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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主要將探討台灣選民媒介使用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之關聯性，並對可能

影響之因素做出分析。在第一節中，探討的是媒介使用與政治知識關聯之初步分析，

以及說明各主要變項之概況。而第二節則是延續第一節的初步統計分析結果，繼續深

入探討影響台灣選民政治知識的因素，並檢視各獨立變項對依變項政治知識的解釋

力，針對結果再予以說明與討論。 

第一節 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關聯之分析 

在第一節中可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本研究首先將對於台灣選民之政治知識程

度與媒介使用情形，作一個概略的描述，並以趨勢研究的角度切入，探討 1995 年至 2004

年的長期變動情形，討論造成此種現象的可能原因。 

接著在第二部分，則是探討人口變項與媒介使用程度變項等因素對總體政治知識

的影響，並將各年度資料分別檢視。第三部分，是探討人口變項與媒介使用程度變項

等因素對政治結構知識的影響，亦將各年度資料分別檢視。第四部分，亦探討人口變

項與媒介使用程度變項等因素對非政治結構知識的影響，將各年度資料分別檢視。 

最後，在第五部分，則比較三類政治知識在各個年度上的差異，並總結本節之研

究發現，做出可能之解釋。 

一、 台灣選民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概況描述 

前述之文獻探討點出了政治知識對於民主社會的重要性，而傳播媒介的使用也對

於政治知識的提供有莫大的促進與貢獻。正因為此二者對於民主政治有著密不可分的

關聯性，因此這兩者變動與否自然對於民主政治的健全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性。

然而，台灣選民之政治知識程度與媒介使用情形，在時序的變遷下，究竟有無隨之變

動？本研究將分為兩方面來討論，一為政治知識，包括了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

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情況的描述；另一為媒介使用，包括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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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情況的描述。 

（一） 政治知識－總體政治知識 

在政治知識的部分，先將各個年度測量政治知識的題目、樣本數以及正確百分比

列出，整理為表 4-1。 

表 4-1 總體政治知識測量題與回答正確率，1995-2004 年 

1995 年 1998 年 2001 年 2004 年  

正確百分比 正確百分比 正確百分比 正確百分比 

現在的台灣省長是誰？ 83.5    

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71.2 80.9 79.2 79.4 

民進黨現在的主席是誰？ 66.6 47.5   

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  91.4 93.9 94.2 

非
結
構
知
識 

中國大陸國家主席是誰？   70.7 25.5 

立法委員的任期是幾年？ 45.4  25.3 30.0 

哪個機關有權來解釋憲法？ 22.3 24.1 28.1 25.8 
結
構
知
識 請問您縣市長的任期是幾年？  78.1   

樣本數 (1485) (1207) (2022) (1258)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正確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2001、2004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從表 4-1 可以看出，各個年度的政治知識測量題各有五題，4分別由三題非政治結

構知識與兩題政治結構知識所組成；非政治結構知識大多詢問受訪者關於時下的政治

事實（current political facts），而政治結構知識則詢問受訪者關於政府運作的、較長期

的、教科書的事實（textbook facts）。 

以 1995 年的資料觀之，若將政治知識分為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來比

較，可以發現在非政治結構知識的部份，正確百分比都達到六成以上；而政治結構知

識的題目，正確百分率則均不到五成。1998 年、2001 年和 2004 年也都有相類似的情

形。因此，由約略的情形可以看出，各年度在政治結構知識測量題的部分，正確的比

例大都比非政治結構知識測量題來得低。 

                                                 
4 此四筆資料中，只有 1995 年之政治知識測量題共有六題，詳見前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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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表 4-1 也可發現一些例外的情形。在政治結構知識的部份，此四次資料

中只有在 1998 年詢問縣市長的任期時，回答正確的百分比高於五成。造成這種情形的

原因，可能是由於縣市長任期長期以來無變動，且縣市長選舉較貼近選民生活的緣故。

而在非政治結構知識的部份，則可以看到只有 1998 年詢問民進黨主席以及 2004 年詢

問中國國家主席的正確百分比低於六成。造成這種狀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 1998 年

7 月民進黨主席才剛由許信良改為林義雄，民眾還不熟悉的緣故；同樣地，中國大陸國

家主席江澤民才剛於 2003 年卸任，由胡錦濤接任，在 2004 年詢問台灣選民時，可能

還停留在江澤民的印象，導致正確百分比下降許多。 

此外，由於本研究希望了解政治知識之變動情形，故將前述之政治知識測量題相

加後成政治知識量表，答對得一分，答錯或不知道得 0 分，範圍從 0 分至 5 分；分數

愈高者，表示其政治知識愈高。再將各年度政治知識分數之個數、百分比及平均數、

標準差與樣本數整理後，如表 4-2 所示。 

表 4-2 總體政治知識分數次數分配表，1995-2004 年 

1995 年 1998 年 2001 年 2004 年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0 分 (186) 12.6  (51)  4.2  (94)  4.7  (54)  4.3 

1 分 (128)  8.6  (74)  6.2 (217) 10.8 (170) 13.7 

2 分 (162) 11.0 (167) 14.0 (272) 13.6 (418) 33.6 

3 分 (397) 26.9 (337) 28.1 (694) 34.6 (310) 24.8 

4 分 (385) 26.0 (391) 32.6 (493) 24.6 (213) 17.1 

5 分 (221) 15.0 (179) 14.9 (234) 11.7  (81)  6.5 

（樣本數） (1479) (1199) (2004) (1246) 

平均數 2.90 3.23 2.99 2.56 

標準差 1.56 1.28 1.31 1.23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行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觀察表 4-2 中得分為 0 的部分，可以看出從 1995 年的 12.6％、到 1998 年的 4.2％、

到 2001 年的 4.7％、到 2004 年的 4.3％，大致上的趨勢是下降的；而得分為 5 的部分

也可以看出，從 1995 年的 15.0％、到 1998 年的 14.9％、到 2001 年的 11.7％、到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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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 6.5％，趨勢大致上也是下降的。這代表了台灣選民的政治知識在完全錯誤或完全

正確的極端值比例下降了，也就是說，政治知識的趨勢是向中間靠攏，大部分的台灣

選民在政治知識上是偏向中程度。 

為了能對於總體政治知識分數在歷年變化的趨勢有所了解，本研究將四次的資料

合併，觀察各年度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的變化有無顯著差異，並以 ANOVA 統計檢定

分析之。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不同年度總體政治知識分數之統計檢定 

 總體政治知識分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93 1.37 (5928)   

 

2.90 1.56 (1479) 

3.23 1.28 (1199) 

2.99 1.31 (2004) 

年度 

    1 1995 年 

    2 1998 年 

    3 2001 年 

    4 2004 年 2.56 1.23 (1246) 

2>1; 1>4; 2>3; 

2>4; 3>4 

F(3, 5924)=52.165

p=.000 

說明：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根據表 4-3 的檢定結果顯示，除 1995 年及 2001 年之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不具顯

著差異外，其他各年度之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皆具顯著差異。由表 4-3 可以看出，1998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1995 年、2001 年及 2004 年的平均數；1995 年的總

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2004 年的平均數；而 2001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亦顯

著高於 2004 年的平均數。由此可以推測，基本上總體政治知識是呈現下滑的趨勢。 

然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由於本研究採用的四年度資料調查題目具部分差異（見

表 4-1），因此，雖可看出總體政治知識呈現下滑的趨勢，但現階段仍無法確認造成此

結果之原因（可能因題目改變造成），故仍須進行後續分析。 

（二） 政治知識－政治結構知識 

由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在詢問受訪者的問題上有相當差異，類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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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易度有所分別，影響兩者的因素也可能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認為政治結構知識與

非政治結構知識有分開探討的必要性。因此，本研究先探討相對上較難、類型上關於

政府運作與政治機制的政治結構知識。 

政治結構知識在各年度均由兩題政治知識測量題所組成，答對者得一分，答錯或

不知道者得零分，範圍從 0 分至 2 分；分數愈高者，表示其政治結構知識愈高。仿照

總體政治知識的處理方式，將各年度政治結構知識分數之個數、百分比及平均數、標

準差與樣本數整理後，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政治結構知識分數次數分配表，1995-2004 年 

1995 年 1998 年 2001 年 2004 年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0 分 (721) 48.7 (222) 18.5 (1185) 58.8 (716) 57.2 

1 分 (516) 34.8 (729) 60.5  (579) 28.8 (370) 29.6 

2 分 (245) 16.5 (252) 21.0  (250) 12.4 (165) 13.2 

（樣本數） (1482) (1203) (2014) (1251) 

平均數 0.68 1.02 0.54 0.56 

標準差 0.74 0.63 0.71 0.72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行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從表 4-4 中可以看出，在平均數的部分，從 1995 年的 0.68 分、1998 年的 1.02 分、

2001 年的 0.54 分，到 2004 年的 0.56 分，變動的幅度頗大；然而，除了 1998 年以外，

可以看出政治結構知識基本上是呈現下滑的趨勢。 

再觀察各年度得 0 分的百分比，可以發現除了 1998 年的 18.5％之外，其他三年都

是在五成上下（1995 年的 48.7％、2001 年的 58.8％、2004 年的 57.2％）；得 1 分的百

分比也有類似的情形，除了 1998 年的 60.5％之外，其他三年都是在三成上下（1995

年的 34.8％、2001 年的 28.8％、2004 年的 29.6％），可見 1998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測量

題可能較其他年度簡單。原因可由前述表 4-1 中發現，各年度詢問政治結構知識測量

題的部分，其他年度的問題是立法委員的任期為幾年，只有 1998 年問的是縣市長的任

期為幾年，題目上來說相較於其他三年較為簡單，或許因此才造成這種不同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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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本研究將四次資料合併，觀察各年度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的變化有無顯

著差異，並以 ANOVA 統計檢定分析之。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不同年度政治結構知識分數之統計檢定 

 政治結構知識分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0.68 0.73 (5950)   

 

0.68 0.74 (1482) 

1.02 0.63 (1203) 

0.54 0.71 (2014) 

年度 

    1 1995 年 

    2 1998 年 

    3 2001 年 

    4 2004 年 0.56 0.71 (1251) 

2>1; 1>3; 1>4;

2>3; 2>4 

F(3, 5946)=137.568

p=.000 

說明：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根據表 4-5 的檢定結果顯示，除 2001 年及 2004 年之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不具顯

著差異外，其他各年度之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皆具顯著差異。由表 4-5 可以看出，1998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1995 年、2001 年及 2004 年的平均數；1995 年的政

