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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果與討論 

網路謠言對個人或企業產生的破壞力是難以衡量的，而這些四處流竄、未經證實

的消息，不僅可能造成個人的名譽受損、企業的形象破壞，許多的犯罪手法也因而產生。

就企業主來說，網路謠言的殺傷力莫過於對公司形象與品牌聲譽的損害，而如何防範與

澄清消息，已成為企業行銷公關的重要一環，也為行銷與公關人員帶來前所未有的全新

挑戰。企業該如何去預防與評估其受創程度，在適當的時機反擊，並提出因應的策略與

公關行動，將會是危機處理的重要新課題。 

由於國內對網路媒體的謠言散播研究甚少，國外文獻的研究也多著重於質化的分

析而少有量化的模擬測試，故本研究實驗一利用謠言操弄的實驗，來了解謠言的散佈過

程與模型分析，深入探討網路謠言散佈的模式與影響變數；實驗二則利用網路謠言案例

來研究謠言散佈模型，並觀察闢謠訊息澄清的效果與散佈方式，針對網路謠言作通盤的

分析，瞭解散佈者與非散佈者之間的差異，給予企業主防治謠言的策略建議，建立起企

業的決策支援，讓實務界在面對網路謠言所造成的危機時能有所參考。 

回顧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有三：在探討網際網路謠言與一般媒介謠言的傳播差異方

面，本研究於第二章文獻探討時已根據現行的謠言傳播理論、模型作一對照比較，找出

新的模式加以運用，並對謠言的生命週期作出相對的模型與解釋；在模擬網路謠言散播

的研究方面，實驗一利用隨機樣本，模擬小規模的謠言散佈研究，找出謠言散播模式，

並利用網路計數器來追縱謠言訊息藉由 E-mail 傳播的行為，以找出網路謠言的傳播模

型，並與一般 FtF 及大眾傳播模式比較；另外，在了解闢謠效果與企業應對方面，實驗

二藉由追蹤現存網路謠言的方式，找出謠言傳播的速度、時點以及生命週期，分析其可

能的擴散程度，利用澄清謠言信件的方式，探討其效果。 

本章將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彙整所有的假說與驗證情形，針對研究結果與文獻進

行比較與討論，提出可能的解釋及作出結論；第二節更深入的探討結果與提出謠言的散

播模式及假說，並歸納本研究的學術貢獻，對網路謠言的散佈情形與闢謠公關做出實務

建議與可能策略擬定；第三節則針對網路謠言實驗的限制與發展方向提出建言，以供未

來的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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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總共開列 14 項假設，以下則針對實驗一及實驗二的結果，將 14 項假設簡化

與統合，並將驗證的情形一一陳述說明，而假設的驗證結果整理如表 6-1-1 所示： 

 

表 6-1-1 本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整理表 

假設 驗證結果 

實驗一 顯著 
假設 1 

網路訊息的「可相信度」愈高，受眾就愈有可能「散

佈訊息」。 實驗二 顯著 
實驗一 顯著 

假設 2 受眾的「渾沌不安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註一 

假設 3 
受眾對訊息主題的「涉入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散

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 

假設 4 
受眾的「網路訊息的惰性」愈高，就愈不可能「散佈

訊息」。 實驗二 顯著 
實驗一 顯著註二 

假設 5 
受眾對訊息的感受愈是「正面」，就愈有可能「散佈訊

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顯著註三 

假設 6 
受眾對訊息的感受愈是「帶來希望」，就愈有可能「散

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 

假設 7 受眾的「網齡」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註四 

假設 8 
受眾的「網路使用頻率」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

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 

假設 9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不顯著 

假設 10 受眾的「年齡」愈大，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 
實驗一 未能驗證 

假設 11 受眾的「學歷」愈低，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未能驗證 
實驗一 未能驗證 

假設 12 受眾的「職業」愈基層，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實驗二 未能驗證 
實驗一 -- 

