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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過去數年來，網路在台灣的普及率快速增加，各式各樣的網

路調查在我們生活周遭時常出現。但一般學術界對於網路調

查的結果多半不會認真看待，因為網路調查多半以非機率樣

本的方式選擇受訪者，所得出的結果無助於我們推論母體特

徵。本研究計畫企圖從建構機率樣本的網路調查名單開始，

進一步探討利用網路調查方式時，因「非源於觀察此一動作

所產生的誤差」所造成的估計偏誤。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以下

兩個：首先，網路調查所造成的偏誤究竟有多嚴重？過去台

灣並沒有系統性的探討究竟網路調查因樣本代表性不足所造

成的偏誤為何。本研究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貢獻。 

 

在方法上，本研究首先建立網路調查平台，累積網路調查受

訪者名單，並比對網路及電訪調查樣本的異同。下一階段的

重點為如何將平行的電話調查及網路調查結合起來，以期日

後可利用該方式減少傳統電話調查的樣本數，降低調查成

本。 

 

中文關鍵詞： 網路調查；估計偏誤；樣本代表性；非源於觀察此一動作所

產生的誤差 

英 文 摘 要 ： While it is quite often to observe various web 

surveys in our day-to-day lives, scholars rarely 

consider their results seriously.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survey results are products of 

op-in internet panels and can not be used to draw 

inference about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utilize the web survey platform built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study the possible estimation bias due to error of 

nonobservation in web surveys.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project is twofold: first, 

it focuses on how serious the estimation bias could 

be in a given web survey. So far there exists no 

systematical analysis using Taiwan＇s empirical web 

survey data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nonrepresentative sample data can lead to estimation 

bias.  

 

Second, given the estimation bias of web survey, the 

next question would be how we can adjust it. We aim 



to develop the so-called ＇webographic＇ or 

attitudinal questions that tend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nline and the off-line 

popul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bridg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By using 

the combined samples of 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webographic＇ questions as predictors, we can 

apply PSA method to generate weights to adjust the 

estimation.        

 

英文關鍵詞： Web survey； Estimation bias； Sample 

representation； Error of non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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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民意調查偏誤的評估及修正機制」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中文摘要 

 

過去數年來，網路在台灣的普及率快速增加，各式各樣的網路調查在我們生活周遭時常出現。

但一般學術界對於網路調查的結果多半不會認真看待，因為網路調查多半以非機率樣本的方式選

擇受訪者，所得出的結果無助於我們推論母體特徵。本研究計畫企圖從建構機率樣本的網路調查

名單開始，進一步探討利用網路調查方式時，因「非源於觀察此一動作所產生的誤差」所造成的

估計偏誤。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以下兩個：首先，網路調查所造成的偏誤究竟有多嚴重？過去台灣

並沒有系統性的探討究竟網路調查因樣本代表性不足所造成的偏誤為何。本研究希望在這個問題

上做出貢獻。 

 

在方法上，本研究首先建立網路調查平台，累積網路調查受訪者名單，並比對網路及電訪調

查樣本的異同。下一階段的重點為如何將平行的電話調查及網路調查結合起來，以期日後可利用

該方式減少傳統電話調查的樣本數，降低調查成本。 

 

 

 

 

關鍵詞：網路調查；估計偏誤；樣本代表性；非源於觀察此一動作所產生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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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it is quite often to observe various web surveys in our day-to-day lives, scholars rarely consider 

their results seriously.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survey results are products of op-in internet 

panels and can not be used to draw inference about the target popula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utilize the web 

survey platform built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study the possible 

estimation bias due to error of nonobservation in web surveys.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project is twofold: first, it focuses on how serious the estimation bias could be 

in a given web survey. So far there exists no systematical analysis using Taiwan’s empirical web survey data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nonrepresentative sample data can lead to estimation bias.  

 

Second, given the estimation bias of web survey, the next question would be how we can adjust it. We 

aim to develop the so-called “webographic” or attitudinal questions that tend to cap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nline and the off-line popul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bridge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By using the combined samples of phone and web respondents and “webographic” 

questions as predictors, we can apply PSA method to generate weights to adjust the estimation.              

