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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後生活之振興三倍券領用方式調查_以本校學生、 

家長與鄰近人士為例 
 

摘要 
2020 年，對於全球人民來說，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年。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在全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開來，各國經濟均遭受到了

重創，台灣也不免於難。在中央防疫中心的正確抉擇下，台灣疫情在 6 月底稍

微趨緩，因此政府為了振興國內經濟，採取發放振興券之政策。我們想要了解

與此振興券相關的資料，以本校的學生和家長以及鄰近民眾為調查對象，是如

何領取振興券，以及使用的方式及感想，然後再接著去探討消費者的消費型

態，進一步統計資料並分析詳細數據，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結果顯示，不論

是學生或家長領取方式約 80%以上都是選擇紙本券、郵局現買現領。超商部

分，仍以 7-11 為主，又因 7-11 與中國信託有合作關係，所以信用卡部分，以

中國信託較多人使用。就滿意度而言，超過 8 成的填答者是滿意此次振興券措

施的。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ㄧ、研究動機：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開始在全球蔓延之後，重創了全球經濟，

政府為了振興台灣經濟，因而發放振興三倍券，藉以挽救因失業和減少外出所

造成的經濟災害。當然，政策一開始，國人各方面的聲音四起，身為國中生的

我們，對於國人振興券取用、使用方式以及想法很感興趣，所以和老師討論

後，特別做了一份問卷，從本校學生和家長以及鄰近民眾，開始著手調查。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並分析學生、家長與鄰近人士對於振興券的領取方式以及領取之感想 
(二)了解並分析學生、家長與鄰近人士對於振興券的使用方式、使用後想法以

及意見回饋 
(三) 研究問題：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振興券使用者的消費型態為何？ 
 1-1. 使用者的性別分布為何？ 
 1-2. 使用者的年齡層分布為何？ 
 1-3. 使用者透過哪些管道領取振興券？ 
 1-4.使用者的消費方式為何？ 
 1-5.使用者的額外消費金額為何？ 
 1-6.使用者是否會採取優惠方案的使用? 
 1-7.使用者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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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中央政府發行振興三倍券以緩解

疫情所帶來的經濟災害，對於這部分的領取資訊以及各種五花八門的資料，引

起我們極大的興趣。 
一、消費券： 

(一) 2008 年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當時行政院建議以發放消費券的方案刺

激消費，立法院通過《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於 2009 年發行

「振興經濟消費券」，簡稱「消費券」。 
(二) 當時發放標準以「人」為單位，每人都可領取 3600 元的消費券，凡是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前出生，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或是領有中華民國外僑居

留證之外籍配偶等，皆可領取。領取方式透過類似投開票所的發券與部分指

定郵局。分為兩階段發放，民眾須持領券通知單以及身分證，到指定地點領 
取，領取當日可開始使用，一直到 9 月 30 日。 
(三) 總經費部分，消費券規劃為 858 億。 

二、振興三倍券： 
(一)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衝擊產業，全球經濟大受影響，行政院通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政府先針對產業實施紓

困，待疫情趨緩後推動振興。 

(二) 在台灣疫情趨穩下，以「邊境風險嚴管、國內鬆綁」為原則，行政院 6
月 2 日正式宣布推出可以刺激經濟、振興經濟的「振興三倍券」，要讓「壹

仟變三仟」！ 

(三) 民眾需先花 1000 元購買 3000 元的「三倍券」，總體預算規模 500 億，

預估可創造 1000 億元的效益。從 7 月 15 日上路，必須在 12 月 31 日前使用

完，發放對象包含，中華民國國籍，以及有居留證的陸配、外配也可領，中

低收入戶者免申請，政府直接發給 1000 元入戶後即可提領振興券。此政策

期望是好領、好用、好刺激，同時最溫暖。 
三、目地的差異： 

(一)我們針對周圍人事進行了調查，調查內容包括：領取方式、到何處領

取、使用方式等等......就是想知到大部分人們對振興券的用法。一般而言，

消費券沒有一堆太繁雜的規定，能最直接把資源給到人們手上，讓人們到市

場上滿足自己的需求，減少行政成本、尋租空間、價值耗散。三倍券在使用

範圍上做了限制，針對那些受 COVID-19 衝擊最大的行業。就是典型的針對

特定領域做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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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03/1729311.htm 

 
本研究相關探討資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期刊論文、 書籍、法務部全國法規

資料庫、ETtoday 新聞雲、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新社會政策

雜誌、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四、 名詞解釋： 

(一)《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為振興經濟，提振民間消費及促進國

內需求，發放振興經濟消費券，特制定本條例。 
(二)振興經濟消費券:通稱消費券，是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因應 2008 年全球金融

