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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貧富差距、弱勢團體都是每個國家都存在的問題，但是國家的資源有

限，政府也已盡力設法解決，卻還是有許多受難者，這時該怎麼辦？為解

決這些社會問題，讓這些弱勢團體也能受到重視及關懷，那麼非營利組織

就是其中一個管道。 

 

近幾年全球的經濟環境不比從前，大家都非常珍惜自己所掙來的每一

分辛苦錢，所以有很多非營利組織經營得非常艱辛。處在這個大環境下，

非營利組織要如何增加募款金額，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 

 

本研究將有別於傳統，不再以捐款者，而是以受捐者和宣傳者的角度

深入探討。以受捐者本身及報導文章和期間進行分析有哪些因素影響募款

金額，甚至是運用什麼樣的行銷策略才能夠打動人心，我們將運用數據進

行研究及分析。何謂有別於傳統呢？即是針對受捐者(報導主角)個人的人口

學特徵及遭遇什麼樣的事件和疾病，除了受捐者，我們也透過報導文章的

敘述方式及期間進行統計分析，而後得知那些事會影響捐款的因素。 

 

經過研究分析後，我們得出以下因素，月份、星期、文章篇幅、年齡、

婚姻、事件狀態、疾病和事件，這九項因素與捐款金額具有顯著關係。由

此我們可以從中推斷，如捐款報導加強這九項因素表達，可以促使受捐者

得到更多幫助。希望我們這組的研究報告能夠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也

能讓對這項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更能進行進一步研究探討。 

 

關鍵字: 社會福利機構、慈善組織、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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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政府為解決社會問題，投入龐大的資金及物資，儘管如此，仍有許多

和我們一樣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卻不被看見的角落，所以造就了非營利組織

的誕生，他們多半是以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基金會的形式設立，弱勢團

體可以藉由他們向社會發聲，並從中獲得支援。 

 

近年來國內外災害頻傳，無論是日本的 311 地震、高雄氣爆、八仙塵

爆到今年高雄美濃地震、日本九州地震等等。僅靠政府的資源其實非常有

限，還須倚靠社會大眾的善心才能幫助到更多的人。而非營利團體就是連

結社會大眾和求助者之間的橋樑，將各地的愛心匯集，送到每個角落，其

中不僅是金援還有物資及勞力等等。由此可見，非營利團體對於這些受難

者是帶來福音的天使，但其實要成立一個這樣的組織非常的不易，政府也

制定了許多法規來規範這些組織，例如最新的法條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

十五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益勸募條例，不過這新的條例是否能讓這些組織

更加完善，還有待磨練。 

 

這個世界上的難事有上千萬，但其中有兩件事情最難，一是把想法放

進別人的腦袋，二是從別人的口袋把錢掏出來，放進自己的口袋。針對日

本 311 事件的捐款來做分享，但是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捐款人把感動化

為行動？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了兩萬多人遇難的東日本大震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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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過去一個禮拜，在國際上最早伸出援手，也是最慷慨解囊捐助的，就是

台灣。 

 

台灣在第一時間對日本的援助完全是不遺餘力，當時台灣民眾幾乎是

利用小額的街頭募款，就募到了台幣 68.4 億元，相當驚人的金額，而日本

民眾也在網路上有很多留言：「台灣才是真正的朋友啊！」「真令人感動」

「我想哭」「愛台灣」等，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台灣的感激之情。 

 

綜合上述可得知台灣人不管國內或是國外在急難需要捐款時總是富有

愛心與無私奉獻，因此本組想研究了解在何種情況下會影響到捐款金額。 

 

1.2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發達，網路、電視媒體、廣告、雜誌…等等

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所以現在不只是商人懂得運用這些媒體，許多慈善團

體也想到要運用行銷的手法，透過上述媒介進行宣傳，吸引眾人的目光進

而增加募款金額。 

 

人與人之間的橋樑，不只是語言上的溝通，還包括文字的交流，文字

的影響有多大呢？以八仙塵爆事件為例，此次事件造成傷亡人數慘重，透

過新聞媒體的傳播及網路集結的力量，吸引大眾發自內心產生對社會的關

懷，使得物資金援迅速湧入。藝人利用知名度在網路上分享資訊聚集網友

主動發揮愛心幫助他人，所以我們發現單就文字力量就可促成民眾廣大的

回應，因此要如何吸引潛在網路捐款者的注意、得到捐款者的情感認同，

使其提高捐款意願，將成為本研究之探討重點。我們要運用這股力量對社



3 

 

會產生正面的能量，以蘋果基金會為例，探討如何善用文字打動大眾讓需

要的民眾獲得最大的幫助。 

 

本研究以蘋果基金會案例隨機抽取 1,000 篇為樣本，透過募款文章內

容分析出文章觀格式是否會影響募款金額，可供後續研究參考及媒體、文

字編輯人員的參考依據。 

 

1.3 研究目的 

 

透過廣告行銷策略激起社會大眾捐款意願，因此本研究針對蘋果基金

會募款案例之受捐者(文章主角)做為探討之研究對象，利用數據分析文章內

容，並以統計分析出募款金額在受捐者之性別、年齡、婚姻等基本人口特

徵是否有影響；受捐者身心狀態、本身疾病、生活習慣等等是否對募款金

額有影響及文章本身篇幅等因素是否也會影響到募款金額，綜合以上所

述，問題可列為下列二項: 

1.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研究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捐款金額。 

2. 根據分析結果探討影響捐款因素之原因。 

 

1.4 研究範圍 

 

本專題研究蘋果日報基金會之案例分析，案例時間於西元 2003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8 月 20 日，隨機抽樣 1,000 份個案數，透過組員閱讀文章內

容分類出不同文章相關格式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出捐款金額是否

會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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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慈善是人們內心擁有慈悲的心理所產生的舉動都是因為感到快樂和滿