 

Key Words: Web survey; Estimation bias; Sample representation; Error of non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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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數年來，網路在台灣的普及率快速增加，特別是寬頻及無線網路的建制，使得網路成為許多

人日常生活的溝通媒介及取得資訊的主要來源。數十年前由於電話普及率增加了，電話訪問於是取代

了面對面訪問，成為市場及民意調查最主要的工具。現在既然網路普及率增加了，網路是否能一躍成

為新的調查利器，全面取代電話成為市場或民意調查的主要工具及媒介？事實上，過去十年來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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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及實務界對於網路調查結果仍有相當多的疑慮，主要的原因在於：儘管網路

普及已成趨勢，但使用者急遽地增加不代表所謂的「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問題（Norris 2001）

已被解決。不論在台灣還是在美國，網路的使用者仍然以特定地區（譬如經濟發展程度較高的都會區）

的民眾，或是特定族群（譬如年輕、教育程度較高者）為主要對象（游清鑫等 2007；Nie and Erbing 

2000）。總之，雖然現階段網路調查還不是主流，但隨著數位時代的來臨，其未來性仍不可小覷。 

 

 近年來，台灣的市場及民意調查發展皆相當迅速。除了許多學術機構紛紛成立調查研究中心

以利相關實證研究之外，實務界的調查機構（譬如媒體、民調及市調公司等）更有如雨後春筍般

成立。而電話調查已成為普及的民意調查方式，各項相關的技術發展已臻成熟，甚至連國內兩大

政黨黨內初選皆以電話調查的方式進行。 

  

然而相對而言，我們對於新興的網路調查方式所知仍相當有限。特別是網路新科技的發展日

新月異，網路普及化亦同時帶動網路調查方式不斷推陳出新。但不論過去數年發展如何，學術界

及實務界對於網路調查方式爭論的焦點還是在於：參與網路調查的對象究竟是誰？我們是否能夠

利用網路調查所獲得的結果正確地推估母體特徵？畢竟大多數調查的目的是利用樣本資料推論母

體特徵為何，倘若我們對樣本的估計值存有疑慮，或是樣本資料代表性失真，則我們勢必無法確

切掌握母體的特質。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網路調查方式所造成的估計偏誤。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以下兩個：首先，

網路調查所造成的偏誤究竟有多嚴重？其次，在方法上，當我們確認因樣本代表性不足所造成的

偏誤之後，我們應透過何種方式來校正網路調查結果？ 

 

配合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本研究首要任務即為建置實驗性的網路民意調查系統。這項工作

奠基於研究者服務單位（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過去發展網路民意調查的基礎上。另外，透過網路

調查結果與傳統電話訪問結果進行各種比較，我們方能確認網路調查所造成的偏誤為何。另外透

過建立龐大的網路使用者名單（On-line panel），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展如何在抽樣階段或採用事後

加權的方式調整網路調查的結果，期能利用調查結果準確推論母體特徵。 

 

三、研究方法與執行成果 

本研究計畫提出時原本是以兩年為研究基期，除了試圖建立網路調查平台，分析網路調查結

果的偏誤以外，還希望進一步探討網路民意調查的修正機制。唯評審認為，該案首先應以建立網

路調查平台為主軸，進行資料搜集。待平台建立後，再來進行修正機制的研究，並希冀研究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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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強化修正機制的說明，因此只通過了該案第一年的預算。研究者已利用本計畫的預算及政大選

研中心所獲得的頂尖大學研究補助建置了網路調查平台，並於 2011 年 8 正式上線。網站的中文名

稱為「線上調查實驗室」，英文名稱為 PollcracyLab，網址為 www.pollcracylab.com 或

www.plab.nccu.edu.tw，臉書（Facebook）上的宣傳網頁則為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PollcracyLab/159896404064866?fref=ts。1 

 

過去一年多來，「線上調查實驗室」已進行了 25 波調查（其中在本計畫的時程內進行了 22 波）。

除了系統維護及硬體更新的時程外，我們儘量保持每 2 至 3 個禮拜進行一次調查的頻率。此外，目前

PollcracyLab 的會員（即網路調查的受訪者名單）已超過 8000 人，其中約 92%的會員是透過電訪樣本

召募而來。另外約 8%的會員是藉由網站或臉書招募而來的自填樣本。目前我們仍舊透過政大選舉研

究中心所執行的各電訪計畫持續從電訪樣本中招募 PollcracyLab 的會員，並同步透過透過與其他網站

合作的方式，以非機率樣本的方式招募名單成員，預計 2012 年底會員數將達 12,000 人。下表一為「線

上調查實驗室」上線以來至本月底（2012 年 10 月）所執行過的網路調查計畫一覽表： 

 