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2001 年及 2004 年的平均數。由於 1995 年及 1998 年的政

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 2001 年及 2004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因此，本研

究可以推測，台灣選民的政治結構知識變化趨勢是逐漸下降的。 

然與總體政治知識相同，由於各年度題目具差異性，因此現階段仍無法確認政治

結構知識變化之成因，仍須後續進行分析。 

（三） 政治知識－非政治結構知識 

在政治知識的最後一部分，則是討論多屬時下政治事實問題、相對上較簡單的非

政治結構知識分佈狀況。同樣地，將各年度非政治結構知識分數之個數、百分比及平

均數、標準差整理後，如表 4-6 所示。 

非政治結構知識在各年度由三題政治知識測量題所組成，答對者得一分，答錯或

不知道者得零分，範圍從 0 分至 3 分，分數愈高者，表示其非政治結構知識愈高。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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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中可以看出，在平均數的部分，從 1995 年的 2.22 分、1998 年的 2.21 分、2001

的 2.45 分到 2004 年的 2.00 分，仍有些許變動。 

表 4-6 非政治結構知識分數次數分配表，1995-2004 年 

1995 年 1998 年 2001 年 2004 年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0 分 (202) 13.7  (74)  6.2  (100)  5.0  (55)  4.4 

1 分 (157) 10.6 (148) 12.4  (246) 12.2 (201) 16.1 

2 分 (234) 15.8 (433) 36.1  (318) 15.8 (678) 54.3 

3 分 (886) 59.9 (545) 45.4 (1346) 67.0 (314) 25.2 

（樣本數） (1479) (1200) (2010) (1248) 

平均數 2.22 2.21 2.45 2.00 

標準差 1.10 0.88 0.89 0.77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行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再看表 4-6 中得 0 分的比例，除了 1995 年的 13.7％以外，其餘三年的比例均低於

一成（1998 年的 6.2％、2001 年的 5.0％、2004 年的 4.4％），有逐漸下降的趨勢。這也

可能代表了台灣選民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極端值減少了，是向非政治結構知識的中

間程度靠攏。然而，若再觀察各年度得 3 分的比例，則可以發現變動頗大，從 1995 年

的近六成，1998 年的四成五、2001 年的六成七，到 2004 年的二成五。這個部份的討

論與可能解釋留待稍後再詳細說明。 

最後，本研究亦觀察各年度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的變化有無顯著差異，並以

ANOVA 統計檢定分析之。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7 所示。 

根據表 4-7 的檢定結果顯示，除 1995 年及 1998 年之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不具

顯著差異外，其他各年度之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皆具顯著差異。由表 4-7 可以看出，

2001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1995 年、1998 年及 2004 年的平均數；1995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2004 年的平均數；而 1998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亦顯著高於 2004 年的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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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年度非政治結構知識分數之統計檢定 

 非政治結構知識分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25 0.94 (5937)   

 

2.22 1.10 (1479) 

2.21 0.88 (1200) 

2.45 0.89 (2010) 

年度 

    1 1995 年 

    2 1998 年 

    3 2001 年 

    4 2004 年 2.00 0.77 (1248) 

3>1; 1>4; 3>2;

2>4; 3>4 

F(3, 5933)=62.234,

p=.000 

說明：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雖然表 4-7 可以看得出 2001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是歷年最高的，與 1995

年及 1998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相較都得來高，但由於 2004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

識平均數是歷年最低的，且顯著低於 1995 年及 1998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因

此，雖然在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上有所變動，但台灣選民的非政治結構知識仍然有

逐漸下降的變化趨勢。 

非政治結構知識亦存在每年度題目具差異性的問題，無法確認趨勢變化之成因。

有關題目改變造成無法確認政治知識變化成因的問題，下個部份將有更詳細的討論與

分析。 

（四） 政治知識－綜觀政治知識及可能成因 

由於本研究主要的分析變項為政治知識之變動情形，特將 1995 年至 2004 年之整

體政治知識平均數、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分佈情形製圖，如

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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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項政治知識平均分數分佈圖 

在此，本研究試圖對於台灣選民歷年來的政治知識變化情形做出可能的解釋。對

照表 4-3、表 4-5、表 4-7 與圖 4-1 可知，總體政治知識在 1995 年及 2001 年無顯著差

異，1995-1998 年總體政治知識趨勢呈現持續上升，但 2001 年時又下降至 1995 年之水

準，而 2001-2004 年間則呈現持續下降；在政治結構知識的部分，2001 年及 2004 年無

顯著差異，1998 年前政治結構知識呈顯著上升之趨勢，但 2001 起政治結構知識無顯著

變化；最後在非政治結構知識的部分，1995 年及 1998 年無顯著差異，1998 年前非政

治結構知識無明顯變化，但 2001 年起非政治結構知識則呈現顯著下降之趨勢。 

由上述分析發現，政治結構知識及非政治結構知識可分為 1995-1998 年及

2001-2004 年兩個部分討論。1995-1998 年政治結構知識持續上升，但非政治結構知識

維持不變；2001-2004 年政治結構知識維持不變，但非政治結構知識持續下降。此外，

由於四年度中僅有 2001 年及 2004 年題目完全一致，因此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

提出以下結論： 

1. 1995-1998年總體政治知識上升成因為政治結構知識 

雖然 1995-1998 年的調查題目具差異性，但兩年度非政治結構知識檢定結果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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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異，即此階段非政治結構知識無顯著變化，因此總體政治知識上升應由政治結構

知識所造成。 

2. 2001-2004年總體政治知識下降成因為非政治結構知識 

由於 2001-2004 年不論政治結構知識或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調查題目皆一致，且兩

年度政治結構知識檢定結果無顯著差異，即此階段政治結構知識無顯著變化，因此總

體政治知識下降應由非政治結構知識所造成。 

3. 2001年後台灣選民之政治知識確實呈現明顯下降趨勢 

因 2001-2004 年調查題目皆一致，且 2001 年及 2004 年總體政治知識檢定亦呈現

顯著差異，顯示 2001 年以後台灣選民之政治知識確實呈現明顯下降。 

（五） 媒介使用－報紙注意程度 

接著分析媒介使用的部分，也是本研究中相當重要的獨立變項，分為兩種媒介討

論，各為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在此先討論報紙的注意程度分佈情形。 

在報紙注意程度方面，依注意程度的不同分為 1-4 分，分數愈高者，表示其報紙

注意程度愈高。將各年度報紙注意程度分數之個數、百分比及樣本數、平均數與標準

差整理後，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報紙注意程度次數分配表，1995-2004 年 

1995 1998 2001 2004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1 分 (497) 36.8 (446) 38.1 (935) 47.1 (254) 20.6 

2 分 (221) 16.3 (135) 11.5 (235) 11.8 (321) 26.1 

3 分 (421) 31.2 (430) 36.6 (620) 31.2 (471) 38.3 

4 分 (212) 15.7 (162) 13.8 (196)  9.9 (183) 14.9 

（樣本數） (1351) (1173) (1986) (1229) 

平均數 2.26 2.26 2.04 2.48 

標準差 1.12 1.11 1.08 0.98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行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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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 4-8 中得分為 1 的部分，可以看出從 1995 年的 36.8％、1998 年的 38.1％、

到 2001 年升至 47.1％、最後到 2004 年再降至 20.6％，變動起伏頗大；而得分為 4 的

部分則變動不多，從 1995 年的 15.7％、到 1998 年的 13.8％、到 2001 年降至 9.9％、

2004 年再升至 14.9％。 

為了能對於報紙注意程度在歷年變化的趨勢有所了解，本研究將四次的資料合

併，觀察各年度報紙注意程度的變化有無顯著差異，並以 ANOVA 統計檢定分析之。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9 所示。 

表 4-9 不同年度報紙注意程度之統計檢定 

 非政治結構知識分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23 1.09 (5740)   

 

2.26 1.12 (1351) 

2.26 1.11 (1173) 

2.04 1.09 (1987) 

年度 

    1 1995 年 

    2 1998 年 

    3 2001 年 

    4 2004 年 2.48 0.98 (1230) 

1>3; 2>3; 4>1;

4>2; 4>3 

F(3, 5735)=42.983,

p=.000 

說明：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根據表 4-9 的檢定結果顯示，除 1995 年及 1998 年之報紙注意程度不具顯著差異

外，其他各年度之報紙注意程度皆具顯著差異。由表 4-9 可以看出，1995 年的報紙注

意程度顯著高於 2001 年；1998 年的報紙注意程度顯著高於 2001 年；而 2004 年的報紙

注意程度顯著高於 1995 年、1998 年及 2001 年。 

因此，從資料分析的結果看來，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歷年來並未呈現明顯趨

勢走向。然而，在分析的原始資料中可以發現，完全不看報紙的人，有愈來愈多的趨

勢（未呈現），而這也是在報紙媒介使用上很大的隱憂。 

（六） 媒介使用－電視注意程度 

最後在媒介使用的部分，討論的是電視注意程度在各年度的分佈趨勢。與報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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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度的分類相似，在電視注意程度方面，依注意程度的不同分為 1-4 分，分數愈高

者，表示其電視注意程度愈高。將各年度報紙注意程度分數之個數、百分比及樣本數、

平均數與標準差整理後，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電視注意程度次數分配表，1995-2004 年 

1995 1998 2001 2004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個數 百分比 

1 分 (160) 11.8  (78)  6.7 (194)  9.9 (159) 12.8 

2 分 (254) 18.7 (179) 15.2 (435) 22.2 (311) 25.0 

3 分 (565) 41.6 (629) 53.5 (945) 48.1 (559) 44.9 

4 分 (380) 27.9 (289) 24.6 (390) 19.8 (215) 17.3 

（樣本數） (1359) (1175) (1964) (1244) 

平均數 2.86 2.96 2.78 2.67 

標準差 0.96 0.81 0.88 0.91 

說明：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行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觀察表 4-10 中得分為 1 的部分，可以看出從 1995 年的 11.8％、降至 1998 年的 6.7

％、到 2001 年升至 9.9％、最後到 2004 年再升至 12.8％，變動起伏頗大；而得分為 4

的部分則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從 1995 年的 27.9％、到 1998 年的 24.6％、到 2001 年的