海嘯所帶來的消費緊縮效應，於 2009 年發放給全國人民的消費專用券，每

人為新台幣 3600 元，面額有 200 元及 500 元兩種。包含消費券防偽印刷等行

政費用，共舉債 858 億元。 

 
圖片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4hk9RkZnTmz1Se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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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振興三倍券：通稱三倍券，是中華民國政府在 2020 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弱，為了振興經濟而發行的消費專用券。 
該措施係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提供每一位申請的中華民國國民及其有居

留權的配偶，發放等值新臺幣 3,000 元的消費專用券，紙本券面額有 200 元

與 500 元兩種，5 張 200 元與 4 張 500 元。 
三倍券以兩種方式提供給民眾，分別為實體紙本三倍券與數位三倍券，民眾

只能選擇其中一種，且支付 1000 元預購費後就不能更改。紙本券是先以

1000 元支付預購後，來兌換領取；數位券是以信用卡、電子票證與行動支付

三種方式先消費滿 3000 元才能取得回饋 2000 元。三倍券的使用期限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營業店家的兌現期限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 

 
圖片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SMdhtFiT6xBWh43Y6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步驟 內容 

1.前置作業 紙本問卷製作、網路問卷(google 表單)設計 

2.問卷發放 發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 

3.取得數據 取得每日領取數據 

4.回收問卷及分析問卷 於 9 月 2 日回收網路問卷，並對所有問卷進行分析 

5.文獻探討 針對論文、報導等文章進行討論分析 

6.研究結果與討論 撰寫報告 

二、研究方法 
    (一) 本研究使用之每日數據來源： 

擷取自行政院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每日晚間 22:00 上傳之實時統計              
數據。 

    (二) 本研究之問卷分為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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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紙本學生問卷：於 8 月 17 日至 8 月 21 日針對本校國三及高三共計 436
位學生發放之問卷。 

           2. 網路家長問卷：於 8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針對本校 41 位家長發放之問 
          券。 
           3. 社群網路問卷：自 8 月 21 日起至 9 月 2 日止於社交軟體 FB 或 Line 發 

放之問卷 ，共計收回 313 份有效問卷。 
    (三) 問卷設計：依據下列欲調查的內容，設計成問卷。(如附件(一)) 

1-1.使用者的性別：瞭解的使用者性別有沒有差異。 
  1-2.使用者的年齡層：瞭解使用者的年齡大致分布在何處。 
  1-3.使用者透過哪些管道領取振興券：瞭解使用者偏好使用何種領取管道 

獲取振興券。 
  1-4.使用者的消費方式：瞭解使用者把振興券用在何處。 

1-5.使用者的額外消費金額：瞭解使用者會額外支出多少現金。 
1-6.使用者是否會採取優惠方案的使用：瞭解使用者是否會因優惠而有不

同的消費行為。 
  1-7.使用者的滿意程度：瞭解使用者對於政府發放振興券之感想。 

 

肆、結果與討論 

一、紙本學生問卷調查分析 

    本次發放問卷的調查對象為本校的國三、高三生，在 436 份有效問卷中 

    國三男 130 人，國三女 75 人，高三男 118 人，高三女 112 人。 

(一) 調查對象領取方式比較： 
 

國三 高三 

紙本券 68.7% 81.7% 

數位券 1.0% 2.3% 

不領用 2.1% 2.8% 

不清楚 28% 13.3% 

紙本券-第一梯次 18.0% 14.7% 

紙本券-第二梯次 15.3% 23.4 

紙本券-第三梯次 0.5% 2.8% 

紙本券-現買現領 34.9% 40.8% 

數位券-信用卡 0.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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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券-電子票證 0.5% 0% 

數位券-行動支付 0% 0.9% 

 

由以上表可以知道，不論是國三或高三生都是領取紙本券較多，分別為

68.7%、81.7%，且大部分都是都是由親友代領，我們推論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

學生經濟自主權都不在自己身上，還有大部分的人都是被父母使用或家庭共用 

，所以都是以領取紙本券居多，數位券則較少人使用，信用卡只有少數的高三

生使用，電子票證和行動支付則都幾乎接近 0%，因為高三、國三學生尚未成年 

，大多數是無法使用此方式的。 

(二)調查對象領取地點比較 

             國三 高三 

7-11 40.0% 48.2% 

全家 9.2% 6.6% 

OK 0% 0% 

萊爾富 0% 0% 

郵局現買現領 50.8% 45.2% 

 