表一、「線上調查實驗室」執行調查一覽表，2011 年 8 月至 2012 年 10 月 

訪問時間 主題 樣本數 是否和電訪對照 

2011/08/17-2011/08/23 第三勢力 612 N 

2011/09/05-2011/09/11 九二共識/陸委會 418 Y 陸委會電訪 

2011/09/19-2011/09/25 電子投票 548 Y 電子投票 

2011/10/03-2011/10/09 總統大選 568 Y TEDS2012 Rolling 第一波 

2011/10/17-2011/10/23 競選廣告 639 N 

2011/11/07-2011/11/13 日本眾議員 657 N 

2011/11/14-2011/11/20 日本眾議員 594 N 

2011/11/30-2011/12/02 蓋洛普 Likely Voter 499 N 

2011/12/03-2011/12/05 總統辯論 514 N 

2011/12/10-2011/12/13 總統辯論 474 N 

2011/12/17-2011/12/21 總統辯論 483 N 

2011/12/23-2011/12/25 滿意度及投票抉擇 672 N 

2011/12/25-2011/12/28 候選人評價及政黨清廉程

度 

647 N 

2011/12/28-2012/01/04 領導人特質 506 N 

2012/01/05-2012/01/08 廣告操弄 402 N 

2012/01/16-2012/01/22 選後投票對象調查及時事

題 

457 Y TEDS2012 選後電訪 

2012/02/11-2012/02/17 施政滿意度及時事題 507 N 

2012/02/24-2012/03/01 民眾對民主政治的看法 401 Y 民眾對民主政治的看法 

2012/04/02-2012/04/08 公民意識 388 Y 公民意識 

                                                 
1 有關網站首頁及調查介面請參考附錄一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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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2012/05/20 總統及政黨滿意度 568 N 

2012/07/09-2012/07/13 時事題 699 N 

2012/07/24-2012/07/30 廣告評價、施政滿意度、其

餘題目同電訪 

523 Y 2012臺灣民眾對民主政治看法

的研究 

2012/08/05-2012/08/10 臉書使用與旺中案態度之

研究  

846 N 

2012/09/22-2012/09/26 TEDS2012 總統滿意度 4-1 337 Y TEDS 總統滿意度電訪 

2012/09/17-2012/10/21 Bag To U 631 N 

 

雖然網路受訪者名單絕大多數是透過電訪樣本而來，屬於機率樣本，但顯然願不願意加入名單

仍然出於其個人意願，因此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的情況勢必存在。圖一是網路 Panel 成員

（Panel）及實際參與調查的受訪者（Surveyed）的人口特徵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及地區）2分別和「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國 100 年）」比較，左邊的量表為百分點差距。 

 

圖一顯示，性別雖有差距，但差別不大，惟不論在受訪者名單或是實際受訪者中，男性的比例

都比人口統計數據高一些，女性則低一些，皆在一個百分點左右；年齡的差別則符合我們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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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百分點；50-59 歲及六十歲以上者明顯較少。30-39 歲及 40-49 歲這兩個階層在調查名單中明顯

比例偏高，但實際受訪者中，這兩個階層和人口統計數據卻沒有很顯著的差別。另外，教育程度

也符合預期，網路調查名單及實際受訪者中受高等教育的比例明顯較高，其中實際受訪者中具大

學以上學歷者和人口統計數據相比甚至高出 40 個百分點以上。而不論是調查名單或是實際受訪者

中，高中以下學歷者的比例皆偏低許多。最後，地域差別雖存在，但在調查名單中並不是特別顯

著，來自大台北都會區及新北市基隆的比例稍高，其它地區則稍低。不過，當我們以實際受訪者

和人口統計數據相比時，上述的差別擴大許多，受訪者來自都會區域，包括 1.大台北、2.新北基隆、

及 6.高屏澎（主要是高雄）的比例明顯偏高；相對地，來自鄉村地區，特別是 4.中彰投、7.宜花東

的比例則較人口統計數據低很多。 

 

圖一、網路調查名單、網路受訪者與人口統計資料之比較（人口特徵） 

性別 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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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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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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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 居住地區 

註：已剔除遺漏值及無反應者。 

 

其次，我們來檢視網路調查名單及實際受訪者的主要政治態度是否和電訪樣本有顯著不同。這

裡所採用的電訪樣本是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從 2010 年 1 月到 2011 年 9 月所累積的電訪樣本，共計

