評價，較注

重辦理案件的過程，即使結果未如預期獲得解決，但也可能因為承辦人員認真態度

會獲得民眾極高的態度評價。對於親切感的評價，可從語言與非語言的觀察，前者

如在當面溝通或回覆文字中使用客氣、委婉、柔和的語氣，則會讓人倍感親切；後

者，則可以觀察承辦人員臉部笑容、關心態度、迅速動作等非語言的訊息，尤其

「見面三分情」，雖然事情沒有獲得解決，但看到承辦人員忙碌的身影，民眾也往

往也不忍苛責。 

臨櫃辦理的管道可以觀察到較多非語言訊息，較可以獲得親切感的評價，當然

也可能接獲態度不佳的評價；其次，為使用電話陳情，陳情雖看不到非語言的肢體

訊息，但是從聲音語調的頻率與高低、講話的速度，可以猜測對方的態度與情緒；

相對於書信與電子郵件皆使用文字，尤其政府機關回覆的內容，多被要求檢附相關

法條回覆，讓人覺得冷漠、拗口，且利用電腦打字皆為相同的字體，幾乎感受不到

人性，僅能從文字語氣判斷出親切與否。 

3、陳情後 

「回覆內容具體」指標，由於陳情制度是種便利的表達意見管道，所以幾乎對

於所有議題皆不作篩選，無論問題的容易或簡單、具體或抽象都必須作適當的回

覆，承辦人員回覆民眾是職責所在，也是處理程序必要的步驟。根據「行政院暨所

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 10 條規定：「各機關答復人民陳情案件時，

應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理意見及法規依據，以簡明、肯定之文字答復陳情

人。」但並非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包括涉及統獨爭議、放寬大陸配偶工作權、

大陸學歷認證等，這關係到我國兩岸政策，法規訂定亦須顧及到多方團體的利益，

不能貿然接受陳情民眾意見，亦非地方政府或單一中央部會可以立即解決的問題。 

民眾對於影響重大的政策或政府施政方針等建言，承辦人員對於是類問題的回

覆也有其困難性，但事事回覆的要求，且回覆需要具體、有法條依據，更造成回覆

時必須字字斟酌。所以承辦人員應變的策略可能「實問虛答」或是官樣文章的「交

由相關單位研議」，因法條上對承辦人員的規範，也造成民眾認為政府機關函覆民

眾陳情時多流於形式的負面觀感 

「解決問題的程度」指標來看，可以分為問題可以獲得立即解決外，和問題解

決後短時間不會再出現。前者，例如拆除違建的問題，若是政府執行公權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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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建後即可讓問題不再出現，問題可以獲得完全的解決；後者，例如檢舉路霸、攤

販問題，若是警察機關取締過後，短時間問題可以獲得解決，但不久過後問題還是

會一再出現，問題只能獲得暫時解決，若要徹底解決則需要規劃集中市場，這則需

要場地、經費與規劃等，但是可以永久解決停車、攤販的問題，但是多數警察機關

是選擇後者。 

雖然民眾陳情的目的是為了希望政府機關能解決問題，由於民眾的出發點多由

自己利益觀點出發，但是承辦人員站在國家事務代理人的角色，思考構想都是由公

眾利益通盤檢討，雙方角色難免出現衝突，許多問題知道癥結點所在，但實際上可

以解決的程度低。本研究另一目的希望藉由其管道有效運用，解決簡單、不具衝突

性的問題可以藉由陳情管道的自動化機制快速處理，而困難、具衝突性的問題，則

由公務人員花更多時間來與民眾溝通，共同解決較困難的問題，提升問題的解決程

度，即使問題未獲解決，也可以有一個可接受的答覆。 

（二）陳情效用與民眾滿意度指標之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孟維德（2006）曾經針對民眾對於警政機構的陳情案件做過非常詳盡

的分析，他從 603 件民眾向桃園縣政府「縣長信箱」及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民眾意

見信箱」陳情案件的進行分析，並對 296 位陳情人進行問卷調查以剖析陳情人對於

政府機關處理與回復的滿意度，結果發現有近六成的陳情人不滿意或非常不滿意政

府的回復與處理結果，且有高達六成五的民眾認為陳情對於解決問題沒有實質幫

助，其研究顯示政府人員在回應人民的陳情趨於形式化，未能得到民眾的正面認

同。因此孟維德建議，政府在處理民眾陳情案件時，應該多注重品質而非速度。 

孟維德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機關在討論處理民眾陳情案件的「處理效能」

時，應從兩方面分別探討，一是陳情民眾的滿意度，二是政府處理陳情案件的成本

與效益平衡。前者著重陳情民眾是否滿意行政機關的處理結果，如果滿意度佳，則

不會出現二次或多次的相同陳情內容，滿意度的衡量主要在於問題解決與否。至於

後者則是從成本考量，行政機關希望能以最短時間、最少人力與最少資源的耗費方

式，來回覆陳情民眾的陳情案，且同時能解決最大量的陳情問題；其著重在效率提

升，而非滿意度的呈現。 
前者提升民眾陳情滿意度的相關研究，可以分為「質」與「量」問題的討論。

重視「質」提升的話，國內外學者多半都認為，若以提升陳情民眾之滿意度為目

標，則行政機關須導入「顧客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將民眾視為消費者，從處理「消費者抱怨」的角度，尋找政府管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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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作為新的「公民關係管理」（Citize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zRM）（陳敦

源、蕭乃沂，2001；Hewson Group, 2002；Chu & Yeh, 2006），雖然每個個案花費

更多人力與時間，但不會出現一再陳情的問題，可以間接抑制陳情案量問題；若是

從「量」的觀點出發，則是首要解決案量上的問題，減少簡單、大量的顧客抱怨，

讓只有固定資源與人力的行政機關，爭取到更多時間可以專心處理較繁複的問題，

同時亦可達到量與質的平衡。 

多數學者認為，面對大量案量增加應以知識管理的觀點出發，試圖運用資訊科

技技術來解決簡單卻多量的陳情案件，作為有效的分工工具，（蕭乃沂、陳敦源、

黃東益，2002；Wimmer, 2002；Galitsky, 2003；Zaugg, 2006）。效率的提升可以利

用知識管理的理論作為基礎，行政機關接受人民陳情一段時間後，其長期且持續處

理民眾陳情案件的知識必然可以將民眾問題與回覆加以歸納，並進一步建構成為一

個有用的知識庫，透過應用統計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之關

聯性分析作成更精確地 FAQ，讓民眾替自己找到解決得答案，減輕行政機關的案

量，替行政機關爭取更多解決困難問題的時間。 

此外，便捷的陳情管道亦為提升滿意度的指標之一。台北市的人民陳情系統

非常多元，尤其市長信箱是人民陳情的最重要管道，由於此管道方便，因此人民的

陳情案件也增加更為迅速，在 2001 年就有一萬多件人民陳情案件是透過市長信箱

管道，幾次的調查發現，市民對於透過市長信箱進行陳情，都非常滿意此途徑的便

利性（Chen, Huang & Hsiao, 2003）。雖然，改善陳情機制與增加處理效能會增加

更多的陳情案，Worrall（2002）建議政府的決策單位必須瞭解與接受事實，並作

出有效的分工管理制度。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陳情管道效能的差異程度，因此本研究以過去半年曾經透

