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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台灣邁向數位行動化社會，民眾倚賴網路進行

各種活動，網路社群使用率近八成，政府運用

高使用率的社群力量及新媒體能帶來政策行銷

新契機。本文探討運用新媒體於政策傳播之趨

勢與策略，檢討案例運用新媒體於政策行銷之

模式與成效，提出機關應用之建議。 

方 法 與 過 程 

一、 文獻分析：參考國內專家學者之著作、論

文及期刊，蒐集並整理運用新媒體於政策

傳播之趨勢與策略。 

二、 案例分析：蒐集及分析相關案例，並以新

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為個案，研究運用新

媒體行銷之成效與建議。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綜合本研究案例分析結果，提出機關運用新媒

體於政策行銷之建議，期望透過與時俱進地利

用網路工具，有助於機關行銷成效加倍。 

一、 透過新媒體將潛在客群引導回官方網站。 

二、 變化宣導方式，依照題材主動分享至相關

族群，增加受眾層面。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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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目的 

台灣邁向高普及網路使用率之數位行動化社會，民眾倚賴

網路進行社交、娛樂、資訊等各種活動，網路社群使用率近八

成，政府運用高使用率的社群力量及新媒體能帶來政策行銷新

契機。 

傳統政府機關行銷方式為發布新聞稿、張貼海報及辦理施

政宣導活動等，隨新媒體的運用，可突破地域範圍，讓民眾更

即時地接受訊息，進而評價及分享至更多受眾，並將其作為與

民眾溝通交流的管道，促進民眾參與，進而讓政策推展更順利。 

本文探討政策行銷運用新媒體的趨勢與策略，檢討案例執

行模式與成效，提出機關應用之建議。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 

參考國內專家學者之相關論文、期刊、研究報告、政府出

版品等論述資料，蒐集並歸納新媒體的定義及其用於政策行銷

之趨勢與策略。 

(二) 案例分析 

為了解政府機關將新媒體運用於政策行銷之執行情形，本



2 
 

案以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為研究案例，以 109年 1月 1日至

9 月 30 日為研究期間，蒐集及檢討個案運用新媒體行銷之模

式與成效，提出機關應用之建議。 

貳、 文獻回顧 

一、 新媒體定義 

維基百科(2020)定義新媒體為：「泛指利用電腦（計算及

資訊處理）及網路（傳播及交換）等新科技，對傳統媒體的形

式、內容及類型所產生的質變，是一種運用科技並具有互動性

的各型態的溝通工具，通常是指還有很多探索空間的傳播媒

介。…」「新媒體的種類很多，但目前以網路新媒體、移動新

媒體、數位新媒體等為主。…在具體分類上，新媒體可細分為

入口網站、搜尋引擎、虛擬社群、部落格…等。」 

新媒體特徵為即時性、互動性、移動性、多媒體化、社群

化的(楊舜慧、張哲豪、林玉凡，2014)，延伸之 YouTube、

Facebook、LINE、Instagram為常見之社群媒體，本研究以政

府機關常用之 YouTube、Facebook、LINE官方帳號為研究對象。 

二、 政策行銷趨勢 

政策行銷目的在於滿足政府機關和社會公民、或是服務對

象之間價值交換各自的需求，並促成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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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持(魯炳炎，1997）。 

政府機關經營社群媒體之優點包括：（1）提升機關的形象

或知名度；（2）幫助機關改善作業流程；（3）擴大機關對於目

標族群的服務；（4）加速機關因應外部反應的彈性與效率；（5）

強化機關管理內外部資訊及資源的能力；（6）強化機關內外部

及跨部門之間的溝通；（7）強化機關掌握即時訊息或民意反應

的能力；（8）強化民眾與機關互動、提供意見與交流的意願。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 

隨社群影響力增大，政府機關對社群媒體經營越趨重視，

為抓住群眾目光，往往需拋開以往撰寫新聞稿的官方口吻及長

篇大論，趨向用個人化、口語化的方式，搭上潮流話題創造吸

引力，打造代表人物作為號召，在圖片及影片內容上重視技術

與美感，更積極透過社群媒體活動與民眾對話、提供諮詢，提

升參與互動熱度。 

參、 案例分析－以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為例 

一、 運用新媒體之歷程 

配合網路普及與社群媒體使用趨勢，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

所於 101 年起陸續運用 YouTube、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及

LINE@生活圈(LINE官方帳號)等行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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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新媒體運用歷程 

