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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經由前述的文獻探討可知，在國內外許多研究都可以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之

間的相關性。然而，本研究希望檢視台灣選民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之關聯性，並且將

此研究脈絡置於一個更大的時間架構下，也就是加入時序分析，來檢視長期趨勢的變

遷情形。由於此研究目的，故發展出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茲將研究設計分為研

究問題與假設、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架構三個部分個別探討，並予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探討台灣選民在過去這十年（1995-2004）來，其政治知識

與媒介使用程度是否隨著時序的變遷而有所變化、兩者間的關係為何，以及針對可能

的影響因素作分析。此外，本研究在討論政治知識與媒介使用的關聯性時，也特別將

政治知識分為兩種類型，希望能夠發現更為細緻的不同之處。 

因此，依據研究目的以及前述文獻檢閱與討論，本研究將所欲了解的研究問題羅

列如下： 

 

問題一：台灣選民的政治知識程度為何？會不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問題二：台灣選民的媒介使用程度為何？會不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問題三：台灣選民的媒介使用程度會不會影響政治知識程度？兩者間的關係會不

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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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台灣選民不同類型的政治知識，會不會有不同的影響變項？關係又是如

何？ 

二、 研究假設 

本研究試圖回答上述之研究問題，故提出相關之研究假設以釐清變項間關係。在

問題一的部分，先前國外的研究如 Bennett（1989）的發現指出，儘管教育程度隨時間

而提升，但民眾公共事務的知識卻未隨之增高；Sotirovic 與 McLeod（2004）的研究也

指出，隨著時序變遷，美國民眾在政治知識和政治參與方面都沒有明顯增加。本研究

認為，台灣選民平均受教育年數的增加與媒介的發達，使得政治知識有更多的管道來

源，但由於整體政治知識程度不易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台灣選民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不會因時序的變遷而增加。 

 

針對問題二的部分，本研究認為，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及變化，台灣選民在媒

介使用上應該更為便利，選擇及自主權更為多元。然而，新聞資訊娛樂化與選擇機會

更多的結果，可能反而會導致注意程度的下降。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台灣選民的報紙媒介使用注意程度，因時序的變遷而有減少的趨勢。 

 

假設三：台灣選民的電視媒介使用注意程度，因時序的變遷而有減少的趨勢。 

 

關於問題三，依據先前關於政治知識與媒介使用的研究結果發現，由於電視與報

紙媒介特性的不同，故其政治知識的吸收與學習效果亦不同，但電視和報紙新聞的注

意程度都會增加政治知識的了解。有研究認為，報紙比起電視來說，對政治知識有更

為顯著的正向影響（Sotirovic & McLeod, 2004; Moy, McCluskey, McCoy, & Spratt, 2004; 

Guo & Moy, 1998; Berkowitz & Pritchard, 1989; Chaffee, Zhao, & Leshner, 1994；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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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1998；宋學維，1994）；然而，也有其他研究顯示，在有條件下，電視新聞在注意

程度上比起報紙來說，對政治知識程度的提升較有貢獻（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

羅文輝，1993）。因此，本研究認為，無論是報紙注意程度或電視注意程度，都會影響

政治知識程度，且成正向關係，但報紙注意程度對政治知識程度的影響更為顯著，故

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四：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成正相關，報紙注意程度愈高，

政治知識程度愈高。 

 

假設五：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成正相關，電視注意程度愈高，

政治知識程度愈高。 

 

另外，由於政治知識程度相對來說較不易增加，在考慮時間因素後，本研究認為，

媒介注意程度預測政治知識的能力大致上會相似，但由於媒介注意程度可能會隨著時

間的變遷而有減少的趨勢，因此，本研究假設： 

 

假設六：台灣選民的媒介使用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成正相關，但其解釋力會

隨時間逐漸減少。 

 

最後，本研究將政治知識分為政治結構知識（即 Jennings 在 1996 年研究中所稱之

「教科書的事實」）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即 Jennings 在 1996 年研究中所稱之「時下的

事件」）兩類，來檢視媒介使用與不同政治知識類型的關係。本研究認為，由於不同類

型的政治知識，可能會是由不同的管道與來源得知，因此本研究預期，不同的政治知

識類型與不同的媒介使用有關，但非政治結構類型的知識，由於代表時下發生的事件，

可能與媒介使用更有關連性。由於本研究在劃分政治結構／非政治結構知識時，是基

於其性質的不同而分類：政治結構知識多屬於教科書知識，因此本研究預期在政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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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知識的模型中，教育程度的影響力應該較大；而非政治結構知識多屬於時下的事實