過不同陳情管道（書面、傳真、親自前往、電子郵件、普通信件等）向中央政府或

地方政府各級行政機關陳情過的民眾為研究母體，從中抽取樣本實施問卷調查，以

比較使用不同陳情管道會產生哪些效能上的差異。 

一、母體與受測樣本 

本研究之母體設定為過去半年內曾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進行過陳情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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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母體中抽取 1,487 人作為受測樣本。 

本研究在取得行政院研考會協助後，由其代為行文至行政院所屬 36 個部會及

全國 25 個縣市政府，詢問各機關單位是否願意提供半年內曾向該機關陳情之民眾

聯繫資料。由於陳情民眾個人資料受到「個人資料保護法」保護，各機關承辦人對

於將資料提供給第三者多有疑慮，因此同意參與本研究之行政機關有兩種選擇，其

一是直接提供半年內曾陳情之民眾姓名與聯絡方式給作者，其二則是由作者提供問

卷與回郵信封，由同意參與之行政機關代為隨機抽取所分配數量之合格陳情民眾，

並代為在提供之回郵信封上填入所抽樣之陳情民眾姓名與地址，然後代為寄出。後

者之方式得以避免陳情者個人資料遭受曝光之嫌。然而既使如此，部分行政機關仍

表達拒絕參與，最後共有 17 個行政院所屬部會與 16 個縣市政府願意參與本研究之

調查。最後，根據各機關過去半年曾陳情過的民眾建立抽樣架構，根據比例與權重

隨機從參與之 33 個行政機關中抽取 1,487 受測陳情民眾，以進行後續之問卷調

查。 

二、問卷發放與後續追蹤 

由於抽取之受測樣本所曾使用的陳情管道彼此不同，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包含網

路問卷與一般紙本問卷，紙本問卷則郵寄給曾採取書面陳情之受測樣本，網路問卷

則由以包含網路問卷網址的電子郵件寄給曾使用電子郵件或首長信箱進行陳情之受

測樣本。在紙本問卷調查方面，共有 284 份由行政機關提供名單，由作者自行寄

出，此外另有 333 份由作者提供問卷與回郵信封，由行政機關填寫受測陳情民眾姓

名地址再代為寄出，兩者合計 617 份。在網路問卷調查部分，總發出 870 電子郵件

邀請函，邀請受測樣本至研究團隊設置的問卷網站填寫問卷。 

網路問卷的受測樣本若未能於七天內填寫問卷，則會收到第一封提醒上網填寫

問卷之電子郵件，再七天後，則寄出第二次提醒電子郵件，總共發出兩封提醒信。

接受紙本問卷調查之受測樣本，則在寄出首次紙本問卷後的第 14 天，再一次重複

寄送完整問卷、回郵信封及一封鼓勵信函給尚未回覆之受測樣本。經過兩次電子郵

件提醒網路問卷受測樣本及一次重複寄送問卷並附上提醒信給未回覆之紙本問卷受

測樣本。 

問卷調查施測日期從開始 2008 年 1 月 3 日至 2008 年 1 月 31 日止，維期近一

個月的時間，最後成功收到 242 份網路問卷與 285 份紙本問卷，合計回收 527 份問

卷，紙本與網路問卷合計回收率為 35.44%，其中紙本問卷之回收率為 27.8%，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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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問卷為 46.2%。經由研究團隊仔細比對與瀏覽，扣除空白、嚴重填寫不全及胡亂

填答共 66 份無效問卷後，可供後續進行資料分析的有效問卷為 461 份。 

三、問卷建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比較不同陳情管道所產生的滿意度差異程度，因此在問

卷建構上，除須瞭解受測樣本陳情狀況的概觀與陳情管道的使用外，也需測量受測

樣本對於政府機構的滿意度及不同陳情管道所產生的滿意度指標差別，包含不同的

回覆時間、受測者主觀滿意度、機關回覆內容的可行性、實際解決問題的程度、一

再陳情等變數。因此，問卷分別分為「陳情概況」、「滿意度指標」、「一再陳情

概況」及受測樣本的「人口屬性變項」。 

「陳情概況」指標，主要參考〈台北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見反應機制之研

究〉（陳敦源、蕭乃沂，2001）及行政院研考會〈人民陳情地位之研究〉（陳德

禹，1983）之調查量表。由於受測樣本係來自於曾經於過去半年內陳情過的母群

體，因此本研究在詢問受測者相關之陳情經驗時，如使用哪一個陳情管道與次數、

陳情事由、政府機關回覆所使用的管道等，題項中皆要求受測者在答覆該類題項

時，須「鎖定」個人「最近一次的陳情經驗」，以避免有多次陳情經驗之受測樣本

於答覆時，在不同陳情經驗中跳躍。 

在陳情「滿意度」指標上，主要是參考 2001 年台北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研究之

〈台北市政府接受人民施政意見反應機制之研究〉（陳敦源、蕭乃沂，2001；蕭乃

沂、陳敦源、黃東益，2002），將其劃分為「行政機關回覆效率」、「民眾感受態

度」及「實際解決問題程度」等三個滿意度面向的指標，另外再增加「回覆內容可

行性」指標，以瞭解承辦人員的回覆內容是否具體可行，而非流於形式。同樣的，

該類題項說明皆要求受測樣本在答覆時，須鎖定個人最近一次的陳情經驗，以避免

混亂。該類題項除詢問滿意度外，亦要求受測樣本對政府機關所提供的服務加以評

量，以瞭解陳情民眾對於整體政府機關服務品質的觀感。  

在「一再陳情」題項，本研究則針對「同一事由，一再陳情」檢測陳情事由與

一再陳情、陳情管道間是否存在關連性。民眾的「同一事件，一再陳情」的比例高

低，除可用來比較不同陳情管道在增加行政機關業務量上的多寡，亦是代表政府機

關的回覆長期而言在滿足陳情者的程度多寡。問卷最後的「陳情人基本背景」指

標，則包含受測者的性別、年齡層、學歷、職業等資料，問卷題目如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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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料統計與分析 