19.8％、2004 年再降至 17.3％。這表示台灣選民在觀看電視時非常注意的比例可能有

會逐漸下降的趨勢。 

同樣地，為觀察電視注意程度在歷年變化的趨勢有無顯著差異，本研究以 ANOVA

統計檢定方法分析，結果如表 4-11 所示。 

根據表 4-11 的檢定結果顯示，除 1995 年及 2001 年之電視注意程度不具顯著差異

外，其他各年度之電視注意程度皆具顯著差異。由表 4-11 可以看出，1998 年的電視注

意程度顯著高於 1995 年、2001 年及 2004 年；1995 年的電視注意程度顯著高於 2004

年；而 2001 年的電視注意程度顯著高於 2004 年。這個結果顯示，除了 1998 年的電視

注意程度較高以外，在 1998 年後的電視注意程度隨時間而有顯著持續的下降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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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同年度電視注意程度之統計檢定 

 非政治結構知識分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81 0.90 (5744)   

 

2.86 0.96 (1360) 

2.96 0.82 (1176) 

2.78 0.88 (1965) 

年度 

    1 1995 年 

    2 1998 年 

    3 2001 年 

    4 2004 年 2.67 0.91 (1243) 

2>1; 2>3; 2>4;

1>4; 3>4 

F(3, 5739)=23.933,

p=.000 

說明：資料來源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以及 2001、2004 年「台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然而，與報紙媒介使用正好相反的是，在分析的原始資料中可以發現，看電視的

人，有愈來愈多的趨勢（未呈現），但相對的注意程度卻未隨之增加，反而還有下降的

趨勢。這或許暗示了，看電視的人愈來愈多，但卻沒有「注意看」。 

二、 台灣選民總體政治知識歷年概況分析 

在了解台灣選民政治知識程度與媒介使用情形概況之後，接著所要討論的是本研

究之主要依變項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與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變項的關聯以及

影響性。本研究運用統計分析來檢視總體政治知識與各項因素在歷年的變化情形，並

依據主題分類，詳述各年度的總體政治知識影響因素。 

（一） 總體政治知識－1995年 

首先，在 1995 年的部分，本研究將檢視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變項在總體政治知

識上有無差異。人口變項的部分包含了性別、省籍、年齡、教育程度以及有無政黨認

同；媒介使用變項的部分，則包含了報紙注意程度以及電視注意程度，並依據受訪者

的回答分為不注意者（完全不看、一點都不注意、不太注意者）以及注意者（有點注

意、非常注意者），便利統計分析之需。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2 所示，

分別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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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影響總體政治知識之統計檢定，1995 年 

 總體政治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90 1.56 (1479)   

 

3.41 1.36  (760) 

性別 

       男性 

       女性 2.36 1.58  (719) 

NA 

t=13.613 

df=1421.128 

p=.000 

 

2.62 1.60  (233) 

2.85 1.57 (1026)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3.54 1.23  (207) 

1<3; 2<3 
F(2,1462)=22.535

p=.000 

 

3.27 1.32  (791) 

2.74 1.59  (455)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1.93 1.79  (232) 

2<1; 3<1; 3<2 
F(2,1475)=76.372

p=.000 

 

1.73 1.52  (449) 

3.15 1.32  (678)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3.94 0.98  (348) 

1<2; 1<3; 2<3 
F(2,1472)=300.158

p=.000 

 

3.17 1.43  (952) 

政黨認同 

        有 

        無 2.56 1.55  (332) 

NA 

t=-6.271 

df=538.904 

 p=.000 

 

2.24 1.64  (714)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3.53 1.17  (631) 

NA 

t=-16.718 

df=1286.663 

p=.000 

 

2.08 1.73  (414)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3.26 1.35  (941) 

NA 

t=-12.370 

df=642.838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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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變項 

從表 4-12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大陸各省市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以及本省閩南

人。關於年齡的部分，青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年人以及老年人，而

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表示青年人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最

高，其次是中年人，而老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

高教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

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總體政

治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

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接著看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2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

相較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

體政治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

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

總體政治知識程度較高。 

（二） 總體政治知識－1998年 

接著，在 1998 年的部分，亦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總體政治知識上有無

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3 所示，分別依人

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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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影響總體政治知識之統計檢定，1998 年 

 總體政治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3.23 1.28 (1200)   

 

3.57 1.21  (606) 

性別 

       男性 

       女性 2.89 1.25  (594) 

NA 

t=9.649 

df=1198 

p=.000 

 

2.97 1.36  (168) 

3.26 1.26  (873)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3.47 1.19  (145) 

1<2; 1<3 
F(2,1182)=6.186

p=.002 

 

3.40 1.13  (578) 

3.40 1.22  (401)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2.49 1.49  (221) 

3<1; 3<2 
F(2,1196)=49.657

p=.000 

 

2.54 1.34  (392) 

3.36 1.12  (544)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4.00 0.93  (262) 

1<2; 1<3; 2<3 
F(2,1195)=129.639

p=.000 

 

3.45 1.11  (796) 

政黨認同 

        有 

        無 2.89 1.41  (338) 

NA 

t=-6.446 

df=523.384 

p=.000 

 

2.72 1.35  (578)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3.75 0.96  (587) 

NA 

t=-15.033 

df=1039.083 

p=.000 

 

2.46 1.45  (255)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3.46 1.11  (914) 

NA 

t=-10.234 

df=341.712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49

1. 人口變項 

從表 4-13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與 1995 年不同的是，大陸各省市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

客家人，而本省閩南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亦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但本省閩南人

與大陸各省市人則無顯著差異。關於年齡的部分，也與 1995 年有所差異，青年人與中

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

則無顯著差異；表示老年人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高

教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

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總體政治

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無

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在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3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

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政

治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

政治知識程度較高。在媒介使用的部分與 1995 年的情形大致相同。 

（三） 總體政治知識－2001年 

接下來看 2001 年的部分，亦檢視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變項在總體政治知識上有

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4 所示，分別依

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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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影響總體政治知識之統計檢定，2001 年 

 總體政治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99 1.31 (2005)   

 

3.32 1.19 (1021) 

性別 

       男性 

       女性 2.64 1.33  (984) 

NA 

t=12.183 

df=1962.209 

p=.000 

 

3.01 1.30  (224) 

2.96 1.32 (1525)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3.44 1.01  (199) 

1<3; 2<3 
F(2,1945)=12.365

p=.000 

 

3.23 1.17  (979) 

3.10 1.19  (689)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2.03 1.48  (337) 

3<1; 3<2 
F(2,2001)=123.022

p=.000 

 

2.23 1.35  (659) 

3.12 1.10  (876)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3.81 0.97  (463) 

1<2; 1<3; 2<3 
F(2,1994)=261.972

p=.000 

 

3.29 1.13 (1194) 

政黨認同 

        有 

        無 2.61 1.36  (723) 

NA 

t=-11.288 

df=1313.338 

p=.000 

 

2.61 1.34 (1160)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3.52 1.03  (809) 

NA 

t=-16.902 

df=1948.259 

p=.000 

 

2.44 1.41  (624)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3.28 1.13 (1324) 

NA 

t=-13.134 

df=1007.045 

p=.000 

資料來源：2001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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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變項 

從表 4-14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又與前述的 1995 年相似，大陸各省市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

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人。關於年齡的部分，情形與 1998 年相似，青年人與中年人的總

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則無顯著

差異；表示老年人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

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

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

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

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在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4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

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政

治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

政治知識程度較高。媒介使用部分與前述 1995、1998 年的情形相似。 

（四） 總體政治知識－2004年 

最後是 2004 年的部分，同樣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總體政治知識上有無

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5 所示，分別依人

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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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影響總體政治知識之統計檢定，2004 年 

 總體政治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56 1.23 (1246)   

 

2.91 1.20  (631) 

性別 

       男性 

       女性 2.20 1.16  (615) 

NA 

t=10.704 

df=1244 

p=.000 

 

2.64 1.15  (190) 

2.54 1.21  (874)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3.01 1.26  (125) 

1<3; 2<3 
F(2,1186)=8.437

p=.000 

 

2.65 1.12  (562) 

2.79 1.18  (462)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1.86 1.35  (221) 

3<1; 3<2 
F(2,1242)=49.047

p=.000 

 

1.71 1.19  (278) 

2.56 1.09  (564)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3.16 1.09  (403) 

1<2; 1<3; 2<3 
F(2,1241)=138.487

p=.000 

 

2.77 1.15  (840) 

政黨認同 

        有 

        無 2.25 1.22  (345) 

NA 

t=-6.751 

df=607.961 

p=.000 

 

2.20 1.20  (567)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2.92 1.14  (652) 

NA 

t=-10.673 

df=1172.615 

p=.000 

 

2.24 1.27  (464)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2.76 1.15  (767) 

NA 

t=-7.187 

df=900.925 

p=.000 

資料來源：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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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變項 

從表 4-15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與前述的 1995、2001 年相似，大陸各省市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

於本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人。關於年齡的部分，情形與 1998、2001 年相似，青年人與

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

數則無顯著差異；表示老年人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

高教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

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總體政

治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

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在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5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

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政

治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總體

政治知識程度較高。媒介使用的部分與前述 1995、1998、2001 年的情形均相似。 

三、 台灣選民政治結構知識歷年概況分析 

前述部分中說明了台灣選民總體政治知識程度與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程度變項的

關聯性，而本研究的重點是針對政治知識的不同類型作分析與比較，因此接下來將總

體政治知識中的政治結構知識獨立出來作個別說明。同樣地，如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的

分析方式，在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部分也將運用統計分析來檢視政治結構知識與各項

因素在歷年的變化情形，並依據主題分類，詳述各年度的政治結構知識影響因素。 

 

 



 54

（一） 政治結構知識－1995年 

在 1995 年的部分，本研究比照總體政治知識的處理方式，檢視人口變項以及媒介

使用變項在政治結構知識上有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

定結果如表 4-16 所示，分別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從表 4-16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

人。關於年齡的部分，青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年人及老年人。在教

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

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

度者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

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

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在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6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

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治結

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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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影響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1995 年 

 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0.68 0.74 (1481)   

 

0.86 0.78  (761) 

性別 

       男性 

       女性 0.49 0.64  (720) 

NA 

t=10.115 

df=1450.612 

p=.000 

 

0.55 0.68  (233) 

0.66 0.75 (1027)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0.91 0.74  (208) 

1<3; 2<3 
F(2,1465)=13.796

p=.000 

 

0.80 0.75  (791) 

0.59 0.71  (456)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0.45 0.66  (233) 

2<1; 3<1 
F(2,1478)=25.559

p=.000 

 

0.28 0.50  (451) 

0.70 0.72  (678)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1.15 0.75  (348) 

1<2; 1<3; 2<3 
F(2,1475)=167.501

p=.000 

 

