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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政治知識是各種與政治相關的事實，包含政府機制與運作、時下發生的事

件、重要議題與人物等，在民主社會中對於公民有著不可或缺的重要性。不論是

何種政治知識，每個人若想行使基本的公民權利，一定必須具備充分的政治知

識，不僅提升參與政治的動機，對於某個議題、事件有所了解，才能依據其了解

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決定。因此，政治知識的確是一項關鍵性的政治資源，提供民

主政治參與的基礎；而公民的政治知識程度愈高，也愈能確保民主施行的健全與

維繫。 

本研究針對影響政治知識的各項因素作分析與檢驗，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之一即為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由於民眾主要是透過媒介傳播中學習、獲取政治知

識，增進政治事實的了解，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媒介使用注意程度與政治知識的

關聯。另外，本研究亦將各個影響變項與政治知識作統計分析，並將政治知識加

以分類，建構三個模型個別檢驗之，也將時間變遷的趨勢納入分析，希望能從中

發現更不同、更細微的結果。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將前述資料分析的研究發現，分為三個部分說明。第一部分說明各類

政治知識在歷年來的變化；第二部分討論解釋政治知識的獨立變項檢定分析結

果，並以長期觀察的角度，來探討不同類型政治知識之比較與變遷。第三個部分

作研究發現的統整與歸納。各部分詳述如下： 

一、 各類政治知識在歷年來的變化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在總體政治知識程度的變化上，總體觀之，歷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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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是呈現先升後降的趨勢，尤其在 2001 年後，台灣選民之總體政治知識確實

呈現明顯下降趨勢。這樣的結果與 Bennett 在 1989 年的研究結果相似，也就是

1980 年代的美國民眾在政治知曉程度上仍然不及 1960 年代的民眾。因此，本研

究也推導出命題一如下： 

 

命題一：台灣選民的總體政治知識程度，因時序的變遷而逐漸減少。 

 

若將總體政治知識區分為政治結構與非政治結構知識時，則可發現，非政治

結構知識程度在 1998 年前無明顯變化，但 2001 年起則呈現顯著下降之趨勢，與

總體政治知識的趨勢一致。但在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變化則發現，1998 年前呈

顯著上升之趨勢，但 2001 年起則無顯著變化。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部分，則與

前述 2004 年 Sotirovic 與 McLeod 的分析，美國民眾在政治知識方面沒有明顯增

加的結果相似；也就是說，即使平均教育年數增加、媒介普及發達，民眾的政治

結構知識仍不易提升。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二與命題三： 

 

命題二：台灣選民的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因時序的變遷而逐漸減少。 

 

命題三：台灣選民的政治結構知識程度，不會因時序的變遷而有明顯增加。 

 

由於媒介使用能夠提供政治資訊及知識的來源，因此媒介使用的程度變化，

也能夠相當程度上提供政治知識程度變化的線索。在本研究主要的獨立變項媒介

使用程度上，則看到報紙注意程度上沒有隨時序的增加而有明顯趨勢走向與變

化；然而，台灣民眾閱報人數逐年減少，也暗示影響政治知識程度的可能性。正

如美國的經驗中，1989 年 Bennett 的研究認為，閱報率的降低是公眾政治資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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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降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閱報人數下降，是否暗示了民眾轉而使用其他媒介

呢？ 

的確，本研究在電視使用上的資料顯示，電視使用者有愈來愈多的趨勢。然

而，在本研究關心的電視注意程度上，卻發現在 1998 年後隨時間而有顯著持續

的下降趨勢。電視媒介使用者的比例逐年增加，而注意程度卻逐年減少的情形，

對於台灣民眾的政治資訊或政治知識上來說，都不是一件樂於見到的事。這樣的

結果，也推導出命題四與命題五： 

 

命題四：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沒有隨時序的增加而有顯著變化。 

 

命題五：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因時序的變遷而有減少的趨勢。 

二、 不同類型政治知識檢定分析之比較與變遷 

研究結果發現，綜觀 1995 年至 2004 年的各類政治知識模型可以得知：在控

制其他變項後，無論時序如何變遷、政治知識如何分類，性別、教育程度及報紙

注意程度，對政治知識的影響都是十分顯著且穩定的。 

不論在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上，歷年來性別一直

都是一個極為顯著的獨立變項，均能解釋各類政治知識程度。此種結果也與

Bennett 在 1989 年的研究發現相似，性別差異的確能夠解釋政治知識程度高低。

然而，這樣的結果可能是由於男性與女性對政治的關心程度有所差異，連帶地影

響到政治知識程度的高低。此種結果，也推導出命題六： 

 