一、受測樣本人口變項統計 

在本次問卷調查回收的 461 份有效問卷中，在性別統計方面，男性共有 327 位

（70.9%），女性 134 位（29.1%），男性較女性多出 193 位（41.8%）。 

在年齡分佈方面，在 461 有效受測樣本中，以 31 至 40 歲的年齡層最多，共有

149 位（32.3%），其次為 41 至 50 歲，共有 100 位（21.7%），兩者合計共有 249

位，佔整體的 54.0%，比例超過全部年齡層的二分之一；此外，61 歲以上受測樣

本共有 63 位（13.6%），反觀 25 歲以下的年齡層（包含 20 歲以下）僅有 9 人

（2%）。顯見本研究之陳情樣本普遍以中壯年為主，年輕世代對於向行政機關陳

情並無興致。受測樣本的年齡分佈，參見表一。 

表一 陳情民眾年齡層人數與比例統計表（n=461） 

人數 

年齡 
人數 比例（%） 

2 0 歲 以 下 9 2.0 

21~30歲以下 66 14.3 

31~40歲以下 149 32.3 

41~50歲以下 100 21.7 

51~60歲以下 74 16.1 

6 1 歲 以 上 63 13.6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教育程度方面，具有「大學學歷」者最多，共有 163 位（35.4%），同為排

名第二位分別為「博碩士學歷」與「高中職學歷」的受測者，皆為 83 位，各佔全

體的 18.0%。若合計大學及博碩士以上學歷，則有 53.4%，超過整體受測者的半

數，代表本研究的受測樣本半數以上具有大學學歷。學歷分佈參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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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陳情民眾教育程度人數與比例統計表（n=461） 

人數 
教育程度 

人數 比例（%） 

國 小 以 下 26 5.6 
國 中 24 5.2 
高 中 職 83 18.0 
專 科 80 17.4 
大 學 163 35.4 
碩 博 士 83 18.0 
未 填 2 0.4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職業狀況方面，受測樣本中以服務業居多（93 位，20.2%），其次為公教與

軍警人員（79 位，17.1%），製造業排名第三（51 位，11.1%）。從職業狀況的分

佈來看，除了服務業為台灣就業人口最多的產業外，軍公教人員對於陳情制度也較

其他職業類別的人熟悉，教育程度通常也較高，應該較會使用陳情制度為個人爭取

權益。不過若以行業別加以區分本次受測樣本，則可發現受測者本身幾乎平均於各

行各業，顯見可向政府機關陳情概念，傳遞到社會上每個行業及年齡層。職業分佈

參見表三。 

從內政部統計年報至 2008 年底的統計，2 我國人口數約為 2,300 萬人，男性占

50.46%，女性占 49.53%；年齡層以 20 歲以下占 23.9%，20~29 歲占 15.8%，30~39

歲占 16.2%，40 歲~49 歲占 16.4%，50~59 歲占 13.6%，60 歲以上占 13.9%；在教

育程度統計，在 15 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度，大學以上（含研究所）占 22.5%，專

科 12.9%，高中職 32.4%，國中以下（含國小）占 29.5%。而與本研究抽樣樣本比

較，本研究的陳情人口樣本統計呈現以男性、中壯年齡層與高學歷的特色。 

另外，陳敦源與蕭乃沂（2001）在 2001 年針對台北市民所作調查大致相符，

以男性、高學歷、31~40 歲族群為主，惟本研究針對全國各行政機關所作調查的次

多族群，本研究以 41~50 歲之壯年族群居次，與蕭乃沂等人調查以 21~30 歲族群

略有出入，而產生差異的原因可能因為後者是針對於首長信箱所蒐集的樣本，年齡

層則呈現較年輕化。 

                                                      
2 參見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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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陳情民眾職業人數及比例統計表（n=461） 

人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工商貿易 42 9.1 

出版媒體 2 0.4 

服務業 93 20.2 

製造業 51 11.1 

農林漁牧礦 43 9.3 

自由業 35 7.6 

金融保險 13 2.8 

法律會計顧問 7 1.5 

醫療專業 9 2.0 

待業中 7 1.5 

公教軍警人員 79 17.1 

退休人員 39 8.5 

學生 24 5.2 

其他 12 2.2 

未填 7 1.5 

說明：「其他」包括家管(6)、社會團體(1)、運輸業(3)。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民眾陳情概況與各項滿意度指標調查 

（一）最近一次陳情的管道 

在陳情管道統計數據顯示，由於使用「投書報章雜誌」（2 位，0.4%）與「傳

真」（2 位，0.4%）向行政機關陳情的比例較少，樣本數太少在統計上不具意義，

於是與性質相近的選項合併，「投書報章」與「書信」陳情合併成一類「書信」，

「電話」與「傳真」則合併成一類為「電話」，亦簡化後續的統計進行。 

在民眾較常使用陳情管道統計，提示受測者以最近一次陳情所使用的管道經驗

作為回答標的，統計發現以「電子郵件」為最多（54.9%），超過半數，使用「書

信」陳情為次多（28.0%），「親自前往」再次之（8.9%），最少使用的陳情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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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話」（7.8%）。 

（二）民眾滿意度指標：回覆效率、親切度、回覆內容、實際解決問題 

受測樣本在評量政府機關各項指標方面，在「回覆效率」方面，認為「非常快

速」（8.4%）與「還算快速」（30.6%）的比例最高，加總後佔 39.0%，其次

34.8% 的民眾認為回覆效率「普通」，「稍慢」與「非常慢」合計為 26.2%；至於

民眾感受政府機關對於陳情案的「回覆態度」，受測樣本認為「非常親切」

（11.6%）與「還算親切」（36.2%）合計後的比例為 47.8%，「普通」為 34.2%，

「不太親切」（11.1%）與「非常不親切」（6.9%）合計為 18.0%。在回覆效率與

態度上，民眾感受的滿意度皆略高於不滿意。 

政府機關的回覆內容民眾認為「具體可行性」程度，認為「非常具體可行」

（9.0%）與「還算具體可行」（23.5%）的加總比例佔 32.5%，認為「不太具體可

行」（21.5%）與「非常不具體可行」（18.6%）比例則佔 40.1%，選取「普通」者

為 27.4%，顯示政府機關回覆人民陳情案件時，有相當大一部份的答覆可行性難令

陳情者滿意；對於民眾陳情後是否「實際解決問題」，有「解決全部問題」

（11.5%）與「解決大部份問題」（19.5%）的比例佔 31.0%，認為「解決小部份問

題」與「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比例高達 69.0%，顯示陳情人陳情後問題多未獲得解