0.78 0.75  (953) 

政黨認同 

        有 

        無 0.54 0.68  (333) 

NA 

t=-5.074 

df=1284 

p=.000 

 

0.48 0.67  (716)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0.87 0.76  (632) 

NA 

t=-9.929 

df=1346 

p=.000 

 

0.48 0.69  (415)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0.78 0.75  (942) 

NA 

t=-7.144 

df=856.615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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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結構知識－1998年 

接下來看 1998 年的部分，同樣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政治結構知識上有

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7 所示，分別依

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表 4-17 中呈現出，在性別部分，男性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在省

籍方面，與 1995 年不同的是，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

人，而本省閩南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亦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但本省閩南人與大

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關於年齡的部分，也與 1995 年有所

差異，青年人與中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政

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表示老年人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

教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

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

程度者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

低。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

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關於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17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

相較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

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大致情形均與 1995 年相似。 

 

 



 57

 

表 4-17 影響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1998 年 

 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1.02 0.63 (1203)   

 

1.15 0.65  (608) 

性別 

       男性 

       女性 0.90 0.58  (595) 

NA 

t=7.063 

df=1189.311 

p=.000 

 

0.85 0.66  (168) 

1.04 0.60  (877)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1.17 0.68  (145) 

1<2; 1<3 
F(2,1186)=10.868

p=.000 

 

1.09 0.65  (582) 

1.08 0.58  (401)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0.76 0.59  (221) 

3<1; 3<2 
F(2,1200)=24.711

p=.000 

 

0.76 0.51  (392) 

1.01 0.59  (547)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1.45 0.64  (263) 

1<2; 1<3; 2<3 
F(2,1199)=114.563

p=.000 

 

1.10 0.60  (800) 

政黨認同 

        有 

        無 0.91 0.66  (338) 

NA 

t=-4.478 

df=582.008 

p=.000 

 

0.84 0.60  (579)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1.21 0.60  (590) 

NA 

t=-10.552 

df=1167 

p=.000 

 

0.74 0.65  (255)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1.10 0.60  (918) 

NA 

t=-8.185 

df=382.353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58

（三） 政治結構知識－2001年 

在 2001 年的部分，同樣地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政治結構知識上有無差

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8 所示，分別依人口

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從表 4-18 中可以發現，在性別部分，男性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與 1995、1998 年均有所差異，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

高於本省閩南人，本省閩南人與本省客家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關

於年齡的部分，也與 1995、1998 年有所不同，青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中年人及老年人，而中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表示青年人之政

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年人，而老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

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

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

育程度者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

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媒介使用程度上，從表 4-18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方面，注意者相較於不

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治結構知

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相較於

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政治結構

知識程度較高。此部分之大致情形均與 1995、1998 年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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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影響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2001 年 

 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0.54 0.71 (2013)   

 

0.68 0.75 (1024) 

性別 

       男性 

       女性 0.39 0.63  (990) 

NA 

t=9.575 

df=1973.559 

p=.000 

 

0.54 0.72  (225) 

0.53 0.70 (1529)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0.69 0.72  (202) 

2<3 
F(2,1952)=4.677

p=.009 

 

0.63 0.73  (980) 

0.53 0.70  (692)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0.28 0.54  (341) 

2<1; 3<1; 3<2 
F(2,2010)=32.332

p=.000 

 

0.24 0.51  (665) 

0.51 0.68  (878)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0.99 0.75  (464) 

1<2; 1<3; 2<3 
F(2,2003)=183.296

p=.000 

 

0.63 0.74 (1199) 

政黨認同 

        有 

        無 0.41 0.64  (724) 

NA 

t=-7.009 

df=1690.721 

p=.000 

 

0.39 0.62 (1166)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0.75 0.76  (811) 

NA 

t=-11.000 

df=1515.349 

p=.000 

 

0.37 0.61  (627)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0.62 0.73 (1330) 

NA 

t=-8.082 

df=1456.443 

p=.000 

資料來源：2001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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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結構知識－2004年 

最後在 2004 年的部分，亦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政治結構知識上有無差

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19 所示，分別依人口

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表 4-19 顯示，在性別部分，男性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在省籍方

面，與 1995 年的情況相似，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

及本省閩南人。關於年齡的部分，與 1998 年的情況類似，青年人與中年人的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則無顯著差異；

表示老年人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者的政

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

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

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的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

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最後關於媒介使用程度方面，從表 4-19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方面，注意

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

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

意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

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在媒介注意程度的部分，本研究之四筆資料情形均大致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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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影響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2004 年 

 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0.56 0.72 (1251)   

 

0.71 0.74  (632) 

性別 

       男性 

       女性 0.40 0.65  (620) 

NA 

t=7.841 

df=1235.024 

p=.000 

 

0.55 0.73  (192) 

0.55 0.71  (876)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0.82 0.77  (126) 

1<3; 2<3 
F(2,1191)=8.366

p=.000 

 

0.57 0.72  (565) 

0.65 0.75  (463)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0.34 0.56  (223) 

3<1; 3<2 
F(2,1248)=14.576

p=.000 

 

0.25 0.49  (279) 

0.46 0.66  (566)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0.91 0.78  (404) 

1<2; 1<3; 2<3 
F(2,1246)=89.435

p=.000 

 

0.64 0.73  (844) 

政黨認同 

        有 

        無 0.44 0.66  (345) 

NA 

t=-4.499 

df=703.706 

p=.000 

 

0.40 0.64  (571)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0.72 0.75  (653) 

NA 

t=-8.097 

df=1220.608 

p=.000 

 

0.44 0.68  (467)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0.63 0.73  (770) 

NA 

t=-4.743 

df=1037.526 

p=.000 

資料來源：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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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選民非政治結構知識歷年概況分析 

在了解政治結構知識情況後，接續前述部分，繼續討論非政治結構知識。同樣地，

如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分析方式，亦將運用統計分析來檢視非政治結構知識與各項因

素在歷年的變化情形，並依據主題分類，詳述各年度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影響因素。 

（一） 非政治結構知識－1995年 

首先在 1995 年的部分，本研究比照政治結構知識的處理方式，檢視人口變項及媒

介使用變項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有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

計檢定結果如表 4-20 所示，分別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表 4-20 顯示，在性別部分，男性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在省籍

方面，大陸各省市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人。關

於年齡的部分，青年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年人及老年人，而中年人

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表示青年人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

其次為中年人，老年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對來說最低。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

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

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

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關於媒介使用程度方面，從表 4-20 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於

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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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影響非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1995 年 

 非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22 1.10 (1480)   

 

2.55 0.86  (760) 

性別 

       男性 

       女性 1.87 1.21  (720) 

NA 

t=12.275 

df=1286.735 

p=.000 

 

2.07 1.19  (233) 

2.18 1.10 (1026)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2.63 0.78  (207) 

1<3; 2<3 
F(2,1462)=17.832

p=.000 

 

2.47 0.88  (791) 

2.15 1.14  (456)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1.48 1.32  (232) 

2<1; 3<1; 3<2 
F(2,1476)=82.846

p=.000 

 

1.44 1.26  (449) 

2.45 0.90  (678)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2.79 0.52  (348) 

1<2; 1<3; 2<3 
F(2,1472)=227.418

p=.000 

 

2.40 0.97  (952) 

政黨認同 

        有 

        無 2.02 1.14  (332) 

NA 

t=-5.309 

df=505.327 

p=.000 

 

1.76 1.23  (715)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2.66 0.72  (631) 

NA 

t=-16.742 

df=1174.699 

p=.000 

 

1.60 1.29  (414)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2.49 0.89  (941) 

NA 

t=-12.695 

df=591.405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5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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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政治結構知識－1998年 

接著看 1998 年的部分，同樣檢視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變項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

有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21 所示，分別

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從表 4-21 的呈現可知，在性別部分，男性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

在省籍方面，與 1995 年的分析有些許差異，大陸各省市人與本省閩南人的非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關於年齡的部分，亦與 1995 年的狀況不完全相同，

資料顯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在教育程度方

面，高教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

而中教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

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

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

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在媒介使用程度的部分，從表 4-21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

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非政

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

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

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基本上有關媒介使用程度方面，與 1995 年沒有什麼顯著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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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影響非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1998 年 

 非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21 0.88 (1201)   

 

1.15 0.65  (608) 

性別 

       男性 

       女性 0.90 0.58  (595) 

NA 

t=7.063 

df=1189.311 

p=.000 

 

0.85 0.66  (168) 

1.04 0.60  (877)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1.17 0.68  (145) 

1<2; 1<3 
F(2,1186)=10.868

p=.000 

 

1.09 0.65  (582) 

1.08 0.58  (401)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0.76 0.59  (221) 

3<1; 3<2 
F(2,1200)=24.711

p=.000 

 

0.76 0.51  (392) 

1.01 0.59  (547)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1.45 0.64  (263) 

1<2; 1<3; 2<3 
F(2,1199)=114.563

p=.000 

 

1.10 0.60  (800) 

政黨認同 

        有 

        無 0.91 0.66  (338) 

NA 

t=-4.478 

df=582.008 

p=.000 

 

0.84 0.60  (579)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1.21 0.60  (590) 

NA 

t=-10.552 

df=1167 

p=.000 

 

0.74 0.65  (255)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1.10 0.60  (918) 

NA 

t=-8.185 

df=382.353 

p=.000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98 年立法委員面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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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政治結構知識－2001年 

2001 年的資料分析，同樣也是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

有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22 所示，分別

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表 4-22 統計分析顯示，在性別部分，男性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上顯著大於女

性。在省籍方面，與 1995 年的分析結果相似，大陸各省市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

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人。關於年齡的部分，與 1998 年的情況相似，資料顯

示青年人與中年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

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

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最高，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相

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有政黨認同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

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有關媒介使用程度方面，從表 4-22 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較於

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意者

相較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者之

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關於媒介使用程度方面，2001 年與 1995、1998 年無明顯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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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影響非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2001 年 

 非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45 0.89 (2010)   

 

2.64 0.73 (1021) 

性別 

       男性 

       女性 2.25 0.99  (989) 

NA 

t=10.147 

df=1811.136 

p=.000 

 

2.47 0.86  (224) 

2.43 0.90 (1529)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2.74 0.54  (199) 

1<3; 2<3 
F(2,1949)=11.379

p=.000 

 

2.60 0.73  (981) 

2.57 0.76  (691)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1.75 1.18  (338) 

3<1; 3<2 
F(2,2006)=144.712

p=.000 

 

1.98 1.10  (662) 