命題六：性別能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與非政治結構知

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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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解釋力上的變動情形，除了政治結構知識在歷年來變動不大以外，

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結構政治知識上，性別的解釋力，均有逐漸下滑的趨勢。 

在省籍的部分，雖然先前的初步分析有顯著差異，但在迴歸模型控制其他變

項之下，無論在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均無顯著差

異。亦即省籍對政治知識程度來說，在考慮其他變項後，或許不是一個重要的解

釋變項。而此種結果，也說明台灣與國外環境的不同之處：在美國，種族間的差

異在政治知識程度上有很顯著的不同；在台灣，雖然沒有種族間的問題，卻有族

群間的差異，但不同省籍的民眾經驗證後，在政治知識程度上並無顯著差異。 

而年齡在本研究的模型驗證下，也出現了一些有趣的發現。年齡雖然會影響

各類政治知識程度，但愈年輕的選民政治知識程度卻不一定愈高。在初步分析

中，似乎發現愈年輕的民眾政治知識程度愈高，隨年齡的增長而遞減；然而，在

迴歸模型檢驗中，不論歷年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或非政治結構知識上，

青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政治知識程度都是顯著偏低的。而除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

無法推估外，青年人在總體政治知識與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均呈現隨時間

逐漸增強的趨勢。 

在老年人相對於中年人的部分，可以看到歷年來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

知識程度上都是顯著偏低的，但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卻未達顯著水準。也就是說老

年人能夠解釋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但對政治結構知識來說，卻

不是個有效解釋的獨立變項。造成此種狀況的可能原因，或許是因為老年人對於

政治相關事務缺少興趣、缺乏了解的動力與意願；而政治結構知識或許與教育程

度較有關係，因此相對地也降低年齡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七： 

 

命題七：年齡能夠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與非政治結構

知識程度；但老年人在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程度上則不是個顯著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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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老年人的解釋力變遷部分，在總體政治知識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在

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則有逐漸減弱的趨勢。 

教育程度方面則可發現，不論何種類型的政治知識，歷年來教育程度都是非

常顯著的獨立變項；教育程度愈高者，其政治知識程度也愈高。造成這種現象的

可能原因，或許是因為政治知識測量題中，本來就包含教科書的事實，所以教育

程度愈高的人，對於教科書的事實也會了解愈多；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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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知識

程度也愈高。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八： 

 

命題八：教育程度能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與非政治結

構知識程度；教育程度與政治知識程度成正相關，教育程度愈高，其各類政治知

識程度均愈高。 

 

在教育程度的解釋力變遷上，可以看到無論總體政治知識、政治結構知識或

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小學程度者相較於中學程度者在政治知識上的解釋力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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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體政治知識與

政治結構知識上，則有逐漸增強的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程度者在非

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整體看來是逐漸減弱的。這樣的結果，可能也暗示在

非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的解釋力是逐年減弱的，與本研究所預期的情況有

相似之處。本研究先前劃分為政治結構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時就預期，在非政

治結構知識上，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的影響或許會比教育程度來得大。 

關於有無政黨認同對政治知識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在初步分析中，有

無政黨認同歷年來在各類政治知識上均有顯著差異。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有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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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認同能夠顯著解釋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然而，在政治結構知識

上，有無政黨認同的解釋力減弱了，顯著程度亦不高，不能算是穩定的解釋變項。

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或許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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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結構知識上不如預期顯著的原因，或許是由於教育

程度淡化了政黨認同的影響力。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九： 

 

命題九：有無政黨認同能夠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

但在政治結構知識程度上的解釋力較弱。 

 

而解釋力的變遷方面，在總體政治知識程度上，有無政黨認同的解釋力歷年

來幾乎無明顯變動趨勢；非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則大致是逐漸升高的。 

在本研究最重要的獨立變項媒介使用上，首先觀察報紙注意程度的部分。報

紙注意程度歷年來對各類政治知識程度的解釋均為非常顯著的獨立變項；報紙注

意程度愈高者，其各類政治知識程度均會顯著愈高。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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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報紙時投注愈多的注意程度與精力，自然會從中獲得愈多政治

知識。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十： 

 

命題十：報紙注意程度能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政治結構知識程度與非政

治結構知識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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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其各類政治知識程度均愈高。 

 

然而，在報紙注意程度解釋力的趨勢變遷上，不同類型的政治知識卻有不同

差異。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呈現逐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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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的趨勢；但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卻呈現逐漸上升的趨