決。各項指數標統計參見表四所示。 

表四 民眾滿意度指標比例統計表 
單位：% 

效率程度

題目 
非常快速 還算快速 普通 稍慢 非常慢 

回覆效率 人數(n=454) 8.4 30.6 34.8 15.4 10.8 
態度滿意度

題目 
非常親切 還算親切 普通 不算親切 

非常 

不親切 

回覆態度 人數(n=450) 11.6 36.2 34.2 11.1 6.9 
內容具體程度

題目 
非常 

具體可行

還算 

具體可行
普通

不太 

具體可行 

非常不 

具體可行 

回覆內容可行性 人數(n=446) 9.0 23.5 27.4 21.5 18.6 
實際解決程度

題目 
解決全部

解決 

大部份
 

解決 

小部份 
不能解決 

實際解決問題的程度 人數(n=446) 11.5 19.5 ---- 30.7 38.3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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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情管道與事由、滿意度指標相關性分析 

（一）陳情管道與陳情事由相關性分析 

為簡化分析項目，在進行交叉分析前，將陳情事由 8 個選項縮減成為 4 項，將

包括「行政法令查詢」、「政府建設或活動查詢」、「特定問題查詢」等三項，皆

為查詢的題目且不涉及個人權益間衝突，性質較為單純，整併為一類「查詢法令、

施政與特定問題」；另外，「爭取個人權益」與「請求賠償或補救」，皆事涉個人

權益的爭取，合併為一類為「爭取個人權益」。 

陳情管道與陳情事由交叉分析，由統計檢定結果發現兩者間具有相關性

（χ2=53.444，P<0.01）。從「查詢法令、施政與特定問題」選項發現，以「電子郵

件」最多（39.7%），其次為「電話」（36.1%）；「爭取個人權益」的選項發

現，則是「當面陳情」最多（65.0%），其次為利用「信件」次多（50.4%）。在

「檢舉違法人或事」統計發現，則以「電話」最多（27.8%），其次為「電子郵

件」居次（22.2%）；在「具體革新建議」則以電子郵件最多（13.9%），其次為

當面陳情（12.5%）。數據參見表五所示。 

若是將以上四個選項再分類為「非個人權益衝突事件」與「個人權益衝突事

件」，前者因為性質單純，不具衝突性，則以使用電子郵件者居多，而具有衝突性

質，需要多次互動往來釐清問題癥結點，則多以當面陳情與電話等媒介豐富度高的

管道。 

表五 不同陳情管道與陳情事由交叉分析表 
單位：% 

陳情管道 總人數

(n=455)
爭取個人權益

查詢法令、施

政與特定問題
檢舉違法人事 具體革新建議 

電子郵件 252 24.2 39.7 22.2 13.9 

電話  36 27.8 36.1 27.8  8.3 

信件∕公文 127 50.4 32.3 11.8 5.5 

當面陳情  40 65.0 20.0  2.5 12.5 

χ2=53.444，***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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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情管道與回覆效率、回覆態度相關性分析 

檢視陳情管道的使用與政府機關回覆陳情的效率間相關性，經由「陳情管道」

與「回覆效率」間進行交叉分析，顯示不同陳情管道與回覆效率彼此具有相關性

（χ2=41.755，P<0.05）。當受測民眾採取「電子郵件」作為陳情管道時，政府的

「回覆效率」中「非常快速」與「還算快速」兩項加總合計達 44.9%，採用「電

話」則降為 42.5%。但若以「書信」作為陳情管道時，兩項加總的比例僅佔

27.5%，各項數據請參見表六。 

表六 不同陳情管道與政府機關「回覆效率」交叉分析表 
單位：% 

陳情管道 
總人數 

(n=448) 
非常快速 還算快速 普通 稍慢 非常慢 

電子郵件 249 10.0 34.9 35.3 12.4  7.2 

電話  33  6.1 36.4 33.3 18.2  6.1 

信件∕公文 127  3.9 23.6 33.9 22.0 16.5 

當面陳情 39 10.3 20.5 35.8 10.3 23.1 

χ2=41.755，**P<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政府機關回覆時民眾所感受親切度，顯然受測陳情民眾陳情管道的選擇也與

機關回覆的親切態度有關（χ2=55.452，P<0.01）。在回覆態度上，加總「非常親

切」（13.8%）與「還算親切」（40.7%）兩項次數，以「電子郵件」所佔比例最

高（54.5%）；其次為採取「電話」感受親切的比例，佔 45.5%。至於以「親自前

往」所佔比例最低，兩者正面態度相加也僅佔 33.3%，各項數據參見表七所示。令

人好奇的是，雖然電子郵件的媒介豐富度低，民眾所能感受到承辦人員態度的線索

低，但仍以使用電子郵件所獲態度觀感最好。各項數據參見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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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不同陳情管道與政府機關「回覆態度」交叉分析表 
單位：% 

陳情管道 總人數 
(n=444) 

非常親切 還算親切 普通 不太親切 
非常 

不親切 

電子郵件 246 13.8 40.7 35.0  7.3  3.3 

電話  33  6.1 39.4 45.5  9.1 0 

信件∕公文 127  9.5 30.2 27.8 19.8 12.7 

當面陳情  39  7.7 25.6 43.6  5.1 17.9 

χ2=55.452，***P<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 

 

（三）陳情管道與具體可行性、解決問題程度相關性分析 

在民眾認知政府機關回覆內容可行性部分，陳情管道選擇與民眾認知政府機關

答覆內容的具體可行性程度，彼此具有相關性（χ2=49.774，P<0.05），如將「非常

具體可行」與「還算具體可行」兩個選項的次數加總，則以「電話」所佔的比例最

高（42.4%）；其次為「電子郵件」居次（33.9%）。相對的，若選擇以「親自前

往」作為陳情管道，則其民眾認為回覆可行性最低，僅佔 22.5%。參見表八所示。 

表八 不同陳情管道與民眾認知內容「可行性」交叉分析表 
單位：% 

陳情管道 總人數 
(n=440) 

