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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本研究從民眾不同之媒介使用出發，輔以國內外政治知識之相關研究，檢視不同

的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程度的影響及關聯，並試著將政治知識加以重新分類為政治結

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與媒介使用等獨立變項交叉比對，探索媒介使用與政治知

識分項間的關聯性。茲將相關之文獻研究成果加以整理，並依理論重要性以政治知識

與媒介使用兩方面分別探討之。 

第一節 政治知識 

一、 政治知識的重要性 

政治知識在民主社會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Bennett（1989）認為，一個充分

知曉的公民體，有能力去鑑別自身的利益及做出有智慧的判斷，而這也是民主所不可

或缺的。在民主理論與實踐中，對政治事務知曉的義務也曾經是主要的論調。1980年

代的研究也指出，關於公共事務的知識對於政治思考（political thinking）來說是個很

重要的構成要素。公民政治知識變遷的分析，提供了公眾對公共事務了解有無增進的

評估。對練達的政治思辯來說，資訊是必要條件卻不是充分條件。個人可以對政治充

分知曉，但仍然無法將其概念化為一個練達的方式；但無知的公民不太可能有能力去

維持高程度的思辯。 

現今民主進步國家所實行的代議制度，也需要各方面條件的配合才能完善。Delli 

Carpini與Keeter（1996）在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的著作

中主張，民主在公民大都政治知曉（politically informed）時能夠實行得最好，而事實

的知識包含了政府的機制與運作過程、時下的經濟與社會情況、最近的主要議題、以

及政治領袖對這些議題的立場，來幫助公民去分辨個人及團體的利益、將其利益連結

到更廣泛的公共之善、透過政治參與有效地表達這些觀點。政治知識能夠影響意見的

變異性與核心傾向，也能夠幫助個人去確認其政治興趣，並將這些興趣連結到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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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上；且資訊在公民中愈平均的分布，政府的行動愈有可能會反映公共利益。簡單

的說，越廣泛知曉的公民可以幫助確保民主的實行。 

Delli Carpini與Keeter（1996）不只一次在著作中強調政治知識的重要性，他們認

為政治知識、政治權力與社會經濟力量息息相關，且知識是一項很重要的政治資源。

民主政治相信一般的公民在智識上和道德上都是沒有能力自我治理的，所以需要代議

制度。缺乏知曉的公民參與，民主的制衡設計也只能確保穩定性，而非真正的民主。

而贊成有限的、菁英基礎的民主，其最主要的論點就是直指公眾政治知識的水準低落，

因為知識是有效行使公民權的關鍵要素。民主參與的一個核心資源即為政治資訊，知

識是其他公民要素的基礎楔石。公民知識提供了容許公民發揮其長處、技能和熱情的

原料。政治知識也是良好公民權的關鍵而明顯的幫助者；一個充分知曉的公民更有可

能對政治注意、從事許多不同類型的參與、表現民主原則、堅持己見且更有效能感。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認為政治知識是一種資源，政治資訊之於民主政治

就如同金錢之於經濟，是公民權的貨幣。政治知識的分布狀況，就如同反映了一個國

家可能的政治平等狀況。對那些相對上充分知曉的人來說，政治體系運行幾乎如同代

議民主；但對知曉較少的人來說，參與政治的可能性較小，其參與政治有實際效用的

可能性也較小。然而，政治知識也必須視情況而定，它是相對的，依據不同的時間或

團體而有所差異。政治知識的價值也是聚集性的，當一個團體所掌握的資訊總數越大

時，政府的行動就越有可能反應這群人的意願。事實上，即使公民無法在政治的所有

方面都是專家，一般對於政治的遊戲規則、政治的本質、政治人物與政黨的熟悉度，

對於一個健全的民主維持來說都是非常重要的。 

林瓊珠（2005）亦對政治知識作出整理，認為民眾對於政治事務有一定的了解與

興趣，才有可能去理解並參與政治體系，他們才能夠清楚並明白說出他們對於政府的

期望，政府應該為他們做些什麼，亦即在參與政治事務的同時，由於對政治事務有一

定的認識與了解，更能夠提升其參與的意願、興趣與動機，也能夠讓他們做出他們自

己認為正確的決定。也就是說，政治知識提供民眾對於政治世界有一個基礎的了解，

它是一種資源，能夠影響一個人政治態度的形成，並影響一個人對政治事務的判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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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關於政治知識的研究也指出，較通曉政治事務者更可能去參與政治，更有能