勢，此種結果也相當值得討論。由於 Sotirovic 與 McLeod 在 2004 年所研究的結

果顯示，用媒介來解釋政治知識的能力逐年下降；這種結論與本研究在總體政治

知識和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發現相符，亦即台灣民眾報紙注意程度對於總體政治

知識及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的確逐年下降。然而，當分別檢驗政治結構知識

時，卻發現報紙注意程度對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不但沒有下降，反而還呈現上

升趨勢。這樣的結果，或許是由於在不同類型的政治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對不

同類型政治知識影響力不同的緣故。由上述發現推導出命題十一： 

 

命題十一：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對總體政治知識程度及非政治結構知識

程度的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減少；但對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解釋力則會隨時間逐

漸增加。 

 

在電視注意程度上，本研究則發現，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的影

響方面，電視注意程度均呈現正向顯著的關聯；電視注意程度愈高，其政治知識

程度愈高。較特殊的是在政治結構知識上，雖然電視注意程度仍顯示正向影響，

但由於只有兩次資料呈現顯著差異，無法做出推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

與報紙注意程度類似，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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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結構知識上不如預期顯著的原因，可能也是由於教育程度

淡化了電視注意程度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也推導出命題十二： 

 

命題十二：電視注意程度能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程度與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

電視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程度、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成正相關，電視注意程

度愈高者，其總體政治知識程度、非政治結構知識程度均愈高。但在政治結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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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程度上的解釋力較弱。 

 

在解釋力變遷方面，電視注意程度在總體政治知識和非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

力有逐年升高的趨勢；而在政治結構知識的趨勢則難以推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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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要特別注意的是，電視注意程

度對各類政治知識的解釋力，在 2004 年的資料中首次呈現無顯著差異，且為負

向關係。由上述發現推導出命題十三： 

 

命題十三：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與總體政治知識程度、非政治結構知識

程度的解釋力會隨時間逐漸增強；但對政治結構知識程度的解釋力變化趨勢則難

以推估。 

 

若將報紙注意程度與電視注意程度相比時可發現，報紙注意程度歷年來都是

各類政治知識程度上非常顯著的解釋變項，但電視注意程度在本研究 2004 年資

料中的解釋力卻不顯著（且為負向）；因此可推斷，報紙注意程度比電視注意程

度對政治知識程度的解釋力要來得正向且穩定。此種結果與 1989 年 Berkowitz

與 Pritchard 的研究發現相似，報紙使用比起電視使用來說，與政治知識有更正

向的關係。而他們亦將政治資訊做出分類，認為依賴報紙獲取政治資訊，和不同

類型的政治資訊均有正向關係；此種結論也與本研究的發現相符。亦即，報紙注

意程度對政治知識程度的影響會大於電視注意程度的影響。 

另外，如就各類型政治知識的解釋能力來說，比較各類政治知識各年度解釋

力最強的獨立變項時可發現，最能解釋總體政治知識的變項為媒介使用注意程

度；最能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變項為教育程度；對非政治結構知識最能解釋的變

項為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由上述結果，推導出命題十四、命題十五及命題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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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十四：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影響力較教育程度

小；台灣選民的報紙注意程度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影響力較教育程度大。 

 

命題十五：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在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影響力較教育程度

小；台灣選民的電視注意程度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影響力較教育程度大。 

 

命題十六：教育程度對於政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最強，媒介使用程度在非政

治結構知識的解釋力最強。 

 

三、 研究發現的統整與歸納 

綜觀上述結果發現，不同類型之政治知識，在本質上、變遷的趨勢上、獨立

變項的解釋力上的確有所差異。教育程度對各種類型的政治知識均有顯著影響，

在解釋力的部分，大學教育程度者在總體政治知識與政治結構知識上有逐漸增強

的趨勢，但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是逐年減弱的；此外，小學教育程度者

在各項政治知識的解釋力均為逐年下降。而報紙注意程度在各類政治知識上也都

是個極為顯著的變項，在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呈現逐漸上升

的趨勢；但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報紙注意程度的解釋力卻呈現

逐漸下滑的趨勢。電視注意程度對各類政治知識來說亦為重要的解釋變項。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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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總體政治知識與

非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卻有逐年升高的趨勢。 

此結果暗示，對於政治結構知識上，較能夠解釋、解釋能力也逐年增強的獨

立變項是教育程度與報紙注意程度；而對於非政治結構知識上，較能夠解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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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能力也逐年增強的獨立變項為電視注意程度。這也間接證明了本研究對政治知