假設 13 和「謠言」相比，受眾比較不可能散佈「闢謠的訊息」。
實驗二 不顯著註五 
實驗一 成立 

假設 14 訊息散佈的情形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模式。 
實驗二 成立 

註一：實驗一的涉入度分為「事後反應因素」及「平時準備因素」，兩者迴歸分析檢定結果皆不顯著。 
註二、註三：實驗一將「訊息特性」定義為「謠言正負面感受」及「謠言恐懼/希望感受」的平均值，其檢

定結果顯著。 
註四：網路使用頻率包括「一般工作日使用頻率」以及「假日使用頻率」兩者。 
註五：假設 13 是針對「散佈可能性」作檢定，闢謠訊息與謠言的差異並不顯著；但計數器追蹤的結果則顯

示，謠言散播的情形是比闢謠訊息來得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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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的實驗標的包括「謠言」以及「闢謠訊息」，雖然根據定義來說，「闢謠

訊息」其實本身就是謠言的一種，但為避免混淆，故結論提及「訊息」時，同時代表了

這兩者。而根據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本研究的結論歸納如下： 

一、 訊息的「可相信度」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訊息的「可相信度」顯著的影響了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

性」，也就是當訊息的可相信度愈高，受眾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當訊息轉寄者的可信

度高、消息來源又可靠、而且看起來又像真的時，受眾就容易將其轉寄。這與 Jaeger 等
學者 (1980) 的研究結果相符，再度證明 Rosnow 等人 (1986) 認為可相信度會助長謠

言散佈的理論。 

二、 受眾的「渾沌不安」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實驗一的結果發現，「渾沌不安」顯著的影響了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就是

當受眾感受的渾沌不安程度愈高，受眾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當訊息引起的不安與不確

定性愈高、受眾感受到的情境不安與不確定性愈深，或是對謠言無力應付的行為不確定

性愈大時，受眾就容易將其轉寄。但有時候消息並不需要在「渾沌不安」之下才會被散

播，實驗二的結果就發現，網路受眾的「渾沌不安」並不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

能性」，這和 Walker 與 Beckerle (1987) 的研究不完全符合，因為本研究發現，渾沌不安

有可能是影響網路訊息散播的重要因素，但不見得會是個必要因素。 

三、 「訊息特性」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實驗一的結果發現，「訊息特性」 顯著的影響了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就

是當訊息愈是正面且帶來希望時，受眾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這與目前的謠言理論結果

正好相反，因為大部分的學者研究皆發現，帶來負面與恐懼謠言是比正面而帶來希望的

謠言來得容易散佈  (Allport & Postman, 1947; Knapp, 1944; Rownow et al., 1988)。而這

種相反的結果有可能是因為人們心中的情感衝突與不協調造成的，人們基於內心的道德

感與人際交流間等因素，理智上並不太願意散播負面的消息，反而希望自己能多散佈一

點帶來希望與正面的訊息，但事實上仍無法掩飾自己偏向於散佈負面謠言之事實 
(Folkes & Sears, 1977; Tesser & Rosen, 1975)。 

但有時候「訊息特性」並不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實驗二的結果發

現，無論是訊息的正負面或是希望/恐懼特性，皆不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就是

人們散佈訊息有時候是不會顧慮他是正負面、中性或是帶來希望恐懼的。由於 Rosnow 
(1988) 認為負面謠言之所以較容易散播，有可能是因為造成「不安」，這與上一段「渾

沌不安」並不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的結果相呼應。 

四、 「網路訊息惰性」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實驗一的結果發現，「網路訊息特性」並不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但

由中介效果檢定發現，實驗一「網路訊息特性」影響「散佈訊息的可能性」的效果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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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訊息「可相信度」可取代了，故在實驗一的檢定當中，其影響力並不明顯，但仍有