力去辨認與理解他們的利益在哪裡，更能夠將他們的利益與其意見相連結，並以有意

義的、理性的方式在政治參與的過程中表達出他們的意見，同時通曉政治者他們的態

度也更一致和穩定。也就是說，通曉政治的公民在很多方面更能成為規範上和實際上

的好公民。 

即便如此，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在書中提出，美國的政治體系中，事實

性的政治知識是公民權的一個關鍵要素，依其知識階層的落點，提供了不同的接近政

治權力的機會。因此，智識是政治知識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然而，他們也援引 Luskin

（1990）的文章指出，美國當下的政治知識水準是很不容易增加的，許多公民會對政

治有興趣，但卻缺乏有效從事政治的能力。 

另外，Moy 等學者（2004）也認為，地方媒介（local media）的使用可以從提供政

治知識開始，一步步產生動機影響。而政治知識可以促進公民態度與行為，如效能感

與興趣，進而增進政治為什麼重要的了解，最後能夠增加政治參與的可能性。另外，

政治知識愈高的人，他們愈有可能會主動參與和社區有關的決定。然而，在現實生活

中，人們對政治機構的公眾信任持續降低，不但缺乏社會資本，且導致知識程度持續

低落。 

二、 政治知識的定義與起源 

想要研究政治知識，就必須先了解政治知識測量的起源。Chaffee, Zhao與Leshner

（1994）提出，最早的選民調查測量關於候選人、政黨和議題的知識，並評估公眾政

治知識增加的原因（Berelson, Lazarsfeld, & McPhee, 1954；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 

1944）。 

在政治知識研究方面，美國北達克達州（North Dakota）高中學生的政治態度與政

治知識的研究中，Sanstead（1974）所指的政治知識即政府的認知，其內容包括選舉、

政府組織、政黨、法律的制定與執行（引自陳朝陽，1996）。但是其後也多有其他學者

做出不同的定義，陳朝陽（1996）也提及，其實在不同的研究中，對於政治知識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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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不盡相同，端看研究者如何定義，以最適合該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主。但有幾個基本

的政治學概念，卻都是重要的課題：政治人物、政黨、政府組織、政治結構、政府階

層、政治過程（選舉、投票等）、政治符號、政治價值、民意、政治規範（法律、規則）

的基本認知等。 

而其後 Delli Carpini 與 Keeter（1996）的研究，則對於政治知識做了大量資料的系

統性整理。他們將政治知識定義為，存於長期記憶中的，關於政治事實資訊之範圍。

而這種從於長期記憶中的資訊，是公民對於政治世界的詮釋，也讓公民有更大的自主

性與賦權依據，有思考與行動的能力。他們認為，公民應該知道的基礎種類包括：關

於政治遊戲規則的基礎事實、政治的本質、實行政治的核心人物及政黨。 

三、 政治知識的測量 

對於政治知識的測量，在不同的研究中使用不同的測量題目，端依其研究目的而

訂定。Sotirovic與McLeod（2004）舉出2000年美國總統選舉所做的國家選舉研究為例，

其政治知識詢問題目為：一、哪個政黨掌握眾議院的多數；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自

由和保守光譜上的位置；三、特定政治人物的工作或職位。最後並控制了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收入、政黨認同和其認知的需要；結果很明顯地呈現出，人們是從媒介中

學習。 

在 Jennings（1996）的研究中，則將政治知識分為三類個別測量。第一類是教科書

事實（textbook facts），詢問的題目為：美國參議員的任期為幾年；以及美國最高法院

有幾位成員。第二類是時下的事件（current events or surveillance facts），詢問的題目為：

Marshall Tito 是那個國家的元首；以及現任州長是誰。第三類是歷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詢問的題目為：羅斯福（FDR）總統是共和黨員或民主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哪個國家有最多的猶太集中營；甘迺迪（JFK）後繼任的總統是誰；以及與南北越接

壤的國家為何。 

而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的研究中所採用的政治知識（依變項）測量指

標有三：一是政黨間不同的議題比較（共和黨 vs.民主黨），二是候選人間不同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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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Bush vs. Clinton vs. Perot），三是關於候選人個人的知識（Bush vs. Clinton vs. 