38,308 筆。圖二顯示了網路名單與電訪樣本在政黨認同、統獨偏好、及族群認同的差異。 

 

圖二、網路調查名單、網路受訪者與電訪樣本之比較（重要政治態度） 

 



      
  

  7

政黨認同 統獨偏好 

族群認同 

 
註：已剔除遺漏值及無反應者。三項政治態度的編碼分別為：政黨認同（Party ID）—1.國民黨、

2.民進黨、3.新黨、4 親民黨、5、台灣團結聯盟、6.中立者。統獨偏好（Tondu）— 1.儘快統一、

2.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3.維持現狀，看情形決定統一還獨立、4.永遠維持現狀、5. 維持現狀，

以後走向獨立、5. 儘快獨立。族群認同（Ethnicity）—1.台灣人、2.兩者都是、3.中國人。 

 

以電訪樣本為基準，圖二顯示，網路調查名單及實際受訪者中，政黨認同者皆多於電訪樣本，

而中立者的比例則較低，其中實際受訪者間的偏差又比網路調查名單的偏差來得大許多。就統獨

偏好而言，網路調查名單中永遠維持現狀者的比例明顯偏低；而實際受訪者中，除了支持永遠維

持現狀者的比例明顯偏低外，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的比例則明顯偏高。最後就族群認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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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名單成員中的台灣人及中國人認同者比例偏低，但雙重認同者則偏高。大體而言，網路樣本

中政治態度的偏差程並未特別比較嚴重。直觀上我們看不太出來究竟網路調查是偏「藍」還是偏

「綠」。 

 

總之，上述與母體及電訪樣本的比較顯示，網路調查樣本存在系統性的偏誤，即便我們積極地透

過電訪樣本來累積網路樣本。因此，未來發展的重心將持續發展樣本修正機制，或至少可透過不同調

查方式相結合的模式，使得網路調查的資料能夠更廣泛地被使用。 

 

為了維持會員參與的熱度，並擴大吸引異質性高的網路使用者參與，PollcracyLab 目前將調查的

主題多樣化，除了政治相關的主題外，並嘗試加入其他類別題組包括社會時事、消費資訊、甚至廣告

效應等題組。在計畫執行期間，線上調查實驗室的平台亦曾協助政大傳播學院陳憶寧教授執行與社會

時事相關的調查計畫—「臉書使用與旺中案態度之研究」。由於所有臉書使用者皆為網路使用者，因

此網路調查平台成為最適當的調查工具。另外，我們也嘗試和民間企業（譬如與詮勝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Bag to U）合作製作問卷，藉以交換對方的 Email 資料庫，增加我們的會員人數。不過，PollcracyLab

仍將政府滿意度的題組設定為核心問卷，以累積資料方便日後追蹤研究。 

 

此外，研究者並利用網路平台測試多媒體介面及實驗設計，即選取特定受訪者，區分成實驗組及

對照組，令他們看不同的電視競選廣告，然後測試觀看前後對於政黨議題所有權的認知是否改變。相

關的分析已於 2012 年 6 月於 World Assoc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WAPOR）年會上與政治大

學政治學系碩士生許倍甄同學共同發表。許同學亦使用網路平台於 2012 年大選前的調查資料撰寫其

碩士論文。 

 

最後，過去一年來，我們嘗試過許多波網路調查資料及電話訪問資料的平行比較分析，所獲致的

初步結論是：網路調查資料所得出的結果雖和電話訪問的結果相去不遠，但往往受制於樣本數不足，

穩定性較差（譬如估計值的變異數較大）。以 2012 年 3 月及 4 月所執行的「民眾對民主政治看法的研

究」及「公民意識」兩案為例，研究者仿照 Sanders et al (2007) 的分析途徑，嘗試將電訪資料與網路

民調資料進行平行比較後發現，當以態度做為依變數，不論是二元變數（見表三）或是順序變數（見

表四），主要變數及控制變數的作用大小與方向相當接近。 

 

表三、民主政治看法：電訪與網路調查的平行比較 

 民眾對民主政治看法的研究 

D.V.=台灣民主的未來（樂觀=1、悲觀=0） 

 電訪 (N=1,071) 網路調查 (N=401) 

截距 -0.624 

(0.459) 

-2.781*** 

(0.871) 

民主能否解決族

群衝突(非常不

可能=1、非常可

能=4) 