(一) YouTube 

101年 6月 29日成立「板橋地政事務所」YouTube影音頻

道，主要作為官方網站影音連結之用，成立初期影片主題以地

政業務介紹及檔案修護推廣為主，逐步延伸至申辦流程教學及

便民服務推廣等，至 109 年 9 月累計 142 部影片，訂閱人數

425人次。 

 

圖 2 「板橋地政事務所」YouTube影音頻道訂閱人數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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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acebook臉書粉絲專頁 

102 年 3 月 21 日建置「板橋地政事務所」粉絲專頁，其

後因轉型而於 107年 6月 8日關閉，營運期間發布地政相關宣

導資訊及主辦活動通知及花絮等訊息，累積約 1230人次追蹤。 

107 年 4 月 30 日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及九個地政事務所共

同成立的「地政。稍息。新北事」粉絲專頁正式上線，由地政

局及九所成員組成小編團隊，宣導貼文囊括區段徵收、重劃開

發及九所活動訊息等，內容更為豐富且多元化，並自 108年 8

月起積極營運，定期召開臉書行銷會議，研議及檢討調整經營

策略，至 109年 9月追蹤人數由 3800人次成長至 11300人次，

成長率約 200%。 

 

圖 3 「地政。稍息。新北事」粉絲專頁追蹤人數成長圖 

(三) LINE官方帳號 

105 年 6 月 22 日建立「板橋地政事務所」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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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3 月系統改版為 LINE 官方帳號，每月定期發布宣導及

活動資訊，利用「自動回覆功能」做為常見問答查詢的管道，

並持續於各項活動推廣民眾加入，至 109年 9月累積好友人數

420人次。 

 

圖 4 「板橋地政事務所」LINE官方帳號好友數成長圖 

二、 機關之新媒體政策行銷策略 

為瞭解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運用新媒體之行銷策略，首

先比較 YouTube、Facebook 粉絲專頁及 LINE 官方帳號使用方

式上的差異。在發布內容類型上，YouTube限於影音素材，而

Facebook及 LINE官方帳號則可發布文字、圖片及影片，對於

傳播主體來說，可依據行銷內容選擇較適合的呈現方式，規劃

及製作上更有彈性。 

在發布數量及費用方面，YouTube 及 Facebook 無數量、

無費用限制；LINE官方帳號依使用量有不同收費標準，一般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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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帳號無費用但有傳遞訊息數量限制。 

受眾瀏覽條件方面，YouTube 及 Facebook 之用戶均可搜

尋、追蹤或訂閱，無瀏覽限制；LINE官方帳號之用戶須透過加

入好友，方可接受經營者發布之訊息，且無法查閱成為好友之

前的訊息。 

進一步分析機關內部能力，由於影片製作須透過企劃、拍

攝或錄製、剪輯或後製等工序，花費之時間及人力較多，故新

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無定期製做影片的規劃，影片數量少的情

況下難以運用 YouTube作為行銷管道主力。另考量預算限制及

創作彈性，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主要以 Facebook 臉書粉絲

專頁進行社群行銷，而宣導內容則可同時發布於不同的行銷管

道，雙管齊下，以達增加受眾人數之效。 

表 1 社群媒體使用條件比較表 

項目 內容 發布數量 費用 瀏覽條件 

YouTube 影片 無限制 無 無 

Facebook 文字、圖

片、影片 

無限制 無 無 

LINE@ 文字、圖

片、影片 

有限制 

(一般帳號) 

無 

(一般帳號) 

須加入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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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行銷內容上，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之發布內容