足所形成的行為。是簡單的付出自己的一點時間幫助他人且不需要任何條

件的施捨就是稱為慈善行為。捐獻這項行為顯現是否達到個人內心產生心

理變化進而出現的動作。因此如何在各種性格和背景的人中，尋找吸引他

們的字詞並進而產生捐助，使慈善行為化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成為一種公

益傳播效應。使社會大眾能夠主動伸出援手，開始重視這些在社會角落中

的人並為他們獻愛心就是我們這組的研究。 

 

2.1 何謂慈善組織 

 

人們基於慈悲、同情、救助等觀念，為生活困難者舉辦的施捨、救助活

動的私人或社會團體統稱。慈善公益其實是兩種名詞組合而成。公益指的是

社會大眾的福利和利益。「公益」是「公共利益」的縮寫。社會公益組織，一

般指的是非政府單位、不是以利潤最大化作為首要的目標，並且主要追求的

目標以社會公益的事業為主的社會組織。公益組織早期主要從事人道主義救

援和救濟貧民的活動，因此慈善機構就是公益組織的起源。(2012-02-13 中華

網)慈善組織，或稱公益組織，是非營利組織。任何人士捐款給法定認可的慈

善組織，可以獲得有關的扣稅優惠；而任何人士捐款給沒有慈善組織資格的

非營利組織，該筆捐款不能申請用作相對的扣稅。現時全球的慈善組織的籌

款方式出現了一種有效的「月捐運動」（DDC - Direct Dialogu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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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慈善組織的定義: 中華民國《公益勸募條例》第二條定義本條

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一、公益：指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二、非營利團體：

指非以營利為目的，從事第八條公益事業，依法立案之民間團體。 

另外第八條規定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以下列用途為限： 

1. 社會福利事業。 

2. 教育文化事業。 

3. 社會慈善事業。 

4. 援外或國際人道救援。 

5.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業。 

 

2.2 近年募款概況 

 

2.2.1  國際公益募款趨勢 

因受限於資料等限制，但為反映國際的趨勢，(如表 2-2)可得知美國在

各項捐款名次列居前茅。 

 

表 2-1 2014國家各項捐款名次 

 美國 英國 中國 台灣 

分項排名 

幫助陌生人 1 24 113 62 

捐款給慈善機構 9 4 107 31 

志願捐款服務 5 33 129 60 

綜合排名 1 7 128 47 

資料來源：CHARITIES AID FOUNDATION(CAF),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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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國慈善捐款比較 

 美國 英國 中國 台灣 

年度捐款金額(單位:美金億) 2,178 155 107 18 

人口數(單位:百萬人) 314 63 1,360 23 

每人平均每年捐款金額(單位:美金) 694 246 8 74 

資料來源：公益責信協會整理,2014 

 

美國 

根據所查資料顯示：美國慈善捐贈已經不斷成長當中，像是 2013 年比

前一年度成長 4.4%，已接近 2009 年經濟衰退前的水準，那幾年經濟衰退

原因是美國房地產市場調整（一種可能的後果，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和次

貸危機，是經濟衰退的明顯因素。所以使的 2007-2009 年的經濟衰退，導

致私人消費下降。消費者信心指數如此之低，捐助成長也就跟著下降。整

體來看，個人捐贈佔 72%，於 2013 年成長了 4.2%，基金會捐贈也同樣呈

現成長的狀況，唯有企業捐贈下幅下滑約 2%。但是之後經濟數據漸漸轉好

教育，文化，環境及健康等議題均明顯獲得更多關注（前幾年經濟不佳時，

捐款人較傾向捐助急難救助）。 

 

註: inflation-adjusted dollar:扣除通貨

膨脹因素；current dollars:當前美元  

 

圖 2-1 1973~2013 美國捐贈成長 

圖表來源:Giving USA 

http://www.dfwonline.org/userdata/userfiles/file/WI%20Gives/Giving%20USA%202014%20Highligh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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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者捐款金額增加，代表高收入族群投入公益議題捐款數日益增

加。但是所得比例卻是下降的，證明了中低所得捐款人雖然所得較少但更

樂意捐贈，證明「窮人更願意施捨」。最大影響數據持續成長原因是因為捐

贈的高額私人捐贈增加(如下圖 2-2)。 

圖 2-2 捐款佔所得比例變動,2013 

圖表來源：Philanthropy.com,  

英國 

根據所查資料顯示：從 2005 年以來 CAF 的研究發現英國人捐款比例

受到金融海嘯（2007~2008）影響未回復到之前的最高水準，但是 2012~2013

年比 2011~2012 捐款比例及總金額有些許上升目前大約 54~58%，而捐款比

例女性明顯高於男性。捐款議題上最為重視以「醫療研究」為主，但不同

的捐款人類群之間會有些微差異像是，老年族群以「宗教」議題為最多，

而年輕族群則以支持「兒童」議題比例最高。 

另一份針對基金會捐款的研究則指出英國人有穩定的捐款習慣，雖然

英國的經濟仍未完全復甦，基金會的公益投入卻仍逆勢增加。因為英國公

益捐款來源有約 2/3 來自個人及企業，另外來自大型基金會。 

http://philanthropy.com/article/The-Income-Inequality-Divide/14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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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2-3)所示，熟齡世代最熱心公益，捐贈比例、捐贈總量以及捐

贈佔資產比重都是最高。但嬰兒潮世代也不容忽視，在英美都佔捐贈總額

的 1/3 以上，況且隨著這個世代年紀漸增，對慈善公益的興趣及投入會更

趨近且取代熟齡世代。 

             圖 2-3 慷慨度（捐款佔個人總支出的比例） 

圖表來源：CAF 

附註 

[1] 分別區分為「熟齡世代（現年 70 歲以上）」、「嬰兒潮世代（現年約 50～69 歲）」、

「X 世代（現年約 35～49 歲）」及「Y 世代（現年約 20～34 歲，又稱為千禧世

代或數位原生代）」。 

https://www.cafonline.org/pdf/1190H_PartyConf_MindTheG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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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根據資料所示：中民慈善中國慈善聯合會副秘書長劉佑平表示，中國捐

贈較高的年份是因為剛好有比較大的災害出現。2013 年中國社會捐贈金額

提升，可推論出慈善事業發展成長代表經濟回升而自然災害能夠激發出更

多的捐贈。 

 