2.61 0.72  (877)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2.82 0.46  (464) 

1<2; 1<3; 2<3 
F(2,1999)=169.548

p=.000 

 

2.66 0.69 (1197) 

政黨認同 

        有 

        無 2.20 0.99  (724) 

NA 

t=-10.847 

df=1150.800 

p=.000 

 

2.22 1.01 (1164)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2.77 0.54  (810) 

NA 

t=-15.702 

df=1862.470 

p=.000 

 

2.07 1.06  (626)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2.66 0.68 (1326) 

NA 

t=-12.709 

df=874.352 

p=.000 

資料來源：2001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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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政治結構知識－2004年 

最後，2004 年的統計分析，同樣也是檢視人口變項及媒介使用變項在非政治結構

知識上有無差異，探討變項同前述說明。t-test 及 ANOVA 統計檢定結果如表 4-23 所示，

分別依人口變項以及媒介使用程度個別說明之。 

1. 人口變項 

表 4-23 顯示，在性別部分，男性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女性。在省籍

方面，與 1995、1998、2001 年的分析結果均有少許不同，大陸各省市人的非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閩南人，但本省客家人與本省閩南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

數則無顯著差異。關於年齡的部分，與 1998、2001 年的情況相似，青年人與中年人的

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老年人。在教育程度方面，高教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

構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非政治結構

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表示高教育程度者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最高，

其次是中教育程度者，而低教育程度者相對來說最低。最後，在有無政黨認同的部分，

有政黨認同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 

2. 媒介使用程度 

最後關於媒介使用程度上，從表 4-23 中可以看出，在報紙注意程度上，注意者相

較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閱讀報紙新聞時較注意者之非

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另外，在電視注意程度上，與報紙注意程度的情形相似，注

意者相較於不注意者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顯著較高，亦即觀看電視新聞時較注意

者之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較高。總結來說，在媒介使用程度方面，此四年的資料結果

是極為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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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影響非政治結構知識之統計檢定，2004 年 

 非政治結構知識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Scheffe 檢定 統計檢定 

總計 2.00 0.77 (1248)   

 

2.20 0.72  (631) 

性別 

       男性 

       女性 1.80 0.76  (617) 

NA 

t=9.620 

df=1239.844 

p=.000 

 

2.09 0.69  (190) 

1.99 0.77  (875) 

省籍 

    1 本省客家 

    2 本省閩南 

    3 大陸各省 2.20 0.72  (126) 

2<3 
F(2,1187)=4.815

p=.008 

 

2.09 0.65  (562) 

2.13 0.69  (463) 

年齡 

     1 青年人 

     2 中年人 

     3 老年人 1.52 0.99  (222) 

3<1; 3<2 
F(2,1244)=58.612

p=.000 

 

1.46 0.92  (279) 

2.09 0.68  (564) 

教育 

     1 低程度 

     2 中程度 

     3 高程度 2.25 0.57  (403) 

1<2; 1<3; 2<3 
F(2,1243)=111.239

p=.000 

 

2.13 0.68  (841) 

政黨認同 

        有 

        無 1.81 0.81  (345) 

NA 

t=6.511 

df=554.225 

p=.000 

 

1.80 0.82  (568) 

報紙 

      不注意 

       注意 2.20 0.64  (653) 

NA 

t=-9.386 

df=1067.883 

p=.000 

 

1.80 0.85  (465) 

電視 

      不注意 

       注意 2.13 0.68  (768) 

NA 

t=-7.028 

df=818.642 

p=.000 

資料來源：2004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五、 小結 

本節探討台灣選民媒介使用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之關聯性，依據研究主題將

政治知識分為總體政治知識及政治結構／非政治結構知識，並加入時間因素作分析，

研究各個變項的趨勢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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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知識程度與媒介使用概況 

在台灣選民之政治知識程度與媒介使用情形方面，無論在各個年度上，答對政治

結構知識測量題的比例均偏低，顯示政治結構知識較有困難度；而由於政治結構知識

多屬長期的、關於政治機制的教科書事實，所以本研究也預期政治結構知識與受訪者

的教育程度有很大的關聯性。綜觀比較各年度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分數，自 2001 年後

即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就算台灣選民平均受教育年數增加、媒介發達，應有更多潛

在的管道能夠獲取政治知識，但就分析結果看來，台灣選民的政治知識程度仍然是不

易提升，甚至隨著時間而逐年下降。這個結果不但驗證了本研究的假設一：「台灣選民

的整體政治知識程度，不會因時序的變遷而增加」，甚至還呈現減少的趨勢。然而，結

果中也發現，大部分台灣選民在政治知識上是偏向中程度，完全錯誤或完全正確的極

端值比例也下降了。 

將政治結構／非政治結構知識個別獨立分析時，除了 1998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題可

能因較簡單而使得平均數升高以外，基本上各年度的政治結構知識是呈現下滑的趨

勢。而在非政治結構知識題方面，除了 2001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較高以外，整體而言

仍是呈現下降的趨勢。2001 年的平均分數略微提升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非政治結構知

識測量題詢問中國大陸國家主席是誰的緣故；因為 2001 年時，台灣剛經歷政黨輪替後

不久，由民進黨執政的新政府和中國大陸的關係當時較為緊張，媒介報導上對中國大

陸領導人新聞較多的緣故。而相反地，2004 年的平均分數略微降低的原因，可能是由

於中國大陸國家主席在 2003 年時才剛由胡錦濤接任，台灣選民還不夠熟悉的緣故，所

以答對的比例不高，連帶地也拉低了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分數。 

在報紙注意程度方面，由資料分析結果看來，沒有隨時序的增加而有顯著的變化

趨勢；但在原始資料中可以發現，不看報紙的人卻愈來愈多。然而，這樣的結果卻無

法證明假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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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電視注意程度上，整體而言趨勢隨時序逐漸減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資料中

發現，看電視的人愈來愈多，但相對的注意程度卻反而逐漸減少。此種情況可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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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台灣選民在觀看電視時，其實是不太注意的。而這種情形也證明了假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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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歷年政治知識程度與人口變項檢定分析 

關於人口變項因素對各種政治知識程度的影響及關聯上，將各年度資料分別檢視

後發現結果分述如下。 

1. 性別 

不論是在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上，自 1995 年至 2004

年的資料中，性別一直都是一個極為顯著的獨立變項，男性的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

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均顯著大於女性。這可能是由於研究主題為政治知

識，男性與女性對政治方面的興趣有所差異，連帶地影響到政治知識程度上的不同，

才使得男性在各類政治知識上均高於女性。 

2. 省籍 

而省籍在歷年政治知識程度上的檢定也相當顯著，從 1995 年到 2004 年的資料可

以發現，無論在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或非政治結構知識都是如此，只是情況

有些許差異。而這些資料中的共同點就是，大陸各省市人是當中政治知識程度最高的

一群。 

以不同省籍的政治知識分數高低次序排列情形來分類時可以分為三種。一、大陸

各省市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及本省閩南人時：1995、2001 與 2004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1995、2004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及 1995、2001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

識。二、大陸各省市人與本省閩南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本省客家人，但本

省閩南人與大陸各省市人無顯著差異時：1998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及非

政治結構知識。三、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本省閩南人，但本省閩

南人與本省客家人無顯著差異時：2001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及 2004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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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陸各省市人在各類政治知識平均數偏高的原因，可能是由於歷史背景因

素；由於大陸各省市人原先是由中國大陸因戰亂而隨國民政府來台，導致在台灣的大

陸各省市人通常都是當時較富裕的有錢人，或較有辦法和管道的官員及軍人等，才能

在戰亂中逃離中國大陸，自然篩選掉一大部分平民、低收入者及無法離開的農人或工

人。由於此種歷史背景因素，造成來台的大陸各省市人教育程度平均來說普遍偏高，

可能也因此影響到他們的政治知識程度。 

3. 年齡 

在年齡方面，此四筆資料歷年來在各種政治知識上均呈現顯著的關聯性。從 1995

年到 2004 年的資料可以發現，無論是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或非政治結構知識

上幾乎完全相同，而這些資料的共同點就是，老年人是政治知識程度最低的一群。 

以不同年齡層的政治知識分數高低次序排列情形分類時可分為三種。一、青年人

與中年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老年人，但青年人與中年人無顯著差異時：

1998、2001、2004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1998、2004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及 1998、2001、

2004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二、青年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中年人及老年人，

而中年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也顯著高於老年人時：1995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2001 年的

政治結構知識；及 1995 年的非政治結構知識。三、青年人的政治知識平均數顯著高於

中年人及老年人，但中年人與老年人無顯著差異時：1995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 

老年人除了 1995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和中年人無顯著差異之外，其餘在 1995 至 2004

年的各種政治知識平均數上都是最低的。造成此狀況的可能原因或許是由於老年人對

於許多事情缺少興趣，對政治相關事務缺乏了解的動力與意願，因此使得老年人的政

治知識顯著低於青年人與中年人。研究中也發現，雖然青年人的各項政治知識程度幾

乎都是最高的，但在許多分析結果中也顯示，中年人與青年人的政治知識程度無顯著

差異，正如同上述所分的第一類情形。這可能也暗示著，年齡雖然會影響各項政治知

識程度，但愈年輕的選民政治知識程度卻不一定愈高，或許還有其他更為顯著的影響

因素。此部分可在下一節控制各類變項檢視影響各類政治知識的模型檢驗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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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程度 

關於教育程度的部分，在分析資料情形上相當一致而顯著。自 1995 年至 2004 年

的資料均顯示，高教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

數均顯著高於中教育程度者及低教育程度者；而中教育程度者的總體政治知識、政治

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低教育程度者。亦即各類政治知識程度

的高低順序與教育程度關係密切，教育程度愈高者，其政治知識程度也愈高。 

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或許是由於政治知識測量題中本來就包含教科書的事實，

所以教育程度愈高的人，對教科書的事實也會了解愈多，因此提昇了總體政治知識與

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至於非政治結構知識也是呈現一致的情形，或許是由於教育本來

就隱含政治社會化的意涵，教育程度愈高的人，愈有可能大量攝取各方面知識，而不

只限於教科書事實的政治結構知識，因此連帶的非政治結構知識也愈高。然而，本研

究將政治知識劃分為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的目的，也是基於此種考量，認

為在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影響較大；但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或許教育程度仍

有影響，但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的影響較大。此部分在下一節會有更詳細的討論。 

5. 有無政黨認同 

最後在人口變項上討論的是政黨認同的關聯。有無政黨認同在 1995 至 2004 年資

料中也都是極為顯著的獨立變項，有政黨認同者歷年來無論在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

構知識或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均顯著大於無政黨認同者。而此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或許