或發生的事件，因此本研究預期在非政治結構知識的模型中，媒介注意程度的影響力

應該較大。因此，本研究假設： 

 

假設七：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愈高，政治結構知識愈高，但影響力較教育程

度小。 

 

假設八：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愈高，非政治結構知識愈高，影響力較教育程

度大。 

 

假設九：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愈高，政治結構知識愈高，但影響力較教育程

度小。 

 

假設十：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愈高，非政治結構知識愈高，影響力較教育程

度大。 

 

然而，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也有提及相關研究假設上的爭論，他們認

為，如果那些注意媒介事件或管道的閱聽人也是比較有知識的公民，那麼這個關係是

由於閱聽人從該管道所學習而來的；然而，有另外的解釋說明這種關係，認為先前的

知識（prior knowledge）對於自願學習媒介資訊來說是個強烈的預測變項。因此，本研

究在做出研究假設或證明結果時，除要配合教育程度等人口變項作分析，仍然要小心

是否有過度推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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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探求台灣選民不同時期之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程度的變動情形，故較適

合採用趨勢研究（trend studies）。Babbie（1998）指出，趨勢研究是研究某特定的人群，

在不同時間點上所做的改變；而Wimmer與Dominick（2000）也認為，趨勢研究非常適

用於描述母體長期改變狀況，能建立歷時類型模式以發現若干事件的移轉與改變，也

能夠針對調查資料進行比較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取二手資料分析法，所使用的資料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在1995、1998年所作之立委選舉面訪案，及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簡稱TEDS）在2001年（TEDS2001）與2004年B卷

（TEDS2004LB）所作之立委選舉大型面訪案資料。1使用這些資料作二手分析的原因，

一方面是囿於研究者時間、財力與物力的不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資料執行的單位都

是學術上頗有威望的機構，已在相關研究上累積許多豐碩成果，有其一定水準的緣故。

故採用這些執行嚴謹的資料作為比較基礎，應有其一定的可信度。四筆資料之執行方

式、母體界定與抽樣方法等詳見附錄。 

此外，由於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的長期趨勢分析，因此也面臨

一些實際上處理比較資料的困難。就如Bennett（1989）所說，政治知識趨勢研究的問

題在於，研究期間內難以獲得詢問完全相同問題的資料；因為調查研究者不希望破壞

訪問者和受訪者間的密切關係，所以不太願意詢問一系列相關的資訊問題，因此也嚴

重限縮了長期變遷的評估。針對此一問題，本研究特別採用四次相同等級、相同問題

的資料作比較。此四筆資料執行調查單位雖不同，但皆為相同母體（台灣合格選民）、

同樣層級（立法委員選舉）、方法一致（皆為親身面訪）的資料，且抽樣方法（分層等

                                                 
1 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面訪計畫問卷內容區分為 A、B 兩種問卷版本，各成功訪問了 1,249 及

1,257 個樣本。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的重點為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的影響，並將政治知識加以分類研究，

主要關注的部分為政治知識與媒介使用題組，故採用政治知識題項較多、類型亦較多的 B 問卷版本作為

分析。此外，另一個選用 B 問卷版本的考量，是由於 B 問卷版本的題型與先前數次面訪資料較為相似，

為了與先前所作之資料作整合比較，故採用較為一致的 B 問卷版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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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抽樣法）亦相同；選用這些資料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減少資料整合比較時可能會

產生的偏誤。 

二、 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獨立變項為人口背景變項與媒介使用，依變項為政治知識，故

分為人口變項、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三個部分探討之。關於各個變項測量及資料處理

的部分，如以下說明。 

（一） 人口變項 

由於本研究之重點在於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之影響，故獨立變項的部分，主要為

媒介使用程度，再配合基本的人口背景資料作為控制變項，探討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

的影響，以期作出較合理的解釋與預測。在人口變項的部分，由於本研究希望在控制

人口背景變項之下，去檢視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的影響，因此依據國內外學者相關研

究的控制變項，加以適用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後，採取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省籍、年

齡、教育程度以及政黨認同（Sotirovic & McLeod, 2004; Bennett, 1989; Jennings, 1996; 