  2013 年企業法人的捐贈為中國捐贈的主要來源總額約佔中國年度捐贈

總額的 69.67%。其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捐贈總額佔企業捐贈的 90%以

上，民營企業以捐贈現金為主，外資企業主要捐贈物資。 

 

綜合上述，美國個人捐贈佔 72%，並且以中低所得捐款人居多，教育，

文化，環境及健康等議題明顯獲得較多關注，英國捐款來源有約 2/3 來自

個人及企業，捐款主要以「醫療研究」為主，中國以企業法人的捐贈為捐

款大宗，捐款主要事件為大型災害。 

    

2.2.2  台灣公益募款 

2014 年在 135 個國家中台灣捐款排名第 47 名，與前年 2013 年的第 52

名，我們前進了五個名次，因為沒有可靠新近數據證明台灣年度公益捐款

金額，從 311 東日本大地震來看，台灣捐款速度及金額為 130 多國之首，

但我們透過紅十字會捐款竟然達 109 億 9000 萬日圓（截至 4 月 1 日為止），

而且 9 成是民間的善款。而高雄氣爆透過紅十字會捐款自 103 年 8 月 1 日

發起勸募，截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募得現金捐款新台幣約 2 億 2,200 萬台

灣人口約 2300 萬人，捐款比美國還多，由此可見，台灣人樂善好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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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仕特線上市調網於 11/08(六)~11/11(二)針對 1,401 位 13 歲以上民眾

進行相關調查，統整出三個發現： 

一、約一成民眾具高捐款頻率 

二、國際性社會福利機構為民眾最常捐款之單位 

三、平均每月捐款金額以 101~500 元為主 

 

一、 約一成民眾具高捐款頻率 

具捐款習慣之 1,401 位受訪者中，依捐款頻率分為「總是如此」、「經常

如此」與「偶爾如此」三者。捐款習慣為「總是如此」者占 11.9%，「經常

如此」者占 21.8%，結果顯示具捐款習慣之民眾約一成捐款頻率較高。(如下

圖 2-4) 

圖 2-4 捐款頻率調查 

 

二、 「國際性社會福利機構」為民眾最常捐款之單位 

具有捐款習慣之受訪者最常捐款之單位以「國際性社會福利機構(如世界

展望會「飢餓 30」)」為大宗，占整體受訪者之 34.3%，而「救災募款帳戶(如

921大地震、高雄氣爆等)」與「宗教團體(如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則分

別以 32.3 % 與 32.0 % 居於第二與第三(如下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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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捐款單位調查 

 

三、 平均每月捐款金額以「101-500元」為主 

具捐款習慣之民眾平均每月捐款金額以「101-500元」占多數，為整體受

訪者之 33.0%，其次依序為「51-100元」與「50元以下」，分別占 19.8 % 與

14.3 % (如下圖 2-6) 。 

圖 2-6 每月捐款金額 

 

針對具捐款習慣之受訪者，(如下頁圖 2-7)此調查將「每月平均捐款金額」

分為「100 元以下」、「101-1,000 元」與「1,001 元以上」三者，以「性別」、

「年齡」與「身份」三類人口特徵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每月平均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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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不依「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於不同「年齡」與「身份」具有顯

著差異。結果如下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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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每月平均捐款金額」與「人口特徵」之交叉分析 

 

1. 年齡：「40-49 歲」之受訪者於平均每月捐款為「1,001 元以上」之比例高

於其他年齡層之受訪者。 

2. 身份：「學生」於平均每月捐款為「100 元以下」之比例高於其他身份之

受訪者，而「上班族」於平均每月捐款為「1,001 元以上」之比例較高。 

綜合上述之結果，在「捐款頻率」部分，具捐款習慣之民眾約一成捐款

頻率較高。在「最常捐款之單位」部分，前三名分別為「國際性社會福利機

構」、「救災募款帳戶」與「宗教團體」；在「平均每月捐款金額」部分，

則以「101-500 元」占多數。在進階分析方面，「每月平均捐款金額」隨「年

齡」與「身份」不同而具顯著差異，其中「40-49歲」之受訪者於平均每月捐

款為「1,001 元以上」之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之受訪者，而「上班族」於平均

每月捐款為「1,001 元以上」之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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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蘋果基金會 

 

根據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在 2003 年《蘋果日報》的捐助下，以一千萬元

基金，於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立案。自 2003 年 5月正式在台運作至今，他們希

望能承蒙社會大眾的善心善行，一起攜手服務社會弱勢家庭。藉着與時並進

及優質的服務，使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感受到愛與關懷，生活得以改善，生命

顯出尊嚴。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之使命： 

1. 本基金轄下設有不同專戶，透過社會人士的捐款，協助有不同需要 

或遭遇突變的社群跨過困境。 

2. 透過撥款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及慈善團體舉辦各類服務，滿足不同社 

群的需要及填補現有服務的不足。  

 

讓需要幫助的大眾有完整的社會服務，是需要各領域的社福團體共同協

力，因此蘋果基金會所擔任的「急難救助」橋樑角色，提供了及時金錢紓困，

讓正在面臨生計突發急難的家庭裡，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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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選擇蘋果日報基金會理由 

本組選擇蘋果日報基金會之原因，蘋果基金會透過《蘋果日報》作為橋

樑以滙聚廣大讀者的捐款，其工作人員及行政支出皆由《蘋果日報》支付，

他們將捐助的一分一毫全數轉予案家並予以徵信，且每月公告收支餘絀表，

每年公告由董事會通過之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會董事會

成員包括了社福界及財會法律背景之專業人士。基金會 80％執行貧困家庭之

急難救助服務，20％則協助資源較少但努力付出之社福團體。  

 

因為每一位捐助者的關懷，讓他們在二到三年間，得以不因突發急難而

中斷醫療、就學，甚至最基本的食衣住行。都能夠受到關懷爭取喘息空間，

得以連結其他社福資源進駐，再進行接續之常態服務，最終，能在度過急難

後重生。 

 