識分類上的有效性，不同類型的政治知識有不同的影響變項，其解釋能力也會有

所差異。政治結構知識與教育程度較有關聯，而非政治結構知識與電視注意程度

較有關聯。其中報紙注意程度的部分與政治結構知識較有關聯的原因，或許是由

於報紙特質上的差異，本來就與教育程度相關；不識字的人無法閱讀報紙，但卻

可觀看電視，此種原因可能也造成報紙注意程度更能解釋政治結構知識的結果。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或許可以由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的研究結果中

發現：電視是時下資訊的重要來源，而報紙則能夠累積長期的、永續性的知識；

報紙和持續性的知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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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 

另外，在教育程度上，本研究發現小學教育程度者與大學教育程度者對政治

知識的解釋力不同。小學程度者在各類政治知識上的解釋力都是逐年減弱的，而

大學程度者在總體政治知識與政治結構知識上的解釋力，則是逐年增強。合併觀

之，可發現在非政治結構知識上，教育程度的解釋力逐年減弱。此種結果與

Bennett（1989）的研究相較，均顯示政治知識和教育程度的關係隨時間減弱，只

是本研究的發現限定於非政治結構知識上；大學程度者在總體政治知識與政治結

構知識上的解釋力趨勢則與 Bennett 的發現有所不同。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 

本節最後將針對本研究的研究發現提出後續討論，說明本研究的限制與不足

之處，並提出可能的建議。 

一、 研究發現後續討論 

本研究檢視政治結構知識時發現，除了 1998 年平均分數較高之外，政治結

構知識平均分數自 2001 年起無明顯變化。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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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時所詢問受訪者的政治結構知識有所不同而造成；只有 1998 年時詢問的

是縣市長的任期為幾年，其他各年均詢問立法委員任期為幾年。可能因 1998 年

的題目較為簡單，而使得平均分數較其他各年來得高。 

而在非政治結構知識方面，則可發現 2001 年的平均分數較其他各年來得

高，可能是由於 2001 年時詢問中國大陸國家主席是誰的緣故。在非政治結構知

識上，雖然 2001 年與 2004 年詢問相同的問題，但由於時空背景的不同，造成不

同的結果；因此雖在不同時間點詢問相同的問題，可能也必須將當時的環境影響

因素列入考量，值得研究者注意。 

關於本研究的依變項政治知識程度上，結果顯示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結構知

識程度呈現顯著下降趨勢，但在政治結構知識程度上，則無顯著變化趨勢。而國

外的研究中也有類似的情況，在 Bennett（1989）的研究結果中，美國民眾的政

治知識程度是逐漸降低的，他認為就算等到美國民眾對政治的知曉程度較高時，

也有可能成為容易被菁英和媒介所操控的目標，而這也是許多學者對美國未來民

主的擔憂。對照美國的情形，反思台灣的政治知識與民主程度，似乎也應該了解

背後隱含的真正意義，正視政治知識程度難以上升、甚至下降的問題。 

而本研究發現，報紙使用注意程度對於各類政治知識程度均有正向的顯著影

響，因此如要提升台灣選民的政治知識程度，報紙使用與注意程度的增加，應能

有效對政治知識程度的增長有所貢獻。然而，閱報的比例逐年滑落，也使得台灣

民眾政治知識程度的提升與維繫出現危機。 

在另一個重要的電視媒介使用上，雖然在總體政治知識與非政治結構知識方

面均呈現正向顯著的關聯，但在 2004 年的最新資料中，卻首次呈現負向關係；

雖未達顯著水準，在這個電視媒介使用逐年上升的今日，對於台灣民眾政治知識

的提升來說，不啻為一大隱憂。或許看電視的注意程度在今日社會中，對於政治

知識程度提升的幫助愈來愈有限；注意程度雖高，但政治知識程度並未因此而提

高。而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也提出，電視是個說服與娛樂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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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不是認真學習（serious learning）的媒介；學者們害怕的是，電視特有傳達