是由於有政黨認同者對政治事務較為關心，較為注意政治相關領域的緣故，使得有政

黨認同者的各類政治知識平均數均顯著高於無政黨認同者。 

（三） 歷年政治知識程度與媒介使用變項檢定分析 

關於媒介使用程度變項因素對各種政治知識的影響及關聯上，本研究將媒介使用

注意程度分為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分別檢視各年度資料。在報紙注意程度

上，注意者的各年度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均顯著高於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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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電視注意程度的情形也是如此，在 1995 至 2004 年的資料中，觀看電視新聞時

較注意者之各種政治知識程度均較高。這也顯示出媒介使用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的關

聯性相當顯著。 

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一般人對政治事務的知識大多非由親身經歷，

而是從大眾傳播媒介學習得來的；因此，在閱讀報紙或觀看電視時，投注愈多注意程

度與精力，自然會從中獲得愈多政治知識。這也間接驗證了部份的假設四與假設五：「台

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愈高，各類政治知識程度愈高；電視注意程度愈高，各類政治

知識程度愈高」。當然，要證明此二假設成立，仍需更進一步、更精確的統計分析來說

明；此部分將會在下一節作更詳細的檢定與驗證。 

第二節 影響台灣選民政治知識之模型驗證 

依據前述主要的假設，第二節將依變項政治知識分為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

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三類，並分為四個部分個別檢驗模型與說明。第一部分首先討論

總體政治知識迴歸模型，分別檢驗 1995 年至 2004 年的變化情形。第二部分將討論政

治結構知識迴歸模型；第三部分則討論非政治結構知識迴歸模型，也都分別檢視 1995

年至 2004 年的變化情形。最後，第四部分再將前三部分的分析結果予以統整，歸納出

本節最重要的總結。 

一、 總體政治知識迴歸模型－1995-2004年 

本研究探討的重點為媒介使用注意程度對總體政治知識的關聯及影響，因此先控

制性別、省籍、年齡、教育程度及有無政黨認同等基本人口變項後，再加入報紙媒介

注意程度及電視注意程度等主要獨立變項，利用統計標準線性迴歸方法（OLS）與依

變項台灣選民整體政治知識作出跨年度之分析。此部分將檢視總體政治知識與各項因

素歷年的變化情形，並詳述各年度的總體政治知識影響因素；另外，為比較各個獨立

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力，因此將報紙與電視注意程度的 1-4 分，化為 0-1 的係數，結果

如表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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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影響台灣選民總體政治知識之迴歸分析模型，1995-2004 年 

1995 1998 2001 2004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 （男性為對照組） -.606 (.077)*** -.526 (.062)*** -.462 (.048)*** -.580 (.062)*** 
省籍（本省客家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 .124 (.101) .138 (.089) .081 (.074) -.074 (.084) 
大陸各省 .372 (.133)** .042 (.123) .312 (.101)** .043 (.119) 

年齡（中年人為對照組）     
青年人 -.059 (.093) -.229 (.074)** -.277 (.062)*** -.381 (.072)*** 
老年人 -.332 (.120)** -.403 (.096)*** -.519 (.077)*** -.312 (.103)** 

教育程度（中學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797 (.107)*** -.341 (.086)*** -.561 (.070)*** -.474 (.102)*** 
大專及以上 .553 (.092)*** .508 (.079)*** .601 (.061)*** .675 (.070)*** 

有政黨認同（無政黨認同為對照組） .246 (.086)** .167 (.070)* .292 (.051)*** .229 (.069)*** 
報紙注意程度 .865 (.119)*** .701 (.095)*** .478 (.076)*** .696 (.127)*** 
電視注意程度 .457 (.137)*** .765 (.127)*** .700 (.094)*** -.100 (.136) 
常數 2.428 (.162)*** 2.714 (.139)*** 2.666 (.108)*** 2.621 (.125)*** 
模型資訊        樣本數 1094 1076 1798 1109 

Adj. R2 .380 .329 .355 .284 
S.E.E. 1.19  .99 1.00 1.00 

註：* 表 p<.05，** 表 p<.01，***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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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5年 

表 4-24 為 1995 至 2004 年的台灣選民整體政治知識迴歸分析結果。從表 4-24 中可

以發現，1995 年時，男性、大陸各省市人、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報紙注

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高；女性、老年人、小學教

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低者，其整體政治

知識較低。 

整體看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1995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報紙注

意程度的.865，其次是小學教育程度的-.797，表示在影響整體政治知識上，報紙注意

程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為教育程度。 

（二） 1998年 

接著看 1998 年的資料分析。1998 年時，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

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

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低

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低。 

整體看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1998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電視注

意程度的.765，其次是大學教育程度的.701，表示在影響整體政治知識上，電視注意程

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報紙注意程度。 

（三） 2001年 

2001 年的資料分析則顯示，男性、大陸各省市人、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

者、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高；女性、青年

人、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

愈低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低。 

同樣地，在控制其他變項後，2001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電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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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的.700，其次是大學教育程度的.601，表示在影響整體政治知識上，電視注意程度

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教育程度。 

（四） 2004年 

最後，在 2004 年的資料中可以看出，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與報

紙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

無政黨認同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其整體政治知識較低。 

依照前述相同的比較模式，在控制其他變項後，2004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

最大的是報紙注意程度的.696，其次是大學教育程度的.675，表示在影響整體政治知識

上，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教育程度。 

（五） 歷年總體政治知識概況 

綜觀歷年來的總體政治知識變化可以看出，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政黨認同以

及媒介注意程度對總體政治知識的影響都十分顯著，對於其變化佔有重要的地位。然

而，與前述第一節的初步分析比較看來，在控制許多變項下的模型中，某些原先顯著

的變項卻變得不顯著了。 

例如在省籍的部分，原先第一節的初步分析中，大陸各省市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

均分數是最高的，但表 4-24 可以看出，只有在 1995 和 2001 兩個年度中，大陸各省市

人的總體政治知識是顯著偏高的；再者，本省閩南人與本省客家人在控制了其他變項

後，在各個年度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上均無顯著差異，顯示第一節中對於省籍變數的

比較是不精確的。亦即控制其他變項後，省籍對於總體政治知識而言，或許不是一個

很重要的解釋變項。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年齡與總體政治知識的關聯。在第一節的初步分析中，

結果發現老年人是總體政治知識平均分數最低的一群，與表 4-24 的結果相符；然而，

在青年人的部分就有很大的不同。在初步分析中，青年人與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

均分數大都無顯著差異，甚至青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平均分數在 1995 年時還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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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年人；但表 4-24 中，青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在 1998、2001、2004

年這三次資料中都是顯著偏低，而唯一不顯著的 1995 年方向還是負的，亦即雖不顯著

偏低，但相對來說仍為負向關係。這代表了或許有其他的變項控制之下，中年人相較

於青年人來說，大致上總體政治知識較高，不單是從年齡的大小來判斷。造成這種因

素的可能原因，或許由於青年人忙於發展事業，對政治事務較不熱中；而中年人的事

業發展已較為穩定，較有閒暇或餘力關心政治事務的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電視注意程度歷年來都是一個重要變數，也與總體政治

知識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但在 2004 年的資料中，第一次呈現無顯著差異，且為負向

關係。此現象也與第一節的初步分析有些出入，因為先前的分析中，電視注意程度一

直是很顯著的獨立變項，即便 2004 年也仍對總體政治知識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造成此

種情形的解釋或許有很多，可能是資料執行時的偏差、資料抽樣的偏誤，但也有可能

是真正的電視注意程度趨勢－或許看電視的注意程度在今日社會中，對於總體政治知

識提升的幫助愈來愈有限；注意程度雖高，但政治知識並未因此而提高。 

最後，針對總體的趨勢變遷情況觀之，從四年度的迴歸係數值可發現以下情形。

在性別方面，整體看來解釋力有逐漸下滑的趨勢。在省籍方面，整體而言無顯著差異。

在年齡方面，的確是對於整體政治知識很重要的獨立變項；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

釋力有逐漸增強的情況，而老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解釋力變遷則無法推估。在教育程

度方面，對於整體政治知識的解釋力頗高；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有

逐漸減弱的趨勢，但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則是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在有無政黨認同方面，雖是整體政治知識的有力解釋變項，但歷年來趨勢幾乎無明顯

變動。在報紙注意程度上，解釋力有逐漸下滑的趨勢。而電視注意程度方面，解釋力

似乎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2004 年的電視注意程度首次出現方向改變

為負值的情形，雖不顯著，但仍然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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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結構知識迴歸模型－1995-2004年 

由於表 4-24 呈現，不論是報紙注意程度或電視注意程度，大體上都對總體政治知識

程度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對媒介的注意程度的確可以影響其總體政治知識。但

本研究的重點是試圖將政治知識分為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兩類，來檢視媒介

使用注意程度在此種分類下，是否也會有同樣顯著的影響效果？或是其他因素的影響力

更大？ 

在此部分中，本研究首先將政治結構知識獨立出來作個別說明，稍後再說明非政治

結構知識。同樣地，如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的分析方式，在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部分也檢

視政治結構知識與各項因素在歷年的變化情形，並詳述各年度的影響因素；另外，如同

整體政治知識的處理方式，由於要比較各個獨立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力，因此將報紙與

電視注意程度化為 0-1 的係數，結果如表 4-25 所示。 

（一） 1995年 

表 4-25 為 1995 至 2004 年台灣選民政治結構知識迴歸分析模型結果。先從 1995 年

開始，資料分析後發現，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

其政治結構知識較高；女性、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

其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整體看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1995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大學教育

程度的.378，其次是小學教育程度的-.328，表示在影響政治結構知識上，大學教育程度

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小學教育程度，亦即教育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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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影響台灣選民政治結構知識之迴歸分析模型，1995-2004 年 

1995 1998 2001 2004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 （男性為對照組） -.244 (.042)*** -.188 (.034)*** -.230 (.030)*** -.264 (.040)*** 
省籍（本省客家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 .081 (.055) .157 (.049)** .051 (.047) -.014 (.054) 
大陸各省 .123 (.072) .143 (.068)* .080 (.063) .082 (.077) 

年齡（中年人為對照組）     
青年人 -.034 (.051) -.119 (.041)** -.102 (.039)** -.243 (.047)*** 
老年人 -.015 (.065) -.143 (.053)** -.046 (.048) -.067 (.067) 