2.3.2  捐款機制 

蘋果基金會作業說明 

1. 蘋果基金會感謝您的愛心，對於捐款人的支持皆製發收據，每次捐款立

開收據者，在您捐款入帳後 15 日內寄發；採「年度合開一張」者，基

金會統一於每年 2-3 月間寄發，以利報稅扣繳列舉憑証。 

2. .您指定透過基金會轉贈的善款，基金會均全數轉交指定對象；如蒙您「不

指定」捐款，即共同匯入「急難救助金」，支持本會服務個案第一時間

紓困及弱勢社福團體服務計畫。所有相關捐助手續費皆由《蘋果日報》

支付。 

3. 基金會每年由會計師進行查帳，並將財報暨會務報告公告於《蘋果日

報》，及基金會網頁之「財務報告」，基金會免付費電話是 080900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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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樣本抽取 

 

選自蘋果基金會迄 2003 年 5月創立專欄以來截止至 2016年 8月 20日

之案例，共計有 3,826 筆資料，礙於基金會草創初期知名度不高，其資料

準確性不足故不採納創立第一年內之資料，其資料自 2003 年 5 月至 2004

年 5 月為止總計 365 筆資料，剩餘 3,461 筆資料，以隨機抽樣之方法，利

用 Excel RANDBETWEEN 的函數方式隨機抽樣 1,000 筆資料，作為本組研

究之樣本。 

 

3.2 研究變數 

 

3.2.1  文章相關格式 

表 3-1 本研究與傳統研究分析之比較 

傳統研究的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 

捐款者個人 

人口學特徵 

受捐者 

家庭 是否有經常性收入/補助 

人格特質 
個人 

職業、年齡、婚姻狀態、

教育水平、身心狀況 價值觀 

當下的狀態 負擔人數 除了主角外的受照顧者 

慈善組織 
組織特色 

報導文章 敘述方式 圖片/字數/段落多寡 
與捐款者往來 

社會與文化 
社會環境 

期間 
月份 

星期 

以統計結果判斷時間是

否影響捐款 文化背景 

 

本研究想以有別傳統研究的方式，以受捐者為出發點去分析及探討，

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捐款金額(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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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文章相關格式對應表 

概念(或變數) 變數*(或構面) 
對 應

章 節 
編碼 

文章本身無關 

壹、  

期間(2題) 

月份 4.1 

一月=1,二月=2,三月=3,四月

=4,五月=5,六月=6,七月=7,八

月=8,九月=9,十月=10,十一月

=11,十二月=12 

星期 4.2 

星期一=1,星期二=2,星期三

=3,星期四=4,星期五=5,星期

六=6,星期日=7 

貳、  

文章敘述方式(1 題) 文章篇幅 4.3 

短篇(少於 750 字) =1,中篇

(750-1250 字) =2,長篇(超過

1250字) =3 

參、  

捐款事件(2 題) 

事件狀態 4.10 

天災-颱風=1,天災-地震,天災-

洪水=2,人禍-電線走火=3,人

禍-車禍=4,人禍-工安意外=5 

事件類別 4.14 

休學/輟學=1,失業=2,入獄=3,

外遇/婚變=4,家暴=5, 離婚=6,

喪偶=7,天然災害（地震、水

災、傳染病）=8,人為事故（酒

駕、火災）=9,先天/遺傳疾病

=10,急性病症=11,慢性病症

=12,自殺（成功或未成功）=13,

 債務問題（學帶、房貸、

卡債）=14,意外事故（工安、

車禍）=15, 其他：=0 

文章本身有關(與當事人有關) 

肆、  

受捐者背景(9題) 

是否有經常性收

入 
4.4 是=1,否=0,未提供=2 

是否有領取政府 4.5 是=1,否=0,未提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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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或變數) 變數*(或構面) 
對 應

章 節 
編碼 

機關補助 

性別 4.6 男=1,女=2 

年齡 4.7 

老年：>65 歲=1,成年：20-65

歲=2,青少年：7-20 歲=3,學齡

前：<6歲=4 

職業  4.8 
教=1,公務員=2,工=3,商=4,農

=5,無業=6,其他=0 

婚姻  4.9 
未婚=1,已婚=2,離婚=3, 分

居=4,未提供=0 

身心狀態  4.11 

肢體障礙=1,智能障礙=2,視覺

障礙=3,聽覺障礙=4,精神障礙

=5,語言障礙=6,味覺障礙=7,

嗅覺障礙=8 

疾病  4.12 

精神疾病=1,腦部受損（含中

風、癲癇）=2,呼吸道疾病（肺

結核、氣喘）=3,肝臟疾病=4,

腎臟疾病（含洗腎）=5,關節疾

病（風濕、痛風）=6,脊髓相關

（小兒麻痺）=7,糖尿病=8,各

種癌症=9,心血管疾病=10,其

他疾病：=11,罕見疾病：=12 

生活習慣 4.13 
吃檳榔=1,抽煙=2,喝酒=3,賭

博=4,吸毒=5,過勞=6 

 

3.3 統計方法 

 

3.3.1  敘述性統計 

敘述性分析過程(Descriptive Statistics)本質就是計算並輸出各類相關的敘

述性統計指標。其特色是通過敘述性分析，我們可以得到由原始資料轉化成

的標準化的取值，並且可以將標準化值以變數的形式存入資料庫以便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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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相關敘述 統計量主要有平均數、最大值、最小值、變異數、標準差、

範圍、平均數標準誤、 偏態度係數和峰度係數等。 

 

常用做為描述統計量數的包括以下四種方法： 

一、 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是指將資料依數量大小或類別種

類而分成若干組，並列出各組所含次數(即各組所含觀測值的個數)，最後再以

次數分配圖表(或其他的處理方式)表示之，其中包括次數分配表、莖葉圖(stem 

and leaf display)、及各種圖示法(graphic representation)。   

 

二、 集中量數(measure of central tendency)：是指人們通常進行的測量，

是想知道被測物體的真正有關數值，即真值。但是由於受許多主客觀條件的

限制，不可能獲得這個真值。這樣，統計學中就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數據末代

替它，這些數據就是集中量數，包括平均數、中位數、眾數等。 

 