Perot）。而主要的獨立變項為競選媒介（campaign media）使用，包含了新聞報導及特

殊事件（集會、辯論等），都能夠預測關於候選人的兩種知識。而新媒介形式如訪談或

脫口秀，則可以增加選民關於候選人的學習。電視的各種型態對關於候選人的學習幫

助較大；報紙和主要兩大黨政策差異的知識較為相關。 

四、 影響政治知識的變項 

影響政治知識的變項有許多，包含了人口基本變項以及外在的影響變項。Sotirovic

與McLeod（2004）研究結果發現，政治知識依據教育程度的增加而增加。教育程度愈

高的人愈有可能會從媒介中獲得愈多資訊，因此知識差距（或稱知溝，knowledge gap）

愈有可能會加大。在年齡方面，年輕人相較於老年人而言，是消息比較不靈通且較不

熱中政治的。在政治知識與年齡的關係上，閱讀報紙競選新聞的比例隨著年齡的增加

而增加，但差異性最大；而觀看電視新聞則差異最小。 

而Bennett（1989）認為，那些社經地位較低的，特別是教育程度較低的、女性、

青少年和黑人，還有政治冷漠的人，比較有缺乏知曉的傾向。政治知識較豐富的人，

傾向於是受良好教育的、中年的白種男性，以及因為對公共事務很有興趣而非常依賴

大眾媒介的人。而這些影響因素的方向及大小強弱在1960年代到1980年代的二十年來

幾乎是維持不變的。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和婚姻狀況在此研究資料中和政治資訊都沒

有關係，而報紙在此研究資料中和政治資訊都有極為顯著的關係。研究發現，最強的

預測變項為政治興趣、教育程度、性別和對報紙的信賴程度。而政黨認同強度和年齡

則是扮演較次要的角色。另外，Jennings（1996）對於政治知識上的世代差異與生命週

期現象，也作了詳盡的討論。 

五、 政治知識的趨勢變遷相關研究 

政治知識隨著時間的演變，在不同的年代中，會不會有不同的變化呢？相關的研

究如 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分析 1976 年到 2000 年的資料指出，美國民眾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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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知識和政治參與方面都沒有明顯增加；而在教育程度大量上升與傳播機會增加的情

況下，政治知識程度和政治參與的穩定性就成為難以理解的疑問。媒介使用在政治知

識的效果強度方面，詢問受訪者關於那個政黨控制眾議院以及各個政黨意識型態的位

置，以作為政治知識測量題；同時也控制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收入和政黨認同。

結果顯示，用媒介來預測政治知識的能力逐年下降。 

Bennett（1989）的研究則發現，儘管教育程度較為提升，1980 年代的美國民眾在

政治知曉程度上仍然稍微不及 1960 年代的民眾。而政治資訊減少的主要罪魁禍首，是

對政治的興趣減少，以及對報紙信賴程度降低的緣故。他們不聽也不看，是因為他們

根本沒興趣。Bennett 的研究資料確定了美國民眾對大多數官員的認識模糊。更重要的

是，在 1967 年的公眾比起 1987 年的公眾來說，稍微知曉較多（slightly better informed）。

而這個情況在將教育程度標準化之後相差更多，顯示政治知識和教育程度的關係隨時

間減弱了。簡而言之，1980 年代的公眾比起 1960 年代與 1970 年代來說，稍微缺乏政

治知識。而 Bennett 也提出，1940 年代時，美國一般成人完成了 8.6 年的正規學校教育，

1950 年代為 9.3 年、1960 年代為 10.6 年、1970 年代為 12.1 年、1986 年為 12.6 年。然

而，1980 年代的公眾在公共事務上確實沒有比較知曉，事實上，甚至顯示比起 1960

年代的公民來說還稍微缺乏。簡而言之，研究顯示教育年數愈來愈多，也代表教育程

度愈來愈高，但公共事務的知識卻未隨之增高。 

六、 政治知識變遷的可能解釋原因 

關於長時間政治知識是否變遷的疑問，仍有許多不同的看法。Bennett（1989）的

研究認為政治知識隨著時間的演變反而減少了，也對政治資訊程度降低背後的主要原

因做出以下討論：他認為閱報率的降低以及對公共事務興趣的降低，是公眾政治資訊

程度降低的主要原因。如在 1967 年有 73％的民眾每天閱讀報紙，而到了 1987 年，只

剩下 55％的民眾每天閱讀報紙。1967 年時，有 27％的民眾對政治和國家事務一點興趣

也沒有或只有些微興趣；到了 1987 年，有 34％的民眾對政治和國家事務一點興趣也沒

有或只有些微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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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1989）繼續指出，有些研究顯示，公眾從閱讀報紙轉而觀看電視來作為