Chaffee, Zhao, & Leshner, 1994; 林瓊珠，2005）。 

1. 性別 

性別分為男、女兩項，無遺漏值。 

2. 省籍 

以受訪者父親的省籍為準，分為本省客家人、本省閩南人、大陸各省市人三類。

原住民及其他由於樣本過少，故設為遺漏值。 

3. 年齡 

詢問受訪者是民國幾年出生的，換算成實際年齡後，再依年齡分為青年人（20 至

39 歲）、中年人（40 至 59 歲）、老年人（60 歲及以上）三類，無遺漏值。 



 27

4. 教育程度 

詢問受訪者讀到什麼學校，再依教育程度分為小學及以下（低教育程度）、中學（中

教育程度）、大專及以上（高教育程度）三類，拒答、訪員漏問或其他因素則設為遺漏

值。 

5. 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詢問受訪者在國內主要政黨中，有無政黨偏好或認同，依據研究需要

分為有政黨認同與無政黨認同兩類，拒答、訪員漏問、無反應或其他因素則設為遺漏

值。 

（二） 媒介使用 

關於媒介使用的部分，先前許多研究關注於媒介注意程度或暴露程度的影響與爭

議。如Moy, McCluskey, McCoy與Spratt （2004）的研究認為，媒介注意程度比起媒介

暴露程度來說，對政治知識的預測度較高。Berkowitz與Pritchard（1989）的研究也注

重於測量媒介的注意程度。他們研究中的媒介依賴程度，是由受訪者自行回答主要獲

取政治資訊的中介體或媒介為何。他們認為，人們可以高度暴露於大眾媒介之下，卻

沒有注意其內容；人們也可以很少使用大眾媒介，但還是可以尋求熟悉的新聞主播或

者精明的專欄作家等關鍵資源，來獲得有用的決策資訊。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媒介

使用面向，也著重於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的討論。2 

此外，雖然媒介的種類包含許多，有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與網際網路等，但

囿於問卷設計資料本身的限制與比較一致性的限制，本研究討論的媒介使用只限於報

紙和電視此兩種媒介。而其他研究如Chaffee, Zhao與Leshner（1994）的分析，也只討

論報紙與電視的媒介使用情形。他們提出，廣播新聞在電視時代之前是一個主要的政

治資訊來源，但由於電視出現後，先前研究雖然加入廣播檢驗，卻沒有發現效果，因

                                                 
2 雖然媒介暴露程度在許多研究中被證明能夠影響政治知識，但由於 TEDS 2001 以及 TEDS 2004LB 題

目中並未詢問該相關問題，為顧及比較資料之統一性，故本研究中將不探討媒介暴露程度與政治知識之

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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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廣播常常在媒介使用研究中被排除了。另外，他們也認為，雜誌也經常被排除討論

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新聞雜誌和其他一般的媒介比較起來，其讀者性質被限制的緣故。 

關於媒介使用之注意程度，本研究分為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兩類，雖在

歷次的研究中問語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詢問相同的概念，分別為「看報紙的選舉新

聞注意程度」以及「看電視的選舉新聞注意程度」；而回答的選項則分為「一點都不注

意」、「不太注意」、「有點注意」、「非常注意」四種不同的媒介使用程度。 

1. 報紙媒介注意程度 

報紙媒介注意程度分為一點都不注意（包含都不看，得一分）、不太注意（得兩分）、

有點注意（得三分）、非常注意（得四分），拒答、訪員漏問、無反應或其他因素則設

為遺漏值。將其視為連續變數，最高為得四分，最低為得一分，成為報紙注意程度變

項。此外，再將其處理後化為 0-1 的係數，以為迴歸統計比較之基準。 

2. 電視媒介注意程度 

電視媒介注意程度分為一點都不注意（包含都不看，得一分）、不太注意（得兩分）、

有點注意（得三分）、非常注意（得四分），拒答、訪員漏問、無反應或其他因素則設

為遺漏值。將其視為連續變數，最高為得四分，最低為得一分，成為電視注意程度變

項。此外，再將其處理後化為 0-1 的係數，以為迴歸統計比較之基準。 

（三） 政治知識 

本研究主要的依變項即為政治知識，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部分，測量的方法

是將個別的政治知識測量題組成政治知識量表，以檢視台灣選民政治知識程度高低的

變化趨勢。 

關於政治知識測量的方法與題目，在許多相關文獻中也多所討論。Moy, McCluskey, 

McCoy與Spratt （2004）的研究中，採取的是主觀的知識測量方法；即由受訪者自行

評估本身政治知識的程度。Berkowitz與Pritchard（1989）也提出，測量政治知識的方

式有許多種，也會使用各式各樣不同的問題來測量政治知識，而不同的政治知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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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定義會產生不同的結果。在他們的調查中，政治知識測量題目分為三種：一、受訪