非常 
具體可行

還算 
具體可行

普通 
不太 

具體可行 
非常不 

具體可行 

電子郵件 242  8.3 25.6 32.6 21.5 12.0 

電話  33  9.1 33.3 30.3 18.2  9.1 

信件∕公文 125  8.8 21.6 17.6 21.6 30.4 

當面陳情  40 10.0 12.5 20.0 25.0 32.5 

χ2=49.774，**P<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至於在解決問題的程度多寡與陳情管道的選擇也是有所關連（χ2=41.154，

P<0.05），同樣的也是以電話、電子郵件這兩種陳情管道，其「解決全部問題」與

「解決大部問題」兩個選項的加總最高，達到四成上下（電話為 42.5%，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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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而「親自前往」最低，兩項加總後也僅有 22.5%。參見表九所示。 

表九 陳情管道與政府機關回覆內容「解決問題」交叉分析表 
單位：% 

陳情管道 總人數 
(n=440) 

解決 
全部問題 

解決大 
部分問題 

解決小 
部份問題 

沒有解決 
任何問題 

電子郵件 243 12.3 23.5 32.1 32.1 

電話  33 15.2 27.3 30.3 27.3 

信件∕公文 124  6.5 13.7 30.6 49.2 

當面陳情  40 15.0  7.5 25.0 52.5 

χ2=41.154，**P<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四）陳情管道與整體滿意度相關分析 

哪一個陳情管道所獲得民眾整體滿意度最高？在問卷的第 11 題中，最近一次

陳情民眾幫行政機關打整體的滿意分數，給予 1 到 10 分的評分，分數愈高則表示

民眾所獲滿意度愈高。而評定整體滿意分數再與陳情管道進行相關性檢定，結果兩

者間具有相關性（F=3.366，P<0.05）。在所有受測樣本中，對於行政機關整體的

滿意度，以電子郵件滿意平均數最高（mean=5.18），其次為電話滿意度居次

（mean=4.75），而以郵寄書信滿意度最低（mean=4.28）。各項數據如表十所示。 

表十 不同陳情管道與整體滿意度分數差異性分析（n=452） 

 個數（n=456） 平均數 標準差 

電子郵件 251 5.18 2.66 

電話  36 4.75 2.63 

書信∕公文 128 4.28 2.70 

當面陳情  41 4.54 3.00 

F=3.366，**P<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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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情管道與「一再陳情」現象相關性分析 

至於「同一事件」向同一機關「一再陳情」的反覆行為，顯示問題仍未獲得解

決，亦為滿意度的參考指標之一。陳情管道與一再陳情現象進行相關性分析，數據

顯 示 陳 情 管 道 選 擇 與 「 一 再 陳 情 」 行 為 彼 此 間 具 有 顯 著 性 （ χ2=30.804 ，

***P<0.01）。例如在本研究受測的陳情民眾中，近六成（196 位，佔 59.1%）曾有

向同一政府機關一再陳情的經驗，其中選擇使用「書信」（59.1%）與「當面陳

情」（58.5%）作為陳情管道者，一再向同一機關陳情的比例幾乎是使用「電子郵

件」（32.8%）作為陳情管道的兩倍。各項數據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不同陳情管道與「一再陳情行為」交叉分析表 
單位：% 

一再陳情 
 人數(n=455)

否(%) 是(%) 

電子郵件 253 67.2 32.8 

電話  34 58.8 41.2 

信件∕公文 127 40.9 59.1 

當面陳情  41 41.5 58.5 

χ2=30.804，***P<0.01 
註 2：曾向多個機關陳情之人數 n=196，佔 n=455 之 59.1% 

資料來源：本研究。 
 

而進一步釐清，「陳情事由」與「一再陳情現象」之間相關性，進行統計檢定

發現「陳情事由」與「一再陳情現象」具有相關性（χ2=9.601，**P<0.05）。在

「 檢 舉 違 法 人 或 事 」 比 例 最 高 （ 52.4% ） ， 其 次 是 「 爭 取 個 人 權 益 」 方 面

（47.2%），而「查詢法令、施政或特定問題」比例最低（34.0%），各項數據參

見表十二。雖然電子陳情所獲滿意度較高，卻也發現相對處理的問題較為簡單；相

對於當面陳情滿意度較低，也發現民眾多利用該管道處理個人權益的事，較為複雜

與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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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陳情事由與「一再陳情行為」交叉分析表 
單位：% 

一再陳情 
 人數 

(N=457) 否(%) 是(%) 

爭取個人權益 163 52.8 47.2 

查詢法令、施政或特定問題 162 66.0 34.0 

檢舉違法人事 82 47.6 52.4 

具體革新建議 50 56.0 44.0 

χ2=9.601，**P<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 

 

伍、研究討論 

當民眾採用方便、低成本的網路電子郵件向政府機關陳情時，由於被陳情機關

接受人民陳情案件的門檻非常低，因此一旦收到來自網路的陳情案件，根據政府處

理人民陳情案件的作業要點，一系列的內部處理機制馬上啟動，直到回覆陳情人後

才結束，這也代表每一個陳情案都會消耗掉一定政府的資源與固定成本。而當編制

人力未能隨著倍增的網路陳情案件共同成長時，往往會使行政業務處理時間受到排

擠，施政上顧此失彼、品質下降，而對於難以消化完畢的人民陳情案件，也可能因

為時間窘迫導致回覆內容不夠具體、可行性不高，未能滿足陳情者的需求，迫使民

眾一再陳情或跨機關陳情，惡性循環之下更使網路陳情案量居高不下。因此，本研

究所要探討的是如何發揮陳情管道的傳播特性，來增進政府內部處理陳情問題的效

能，在處理大量陳情案時卻又能兼顧處理問題品質。 

一、資料品質與陳情者人口變項的限制 

本研究雖然盡量朝隨機抽樣方向努力，但畢竟受到陳情者隱私權保障的限制而

未能從母體中採取隨機抽樣。然而，本研究抽樣架構的設計與隨後的後續追蹤，卻

也使得本研究有理由相信所抽取到的受測樣本具備相當程度的代表性。第一，本研

究採取紙本與網路問卷併行制，主要係以陳情者當初陳情時所使用的陳情管道作為

依據，此舉將足以提升資料的相對信度；第二，本研究的受測者皆為真正的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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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曾於半年內向政府機關陳情過，因此所蒐集到的資料相對效度較高；第三，