三、 變異量數(measure of variability)：是用來表示一群數值分散情形的

統計數，亦是一群數值中個別差異大小的指標。在教育和心理學裡，常用來

了解一群數值差異的變異量數包括全距(range)、平均差(average deviation, 

AD)、變異數(variance)、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SD)、四分差(quartile 

deviation, QD)等。變異量數的值愈大，即表示團體數值之分散情形愈大 

 

四、 相對地位量數(measure of relative position)：描述個別觀察值在團體

中所在相對位置的統計量數，常用的相對量數包括百分等級、百分位數、標

準分數（Z score, T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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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為資料分析中常見的

統計模型。在統計學中，變異數分析（ANOVA）是一系列統計模型及其相關

的過程總稱，其中某一變量的變異數可以分解為歸屬於不同變量來源的部分。 

 

不管該因子內有多少水準，所進行的就是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若是同時考慮兩個自變項時，就是二因子變異數分析(Two Way 

ANOVA)； 若是同時考慮多個自變項時，就是多因子變異數分析(Factorial 

Analysis of ANOVA)  研究假設，變異數分析所檢驗的虛無假設是： 所有樣本

所來自之母群體之平均數都相等， 虛無假設(H0)：u1 = u2 = u3 =……= uk 

，對立假設：u1、u2、u3、……、uk 至少有一個不等。 

 

ANOVA之虛無假設H0是μ１＝μ２＝μ３＝……＝μk，也就是所有樣本均

是來自同一母群，或是各樣本來自的各個母群在平均數上沒有無差異。更具

體的說法是每類別或項目間在某一特性上並無差異（如：不同宗教信仰者在

支持墮胎之態度上並無差異）。從這H0之型式可看出是兩樣本間t-test之延伸。

至於說H１則為「至少有一類別在某一特性上與其它類別有差異」。 

 

本專題所使用資料是以隨機抽樣取出1,000筆個案數，欲了解如何以最有

影響力的文字詞彙達到募款最好的成果，故本組使用SPSS統計系統中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來進行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兩種設計方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9F%E8%AE%A1%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5%B7%AE


21 

 

一、獨立樣本 

  受測者隨機分派至不同組別，各組別的受測者没有任何關係，也稱為

完全隨機化設計。 

  (1)各組人數相同: HSD 法, Newman-Keals 法。 

  (2)各組人數不同 (或每次比較 2個以上平均數時): Scheffe 法。 

二、相依樣本,有以下兩種情形： 

  (1)重複量數：同一組受測者, 重複接受多次(k)的測試以比較 

     之間的差異。 

  (2)配對組法：選擇一個與依變數有關控制配對條件完全相同，以比較

k組受測者在依變數的差異。 

 

表 3-3 Scheffé及 LSD 之比較表 

多重比較檢定 雪費法(Scheffé method) 費雪爾最小顯著差異法(LSD) 

使用定義 1.為所有可能的成對平均數組

合進行同步聯合成對比較。 

1.使用 t 檢定執行群組平均數 

2.使用 F 取樣分配，也可用於

各組人數不同、非常態分配上。 

2.之間的所有成對比較。 

需要在整體模組 F-test 顯著之

情況方可執行。 

3.此檢定臨界值最大，最不容

易顯著 (也表示較不容易犯 

Type II error)。 

3.此檢定簡化比較步驟，臨界值

最小，最易顯著 (也表示較容易

犯 Type I error)。 

資料來源：吳統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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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綜合考量，本組透過 SPSS 系統所分析出之同質性檢定、達到顯著

水準者再加以討論並以敘述方式來說明結論達到 0.1 顯著水準之原因，因資

料組別超過（含）3 組，故進一步作多重事後比較 Post Hoc 檢定之必要，如

圖顯示故本組以 LSD 作為事後比較。 

http://tx.liberal.ntu.edu.tw/~PurpleWoo/Literature/!DataAnalysis/contrasts.vs.post_hoc_sp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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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4.1 月份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結果顯示四月篇數為 104篇佔整體的 10.40%，其次則依序為九

月 9.70%和五月 9.60% (參考圖 4-1)。 

                        圖 4-1 月份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 檢定分析 

表 4-1 月份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24 

 

表 4-2 月份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3 月份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表 4-4 月份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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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月份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1 和圖 4-2)月份捐款平均最高的為三月，平均數 508,441.61

標準差 297,428.84，次高為二月，平均數 502,441.61 標準差 291,540.76，

三高九月，平均數 497,025.04 標準差 241,848.17，最低為四月，平均數

439,081.11 標準差 214,666.53，次低為十一月，平均數 444,997.89標準差

197,962.44，三低為五月，平均數 451,433.70 標準差 227,151.72。 

二、 根據(表 4-4)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三月對四月和十一月有顯著

性，分別為 0.05 和 0.09，四月對三月和九月有顯著性，分別為 0.05 和 0.1，

九月對四月有顯著性為 0.1，十一月對三月有顯著性為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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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星期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結果週二篇數為 191 篇佔整體的 19.10%，其次依序為週四 16.50%

和週一 15.60% (參考圖 4-3)。 

圖 4-3 星期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 檢定分析： 

表 4-5 星期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6 星期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7 星期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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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星期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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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星期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5 和圖 4-4)星期捐款平均最高的為星期五，平均數

511,969.48 標準差 251,780.97，次高為星期三，平均數 495,792.53 標準差

228,140.9，最低為星期六，平均數 263,863.98 標準差 161,713.06，次低為

星期日，平均數 441,214.38 標準差 214,849.81。 

二、 根據(表 4-8)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星期一對星期六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二對星期六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三對星期六有顯著性為 0.00，

星期四對星期六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五對星期六和星期日有顯著性，分

別為 0.00 和 0.01，星期六對星期一到日都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日對除

了星期四沒有顯著外其他都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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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章篇幅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中篇篇數為 703篇佔整體的 70.30%，其次依序為短篇 274

篇佔 27.40%與長篇 23篇佔 2.30%。(參考圖 4-3) 