由上表可知在超商預約的以在 7-11 領取的較多，可能是因為 7-11 較為普

及(現在 7-11 台南市有 541 家、嘉義縣 102 家、嘉義市 64 家)，較常見，所以

比較多人使用；國中生 50%左右選擇在郵局領取，推測是因為在郵局領取不需

要太多的手續，過程比起在超商簡單許多，所以選擇在郵局領取。 
 

(三)調查對象使用振興券方式 
 

國三 高三 

食 24.1% 18.8% 

衣 19.1% 24.7% 

住 10.5% 8.1% 

行 14.2% 10.8% 

育樂 25.3% 29.0% 

特殊費用(如學雜費...) 6.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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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大部分的國中生和高中生都將振興券花在育樂上(25.3%，

29.0%)，其次為食和衣，因此可以知道此年齡層之學生，當有一筆可以額外花

費的機會，是比較想使用在購買育樂相關的東西。 

(四)調查對象多花錢的意願 

 國三 高三 

是 42.3% 41.7% 

否 52.7% 58.3% 

 

由上表可知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意願花更多的錢，然後搭配振興券去購買東

西，但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也因為發放振興券的關係，而增加了消費的意願，進

而刺激了經濟。 

 

(五)使用 4 大超商的優惠方案 

    有 76%的人不願意使用，24%的人願意， 

且大部分的人較願意使用 7-11 的優惠方案 

80.8%，其次為全家 12.3%、OK 超商 2.7%、 

萊爾富 4.1%，由此可推論 7-11 的優惠方案 

可能比其他幾間超商更佳，或是因為比較普 

及，所以比較多人使用。 

(六)使用大賣場的優惠方案 

    有 82.6%的人不願意使用，18.4%的人願 

意，大多數人較願意使用全聯的優惠方案 

58.3%，其次為家樂福 30.6%，其餘大潤發、 

美廉社、小北百貨、愛買 2.8%，由此可知， 

全聯的優惠方案較佳，較多人想使用，或是 

因為較常見所以較常去那裡消費。 

二、網路家長問卷調查分析 

    本次發放問卷的調查對象為本校的國 

三、高三生的家長，在 41 份有效問卷中， 

男 10 人，女 31 人。調查對象年齡層如圖， 

此次調查的對象多為 41~50 歲的民眾佔 78% 

，之後依序為 51~64 歲佔 9.8%，65 歲以上 

佔 4.9%。19~30 歲佔 7.3%，以國高中生而言 

，家長年齡在此區段應該為 0%，代表有勾選 

錯誤的情形發生。    

三、社群網路問卷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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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社群網路問卷發放處為 FB 及 Line，兩處國人較常使用的社交軟 

體；FB 的發放點為各鄉鎮社團，Line 的發放點為私人群組，313 份有效問卷中

男性 102 人，女性 211 人。 

  (一)調查對象年齡層 

     如圖，此次調查的對象多為 41~50 歲的 

  民眾佔 33.2%，之後依序為 19~30 歲佔 

  22.0%、31~40 歲佔 21.4%、51~65 歲佔 

  10.9%、18 歲及以下佔 10.5%、65 歲以 

  上佔 1.9%。 

  (二)調查對象居住地 

    如附圖，此次調查對象多來自台南市佔 

  67.7%，之後依序為嘉義縣 23.3%、高雄市 

  2.9%、嘉義市 2.2%，新竹市、新北市、台 

  北市各佔 1.0%，新竹縣、彰化縣、台中市    

  各佔 0.3%。 

四、調查對象領用方式比較 
 

家長問卷 網路問卷 經濟部數據(8 月 27 日) 

紙本券 80.5% 81.1% 92.0% 

數位券 14.6% 14.4% 8.0% 

不領用 0% 1.3% 無數據 

不清楚 4.9% 3.2% 無數據 

紙本券-第一梯次 19.5% 30.4% 37.3% 

紙本券-第二梯次 19.5% 10.5% 9.2% 

紙本券-第三梯次 4.9% 3.8% 2.1% 

紙本券-現買現領 36.6% 36.4% 43.4% 

數位券-信用卡 12.2% 10.9% 5.4% 

數位券-電子票證 0% 0% 1.2% 

數位券-行動支付 2.4% 3.5% 1.4% 

    由上表中可知，此次的調查對象(多為嘉義台南人)此用紙本券的比率低於

全國數據，相差近 10%，主要差別在於嘉南地區使用電子票證皆為 0%，而全國

數據為 1.2%，根據 QuickPoll 民意調查網的全國電子票證市佔率調查，悠遊卡

在北部市占率高達 88%，南部市占率僅有 61%，一卡通就明顯的以南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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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主，市佔率達到 53%，北部地區僅有 15%，且由於南部的大眾交通運輸普

及及方便性沒有台北的高，所以普及率也沒有 11.0%像北部地區一樣，因此推

測電子票證領取差距主要來自普及度；從此表中還可得知大部分紙本券領用者

多於第一梯次就已領用，或者是選用現買現領，數位券則多使用信用卡。 

        另外，近幾年網際網路頻寬速度提高，人民擁有行動電話以及使用網際網

路數量大增，這也影響了大家運用網路或電子支付者的比例。不過，此比例與

鄰近其他國家，仍屬偏低。 
 

 