本研究要求受測樣本答覆陳情相關資料時鎖定特定最近一次的陳情情境，因此得取

的資料品質真確性較高。 

然而，因為基本上在推估所有陳情人真正母體總人數上有所困難，且無法建立

真正的母體名冊以供抽樣之用，再加上本研究所取得的各政府機關陳情者樣本，係

取決於政府機關是否願意參與本研究，並非採簡單隨機抽樣方式，因此在推估整體

陳情者的母體比例上恐有所失焦，可能信度不足，因此各項有關陳情人母體參數上

的推估，如使用不同陳情管道陳情者的比例、陳情者的性別、職業別等，僅能做為

參考，在後續推估時必須非常小心。 

二、陳情者的輪廓 

具備高教育水準：本研究之受測者，在教育水準上以大學畢業為主力，其次具

有博、碩士學位與具有高中畢業學歷的比例相當。本研究受測樣本具備高教育水準

其來有自，主要是唯有具備高教育水準的人民才具有較高的自覺與自我意識，也才

知道向政府機構爭取權益、討回公道是人民的基本權利，因此受過較高等教育的人

民會對個人權益的完整性有足夠的自我認知，且一旦知悉個人權益受損是源自於政

府機關錯誤的施政作為，就會主動爭取個人權益，也還須知悉自己可以透過口頭或

書面方式向行政機關啟動陳情舉措，凡此種種皆需要有足夠的知識作為後盾，這也

是實際上多數陳情者都有較高的教育水準。 

青壯與老年的男性居多：本研究亦發現向政府陳情者多屬青壯族群及老年人居

多數，年輕族群反而不多。事實上，並非年輕族群不關心國事，對於臧否人事、社

會興革不願提供意見，或是年輕族群的權益不會受到行政機關侵犯而得以保全。比

較合理的解釋應該是，十八歲到三十歲這個階段的年輕族群們多半事業還在起步與

衝刺階段，單身者居多，尚未組成家庭，且其生活重心與政府機關接觸面也較為狹

窄，因此許多易遭政府施政作為影響到的權益不若其他青壯族群來得多，這應是導

致年輕族群較少陳情的原因。至於女性陳情者為男性陳情者之一半，大致上與社會

整體文化對於女性的壓抑現象有關。 

電子郵件占過半多數：近年來電子郵件作為陳情管道，在本次調查當中也獲得

驗證，比例達到過半數。儘管電子郵件遠高於其他管道之原因，可能是有過半數抽

樣名單是來自政府機關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因而導致抽樣偏誤，但從行政機關近年

來陳情管道統計與相關研究所顯示的趨勢，也大致與本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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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情者對各項指標滿意程度 

民眾感受機關的效率、親切度呈現較高滿意度：受測者所感受的效率與親切度

滿意度雖高於不滿意者，但未過半數，且約有三分之一的受測者認為「普通」的中

性評價，所以在效率與親切度能有改善空間。效率、態度是種無形的感受，每個人

感受不同並無固定量化標準，有時會根據問題的難易度、個人對於期待的程度與忍

耐度等有不同，但是不變的原則是愈快速愈會讓人覺得有效率，而態度方面則從承

辦人員臉部的微笑、語氣和緩與動作輕快等，符合條件愈多，則愈讓民眾感受到親

切。近年來，政府部門多要求第一線人員如民間客服人員的服務方式，也不定期舉

辦滿意度調查，政府機關服務滿意度有提升的趨勢；唯本研究受測者使用電子郵件

陳情比例較多，由於電子郵件可獲得親切度線索較少，所以獲得較多「普通」的中

性評價。 

民眾認定機關回覆可行性與解決問題程度不及格：受測者認為自己問題是否實

際被解決，或回覆內容是否有切中問題核心並提出有用的意見，相較與上述效率、

態度為主觀感受性問題，有其客觀的條件判斷。顯然，即使獲得在效率、親切感獲

得較高滿意度，但最核心的解決問題則呈現嚴重不滿意。在內容回覆可行性方面，

滿意(32.5%)與不滿意(40.1%)之間勉強維持各半，但是最重要的解決問題則有高達

七成民眾發現問題未被解決，換言之，可能政府機關能提供解決的方式或給予解決

的承諾，但最後執行層面卻讓民眾深感失望，這也是符合讓民眾詬病的內容流於形

式，對於問題卻缺乏執行力。 

「一再陳情現象」以爭取個人權益、檢舉案為主：民眾一再陳情是一項滿意度

重要指標，主要在於先前的陳情未能得到令陳情者滿意的答案或問題未獲解決，所

以利用一再陳情激起政府機關的重視，經與陳情事由交叉比對，發現又以「爭取個

人權益」與「檢舉案」為主。前者，例如徵收土地卻不滿意賠償金的陳情案件，由

於事涉個人權益，常是用盡一切行政訴訟管道，要獲得自己最大利益，而往往補償

金賠償有其標準，與民眾心中期望落差，也可能獲得回覆內容(法條)明確，但認為

政府機關並沒有解決問題而一再陳情，這樣的纏訟也屢見不鮮；後者，最常發生的

檢舉路霸、攤販占用騎樓等生活環境相關的事件，一經檢舉警察機關即會出面取

締，但是不久後路霸、攤販仍會一再出現，而這種「檢舉－取締」治標不治本的方

式，也使得一再陳情現象出現。而根本解決方式應規劃停車格或攤販集中管理的治

本辦法，但往往牽涉層面太廣，實現之日很長，常被認為回覆具體、可行，但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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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問題卻沒有被立即解決。 

四、陳情管道對陳情本身的影響 

陳情管道影響滿意度指標：本研究另將陳情滿意度操作化為四項指標進行分

析，並與陳情管道作交叉分析，最後得到結論在四項指標上都非常類似，例如在回

覆效率與回覆態度上，電子郵件與電話這兩項管道分別佔據前兩名，而在回覆內容

的具體可行性與解決問題的程度上，電子郵件與電話也是前兩名，只是前後順序顛

倒。足見電話與電子郵件這兩項傳播科技較能滿足陳情民眾的需求性，而親自前往

陳情者在四項指標上都居末位，究其可能源由有二，一是陳情事由可以透過電話或

電子郵件加以闡述者，往往是較不複雜的事項，因此被陳情機構回覆時自然較為迅

速、明瞭、具體、解決程度高，其二是電子郵件與電話在傳遞資訊的速度上較其他

管道來得迅速，較少產生類似書信公文書般容易在回覆時產生拖延，或是儘管陳情

機關已經寄出回覆，但陳情者因故未能收到等特殊情況出現。 

而令人好奇的是，雖然當面陳情較可以感受承辦人員的親切感，但是評價結果

仍以當面陳情認為親切感最低。與陳情事由作交叉分析，也確實當面陳情多為檢舉

與爭取個人權益較衝突的事項，所以可能原因為當面陳情為衝突性較高問題，所以

過程中難以心平氣和解決，對於承辦人有較嚴苛的評價標準；再者，也確實行政機

關第一線人員不易讓人感受到親切感，服務品質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採取「電子郵件」為陳情管道者自覺滿意度高：最後檢視陳情民眾對於最近一