教育程度（中學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328 (.058)*** -.131 (.048)** -.230 (.044)*** -.149 (.066)* 
大專及以上 .378 (.050)*** .393 (.044)*** .451 (.038)*** .512 (.046)*** 

政黨認同（無政黨認同為對照組） .112 (.047)* .024 (.039) .069 (.032)* .077 (.045) 
報紙注意程度 .289 (.064)*** .194 (.052)*** .251 (.048)*** .349 (.082)*** 
電視注意程度 .008 (.074) .283 (.070)*** .165 (.059)** -.061 (.088) 
常數 .549 (.088)*** .755 (.077)*** .407 (.068)*** .505 (.081)*** 
模型資訊        樣本數 1096 1080 1804 1113 

Adj. R2 .238 .220 .215 .207 
S.E.E.  .65  .55  .63  .65 

註：* 表 p<.05，** 表 p<.01，***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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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8年 

1998 年的資料顯示，男性、本省閩南人、大陸各省市人、大學教育程度者、報紙注

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政治結構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老年人、

小學教育程度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低者，其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接著看 1998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情形，在控制其他變項後，其中係數最大的是大學教

育程度的.393，其次是電視注意程度的.283，表示在影響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的解

釋力最大，解釋力次大的變項是電視注意程度。 

（三） 2001年 

同樣地，2001 年的資料顯示，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

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政治結構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小學教育程度

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低者，其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而在控制其他變項後，2001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大學教育程度

的.451，其次是報紙注意程度的.251，表示在影響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

大，解釋力次大的變項則是報紙注意程度。 

（四） 2004年 

最後看到 2004 年的資料顯示，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政

治結構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其政治結構

知識較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模型下電視注意程度雖未呈顯著差異，但卻不僅對政治

結構知識沒有幫助，甚至還可能有負面影響。 

而在 2004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係數最大的亦是大學教育程度

的.512，其次是報紙注意程度的.349，表示在影響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

大，解釋力次大的變項則是報紙注意程度，與 2001 年的情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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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年政治結構知識概況 

綜觀歷年來的政治結構知識變化，可發現與總體政治知識存有許多差異。雖然在性

別、教育程度及報紙注意程度上的趨勢相同，男性、教育程度愈高者、報紙注意程度愈

高者，其政治結構知識會顯著愈高，但仍可看出其他各種不同之處。不論是與第一節的

初步分析或總體政治知識迴歸模型檢驗相比，政治結構知識的模型都有其獨特性。 

在控制許多變項下的政治結構知識模型中，某些原先顯著的變項或資料變得不顯

著，而原先不顯著的資料卻變為顯著。例如在省籍的部分，原先第一節的初步分析中，

大陸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平均分數最高，但在表 4-25 中，只有在 1998 年時，大陸

各省市人的政治結構知識顯著偏高。再與總體政治知識模型相比時可發現，表 4-24 中的

大陸各省市人在 1995 和 2001 年的總體政治知識顯著偏高，但在表 4-25 中卻沒有，反倒

是 1998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顯著偏高。再看本省閩南人的部分，與總體政治知識模型相比

時可發現，表 4-24 中的本省閩南人在總體政治知識上均無顯著差異，但在表 4-25 中，本

省閩南人在 1998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是顯著偏高的。 

關於年齡的部分，也可看到很大的不同。第一節的初步分析時發現，在 1998、2004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上，青年人與中年人無顯著差異，但在表 4-25 卻發現，青年人在政治

結構知識上顯著偏低；而初步分析中，青年人在 2001 年的政治結構知識顯著高於中年人，

但在表 4-25 中，卻發現青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顯著偏低。而對照表 4-24 則發現與表 4-25

的情形相符，青年人政治結構知識程度在 1998、2001、2004 年這三次資料中都是顯著偏

低的，而唯一不顯著的 1995 年，方向仍為負向。 

另外，在初步分析中，1998、2001、2004 年時，中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均顯著高於

老年人，但在表 4-25 中，卻只有 1998 年顯著。而在表 4-24 的總體政治知識模型中，發

現老年人歷年來都是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最低的一群；但在表 4-25 中卻發現，只有在 1998

年時，老年人的政治結構知識顯著偏低，其他各年雖為負向關係，但卻都未達顯著水準。

所以本研究認為，在政治結構知識上，年齡不是個很理想的解釋變項，可能其他變項的

影響力更大。 



 

 83

而無論在前述表 4-24 或在第一節初步分析中都一直顯著的政黨認同變項，在表 4-25

的政治結構知識中，只剩 1995 與 2001 年有顯著，且顯著程度未如預期高。這或許代表，

有無政黨認同在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影響力減弱了，可能有其他更能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

變項。 

同樣地，表 4-25 中發現，在電視注意程度上亦與第一節的初步分析有些許不同。先

前分析中，電視注意程度一直是很顯著的獨立變項，對政治結構知識均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但在表 4-25 中，只有 1998 和 2001 年時，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政治結構知識愈

高，1995 與 2004 年均無顯著差異。再與表 4-24 比較後亦可發現，1995 年的總體政治知

識有顯著差異，但表 4-25 無顯著差異；相同的是表 4-24 與表 4-25 在 2004 年的電視注意

程度對政治知識影響上均無顯著差異，且為負向關係。這或許暗示了，電視注意程度在

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不如在總體政治知識上的解釋力。 

最後，針對總體的趨勢變遷情況觀之，從四年度的迴歸係數值可發現以下情形。在

性別方面，對政治結構知識均有顯著的解釋力，但變動情形不大。在省籍方面整體而言

無顯著差異。在年齡方面，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釋力有增強的情況，但老年人相對

於中年人的解釋力則不顯著。在教育程度方面，對於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相當高；小

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有逐漸減弱的趨勢，但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

者的解釋力則可看出逐漸增強的走向。在有無政黨認同方面無法看出趨勢，因為只有兩

年資料呈現顯著差異，且顯著程度亦不高。在報紙注意程度上，解釋力有逐漸升高的趨

勢。而電視注意程度方面則無法看出趨勢，由於只有兩年資料呈現顯著，因此難以推估。

結果中可發現，電視注意程度對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不如預期來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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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政治結構知識迴歸模型－1995-2004年 

本節延續前述的分析方式，繼續討論非政治結構知識部分。同樣地，如政治結構知

識程度的分析方式，在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部分也檢視各項因素在歷年的變化情形，

並詳述各年度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影響因素；同樣地，亦將報紙與電視注意程度化為 0-1

的係數，結果如表 4-26 所示。 

（一） 1995年 

表 4-26 為 1995 至 2004 年台灣選民非政治結構知識迴歸分析模型之結果。在 1995

年的部份，相較於政治結構知識的情況，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又有不同的差異出現，但

大致上與總體政治知識相同。資料分析後發現，男性、大陸各省市人、大學教育程度者、

有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高；

女性、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視注意程度

愈低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整體看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1995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報紙注意

程度的.571，其次是小學教育程度的-.470，表示在影響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

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教育程度。 

（二） 1998年 

接著看 1998 年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表現情形。資料分析後發現，男性、大學教育程度

者、有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

高；女性、青年人、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

電視注意程度愈低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接著看 1998 年的資料，在控制其他變項後，各個獨立變項中，係數最大的是報紙注

意程度的.502，其次是電視注意程度的.484，表示在影響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

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電視注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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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影響台灣選民非政治結構知識之迴歸分析模型，1995-2004 年 

1995 1998 2001 2004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係數 （標準誤） 

女 （男性為對照組） -.362 (.056)*** -.332 (.045)*** -.228 (.033)*** -.312 (.039)*** 
省籍（本省客家為對照組）     

本省閩南 .043 (.074) -.021 (.065) .031 (.052) -.060 (.054) 
大陸各省 .247 (.097)* -.100 (.089) .226 (.070)*** -.023 (.076) 

年齡（中年人為對照組）     
青年人 -.025 (.068) -.112 (.054)* -.175 (.043)*** -.136 (.046)** 
老年人 -.317 (.088)*** -.259 (.069)*** -.475 (.053)*** -.241 (.066)*** 

教育程度（中學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470 (.078)*** -.209 (.063)*** -.333 (.049)*** -.319 (.065)*** 
大專及以上 .176 (.067)** .118 (.057)* .153 (.042)*** .163 (.045)*** 

政黨認同（無政黨認同為對照組） .133 (.063)* .140 (.051)** .224 (.036)*** .152 (.044)*** 
報紙注意程度 .571 (.087)*** .502 (.069)*** .220 (.053)*** .354 (.081)*** 
電視注意程度 .453 (.101)*** .484 (.092)*** .533 (.066)*** -.036 (.087) 
常數 1.880 (.119)*** 1.958 (.101)*** 2.260 (.075)*** 2.105 (.080)*** 
模型資訊        樣本數 1094 1078 1801 1110 

Adj. R2 .311 .254 .285 .202 
S.E.E.  .87  .72  .70  .64 

註：* 表 p<.05，** 表 p<.01，*** 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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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1年 

2001 年非政治結構知識則可以看到，男性、大陸各省市人、大學教育程度者、有

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與電視注意程度愈高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高；

女性、青年人、老年人、小學教育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與電

視注意程度愈低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低。 

同樣地，2001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係數最大的是電視注意

程度的.533，其次是老年人的-.475，表示在影響非政治結構知識上，電視注意程度的

解釋力最大，其次是年齡。 

（四） 2004年 

2004 年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表現情形方面，男性、大學教育程度者、有政黨認同者

與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高；女性、青年人、老年人、小學教育

程度者、無政黨認同者與報紙注意程度愈低者，其非政治結構知識較低。而電視注意

程度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未達顯著程度，甚至可能有負面影響。 

最後，在 2004 年的各個獨立變項中，控制其他變項後，係數最大的是報紙注意程

度的.354，其次是小學教育程度的-.319，表示在影響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

度的解釋力最大，其次是教育程度。 

（五） 歷年非政治結構知識概況 

綜觀歷年來的非政治結構知識變化可以看出，與先前表 4-24 所討論的總體政治知

識情況十分相似，在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政黨認同及媒介注意程度上，對非政治

結構知識的影響都十分顯著。 

在省籍的部分，從表 4-26 中可以看出，只有在 1995 和 2001 兩個年度中，大陸各

省市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是顯著偏高的，其他則無顯著差異。 

而關於年齡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的部分，從表 4-26 中可發現，老年人在歷年的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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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結構知識程度都是顯著偏低的，與表 4-24 的總體政治知識結果相符。另外，在表 4-26