主要的政治傳播來源，而電視也被視為是對於公眾知曉來說成效較差的一種媒介，將

公眾政治資訊程度降低歸罪於電視上政治資訊較少的緣故。但是，其他研究也指出，

美國民眾比較不想閱讀報紙的同時，也比較不想看電視網的新聞。1967 年有 72％的民

眾每天看電視新聞網，1984 年時，只有 46％的民眾每天看電視新聞網。缺乏興趣就減

少參與及維持政治資訊的動機，也就是說，無知會導致無知。 

七、 小結 

政治知識是民主社會中不可或缺的關鍵要素，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資源與政治權

力，可以促進公民態度與行為。有了充分知曉的公民，才能做出明智的判斷，進而參

與政治，確保真正民主的實行與健全。 

對於政治知識的測量，在不同的研究中使用不同的測量題目，端看研究者如何定

義，以最適合該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主。政治知識的內涵包含了幾個基本的政治學概念，

如政治人物、政黨、政府組織、政治結構、政府階層、政治過程、政治符號、政治價

值、民意、政治規範的基本認知等。 

影響政治知識的變項有許多，包含了人口基本變項以及外在的影響變項。許多與

政治知識相關的研究都指出，媒介使用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有關，人們的政治知識是

從媒介中學習而來的（Sotirovic & McLeod, 2004; Chaffee, Zhao, & Leshner, 1994; 

Bennett, 1989）。另外，教育程度、年齡、社經地位、性別、種族、政治興趣等，也跟

政治知識程度的高低有關。 

政治知識隨著時間而演變與否的疑問，仍有許多不同的看法。有的相關研究指出，

政治知識隨著時序變遷並未明顯增加（Sotirovic & McLeod, 2004）；有的相關研究則指

出，政治知識隨著時序變遷反而有減少的傾向，認為教育程度愈來愈高，但公共事務

的知識卻未隨之增高（Bennett, 1989）。 

在影響政治知識的變項中，許多研究都指出，媒介使用程度是最主要的變項，因

此，對於媒介使用程度的重要性、內涵以及相關實證研究，也是有其必要性。接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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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針對媒介使用的重要性、內涵與政治知識的關係，作文獻的回顧與檢視。 

第二節 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 

一、 傳播媒介的功能 

時至今日，傳播媒介已經是現代社會中不可或缺的溝通機制；幾乎沒有人能夠自

外於傳播媒介，不受傳播媒介的影響，因此媒介的重要性可見一斑。McQuail（2000）

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重要性，是由於其具有廣泛傳佈、大量流行以及公共的特質，

而這些特質也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組織和文化生活造成影響。由於傳播媒介在日常生活

中扮演著關鍵的傳遞資訊角色，因此，媒介對於社會大眾究竟具有何種功能，也是值

得探討的課題。國內外有許多研究者對於傳播媒介的功能加以討論，經本研究歸納與

整理後分述如下。 

徐佳士（1992）用系統理論的途徑，來探視傳播行為怎樣維繫個人與社會的生存

及發展。現代化社會傳播的工作方式，就是將訊息發送傳遞，然後根據這些訊息，安

排方法來實現這個系統（或社會）所希望完成的工作，並盡量減低隨之而至的緊張和

衝突，使內外保持平衡、整個系統順利進展。因此，徐佳士（1992）提出，傳播在一

個行為系統中具有五個基本社會功能：一、守望環境；二、協調意見決策；三、教化

社會成員；四、娛樂大眾；五、動員。 

而李萬來（1993）也認為，傳播媒介的功能包含了：一、提供訊息（informing）：

為大眾傳播媒介的最基本功能，人類社會與國家憑藉訊息可促進溝通了解，也可為決

策的依據。二、大眾娛樂（entertaining）：當傳播及於社會與大眾時，也隨之成為大眾

生活娛樂的一部份；大眾傳播媒介，不但可寓樂於育，亦可寓育於樂，尤其電視與廣

播對文化的大眾化、社會化及國際化，更擁有廣大的力量。三、說服勸誘（persuading）：

當政治、經濟與社會愈為發展時，大眾傳播媒介被運用作為說服勸誘工具的可能性也

愈大；大眾傳播媒介可用於宣導政令政策，匡正社會風氣，鼓舞團結民心士氣，使其

參與國家現代化建設，或抵禦外敵入侵。四、教育功能（educating）：大眾傳播媒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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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功能，已為國際間不同的國家所確認；媒介可藉其超越時空限制