間接的影響作用。 

實驗二的結果則發現，「網路訊息惰性」顯著的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

就是當受眾的網路訊息惰性愈高，就愈不可能散佈訊息，這是目前眾多的謠言理論並未

提及發現的。由於網路上的訊息四竄，垃圾郵件充斥，愈來愈多的人認為垃圾資訊太多

是他們上網主要的困擾，使得大眾對於訊息的選擇性與懷疑度提高，受眾對每個消息來

源都漸漸的採行「忽略」或是「刪除」的自我篩選過程，於是「網路訊息惰性」成為新

的研究領域，至於受眾如何選擇、相信哪個新聞來源，已成為近年來許多學者的研究重

點 (Newhagen & Nass, 1989)。 

五、 「涉入度」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關係不顯著 

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的結果皆顯示，受眾的「涉入度」與「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關係不顯著，這並不符合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的謠言理論，也與近代的謠言研究

結果有所落差，Rosnow (1988) 等學者認為，當人們對謠言的涉入度愈高的話，謠言愈

有可能被散佈 (Allport & Postman, 1947; Esposito, 1987)。 

其實「涉入度」影響謠言散佈的定律一直未被完全證實，甚至備受懷疑，Shiha (1952) 
認為當個人的涉入程度很高時，涉入度只能視為一充分變數，而非必要因素，Jaeger 等
學者 (1980) 亦證實了此一結果，對受眾來說，涉入度愈高的謠言在某些特定的情境裡

不一定容易散播 (Anthony, 1973; Back et al., 1950; Jaeger et al., 1980; Scanlon, 1977)，而

本研究的結果則發現，在網路的環境與架構中，受眾的「涉入度」的確不見得影響受眾

「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雖然「涉入度」不顯著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但本研究在比較實驗一與

實驗二的結果卻發現，實驗二的涉入度比實驗一來得低，而且差異顯著，這個有趣的現

象可能代表了不同涉入度考量時，人們思考散播謠言的模式可能會受到影響而改變，但

此推測尚未獲得證實，留待未來研究討論。 

六、 「性別差異」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關係不顯著 

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皆發現，受眾的「性別差異」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關係並不顯著，這與許多學者的研究相悖 (Pendleton, 1998; Shimanoff & Jenkins, 1992; 
Walker & Blaine,1991)。由於之前學者的研究多著重於口語傳播，因此會發現女性之間

的互動比男性更團結、更相支持，而且更傾向於尋求同儕的互動與情感交流，加上女性

在社會中通常屬於被忽略的角色，故較易尋求非正式管道來分享訊息。但由於近來女性

的地位已大幅提昇，加上網路的環境與一般口語傳播大相逕庭，女性在網路上溝通的方

式與角色扮演，已不像現實生活中如此的邊緣化 (Marginalized)，性別在現今網路環境

中只是個符碼而已，故女性在訊息散佈的態度上，並未扮演較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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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齡」及「網齡」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關係不顯著 

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受眾的「年齡」及「網齡」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關係並不顯著，由於網路的發展是近十幾年來的事情，故網路的使用行為可能跟年齡有

關，而網路的經驗的累積則與網齡成正比，但無論是網路的年齡區隔與經驗累積，在本

研究中，皆無顯著影響訊息散佈可能性的情形發生。 

八、 「上網頻率」與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關係不顯著 

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受眾的「一般工作日上網頻率」及「假日上網頻率」與「散

佈訊息的可能性」關係不顯著，可見上網頻率並不影響謠言散佈的可能性。 

九、 訊息的「可相信度」有部分的中介效果 

實驗一及實驗二皆發現訊息的「可相信度」會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但

在整個模式當中，雖然有部分的中介效果，但不見得對每個變數都是顯著的「中介變

數」。實驗一發現「可相信度」取代了部分的「渾沌不安」與「訊息特性」影響「訊息

散佈可能性」的效果，但「渾沌不安」與「訊息特性」對於「訊息散佈可能性」仍有直

接效果；但對於「網路訊息惰性」來說，訊息的「可相信度」則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至