主要為由民眾關心的議題延伸之專業解說，以及推廣便民服務

措施。一般民眾對於地政機關服務內容較不了解，有地政用語

艱澀、申辦流程繁瑣等既定印象，然而地政事務所為第一線為

民服務機關，業務內容與民眾財產息息相關，因此積極傳遞各

項地政服務資訊及不動產安全的基本觀念，重視與民眾意見交

流，提升機關親和力。 

綜合上述，歸納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運用新媒體之執行

策略如下： 

1. 主要以 Facebook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社群行銷。 

2. 行銷目的為宣傳地政服務資訊，與民眾意見交流，提升

機關親和形象。 

3. 宣導內容多元利用於各行銷管道上，增加接受群眾層

面。 

三、 機關新媒體經營成效 

(一) Facebook臉書粉絲專頁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之臉書經營型態於 107 年有重大

轉變，由原本機關獨立之粉絲專頁，轉換為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及九個地政事務所團隊共同經營之粉絲專頁，服務客群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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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伴隨積極及策略性的經營方式，追蹤人數已持續成長至

11300人次，遠遠超過獨立經營時期的追蹤人數。 

然而經營型態的轉變，影響機關對粉絲專頁內容的主導性

與運用方式。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獨立經營時期每月貼文

數約 5則，內容包括便民服務、活動預告及活動花絮等；共同

經營後，由於團隊分享內容題材豐富，且為避免高頻率的貼文

造成快速洗版，降低貼文觸及率，運作方式採團隊機關各成員

每月約發布 2 則貼文，因此趨向優先宣導具時效性的活動預

告，搭配與民眾相關的重大政策措施或便民服務。 

分析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粉絲專頁貼文類型可分為

影片、圖片及引導官方網站之連結等三大類，貼文主題則可區

分為政策服務、專業教學、活動宣傳等三項。研究期間於粉絲

專頁發布貼文計有 18 則，每月發布 1 至 2 則貼文，平均觸及

人數約 6000人次。 

經營成效以貼文觸及人數分析，單篇貼文觸及人數隨粉絲

專頁追蹤總人數增加而逐漸增加，貼文類型方面，以影片類觸

及人數較高，而貼文主題方面，則以專業教學及互動式的線上

活動觸及人數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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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109年粉絲專頁貼文彙整表 

序號 發布內容 類型 主題 觸及人數 

1 人臉辨識，E拍即合 影片 政策服務 3720 

2 一張圖讓你秒懂人臉辨識系統 圖片 政策服務 2734 

3 免出門⚠️無接觸⚠️防疫 E起來 圖片 政策服務 3122 

4 地政~學了沒？建物測量成果圖 影片 專業教學 7057 

5 莊園街門牌整編到里換狀服務 圖片 活動宣傳 2231 

6 人臉辨識系統─白色情人節篇 影片 政策服務 6178 

7 「我的新北不動產」個人查詢

小知識圖卡有獎徵答 

連結 活動宣傳 3975 

8 集合啦！繼承人之友會 圖片 政策服務 5903 

9 制式界標袋票選活動~購買界標

〝袋〞著走 

圖片 活動宣傳 9200 

10 線上聲明●防疫嘉玲 圖片 政策服務 3434 

11 築構城市-林祐德 20歲寫生創

作展 

圖片 活動宣傳 3402 

12 房屋出租找代管，修繕收租心

不煩 

圖片 活動宣傳 5453 

13 實價登錄新制申報介面報你知 影片 專業教學 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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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的新北不動產」成為不動

產管理大師 

影片 政策服務 6086 

15 不動產糾紛調處有獎徵答活動 連結 活動宣傳 6802 

16 孑氏要寫生，『就是要寫生』

藝文走廊 

圖片 活動宣傳 6133 

17 地政服務 ╳ 自然人憑證 圖片 政策服務 8747 

18 公私協力計畫 圖片 政策服務 20577 

 

(二) LINE官方帳號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自 105年起建置 LINE@生活圈，單

向發布宣導訊息，然受限於一般帳號每月傳遞訊息數量限制，

每月群發訊息僅約 2 則。LINE@生活圈自 109 年 3 月改版為

LINE官方帳號，一般帳號功能有更多限制，但運用「自動回覆

訊息」功能仍可做為民眾查詢常見問題的管道，且於「貼文串」

發布無時效限制的內容可供使用者隨時查看。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於研究期間以 LINE 官方帳號群發

計 10則訊息，訊息可分為政策服務、專業教學及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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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109年 LINE官方帳號訊息彙整表 