 

 

 
 
查詢日期：109 年 9 月 5 日 
來源：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PRIDE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https://prid e.stpi.narl.org.tw/index/basic-facts 
(五)紙本券調查對象領用點比較 

    由左表可知，多數的民眾都選擇前往 7-11 

領取、次之為全家，根據維基百科 2019 年 5 月 

的統計數據 7-11 在台灣市占率為 49.1%、全家 

31.3%、萊爾富及 OK 超商皆不超過 15%，因此推 

測原因為超商普及度的影響。 

(六)數位券調查對象選用信用卡比較 

    由左表可知，多數人選用中國信託，其次為 

元大銀行，至後依序為台新銀行、中華郵政、聯 

邦銀行、凱基銀行、永豐銀行、合作金庫、新光 

銀行、匯豐銀行、富邦銀行、國泰世華、星展銀 

行、合作金庫、兆豐銀行、玉山銀行等；參考各 

銀行優惠方案後，中國信託回饋金額較其他銀行 

高，且方案也較其他銀行誘人；加上根據 2020 年 

7 月的信用卡發卡量中國信託也穩居第一，因此中 

國信託的使用量高。左表為截至 2020 年 7 月的信 

用卡發卡量前五家。                         

(七)數位券調查對象選用行動支付比較 

    由左表可知，選用行動支付的總人數較使用其 

他幾種方式領取的人數少了很多，主要原因為行動 

支付的普及率還不高，據國發會 2019 年的統計數 

據，普及率僅 62.2%，而 taiwan pay 使用人數較 

多，且遠高於 Line pay money、Pi 拍錢包及街口 

支付的原因，主要差別為優惠方案，taiwan pay 

的回饋方案就較其餘三者豐富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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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調查對象使用振興券方式 
 

家長問卷 網路問卷 

食 24.4% 52.7% 

衣 20.0% 11.3% 

住 13.3% 11.3% 

行 17.8% 8.0% 

育樂 20.0% 12.0% 

特殊費用(如學雜費...) 4.4% 4.7% 

  

    由上表可知多數人都選擇將振興券花費在食的方面，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大

人們通常會將錢花在有關生活方面的開銷，因為他們都是成人，所以節省開

銷，將錢花在重要的地方，比起學生更少花在育樂方面。 

 

(九)調查對象多花錢的意願 
 

家長問卷 網路問卷 

是 40% 49.5% 

否 60% 50.5% 

    由上表可知有一半的人不太願意使用更多的錢，去跟振興券搭配著一起

用，但是也有另一半的人會花費更多的錢，搭配著振興券一起使用，所以由此

可知振興券有成功刺激經濟。 

(十)使用 4 大超商的優惠方案   

         家長問卷 網路問卷 

7-11 87.5% 70.6% 

全家 12.5% 28.2% 

OK 0% 1.2% 

萊爾富 0% 0% 

 

    由上表可知，以 7-11 優惠方案最多人選擇，推測是因為 7-11 最普及，或

是因 7-11 的優惠方案較吸引人，其次是全家，萊爾富跟 OK 較沒人選擇的原因

還是因為店面數較不普及，所以較少人願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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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使用大賣場的優惠方案 

        家長問卷 網路問卷 

全聯 50% 50.6% 

家樂福 50% 43.2% 

大潤發 0% 4.9% 

美聯社 0% 1.2% 

 

    由上表可知，全聯、家樂福的優惠方案較多人選擇使用，可能是因為最普

及所以最多人使用，且優惠方案也較為吸引人，則另外兩間因為比較不普及所

以比較沒人選擇。 

 
伍、結論 

1.由以上結果可知，不論是學生或家長大部分都是郵局現買現領佔大部分， 

  且學生大部分都是由親友代領，而家長則相反大多是親自領取。 

2.大多數的人都是在第一梯次即完成領取，其次是第二梯次，最後是第三梯

次， 

  且第一梯次領取的大多都是以花完振興券的人。 

3.四大超商中大多數人都是在 7-11 領取，其次是全家，則剩餘的超商比較

少， 

  以比率來說，7-11 遠大於全家。 

4.大賣場有使用優惠，大多都選跟自家比較近且規模較大的全聯，其次是家 

  樂福，推測家樂福比其他大賣場較為常見。 

5.由中國信託使用率較高推論，因為 7-11 有和中國信託合作，而 7-11 在便利  

  超商的使用率中也是最高的。 

6.整體而言，規模越大越熱門且靠近人群的社會大眾服務商店，如 7-11、全聯  

  全家、家樂福可以漸漸取代了 5 點即關門的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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