的力量，做為推廣教育文化的工具。五、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大眾傳播媒體透

過其守門人的角色，決定哪些新聞被大幅報導與追蹤，篩選新聞而做出不同處理，對

於社會大眾有議題設定的功能。的確，在國內的實證研究上，陳憶寧（2004）的研究

就發現，不論是競選的前期或後期，都支持了媒介對閱聽人具有議題設定效果的功能。 

另外，針對傳播媒介的政治功能研究上，巨克毅（1992）認為傳播媒介在民主政

治社會中，具有以下政治功能：一、做為民眾政治知識的來源：每一國民對於政治的

認知與了解，通常經由大眾傳播媒介獲得訊息，並塑造自己的政治態度。二、作為政

治討論的動力：大眾傳播媒介提供政治論壇，將各種不同的政治意見表達出來，使得

真理愈辯愈明，以提供民眾抉擇與支持。三、做為民眾政治行為的指導：大眾傳播媒

介身為「社會公器」，必須善盡政治指導之責任，提供民眾正確的意見，以達到服務民

主政治的目的。四、要表達真正的民意：傳播媒介應盡量表達大多數人的聲音，然而

大多數民眾皆是沈默的一群，因此傳播媒介應針對眾所關心的政治問題加以報導，表

達社會大眾真正的民意。而巨克毅（1992）認為傳播媒介在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亦扮

演著重要角色，媒介不僅是決策過程中的積極參與者，也能夠參與政策的決定。 

就媒介的社會功能上，潘家慶（1989）認為，媒介除了提供日常新聞外，可能會

改變閱聽人的認知、影響態度、塑造社會議題，進而可能改變大眾的行為。因此新聞

媒介被視為一種社會力量，特別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一種促動力量。在民主自由的社

會中，新聞媒介不僅是環境的產品，它也試圖改變社會、引領社會，是社會忠實的監

督力量。伍慧綺、項德純（1995）也引述了劉幼琍的意見，認為電視媒介除了具一般

媒介宣傳、告知、突出效果及製造議題的功能外，對於政治社會化、政治民主化都具

有相當成效。 

二、 媒介使用的重要性與影響 

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媒介使用，看來似乎平凡無奇，但事實上媒介使用

在許多方面的影響力都不容小覷。McQuail（2000）認為，在政治層面，大眾媒介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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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民主政治過程的基本要素，能夠提供一種論壇和管道來進行廣泛的辯論、讓公職

候選人能夠廣泛地為民所知，並且傳達多元性的資訊和民意。大眾媒介有益於民主政

治的運作，向所有公民散佈公共事務資訊的流通，政治人物與政府的曝光，也獲得公

眾的注意和批評。 

關於媒介的效果上，徐佳士（1992）認為，傳播媒介對閱聽人可能產生的效果有：

一、認知（cognition）：大眾媒介間接地把閱聽人的經驗擴大，使其認知水準增高。二、

激動情緒：閱聽人可能因為大眾媒介的描繪，而產生情緒反應，如恐懼、焦慮、和愛

恨等感覺。三、認同：閱聽人有將自己去認同媒介中所描繪的人物的趨同，大眾媒介

能促成社會新份子的社會化，就是因為有引起認同的效果。四、改變態度：大眾媒介

要想要改變閱聽人的態度是困難的，但對加強閱聽人的原有態度則是有效的。五、改

變外在行為：由於使用大眾媒介，閱聽人可能得將活動時間重作分配，而表現於外在

行為方面。如增加使用大眾媒介的時間，就會壓縮到從事其他活動的時間；或者，大

眾媒介的使用也可能會改變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但值得注意的是，大眾媒介改變政治

的外在行為（如投票的選擇）則比較困難，因為這涉及較基本的價值系統與信仰體系

的改變。六、培養興趣與引起有關行為：大眾媒介時常被用來推廣某些興趣，有時能

培養（或協助培養）興趣，甚至激發從事與此種興趣有關的行為。 

而 Davis 與 Baran（1981/trans.1993）則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某種情況下對某些人

產生某種效果，社會與個人自己創造出增加媒介效果的條件，有需求才有效果。大眾

傳播媒介的效果來自增強或支持現狀或既存社會趨勢；簡言之，大眾媒介只有增強的

力量，因為人們通常都是選擇性地使用媒介，他們只接受與其既定想法一致的訊息。

如選擇性接收（selective exposure）、選擇性認知（selective perception）、選擇性保留

（selective retention）等等，因此，媒介本身鮮有能力改變人們的想法和行動，媒介只

能增強人們既有的想法和行動。 

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則指出，大眾媒介內容的暴露程度對年輕人政治社會

化中的認知方面（知曉、知識和政治圖象）、情感方面（興趣、對政治領袖和議題的態

度，以及對政治體系的歸屬感）和行為方面（人際討論、政治參與），都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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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owitz 與 Pritchard（1989）也認為，大眾媒介在社會體系中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資訊