0.464*** 

(0.094) 

0.841***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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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泛藍=0）   

泛綠 -1.741*** 

(0.198) 

-1.275*** 

(0.262) 

無政黨認同 -1.358*** 

(0.181) 

-1.314*** 

(0.304) 

教育 -0.091 

(0.066) 

0.355* 

(0.146) 

年齡 0.278 

(0.067) 

-0.029 

(0.098) 

說明：已加權的電訪及未加權的網路調查資料的 Binary Logit 模型分別以 SPSS 及 R 的 arm package 估

計。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表四、公民意識：電訪與網路調查的平行比較 

 公民意識   

D.V.=政治討論（時常=1、有時、很少、從不=4） 

 電訪 (N=2,261) 網路調查 (N=388) 

應該主動發

表意見 

-0.196*** 

(0.031) 

-0.277*** 

(0.08) 

教育 -0.212*** 

(0.021) 

0.036 

(0.069) 

年齡 -0.176*** 

(0.021) 

-0.180*** 

(0.051) 

說明：已加權的電訪及未加權的網路調查資料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別以 SPSS 及 R 的 MASS package 

估計。括號內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預期，如果依變數是行為，主要變數的作用在網路調查以及電話訪問

也可能是類似的。因此，即使在不加權的情況下，我們的網路調查資料應該具有一定的信度。但是我

們需要更多的平行比較資料來確定。即便如此，仍然應該努力嘗試各種樣本修正機制，使得網路調查

的樣本接近隨機樣本，才能更有信心分析資料，以及進行推論統計。 

 

結論及未來方向 

目前，網路民調遭遇的最大問題是民眾的參與度並不高。雖然我們擁有 8000 個 Email，但是參與

率並不高，會隨著事件而變動，例如，馬英九就職前的調查便吸引五百多位民眾填答，但是與公民意

識電訪的平行比較只有不到四百人回答。事實上，採用不同的調查主題就是為了吸引不同類型的網路

使用者來填答問卷。此外，積極地擴大網路調查名單仍是擴大樣本的不二法門。若我們每一波能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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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人填答，則採用加權的方式將會有效地協助我們解決樣本偏誤的問題。3 

 

除了電訪資料與網路調查資料的平行測試外，我們還積極嘗試是將電訪樣本及網路樣本整合起

來，譬如一波調查電訪樣本 600 個與網路樣本 600 個，並透過所謂”webographic”或”attitudinal”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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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網路調查結果（Lee 2006; Lee and Valliant；杜素豪、羅婉云、洪永泰 2009）。這部分是研究者本年

度（2012 年 8 月至 2013 年 7 月）的國科會計畫的核心項目，日前已在 2012 年 9 月所執行的 TEDS 調

查計畫中嘗試數個 webographic 題組。這部分的研究亦將結合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行的 ISSP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2014 年公民權題組的面訪前測及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電訪題組

配合，進行面訪、電訪、及網路調查結果三方的整合。研究者將於 2013 年 4 月於智利所召開的 ISSP

年會中報告 Mixed-Modes 的測量差異及結合不同資料搜集方法的可行性。若能採行特定的

Mixed-Modes 調查模式，則在調查實務上將有助於我們減少調查成本。 

 

PollcracyLab 不但發展如何調整網路調查結果，並已於本月底（2012 年 10 月）改善調查介面，包

括改善網站功能。除了加強網站的互動性外，還加強與其他社群網站的連接性。此外，調查後台問卷

型式的改善亦是此波加強的重點。下一階段（2013 年初）預期將設計調查後台與統計功能的連接。總

之，我們預計以一年的時間，持續擴大我們的會員資料庫，並發展完成網路調查與電訪調查相結合的

模式，以擴展網路調查的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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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線上調查室」首頁（Pollcrac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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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線上調查室」問卷介面（以兩個圖像檔為例） 

例一：面貌對於選民的影響（提供日本眾議員參選人的照片供網路調查受訪者評估誰較有能力） 

 
 

例二：評估總統候選人廣告對於網路調查受訪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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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性的利用民意調查來探究民意走向。但在網路發達後，由於網路環境所具有的快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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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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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即將來臨。透過準確及便捷的網路調查，政府公部門將更容易探求民意的走向及政策偏

好，使得政策更貼近民意。這也是我們期許網路調查日後能廣泛應用在公共事務治理上，

對於政策制訂發揮具體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