                   圖 4-5 文章篇幅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 檢定分析 

表 4-9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10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11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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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6 報導篇長之募得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9 和圖 4-6)報導篇幅捐款平均最高的為短篇，平均數

588,112.05 標準差 280,013.67，最低為長篇，平均數 334,518.22 標準差

177,650.49。 

二、 根據(表 4-12)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短篇對中篇和長篇有顯著性

為 0.00，中篇對短篇和長篇有顯著性分別為 0.00 和 0.023，長篇對中篇有

顯著性分別為 0.00 和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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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是否有經常性收入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一、  (見下圖 4-4)為“否“篇數統計出為 685 篇佔整體的 68.50%，明顯其他

兩者，則為”是”佔 23.80%和“未提供” 佔 7.70%。 

圖 4-7 是否有經常性收入篇數 

One way ANOVA 檢定分析 

表 4-13 篇長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14 篇長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15 篇長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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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篇長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經常性收入在募款金額不顯著。 

圖 4-8 是否有經常性收入之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13和圖 4-8)有經常性收入捐款平均最高，平均數 476,389.35

標準差 213,873.08，為提供為最低，平均數 435,732.75 標準差 229,225.46。 

二、 根據(表 4-15)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是否有經常性收入無顯著性。  



35 

 

4.5 是否有領取政府機關補助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有領取政府補助篇數為 758 篇佔整體的 75.80%，其次分別

為“否”佔 19.60%和“未提供”佔 4.60%(參考圖 4-9)。 

圖 4-9 是否有經常性收入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17 是否有領取政府補助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18 是否有領取政府補助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19 是否有領取政府補助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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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是否有領取政府補助對募款金額之 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10是否有補助之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X 和圖 4-X)有領取政府補助捐款平均最高，平均數

481,387.33 標準差 247,376.12，為提供是否有補助的最低，平均數

416,944.72 標準差 243,257.87。 

二、 根據(表 4-4)LSD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沒提共補助對有提共補助有顯

著，為 0.099，有提供補助對無補助和無提供有顯著，分別為 0.099 和

0.087，未提供補助對有提供補助有顯著為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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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性別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性別分佈篇數男性共 532篇佔整體的 53.20%，則女性為 468

篇佔整體 46.80%(參考圖 4-11)。 

圖 4-11 性別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21 性別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22 性別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23 性別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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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性別對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21 和圖 4-12)性別對募款金額女生募得的捐款金額比男生多，

女生得到的募款金額平均數為 483,047.21，標準差為 247,952.38，男生平均數為

462,270.43，標準差為 248,357.88。 

二、 根據 (表 4-23)變異係數分析表顯示，主角性別對於募款金額並無顯

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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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齡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年齡篇數為「成年 20~65 歲」為 830篇佔整體的 83.84%，

其次為「老年>65 歲」113篇佔 11.41%(參考圖 4-3)。 

圖 4-13 年齡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24 年齡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25 年齡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26 年齡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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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年齡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14 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24 和圖 4-14)年齡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各年齡層收到捐

款金額平均最高的為青少年，平均數$585,306.96，標準差$320,709.05，次高為

成年，平均數$474,997.45，標準差$243,160.94，三高為學齡前，平均數

$465,523.00，標準差$394,2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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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表 4-27)事後檢定-多重比較表，未提供對老年、成年及青少年有顯著

性，分別為 0.07、0.01及 0.00，老年對未提供、成年及青少年有顯著性，分別

為 0.07、0.03及 0.00，成年對未提供、老年、青少年有顯著性，分別為 0.01、

0.03及 0.00，青少年對未提供、老年及成年有顯著性，分別為 0.00、0.00 及 0.00。 

 

4.8 職業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無業」篇數為 624 篇佔整體的 63.09%，其次依序為「工」

206篇 20.83%和「未提供」85 篇 8.59%(參考圖 4-15)。 

圖 4-15 職業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28 職業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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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職業對募款金額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30 職業對募款金額變異係數分析 

 

圖 4-16 職業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28 和圖 4-16)職業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得知，主角各

職業募得金額最高為教職，平均數$503,405.00，標準差$213,863.03，次高

為其他，平均數$498,188.81，標準差$281,647.23，三高為無業，平均數

$481,236.69，標準差$252,642.75，最低為提供，平均數$264,638.55，標準

差$201,472.18，次低為農業，平均數$406,214.50，標準差$231,233.27，三

低為公務員，平均數$414,737.00。  

二、 根據(表 4-30)變異係數分析表可知，職業對於捐款金額具 0.07 顯著

性。 



43 

 

4.9 婚姻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已婚」篇數為 600篇佔整體的 60.67%，其次依序為「離

婚」21.33%和「未婚」11.63%(參考圖 4-17)。 

圖 4-17 婚姻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31 婚姻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32 婚姻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33 婚姻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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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婚姻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18 婚姻狀況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31 和圖 4-18)婚姻對募款金額得知，主角各婚姻狀況募得

金額最高為未婚，平均數$516,903.16，標準差$302,657.26，次高為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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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511,088.22，標準差$268,283.61，三高為已婚，平均數$464,615.45，

標準差$224,153.40，最低為離婚，平均數$340,546.64，標準差$216,941.73，

次低為未提供，平均數$352,304.84，標準差$246,502.28，三低為已婚，平

均數$464,615.45，標準差$224,153.40。 

二、 根據(表 4-34)未提供對於未婚、已婚及分居具顯著性，都各為 0.00，

未婚對未提供、已婚及離婚具顯著性，分別為 0.00、0.04 及 0.02，已婚對

於未提供、未婚、分居及離婚具有顯著性，分別為 0.00、0.04、0.02 及 0.10，

分居對未提供、已婚及離婚有顯著性，分別為 0.00、0.02 及 0.02，離婚對

未婚、已婚及分居有顯著性，分別為 0.02、0.10及 0.02。 

 

4.10 事件狀態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其他」篇數為 598 篇佔整體的 59.60%，其次依序為「無」