次陳情的整體滿意度進行衡量，當人民採用「電子郵件」作為陳情管道時，會產生

最高的滿意度，反觀採用「郵寄書信」時所產生的整體滿意度最低。假設陳情案件

在無差異下，較便利的管道會有較高的滿意度，較快的回覆效率會有較高的滿意

度，而這是電子郵件管道所具有的絕大優勢；在陳情案件問題的困難度有差異時，

回覆內容具體且易被執行時滿意度愈高，愈容易解決問題的滿意度最高，整體而

言，電子郵件皆符合這樣的條件，所以使用電子郵件陳情則會讓人使用後產生愉悅

感，電子郵件可以獲得滿意度的整體評價。 

相對於書信、當面陳情管道，評價雖低，乃是因為問題困難不易被解決，而反

向的思考，則不應該將資源關注在回應的效率或是回覆內容上著墨，而應集中在針

對問題核心的釐清，並與陳情者溝通並共同協商問題對策，例如成立一個專案管制

該事件，也應該投入更多人力、時間，非只是將其視為一般陳情案件作政府機關作

成單方決定後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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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管道效率與「一再陳情」：前述曾以民眾對於行政機構處理陳情的偏低滿

意度解釋「一再陳情」偏高現象，此種惡性循環又與陳情管道便利、低成本特性相

關外，民眾若要向機關一再陳情，電子郵件可說是最方便、最省時、成本最低的陳

情管道，相對於使用書信則剛好相反，既不方便且成本又高，所以陳情者較少用書

信向政府一再陳情。然而，本研究資料顯示相反的結果，推論最有可能之解釋，經

過交叉分析結果，研判要一再陳情案件往往是較複雜，必須攜帶相關文件或歷次政

府回覆之公文書作為佐證，且複雜的問題須當面解釋與溝通，而電子郵件的問題較

易解決，不會發生再次陳情的狀況，因此「一再陳情」發生在書信管道較電子郵件

管道多一倍。 

陸、結論 

當人民向政府機關進行陳情活動時，陳情民眾本身即會耗費掉屬於個人的時

間、精力與其餘各項難以避免之成本；同樣的，當被陳情機構接受到任何一位人民

陳情時，在處理陳情人所陳述之陳情事項時，即使再簡單的陳情，被陳情之行政機

構也必然需要耗費一定行政資源方能完成。因此，整體而言，陳情數量的增加，對

於擁有固定行政資源的行政機構而言是較為不利的，因為不是造成每單一陳情事項

所分配到的行政資源減少，就是出現延遲陳情事項的處理時限。不管屬於前者或後

者，電子郵件管道所增加的陳情案量，都會造成陳情民眾滿意度的降低。 

然而，根據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料顯示，電子陳情案量雖有激增之勢，但滿意

度卻仍為各陳情管道之首，換言之，當陳情民眾使用電子郵件陳情管道進行陳情

時，會覺得行政機構回覆陳情的效率更高，回覆的態度更好，回覆的內容更能解決

問題，回覆的內容更有具體性。此外，與其他陳情管道相較，使用電子郵件的陳情

者較少有向同一機關多次陳情的現象。可以解釋的原因有二：一是各管道特性的評

比，電子郵件具有絕佳的效能，包括在使用便利、低成本、回覆效率快等，即使媒

介特性係低資訊臨場感的互動介面，但是仍獲得較高的親切滿意度；二是民眾對於

不同案件陳情管道具有理性抉擇，依照不同難易問題使用不同的陳情管道。電子郵

件多處理簡單、單純的問題，所以在回覆內容、實際解決問題上都有較高滿意度；

相對地，當面陳情、書信等管道則多處理爭取個人權益、檢舉案件，性質較為衝突

與複雜，所以在問題解決程度上最低，即使民眾以高成本、較耗費時間與精力的方

式與承辦人員當面溝通，但一再陳情比例仍居各陳情管道之冠，整體滿意度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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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即使陳情管道便利性造成案件暴增，但政府機關仍然處理得宜，依然

可以保持較高的滿意度，因此電子郵件具有整體高度滿意度，有助於提升政府效能

的形象，則政府應該積極投入行政資源給予電子郵件陳情管道，尤其電子化具有的

自動回覆機制能力，若在接獲民眾陳情案件時可以即時回應，即使事件處理結果尚

未明朗前，那怕只是傳送出告知案件初步處理程序通知，若能讓民眾提早獲得政府

誠意的回應，而帶起一點點整體滿意度的提升，仍是政府應該努力的方向。 

其次，陳情案件仍應該回歸到解決問題本身，陳情制度的設置即是為了可以解

決民眾生活、法規與行政上任何遭遇的困難，但最實質指標－「解決問題」卻有高

達七成民眾不滿意，即使各指標（管道便利、效率、親切度）都有高滿意度，仍然

不具有太大意義。而實質問題的解決，除因考量問題複雜性本身外，更是承辦人員

在公平、公益原則與民眾個人權益之間的價值衡量，複雜問題的解決絕非政府單向

的溝通，處理過程必須與當事人不斷溝通協調，達到趨同的共識，即使最後問題未

獲得解決，但當事人仍可以獲得滿意答復。 

所以，本研究冀望在不同陳情管道的特性作效率的分工，即使因為陳情管道多

元便利造成陳情案件暴增，仍維持高滿意度。根據管道效能的分工，即單純查詢、

解答疑問等問題，藉由自動化回覆機制快速的答覆解決，也可以替行政人員爭取多

點時間，專心處理較複雜的問題；對於複雜、具爭議性的問題則仍須借助資訊豐富

度高之管道溝通、互動，例如面對面或電話等，目前政府機關對於回覆民眾的管道

選擇係以原管道回覆之原則，即民眾利用電子郵件則政府機關以電子郵件回覆，然

而，具爭議性的陳情問題可藉由互動程度高的電話或面對面的回覆方式，不必受限

於利用原管道回覆的限制，由於高互動性之媒體可藉由互動過程中逐漸將問題釐

清，不會受限非即時互動之媒體，需要多次文件往返，亦可同時解決一再陳情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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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第一部分：  