中發現，青年人的非政治結構知識在 1998、2001、2004 年這三次資料中都顯著偏低，

而不顯著的 1995 年方向還是負的。此種結果也與表 4-24 的總體政治知識相同。 

接著看電視注意程度的部分，可發現與表 4-24 的總體政治知識結果相同，雖歷年

均為重要變數，也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但在 2004 年的資料中，則

呈現無顯著差異，且為負向關係。 

最後，檢視總體的趨勢變遷情況，觀察四年度的迴歸係數值後可發現以下情形。

在性別方面，整體看來，性別的解釋力有逐漸下滑的趨勢。省籍方面整體看來無顯著

差異。在年齡方面，對於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頗高；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釋

力無法看出明顯的變化趨勢，而老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解釋力則有逐漸減弱的情況。

而教育程度也是非政治結構知識重要的獨立變項；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

釋力有逐漸減弱的趨勢，而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整體看來還是逐漸

減弱的。在有無政黨認同方面，雖然歷年幾乎無明顯變動，但係數走向大致是逐漸升

高的。在報紙注意程度上，其解釋力有逐漸下滑的趨勢。而電視注意程度方面，解釋

力則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但在 2004 年時首次出現不顯著的狀況，方向也變為負向，與

先前預期亦有所不同。 

四、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的是台灣選民媒介使用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之關聯性及其影響

因素，將政治知識分為總體政治知識及政治結構／非政治結構知識，並用統計分析迴

歸模型加以個別檢驗，檢視各獨立變項對依變項政治知識的解釋力，同時也將各年度

趨勢納入分析範疇。 

（一） 歷年政治知識程度模型檢驗 

研究結果發現，綜觀 1995 年至 2004 年的各類政治知識模型可知：在控制其他變

項後，無論時序如何變遷，無論政治知識如何分類，性別、教育程度及報紙注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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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知識的影響都是十分顯著且穩定的。女性、小學教育程度、報紙注意程度愈低

者，各類政治知識程度都偏低；男性、大學教育程度、報紙注意程度愈高者，各類政

治知識程度都偏高。此結果驗證了本研究之假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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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類之政治知識程度亦愈高」。 

在人口變項的檢驗上，省籍對於各類政治知識的影響不大，檢驗後發現省籍在各

個年度、各類政治知識上並無顯著差異趨勢；雖然不同政治知識上有少許不同，但整

體而言省籍並非解釋政治知識的有力變項。 

在年齡方面的分析，倒是發現了一些有趣的結果。在一開始的初步分析中會認為，

青年人的政治知識程度高於中年人，而中年人亦高於老年人，也就是政治知識可能會

隨著年齡的增加而遞減。然而，在檢驗模型中發現，控制其他變項後，青年人相對於

中年人的各類政治知識在 1998、2001、2004 年這三次資料中均顯著偏低，而不顯著的

1995 年方向也還是負的。這表示中年人的政治知識程度高於青年人，而非先前預期的

隨年齡增加而遞減。其他分析則發現，老年人相較於中年人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

結構知識上均顯著偏低；但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只有 1998 年時，老年人顯著低於中年

人，其他均未達顯著水準。或許在政治結構知識上，年齡相較於其他變項來說，有其

他影響力更大的變項。 

另外，政治知識相關研究中亦多強調，政治興趣對政治知識有顯著影響；有政黨

認同者通常對政治較感興趣，無政黨認同者則反之。而本研究使用有無政黨認同傾向

來檢驗其對政治知識的影響，但結果卻發現，有政黨認同者雖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

治結構知識程度顯著高於無政黨認同者，但若劃分為政治結構知識時，只有其中兩年

資料呈現顯著差異，且顯著程度亦不如預期中高，值得繼續討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

因，可能是由於其他更能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變項，而削弱有無政黨認同對政治結構

知識影響力的緣故。 

最後，關於電視媒介注意程度的影響性，也有不同的發現。四筆資料中有三筆顯

示，電視注意程度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但 2004 年

則無顯著差異，且方向改變。然而，電視注意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則只有兩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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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其他在 1995 年無顯著差異，2004 年時不但無顯著差異，方向也

改變了。這可能暗示著，電視注意程度在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重要性，不如在解釋總

體政治知識及非政治結構知識的重要性；亦即電視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及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較有關聯性。電視注意程度在 2004 年時首次出現負向影響，雖未達顯著

水準，但仍為一個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影響的警訊。 

由前述分析結果，也部分證明了假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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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依據研究結果將假設五

作修正會較為合適；由於電視注意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只有一半的資料顯著，因此

或許可以將假設五修正為：「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及非政治結構知

識程度成正相關，電視注意程度愈高，總體政治知識及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愈高」。 

（二） 不同類型政治知識模型檢驗之比較 

最後，本研究將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的模型檢驗加以

個別分析，歸納出影響各類型政治知識的變數後，再作統整與比較。由於歷年所有相

同變數的處理方式均完全相同，因此原理上可在同樣類型的政治知識下，作各年度間

的係數比較，以觀察趨勢變遷情形。 

1. 總體政治知識 

在總體政治知識上，可以發現在 1995 年時，報紙注意程度與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

大；1998 年時，電視注意程度與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最大；2001 年是電視注意程度

與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大；2004 年則是報紙注意程度與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大。總結

來說，對總體政治知識最能解釋的變項為媒介使用注意程度（報紙注意程度、電視注

意程度）及教育程度。 

而觀察個別獨立變數歷年對總體政治知識的解釋力變化可發現，除省籍無顯著差

異外，性別的解釋力有逐漸下滑的趨勢。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釋力有逐漸增強的

情況；而老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解釋力則未有明顯趨勢。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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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解釋力有逐漸減弱的趨勢，但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則有逐漸升

高的趨勢。有無政黨認同歷年趨勢幾乎無明顯變動。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有逐漸下

滑的趨勢。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似乎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由此種結果可部分證明假設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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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不同的媒介使用有不同的趨勢變化，因

此可能必須將假設六做修正。由於報紙注意程度必須與電視注意程度分開檢視，報紙

注意程度雖然是個相當顯著的解釋變項，但解釋力卻逐漸下滑；電視注意程度雖在 2004

年時不顯著，但從其他資料仍可看出趨勢變化。因此可將假設六修正為：「台灣選民的

報紙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成正相關，但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減少；台灣選民

的電視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程度亦成正相關，但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增強」。 

雖然此種結果與本研究先前預期有所出入，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可能也有所不

同，但本研究仍然試圖找出造成這種結果的可能因素。雖然報紙注意程度對總體政治

知識一向是重要且顯著的解釋變數，但是可能由於閱讀報紙的讀者比例逐年下降，而

使得報紙注意程度對總體政治知識的解釋力隨時間逐漸減少。另外，電視注意程度就

有顯著的部分作推估時，或許解釋力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但由於在 2004 年的部分開始

有所差異，首次出現與以往不同的方向，因此對本研究修正後的結論也不能太過篤定，

可能還必須蒐集更多往後的資料，才能證明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是否逐年上升，抑

或是由 2004 年開始出現警訊，甚至持續呈現負向關係。 

2. 政治結構知識 

在政治結構知識方面，模型檢驗結果顯示，在 1995 年時，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大；

1998 年時，教育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最大；2001 年時，教育程度與報紙注意

程度的解釋力最大；2004 年時，教育程度與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最大。整體觀之，

最能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獨立變項為教育程度及媒介注意程度（電視注意程度及報紙

注意程度）。此種結果也證明假設七與假設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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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愈高，政治結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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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愈高，但影響力較教育程度小」。 

而針對歷年的趨勢變遷觀察後可發現，省籍無顯著差異，而性別對政治結構知識

的解釋力變動情形不大。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釋力有稍微增強，但老年人相對於

中年人的解釋力則不顯著。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有逐漸減弱的趨

勢，但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則可看出逐漸增強的走向。有無政黨認

同的顯著程度不高，無法看出趨勢。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有逐漸升高的趨勢。電視

注意程度的解釋力趨勢則難以推估。 

由上述的結果可歸納出，在影響政治結構知識的獨立變項中，省籍無顯著差異，

但甚至連年齡、有無政黨認同和電視注意程度也都不能算是顯著、穩定而有效的政治

結構知識解釋變項。只有性別、教育程度和報紙注意程度等變項，才能說是較有力的

解釋變項。而此種結果也可再針對假設六作政治結構知識上的修正：「台灣選民的報紙

注意程度與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成正相關，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增加；台灣選民的電視

注意程度與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成部分正相關，但解釋力變化趨勢難以推估」。而電視注

意程度對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不如預期高，亦值得繼續探討。 

在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分析結果，與總體政治知識有很大的差異。報紙注意程度對

政治結構知識是很重要的解釋變數，其解釋力的變遷趨勢隨時間逐漸增加；但報紙注

意程度在前述總體政治知識上的解釋力卻隨時間逐漸減少。這或許是由於在不同類型

的政治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對其影響力不同的緣故。在電視注意程度部分也有相同

的狀況，前述的總體政治知識上，其解釋力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然而在政治結構知識

上，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則難以推估。 

3. 非政治結構知識 

最後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從模型檢驗結果可發現，1995 年時報紙注意程度與教

育程度的解釋力最大；1998 年是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最大；2001 年

是電視注意程度與年齡的解釋力最大；2004 年是報紙注意程度與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最

大。總結來說，對非政治結構知識最能解釋的變項為媒介使用注意程度（報紙注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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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電視注意程度）、教育程度及年齡。此種結果也間接證明假設八與假設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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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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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與本研究先前

的預期相符：教育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模型中是最有力的解釋變項，媒介使用程度在

非政治結構知識模型中是最有力的解釋變項。 

再看到非政治結構知識的各變項解釋力變遷情形，結果發現省籍無顯著差異，而

性別解釋力則有逐漸下滑的趨勢。青年人相較於中年人的解釋力變遷趨勢無法推估，

而老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解釋力則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

的解釋力有逐漸減弱的趨勢，而大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的解釋力整體看來還是

逐漸減弱的。有無政黨認同的解釋力大致逐漸升高。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有逐漸下

滑的趨勢。電視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則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同樣地，前述結果也可再針對假設六作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修正：「台灣選民的報

紙注意程度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成正相關，但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減少；台灣選民

的電視注意程度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成正相關，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增加」。此種結

果與總體政治知識的情況很類似，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對政治知識的解釋力

趨勢都是一致的。然而，這也代表著，政治結構／非政治結構知識在本質與變項檢驗

上都有很大的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