佔 29.50%和「人禍-車禍」佔 7.70% (參考圖 4-10)。 

圖 4-19 事件狀態分佈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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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35 事件狀態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36 事件狀態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37 事件狀態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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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事件狀態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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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事件狀態對募款金額之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35 和圖 4-20)各事件捐款平均最高為人禍-工安意外，平均數

523,834.5標準差 300,505.73，次高為其他事件，平均數 477,961.18標準差

243,898.22，最低為天災-颱風，平均數 148,353.5 標準差 76,282.97，次低為天災

-地震，平均數 183,067.83 標準差 173,923.71。 

二、 根據(表 4-38)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其他事件對颱風、地震、電線走火

有顯著，分別為 0.01、0.00和 0.08，天災颱風對其他事件、車禍和工安意外有

顯著，分別為 0.01、0.01 和 0.03，天災-地震對其他事件、車禍、工安意外有顯

著，分別為 0.00、0.01和 0.03，人禍-電線走火對其他事件有顯著為 0.08，人禍

-車禍對颱風和地震有顯著性皆為 0.01，人禍-工安意外對颱風和地震有顯著皆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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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身心狀態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肢體障礙」篇數為 203 篇佔整體的 54.90%，其次為「語

言障礙」佔 12.70%，第三為「視覺障礙」與「精神障礙」佔 11.60%(參考圖

4-11)。 

圖 4-21 身心狀態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39 身心狀態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40 身心狀態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41 身心狀態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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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身心狀態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22 身心狀況之募得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39 和圖 4-22)看出最高為有三種身心狀況之主角，其平均

數為 527,188.25，標準偏差為 334,611.39，次高為無身心狀況之主角，其

平均數為 484,596.88，標準偏差為 249,447.35，最低者為一種身心狀況，

其平均數 445,461.80，標準偏差 247,641.96，次低者為二種身心狀況，其

平均數 450,508.11，標準偏差 197,591.51。 

二、 我們從(表 4-42)事後檢定結果明確看出，無身心狀況和只有一種身心

狀況有顯著性，故其顯著性分別為 0.02 及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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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疾病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各種癌症」篇數統計出為 262 篇佔整體的 30.80，其次依序為「腦部受損」

佔 14.10%與「其他疾病」佔 12.70%(參考圖 4-23)。 

圖 4-23 疾病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43 疾病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44 疾病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45 疾病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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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疾病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24 主角疾病之募得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一、 根據(表 4-43 和圖 4-24)看出最高者為有一種疾病之主角，其平均數

495,584.81 標準偏差 246,416.63，次高為二種疾病之主角，其平均數為

463,734.30，標準偏差 227,058.78，最低者為無疾病，其平均數為

433,334.45，標準偏差 251,608.11，次低者為三種疾病，其平均數為

457,586.56，標準偏差 318,759.69。 

二、 根據(表 4-46)事後檢定明確看出無疾病者和一種疾病者有顯著性，其

顯著性分別為 0.00 和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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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生活習慣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籌樣分析結果「過勞」篇數為 39 篇佔整體的 44.30%，其次依序為

「喝酒」佔 26.10%與「抽煙」佔 14.80%(參考圖 4-25)。 

圖 4-25 生活習慣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檢定分析 

表 4-47 生活習慣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48 生活習慣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表 4-49 生活習慣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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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生活習慣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26主角生活習慣之募得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H13:生活習慣對於募款金額上上有差異性，並以 LSD test 做事後比較。 

 研究結果：F = 1.35，P >.05，不支持 H13。 

 →生活習慣在募款金額上雖有差異性，但是比較起來沒那麼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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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事件對捐款金額的影響 

 

根據抽樣分析結果「慢性疾病」篇數為 420 篇佔整體的 23.40%，其次依序為 

「債務問題」佔 24.00%與「失業」佔 12.30%(見下圖 4-27)。 

圖 4-27 事件分佈篇數 

One way ANOVA 檢定分析 

表 4-51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敘述性統計 

表 4-52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變異數同質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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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變異係數分析

 

表 4-54 事件對募款金額之 LSD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圖 4-28 事件之募得捐款金額平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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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據(表 4-51 和圖 4-28)結果看出最高者是二種事件，其平均數為

490,802.95，標準偏差 254,765.12，次高者是一種事件，其平均數為

472,617.77，標準偏差 247,886.19，最低者是無事件，其平均數為

300,998.11，標準偏差 194,591.60，次低者為三種事件，其平均數為

462,355，標準偏差 237,178.39。 

二、 從(表 4-54)事後檢定明確看出，無事件和一種事件有顯著性，其顯著

性分別為 0.00 和 0.00，二種事件和三種事件有顯著性，其顯著性分別為

0.00和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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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5.1 研究結論 

表 5-1 捐款因素之顯著影響 

影響因素 敘述統計 事後檢定-多重比較 

月份 四月募得金額最少，再來

依序為十一月和十二月 

三月對四月和十一月有顯

著性，分別為 0.05和

0.09，四月對三月和九月

有顯著性，分別為 0.05 和

0.1，九月對四月有顯著性

為 0.1，十一月對三月有顯

著性為 0.09。 

星期 星期六是一星期當中捐

款最少日子 

星期一對星期六有顯著性

為 0.00，星期二對星期六

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三

對星期六有顯著性為

0.00，星期四對星期六有

顯著性為 0.00，星期五對

星期六和星期日有顯著

性，分別為 0.00 和 0.01，

星期六對星期一到日都有

顯著性為 0.00，星期日對

除了星期四沒有顯著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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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有顯著性。 

文章篇幅 篇幅越短，募款金額越高 短篇對中篇和長篇有顯著

性為 0.00，中篇對短篇和

長篇有顯著性分別為 0.00

和 0.023，長篇對中篇有顯

著性分別為 0.00和 0.023。 

年齡 捐款報導中主受捐者以

青少年募得金額最多 

最高者是二種事件，其平

均數為 490,802.95，標準

偏差 254,765.12，次高者

是一種事件，其平均數為

472,617.77，標準偏差

247,886.19，最低者是無事

件，其平均數為

300,998.11，標準偏差

194,591.60，次低者為三種

事件，其平均數為

462,355，標準偏差

237,178.39 

婚姻 報導主角未婚較能募得

較多金額 

未提供對於未婚、已婚及

分居具顯著性，都各為

0.00，未婚對未提供、已

婚及離婚具顯著性，分別

為 0.00、0.04及 0.02，已

婚對於未提供、未婚、分

居及離婚具有顯著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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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0.00、0.04、0.02及