來源。在彭芸（2002）研究中也提及，民眾大量依賴大眾媒介以獲得有關政府表現的

消息，各種不同的媒介及多種的媒介內容影響民眾認知的政治圖象確已是學理上驗證

的重要問題。 

羅文輝（1993）也提到，近代傳播學者及政治學者開始重視大眾傳播媒介在人類

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傳播學者證明大眾傳播對政治影響之重要性，如

Chaffee（1977）的研究發現，大眾傳播對美國高中生的政治知識有相當的影響，高中

學生所發表的意見大致依據大眾傳播媒介的報導，而大眾媒介對高中學生政治知識的

響力，甚至超越父母、老師及同儕團體的影響力。另外，其他傳播學者也發現，大眾

傳播媒介的報導，是青少年政治知識的主要來源；接觸大眾傳播媒介公共事務的報導，

和青少年參與政治活動的行為息息相關。經由媒介的傳遞過程，大眾傳播媒介不僅擴

大民眾的政治知識，塑造民主價值觀念，更培養了參與政治的興趣。另外，羅文輝（1993）

亦探討電視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的關聯性。該文章提出其他研究者之發現，認為用媒

介暴露來測量政治知識時，報紙的影響力遠超過電視新聞；但加上媒介注意力的變項

時，電視新聞注意力的影響力就會遠超過報紙注意力。 

另外，金溥聰（1997）也援引 1972 年 Graber 的說法指出，「大眾傳播媒體中所報

導的的政治新聞，提供選民形塑政治形象的素材，具重要影響力。絕大多數的民眾不

是憑空捏造出他們的政治形象看法，他們是結合由傳播媒體所提供的最新政治資訊，

和自己本身現有的政治知識與態度後，再溶合泥塑出一個合宜的整體觀」。由此可知，

大眾傳播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是複雜且交互產生作用的。 

三、 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的關係 

從先前的研究可以得知，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的關係十分密切，如 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就認為，從媒介中學習的議題是從政治社會化的觀點，以及將其視為

一種社會學習過程而來的。對公共以及政治事務的了解均可從媒體中學習，除了一般

正規的新聞以外，甚至還可以從電視新聞節目以及脫口秀中習得。從媒體中學習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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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記憶或累積的事實，同時也牽涉到將這些事實結合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成為

對事實的了解、解釋以及用不同的方式來看事情。Moy, McCluskey, McCoy 與 Spratt 

（2004）也提到，許多研究發現政治知識和新聞媒介來源（如報紙和電視）的暴露有

很強烈的關連性。報紙和電視對政治知識效果差異的研究產生了矛盾的結果，直到近

二三十年，研究者發現電視不只對人們的政治知識沒有貢獻，事實上甚至是抑制了政

治知識。其後的研究更顯示了不同媒介和政治知識之間更複雜的關連性，例如假設最

先考量政治知識程度時，Chaffee 與 Schleuder（1986）發現電視新聞和報紙對政治知識

的貢獻相同；Guo 與 Moy（1998）發現，雖然經常使用且依賴報紙的人們，比起那些

經常使用且依賴電視的人們政治知識較多，但電視在激勵政治興趣主動處理資訊上較

為有效。Neuman, Just 與 Crigler（1992）的研究中則強調認知技巧和注意程度對政治知

識的重要性，特別的是，對那些認知技巧及注意程度低的人們來說，觀看電視新聞顯

示比閱讀報紙對知識更有貢獻。 

另外，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則指出，實證研究文獻傾向於支持所有的

競選媒介對於公眾知識都有貢獻，幾乎所有的研究將實際上對知識的貢獻歸功於閱讀

報紙。而在電視新聞和政治知識的關係上，學者會質疑電視新聞的教育性質是否為一

個普遍的機制，有些調查顯示注意電視新聞和擁有政治資訊之間甚至呈現負相關。 

而宋學維（1994）的研究亦顯示，報紙暴露量高低會影響政治知識，報紙暴露量

愈多，政治知識愈多；而電視新聞暴露量對政治知識的影響並不顯著。在媒介類型方

面，印刷媒介的暴露量比電子媒介更足以影響政治知識。翁秀琪與孫秀蕙（1994）的

研究也證明了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的增進有所幫助；孫秀蕙（1995、1996）的研究中

均指出，台灣選民的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有正面的關聯性。此外，張卿卿（2002a、2002b）