者能說出幾位該區國會議員候選人的名字；二、說出幾個選舉議題；三、辨別兩大主

要政黨候選人在三個議題上的立場（墮胎、提議Star Wars太空防禦系統、美國援助尼

加拉瓜反對軍）。同時，他們也指出，此三種政治知識有其難易度之分，分別是從最簡

單的到最困難的政治知識測量題。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是政治知識的長期變化趨勢，故採用四次資料的政治知識測

量題加以比較；而此四次所調查的政治知識測量題雖不盡相同，但句型類似，大部分

都包含了五個概念相近的政治知識問題，合組成政治知識指標，包含了政治人物的知

識、國際事務以及政治結構的知識。題目中的政治人物，大多是政治職位較大的政治

人物（如副總統），或是國際政治事務上知名人物（如美國總統、中國大陸國家主席），

也包含政治結構和權力知識（如立法委員任期、有權解釋憲法的機關）等等。這些政

治知識問題分別為： 

 

1. 請問您，現在的副總統（1995：台灣省長）是那一位？ 

2. 請問您，中國大陸國家主席（1995、1998：民進黨主席）是誰？ 

3.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4. 請問您，立法委員（1998：縣市長）的任期為幾年？ 

5. 請問您，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因為本研究探討的是資料的比較以及趨勢變化，為顧及資料間的一致性，故使用

相同或性質類似的政治知識測量題，以減少測量的誤差。3另外，由於主觀的知識測量

評估，可能會遭遇到較多的質疑，且相關研究大都採用客觀的事實知識測量，因此本

研究的政治知識測量題也採用事實知識的測量。同時，由於測量政治知識的方式有很

多，Jennings在1996年的研究中，即將測量政治知識的指標分為三種。本研究也試圖將

資料中的政治知識加以分類，以不同類型或不同難易度的政治知識，來區分受訪者的

                                                 
3 1995 年之政治知識測量題共有六題，其中詢問受訪者「在南太平洋進行核爆的國家」一題，因性質與

其他年度不同，以及顧及資料比較之一致性，故在本次資料分析中不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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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知識高低與媒介使用狀況的關連性。本研究認為，前述的政治知識測量題，可以

合併成為整組的政治知識，檢視民眾的整體政治知識；也可以分為政治結構與非政治

結構兩類，檢視民眾不同類型的個別政治知識。 

1. 整體政治知識 

政治知識量表共由五題政治知識測量題所組成，其中答對得一分，答錯或不知道

得零分，拒答或訪員漏問則設為遺漏值。將其視為連續變數，最高為得五分，最低為

得零分，即為整體政治知識。 

2. 政治結構知識 

政治結構知識即 Jennings（1996）所稱之「教科書的事實」。將政治知識中詢問「立

法委員（1998：縣市長）的任期為幾年？」以及「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兩題

劃分為政治結構知識測量題，其中答對得一分，答錯或不知道得零分，拒答或訪員漏

問則設為遺漏值。故結果為得兩分、得一分及得零分。 

3. 非政治結構知識 

非政治結構知識即 Jennings（1996）所稱之「時下的事件」。將政治知識中詢問「現

在的副總統（1995：台灣省長）是那一位？」、「中國大陸國家主席（1995、1998：民

進黨主席）是誰？」以及「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三題劃分為非政治結構知識測量

題，其中答對得一分，答錯或不知道得零分，拒答或訪員漏問則設為遺漏值。故結果

為得三分、得兩分、得一分及得零分。 

第三節 研究架構 

由前述之文獻、資料以及變項關係說明，推演出研究問題以及研究假設；依據本

研究之需要，將各個變項間關係與假設以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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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圖 3-1 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由於本研究最主要是希望探討媒介使用程度對政

治知識程度的關聯與影響，故主要的自變項為媒介使用程度，又可細分為報紙注意程

度與電視注意程度；而主要的應變項則為政治知識程度，又可分為政治結構知識程度

及非政治知識結構程度。此外，在控制變項的部份，則以人口變項來做控制，包括性

別、省籍、年齡、教育程度、政黨認同等。 

本研究假設，人口變項中不論是性別、省籍、年齡、教育程度或有無政黨認同等

個人背景，均對於媒介使用程度及政治知識程度有所影響；然而，本研究認為在控制

了人口變項等個人背景因素後，媒介使用程度的多寡，才是真正影響政治知識程度高

低的主要因素。 

人口變項 

 
性別 
省籍 
年齡 

教育程度 
政黨認同 

媒介使用程度 

 
報紙注意程度 
電視注意程度 

政治知識程度 
 

政治結構知識程度 
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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