0.10，分居對未提供、已

婚及離婚有顯著性，分別

為 0.00、0.02及 0.02，離

婚對未婚、已婚及分居有

顯著性，分別為 0.02、0.10

及 0.02。 

事件狀態 工安事件募款金額顯著

大於其他天災事件類別 

其他事件對颱風、地震、

電線走火有顯著，分別為

0.01、0.00和 0.08，天災

颱風對其他事件、車禍和

工安意外有顯著，分別為

0.01、0.01和 0.03，天災-

地震對其他事件、車禍、

工安意外有顯著，分別為

0.00、0.01和 0.03，人禍-

電線走火對其他事件有顯

著為 0.08，人禍-車禍對颱

風和地震有顯著性皆為

0.01，人禍-工安意外對颱

風和地震有顯著皆為

0.03。 

疾病 有 3種疾病數之主角募得

金額明顯高於其他疾病

數 

無疾病者和一種疾病者有

顯著性，其顯著性分別為

0.00和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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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文章主角面臨事件狀況

越多越能募得越多金額 

無事件和一種事件有顯著

性，其顯著性分別為 0.00

和 0.00，二種事件和三種

事件有顯著性，其顯著性

分別為 0.00和 0.00。 

 

月份對捐款金額無顯著影響 

我們收集各月份蘋果基金會報導來進行數據分析，發現捐款金額每個月

差異性其實不明顯。但是發現四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較明顯結果，我們推

測可能是因為五月份報稅大家提前預扣金額以備五月份支出，所以四月份捐

款數大幅下降，十一月和十二月份為年底，民眾可能是以過年做準備以至於

年底捐款數不高。 

 

星期對捐款金額有顯著差異 

結果發現星期六捐款金額明顯少於其他天，我們推測可能為星期六大多

數人出去遊玩可能不便捐款。 

 

文章篇幅對捐款金額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報導篇幅的字數確實對募款金額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以

報導篇幅最短募得的金額最多，我們推測其原因可能為一般人都不喜愛或是

沒有時間看長篇大論的文章，所以簡單扼要的短篇報導比較引人注目，瀏覽

率也較高，因此，這些因素將造成募款的與否及募得金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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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經常性收入與捐款金額無顯著性 

結果發現不論是否有經常性收入沒有提及該作者是否有經常性收入的，

募的捐款金額明顯低於有提供的文章。並且我們發現其實有經常性收入和無

收入的事件中兩者反而沒有顯著性差異。 

 

政府是否補助與捐款金額無顯著性 

政府是否補助與捐款金額無明顯性，兩者差異不大。 

 

性別對捐款金額無顯著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報導主角的性別其實對於募得的捐款金額之間影響不顯

著。捐款者並不會因為受助者的性別而決定捐款與否，或是金額多少。 

 

年齡對捐款金額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報導主角的年齡確實對募款金額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主

角以青少年募得金額最多，原因可能為此階段需要資金完成學業。 

 

職業對捐款金額無顯著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主角的職業對於募款金額之間影響不顯著。捐款者不因

受助者職業而有捐款與否或是金額多少的差異。 

 

婚姻狀況對捐款金額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報導主角的婚姻狀況確實對募款金額有顯著的影響。其

中主角以未婚狀態募得的金額最多，推測原因可能為已婚有伴侶共同打拼分

擔，而單身只能單打獨鬥靠自己生活，所以造成捐款者決定捐款與否及金額

多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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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狀態與捐款金額有差異性 

各事件狀態我們分為天災與人禍兩大類，在各類分三小組，人禍捐款數

明顯高於天災。其中以工安事件募款金額顯著高於其他類別。我們推論捐款

者對於人禍事件較易引起憐憫心。 

 

身心狀況對募款金額無顯著性 

將每篇文章主角的身心狀況加總後比較，發現有些文章主角本身無身心

障礙或未提供之狀況，我們從圖表看出有 3 種身心狀況之主角明顯高於其他

身心狀況數，雖然與募款金額上有差異，但是結果明確看出身心狀況與募款

金額較無顯著性。 

 

疾病對募款金額有顯著性影響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疾病對募款金額有顯著性，其中有 1種疾病數之主角

明顯高於其他疾病數。 

 

生活習慣對募款金額無顯著性 

因文章主角大多無提供生活習慣，由此結果看出生活習慣與捐款金額無

明顯性，兩者差異不大。 

 

事件對募款金額有顯著性影響 

因每篇文章主角所面臨到的事件都不盡相同，也說明了無事件發生的主

角明顯低於其他面臨 1種以上事件的主角，我們推測有事件的主角較容易打

動捐款者的心，因此獲得募款金額最多，此結果明確看出事件對募款金額有

明顯顯著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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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資料探勘技術，來探討影響捐款者對公益新聞關心之因素，進

行研究的過程中，雖然求嚴謹完善，但產生了許多比預期更多的困難，這些

困難主要受限於人力、財力、時間等因素，研究樣本分析無法詳細分類，僅

能利用現有環境資源將樣本資料分析初步分類，連帶影響資料的運用與分析。 

所探討範圍有以下之限制： 

一、 本研究僅針對蘋果基金會之募款案例作為研究分析，並未對其他

非營利組織同時探討，因此本組研究在探討結果上，以致可能

影響結果準確性。 

二、 由於本研究是從 2003 年 5月至 2016 年 8 月 20日的資料隨機抽

樣，並非使用普查去分析，以致結果可能有所誤差。 

三、 本研究僅從文章中選出其一主角進行分析研究，並未探討其他家

人背景因素，以致結果僅限於主角個人因素對於捐款者影響。 

四、 統計結果分析後，只能從結果知道對捐款金額的影響因素，如有

學者以後相關研究有興趣，可以參考本研究並進一步探討與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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