也提出了媒介使用對於其他政治態度及行為的影響性。因此，媒介使用與政治的關聯

性顯著且甚為重要。徐美苓（1998）提出，不同的選舉媒體使用，與選民對各種與選

舉相關的政治知識差異亦有關；以報紙為主要資訊來源者，其政治知識比以電視為主

要資訊來源者要豐富。 

關於媒介行為測量方式方面，王旭（1998）指出，傳播學者對於諸如受訪者常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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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看報紙、常不常看電視等測量指標，在解釋受訪者政治知識多寡的顯著能力上，多

抱持著肯定的態度。另外，傅恆德（2005）也證實了媒體接觸在解釋政治知識上具有

顯著影響。 

四、 不同媒介使用對政治知識的影響差異 

針對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影響的研究有許多，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在研究

媒介對政治學習的影響時指出，閱報比起看電視對政治知識有更強的影響，而電視新

聞及辯論是議題資訊的來源。閱報比起看電視有更強的學習影響，可以反映在形式（印

刷媒體可以讓讀者自行調整閱讀節奏）以及內容（印刷媒體提供更多事件背景）上的

不同。在辯論期間，電視提供較多關於候選人的資訊，而報紙則提供較多關於政黨的

資訊。收看娛樂節目對政治知識有些許負面影響；看 MTV 對競選知識有負相關，而脫

口秀則有正面影響。收看總統辯論對於政治知識只有少許增加，但可以幫助觀眾確認

候選人對議題的立場。對網路的研究則多關心所使用的時間，但更重要的是使用網路

時選擇了哪些內容，以及如何使用。如因休閒目的和玩遊戲而使用網路，和政治知識

程度較低相關；而因搜尋或交換資訊使用網路，則對政治學習有正面影響。而媒介使

用時的注意程度，也是大眾傳播研究的重點。 

另外，Moy, McCluskey, McCoy 與 Spratt （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電視和報紙新

聞的注意程度都會增加知識的了解，但只有報紙新聞注意程度會促進政治參與。在政

治知識方面，較年長的、少數族群以及居住在同一社區較久的人，發現其地方政治事

務的政治知識程度較高。結果顯示，地方新聞媒介的使用與政治知識有正向關係，而

注意報紙上的地方新聞比起注意電視上的地方新聞來說，和政治知識並無較強的關

係。研究結果也發現，注意報紙上和電視上的地方新聞對受訪者的政治知識認知都有

所貢獻。注意地方新聞可以增進政治知識，注意報紙新聞的確促進了傳統的政治參與

行動。 

也有學者試圖將政治知識分類加以檢驗，如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的研

究發現，個人的知識和議題的知識呈現上有很大的不同。而他們也對教育程度多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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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研究顯示，教育程度是最強的預測變項，無論在政黨主張的議題知識或候選人主