序號 發布內容 主題 

1 2020新北市消防節 投「地」關鍵好球 活動宣傳 

2 人臉辨識 E拍即合 政策服務 

3 「地政~學了沒？建物測量成果圖」影片 專業教學 

4 「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免辦建物測量」省時又省錢 政策服務 

5 「我的新北不動產」有獎徵答 活動宣傳 

6 集合啦!繼承人之友會 政策服務 

7 實價登錄新制申報介面報你知 專業教學 

8 不動產糾紛調處有獎徵答 活動宣傳 

9 地政服務 ╳ 自然人憑證 政策服務 

10 公私協力計畫 政策服務 

(三) Youtube 

「板橋地政事務所」影音頻道主要作為官方網站影音連結

之用，目前影片主題包含政策服務、專業教學及活動宣傳，研

究期間訂閱人數增加 130人次，發布影片計有 5部，以專業教

學類型觀賞次數較高；觀眾年齡主要為 35歲至 54歲，分別占

54%及 46%。 

 



13 
 

表 4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109年 YouTube影片彙整表 

序號 發布內容 主題 觀賞次數 

1 地政~學了沒？建物測量成果圖 專業教學 1398 

2 【報告! 有地政!】人臉辨識 E拍即合 政策服務 161 

3 實價登錄新制申報介面報你知 專業教學 130 

4 產權小管家 ~「我的新北不動產」 政策服務 70 

5 110年地價作業說明會簡報 活動宣傳 20 

由於 YouTube使用者可搜尋瀏覽早期上架的影片，因此進

一步統計研究期間使用者觀看情形，觀賞次數及時間最多的影

片為 106年發布之「共有土地分割真簡單」，前四名均為測量

類教學影片，顯示民眾會透過瀏覽影片了解地政登記及測量等

專業內容，此類知識型影片可做為機關未來規劃之參考。 

表 5 109年「板橋地政事務所」影音頻道觀看次數前十名 

影片標題 影片發布

(年度) 

觀看

次數 

觀看時間 

(小時) 

訂閱

人數 

共有土地分割真簡單 106 3755 149.75 28 

土地複丈基本原理與實務 103 1692 98.06 19 

地政~學了沒？建物測量成果圖 109 1398 31.13 24 

地政小常識~逕為分割 105 1140 46.4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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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板橋站路線引導影片 106 768 9.53 1 

土地登記作業流程 103 734 45.86 7 

啥？下水道施工地界測量~不用錢 108 540 20.66 0 

板橋地政-地籍謄本進化論 02-台帳

與日據謄本範例說明 

102 520 23.05 7 

簡易登記申請案填寫範例教學 104 391 15.13 2 

地籍異動即時通保護產權實在安心 106 365 15.12 6 

肆、 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案例分析結果，提出機關運用新媒體於政策行銷

之建議，期望透過與時俱進地利用網路工具，有助於機關行銷成

效加倍。 

一、 透過新媒體將潛在客群引導回官方網站 

由於地政業務與民眾財產息息相關，而民眾常見問題不外

乎申辦流程、應備文件等，為此機關建立官方網站公示諸多詳

細資訊，然而新媒體是運用吸睛的文字、圖片或影片，讓民眾

方便地、快速地接受資訊，進而評價或分享給更多人，但詳細

地、有系統的資訊，仍須回到機關官方網站。 

此外，網路平台的系統管理、使用權限非機關本身，當面

臨網路平台改版、權限限制、收費調整等，皆非機關所能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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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新媒體進行政策行銷時，除追求提高觸及率外，建議

透過發布的內容，同步置入引導受眾可至官方網站查詢的資訊，

以增加受眾對機關及官方網站的熟悉度，進而更充分利用網站

資源。 

二、 變化宣導方式，依照題材主動分享至相關族群，增加受眾層面 

相同業務的機關，要宣導的政策或服務也大同小異，既然

可以選擇不同的網路平台做宣導，也可以變化宣導的形式，以

圖文、懶人包、影片、互動活動等方式替換，讓受眾不再是一

掃而過。 

以民眾有興趣的題材製作宣導內容是基本能力，鎖定題材

愛好者為目標客群進行推廣，常見的方式是分享至題材愛好者

社團，可讓更多受眾瀏覽到訊息，增加受眾層面與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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