1、請問在過去一年裡，您曾經向政府機關陳情過幾次？（單選） 

 □ 1 次    □ 2 次     □ 3 次     □ 4 次    □ 5 次       

 □ 6 次    □ 7 次     □ 8 次     □ 9 次    □ 10 次及以上 

2、請您回憶，您最近一次向政府機關陳情，透過下列哪一種管道？（單選） 

□ 親自前往政府機關或民眾聯合服務中心 

□ 電話 

□ 傳真 

□ 投書報紙雜誌 

□ 書信 

□ 電子郵件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請問您最近一次的陳情，政府機關是怎樣回覆的？（單選） 

□ 當面回覆          □ 寄發紙本公文 

□ 電話              □ 電子郵件 

□ 傳真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4、請問您最近一次的陳情跟下列哪一種情況相關？(單選) 

□ 爭取個人權益            □ 政府建設或活動查詢 

□ 請求賠償或補救          □ 特定問題的查詢 

□ 行政法令查詢            □ 具體的革新建議 

□ 檢舉違法的人或事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5、對於您最近一次的陳情案件，請問從您開始陳情到接獲回覆，總共經過多久？

（單選） 

□ 1 天以內    □ 2~3 天        □ 4~6 天      □ 1 週~2 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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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週~3 週內   □ 3 週~ 4 週內   □ 1~2 個月內  □ 未接獲任何回覆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對於您最近一次的陳情，請問您覺得政府機關應該在幾天內回覆最為理想？

（單選） 

□ 1 天以內    □ 2~3 天      □ 4~6 天     □ 1 週~2 週內   

□ 2 週~ 3 週內  □ 3 週~4 週內 □1~2 個月內  □ 其他，請說明。 

7、對於您最近一次的陳情，請問您覺得政府機關回覆的效率怎麼樣？（單選） 

□ 非常快速  □ 還算快速  □ 普通  □ 稍慢  □ 非常慢 

8、就您最近一次的陳情經驗，請問您覺得政府機關回覆陳情的態度如何？（單

選） 

□ 非常親切  □ 還算親切  □ 普通  □ 不太親切  □ 非常不親切 

9、對於您最近一次的陳情，請問您覺得政府機關最後的回覆內容是否具體可行？

（單選） 

□ 非常具體可行  □ 還算具體可行  □ 普通  □ 不太具體可行 

□ 非常不具體可行 

10、對於您最近一次的陳情，請問您覺得政府機關最後的回覆內容是否實際解決了

您的問題？（單選） 

□ 實際解決了全部的問題 

□ 實際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 實際解決小部分的問題 

□ 實際完全不能解決任何問題 

11、就您最近一次的陳情經驗，請問您對於政府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的分數，在

1 到 10 分之中，你會打幾分？（分為 1~10 分，1 分是「非常不滿意」，10 是

「非常滿意」） 

非常不滿意                                             非常滿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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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請問您是否曾經有對同一事件，反覆地向同一個政府機關一再陳情的經驗？

（答「否」請跳至第 18 題） 

□ 是 

 □ 否 

12-1、承上題，請問您「同一事由，一再陳情」的理由是？（可複選） 

□ 沒有獲得任何的回覆 

□ 沒有獲得滿意的答覆 

□ 沒有獲得實際的解決 

□ 處理的結果和自己預期相差太大 

□ 問題的處理僅治標，未治本，所以隔一段時間就會再陳情。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請問您是否曾經對「同一事件，同一時間向多個政府機關反映意見或寄發陳情

信件」？ 

□ 是 

□ 否 

13-1、承上題，請問您「同一事件，同一時間向多個政府機關反映意見或

寄發陳情信件」的理由是？（可複選） 

□ 不確定要向哪個政府機關陳情 

□ 已向主管機關陳情，但未獲回應 

□ 希望獲得不同的政府機關處理意見 

□ 希望問題獲得重視 

□ 希望加快處理速度 

□ 問題牽涉到多個機關才能解決 

□ 陳情簡便，花費不多，故多寄幾個政府機關 

□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個人基本資料： 

1、性別： □ 男   □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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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 □ 20 歲以下  □ 21~25 歲   □26~30 歲   □ 31~35 歲   

          □ 36-40 歲   □ 41~45 歲   □ 46~50 歲  □ 51~50 歲    

          □ 51~55 歲   □ 56~60 歲   □ 61~65 歲  □ 66 歲以上 

3、學歷： □ 國小及以下 □ 國中    □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 碩博士 

4、職業： □ 工商貿易    □ 出版媒體   □ 服務業    □ 製造業   

          □ 農林漁牧礦  □ 自由業     □ 金融保險  □ 法律會計顧問 

          □ 醫療專業    □ 待業中     □ 公教軍警  □ 退休人員 

          □ 學生        □ 其他 __________。 

 
如果要收到本研究之贈品， 

請填寫您的留下姓名及郵寄地址，以方便我們將贈品寄到您的手中，謝謝！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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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to the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Petition Channels: 
Attempts to Solve the Dilemma between  

Internet Petition and Resources Consumption 
 

Hsiang Chen, Shen-Min Huang* 

Abstract 

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both convenience and low cost, recently the ma-
jority of petitioners write their petitions with the e-mail. The advantages for pe-
titioners become the nightmare of petitioned government agencies due to the 
production of huge petition garbage. It results in the lagge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and relocated resources. Ca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et e-mail 
as the major petitioning channel justify itself? 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mit 
its use? With a survey to a sample of 461 petitioners who have petitioned in last 
six months, this study shows that using the e-mail as the petitioning channel 
makes petitioners more satisfactory, with a feedback of  more efficiency,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more specific, and more usefulness, to the returned answers 
from petitioned government agencies. Besides, for the same event, petitioners 
employing the e-mail channel make less repetitive petitions both to the same 
government agency and also across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rela-
tions between positive attitudes and petitioning channels justify the employ-
ment of the e-mail as the major petitioning channel. To face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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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e-mail as a petitioning tool, 
and in the meantime, re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e-mail petitions. 

Keywords: petitioning channels, e-mail petitions, petition satisfactory, gov-
ernment efficiency, citizen re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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