張的議題知識上都是如此，但在個人背景知識上卻並非是強烈的預測變項。這表示了，

學校教育並不是直接讓一個學生準備好回答關於候選人個人特殊的問題，而是有助於

提高在新聞媒介上的注意程度。在性別的部分，結果顯示女性受訪者的政治知識程度

較低；而媒介使用習慣對於知識測量上都有顯著的貢獻。對於政黨主張的議題知識來

說，閱讀報紙是較強的預測變項；而候選人主張的議題知識上，則電視新聞測量是較

強的預測變項；在候選人個人背景的知識上，電視新聞和報紙都是強而顯著的預測變

項。 

另外，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的研究也指出，注意報紙和電視新聞上的

競選活動，都可以對知識變異做出解釋。報紙注意程度對政黨主張的議題知識來說是

最強的預測變項，而電視新聞對候選人主張的議題知識來說是最強的預測變項。總體

的結論是，電視新聞為一個時下資訊的重要來源，而報紙讀者則是累積更長期的、永

續性的知識類型。而電視新聞和報紙都是候選人個人背景知識的強烈預測變項，報紙

和電視新聞都與較豐富的知識有關。報紙變項和持續性的知識（如政黨和政策）較有

關係，而電視則和較短暫的知識（如候選人個人背景和主張）較有關係。訪談或脫口

秀等創新的媒介形式，可以增加公眾儲存對於候選人及其議題立場的知識。研究發現，

電視新聞和候選人之間主張的議題差異知識較相關。其他種類的電視事件（如集會、

辯論、訪談和脫口秀等），和候選人主張的議題學習有較高程度的相關性。如果沒有電

視，選民可能會擁有較少的資訊。電視媒介（如脫口秀等形式）促進選民對候選人個

人的了解，但可能會減少對政黨的注意。Jennings（1996）的研究亦將政治知識分為三

類分別檢驗，分別為教科書事實、時下的事件與歷史事實；並訪問兩個世代，施行前

後三波的小樣本連續訪問法來測量政治知識，結果發現不同世代、不同時間點在教科

書事實、時下的事件與歷史事實上所呈現出的結果都有所不同。 

對於報紙和電視媒介對政治知識的影響上，較早期的研究，如 Berkowitz 與 Pritchard

（1989）就指出，許多傳播研究都顯示，報紙使用比起電視使用來說，與政治知識有

更正向的關係。而他們自己所做的研究，主要是要評估個人對不同傳播資源的依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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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其政治知識的關係。結果發現，唯一持續和政治知識有關的傳播來源就是報紙。

主要依賴報紙獲取政治資訊，和所有三種不同類型的政治資訊有正向關係。而依賴次

要媒介與人際傳播資源，則和有無政治資訊沒有任何關係。另外，人口變項（年齡、

教育程度和政治興趣）和所有三種類型的政治資訊也都有正向關係。 

孫式文（1997）的研究也認為，使用不同媒介，會因為其特性而有所差異，因此

造成不同的影響：電視集聲光畫面於一體，善於處理生動活潑的映像訊息；以文字為

主的報紙則提供思考邏輯較周密的資訊，兩者因而產生不盡相同的政治學習效果。而

彭芸（1992）在討論到媒介與政治的關係時，指出自從電視興起之後，研究發現人們

的政治知識常來自於電視。但教育程度較高、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們，則更傾向利用印

刷媒體來了解、掌握外在的政治環境。 

五、 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對民主的影響 

媒介使用以及政治知識的重要性，在一個民主社會中更顯得重要。然而，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卻特別指出，隨著新媒介科技的出現，傳統新聞媒介的觀眾就急速

變少，而最近在閱讀報紙與觀看電視新聞網的年輕人也是不成比例地下滑。在傳達基

本政治資訊上，傳統媒介已經逐漸失去他們的有效性。研究指出，傳統媒介在使用和

有效性上的低落，對於美國民主來說是個不祥的預兆。傳統媒介的問題在於，他們無

法吸引時下大多數的年輕族群。除非傳統媒介有所作為，來復甦年輕族群的新聞興趣，

否則這種低度使用的情況就會持續到他們年長的時候，而新聞的閱聽眾仍舊繼續減

少。不過，研究者也不是全然那麼悲觀，他們認為年輕族群在平時可能不看新聞，但

在選舉競選或其他新聞事件的特殊報導時就可能會閱讀或觀看新聞。 

六、 小結 

大眾媒介在社會體系中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資訊來源，大眾媒介內容的暴露程度對

政治社會化中的認知、情感和行為方面，都有重大的影響。經由媒介的傳遞過程，大

眾傳播媒介不僅擴大民眾的政治知識，塑造民主價值觀念，更培養了參與政治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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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以及政治事務的了解均可從媒介中學習，在不同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的關

係上，許多學者有不同、甚至產生矛盾的看法。有的研究認為，報紙的影響力遠超過

電視新聞；但有的研究則認為，電視新聞的影響力會超過報紙影響力。然而，幾乎所

有的研究都主張，電視和報紙新聞的注意程度都會增加對政治知識的了解；但報紙使

用比起電視使用來說，似乎與政治知識有更正向的關係。 

而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則指出，幾乎所有的研究將實際上對知識的貢

獻歸功於閱讀報紙；而在電視新聞和政治知識的關係上，有些調查顯示注意電視新聞

和擁有政治資訊之間甚至呈現負相關。不過他們也不否定電視媒介的功能，認為兩者

類型不同，電視新聞為一個時下資訊的重要來源，而報紙讀者則是累積更長期的、永

續性的知識類型。因此，或許報紙與電視這兩個不同的媒介，會對於不同的政治知識

而有不同的影響。 

另外，Jennings（1996）以及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的研究都試圖將政

治知識分類加以檢驗。Jennings（1996）發現不同世代和時間在教科書事實、時下的事

件與歷史事實上所呈現出的結果都有所不同；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亦發現

個人的知識和議題的知識呈現上有很大的不同。由於他們的研究設計與結果，顯示了

不同的政治知識可以分開檢視，並找出各自強烈的預測變項。因此，也引發本研究希

望將政治知識依不同類型分開檢視的想法，看看能不能找出有趣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