形象的能力可能會將議題投票轉移注意。因此，即使台灣的電視媒介使用程度提

高，對於政治知識程度提升的關聯性，或許還要作後續更詳細的分析才能確定。 

相同的問題也出現在國外的情形中。如 Sotirovic 與 McLeod（2004）認為，

問題在於年輕族群的新聞使用程度愈來愈低。他們發現，現在的年輕世代相較於

早期的年輕世代而言，知道的更少、關心的更少，且更少閱讀報紙。而這種世代

改變的情況將會持續整個生命過程，甚至威脅到美國民主的健全。 

然而，雖然本研究驗證了報紙注意程度以及電視注意程度對於各類政治知識

的影響與解釋能力，但正如同 Chaffee, Zhao 與 Leshner（1994）認為，那些已經

有知識的公民自願暴露在政治資訊之下，會特別注意這些特殊的競選媒介事件。

這也提醒我們，不要過度詮釋結果所暗示的影響性。一個人的政治知識較多，有

可能是由於選擇性暴露，抑或是媒介影響，仍需要更複雜的研究設計與更多的研

究結果來驗證。 

另外，對於新聞媒介的批評也提醒相關研究者必須特別注意媒介使用程度對

於政治知識的貢獻，不一定都是正面積極的幫助。雖然新聞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

的關係與貢獻已被許多研究所證明，然而，對於新聞媒介仍有許多為人所詬病的

缺點，也招致不少負面的批評。Sotirovic 與 McLeod（2004）指出，為了要吸引

讀者，新聞的趨勢朝向「兼具資訊娛樂」（infotainment）而非新聞。內容強調事

件中的娛樂價值，而非其政治相關性，這種情況可能會限縮了閱聽人的學習。研

穖證據指出，公眾對於他們從媒介內容中閱讀到及觀看到的東西愈來愈產生懷

疑，而這也可能是一個對於學習的警訊。愈來愈多的人們認為媒介對於民主的傷

害大於保護，而且認為新聞媒介經常會用自己的政治偏好來影響他們報導新聞的

方式。此外，對於新聞報導太過於煽色腥（sensational）與膚淺的抱怨與負面觀

感也不在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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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整合四次立委選舉（1995 年至 2004 年）的面訪資料作為二手資

料分析來源，受限於資料的侷限性，因此無法像 Jennings（1996）能夠作兩個世

代（generations）間的比較及採用固定樣本連續訪問法（panel study）來檢視同

一群人的政治知識變化趨勢，實在相當可惜。本研究採用資料所呈現出的變遷趨

勢，只能說是整體台灣選民的一個概略變遷，而非精確地追蹤同一群人的變遷。

未來的相關研究，可朝較長期的研究規劃方向進行，作 panel study 的設計，才能

得到較全面的、較鉅觀的變化情形，也才能做出更有力的解釋。 

此外，在政治知識測量題的部分，雖然本研究所採用的四筆資料已經顧及母

體、訪問方法、抽樣方式及層級，盡量將差異減到最低，但總歸不是專為長期觀

察而整體設計的調查資料，因此在政治知識的測量題上雖大致相同，但還是多少

有所出入，也造成了比較上的困難。因而在此也要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或許

可能會因為題目上些微的出入，而使得最後的發現有所偏差；假設歷年的政治知

識測量題均完全相同，那麼在比較上將會帶給相關研究者很大的便利與信心。建

議後續的相關研究設計，也必須考慮資料間比較與流通運用的可能性，才能使得

耗費人力物力所產出的資料能夠發揮最大的效能，重複被不同的研究運用，達到

學術資源共享的目的。 

關於媒介使用的部分，本研究著重於媒介注意程度測量的檢驗分析，但此種

測量方法也被其他研究者所批評，因為它沒有測量一個人大眾媒介的暴露程度。

然而，由於本研究採用二手資料分析法，資料上有部分研究沒有詢問媒介暴露程

度的限制，因此無法檢驗媒介暴露程度的面向。而在比較分析上，亦由於求取資

料間差異最小的原則，因此在不得已的情形下捨棄討論媒介暴露程度的部分。然

而，未來相關主題的後續研究，則可以針對媒介暴露程度的部分再作一加強，同

時採取暴露程度與注意程度兩者並行，以期能獲取變項間更有說服力的解釋，使

相關的研究更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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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電視媒介使用注意程度的部份，仍需相關研究者投入長期關注，藉

由更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出更有力的解釋，或能得出電視媒介使用對政治知識影響

的真正關係，亦為未來研究者可以努力探究的方向。 

而本研究所探討的媒介使用程度方面，主要選取的是報紙與電視這兩種最普

遍的大眾媒介；然而，由於新媒介的興起，也對於政治知識的管道以及資訊的獲

取，提供了更多元的來源。如網際網路這種新興媒介的發明，使得學者對網路媒

介使用與政治知識關係產生好奇，而引領另一波媒介使用的研究高潮。Sotirovic

與 McLeod（2004）就提到，網路的各項特性，似乎暗示了個人知識更為豐富的

可能性，且對民主有益。網路使用者使用網路來搜尋資訊或交換資訊時，是非自

願性的學習，也可能會增加政治與其他種類的知識。網際網路的出現，對政治知

識、學習與資訊流通方面來說，是一個爆炸性的影響；雖然在研究方法、大眾小

眾的區別與真實性上可能有所爭議，但新媒介的影響在日後絕對是一股龐大的力

量，值得後續的研究者朝這個方向努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