於實驗二方面，「可相信度」雖然取代了部分「網路訊息惰性」影響「訊息散佈可能性」

的效果，但並不顯著，這與 Dinfonzo (1994) 及 Rosnow (1991) 等學者提出的謠言理論

並不太符合。 

Dinfonzo (1994) 與 Rosnow (1991) 等人的謠言理論在本研究中並未獲得驗證，也

就是可相信度在網路謠言散佈時，不見得會是「中介變數」。就實驗一的結果來看，「渾

沌不安」與「訊息特性」對於「謠言散佈可能性」有直接影響的效果，而實驗二的「網

路訊息惰性」也不需透過可相信度來影響「謠言散佈可能性」，換句話說，當謠言可相

信度很高時，人們不見得會散佈謠言；而人們散佈謠言時，有可能謠言的可相信度並不

高，因為只要受眾的渾沌不安度高、訊息帶來很強的正面希望或是網路訊息惰性很低

時，受眾都有可能會散佈謠言，也就是人們對於謠言可信度的懷疑並不會抑制其散佈可

能性，雖然散佈謠言與相信謠言有很高的正相關，但並不代表兩者的必然因果關係。這

種結果有可能是網路環境所造成的，因為網路便利性的緣故，人們給予網路媒體較高的

寬容度與較低的信賴度，也就是不見得每則消息都已獲得證實，但受眾會寬容這些訊息

流動的現象，卻又常常提醒自己必須懂得辨別。 

十、 「訊息種類」與受眾「散佈訊息的意願」關係不顯著 

實驗二的結果顯示，受眾並不會因為所收到的訊息是「謠言」或「闢謠訊息」而影

響其「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受眾只會依訊息內容的可相信程度以及受眾的

訊息惰性等因素去考量是否散播訊息，不會因訊息種類而有所差別，這與 Kapferer (1990) 
的看法一致，基本上闢謠的文章也是屬於謠言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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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受眾散佈「謠言」與「闢謠訊息」的可能性差異不顯著 

由實驗二的問卷回收分析結果來看，受眾散佈「謠言」與「闢謠訊息」的「可能性」

差異其實並不顯著，但由兩者的平均值比較來看，「謠言」的散佈可能性是比「闢謠訊

息」來得高。另一方面，由計數器追蹤的情形看來，「闢謠訊息」的點閱人數確實遠不

如「謠言」，這代表了可能性的差異雖然不顯著，但實際上「謠言」的流傳情形確實已

經比「闢謠訊息」來得明顯。  

十二、 訊息散佈的情形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模式 

由實驗一與實驗二的謠言計數追溯結果看來，訊息的散播是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

實驗一的謠言與實驗二的闢謠訊息散播皆屬於 Rogers (1983) 創新散播理論所說的不成

功散播 (Unsuccessful diffusion)，也就是 Chaffee (1977) 所提出的「一般擴散曲線」

(Normal diffusion curve) 裡面的 B 型偏向；而實驗二的謠言散播情形就比較類似典型的

創新傳播，剛開始的時候點閱人數急速上升，之後速度趨緩，散播圖形中有一明顯的反

曲點，而形成 Rogers (1983) 所謂的「S」形創新散播曲線。 

一般來說，新的事物或觀念要被社會成員所接受必須經歷相當長的適應時間，但就

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狀況看來，網路謠言的散播速度是超越一般的創新散播的。而觀察實

驗的結果也可以得知，不被大眾所散播的謠言，通常會在極快的速度之下就壽終正寢；

但被大眾接受而廣為散播的謠言，會在數天內就快速的傳遞出去，實驗二的謠言在第 2.2
日時就達到創新散播裡所謂的反曲點，散佈的速度非常快。 

十三、 訊息的「散佈者」與「非散佈」者之差異 

由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發現，無論是謠言或是闢謠訊息，散佈者與非散佈者有顯

著的特性差異，也就是散佈者「散播訊息的可能性」以及對訊息的「相信度」都比非散

佈者高；而對訊息感受到的「渾沌不安」以及「網路訊息惰性」方面，散佈者亦比非散

佈者高，由此可知，除了「網路訊息惰性」這個變數之外，其餘皆符合近代的謠言理論 
(Walker & Beckerle,1987；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Bordia & Rosnow,1998)；「網

齡」方面，實驗二發現非散佈者的網齡顯著的比散佈者來得久，有可能是因為網路經驗

的影響，上網愈久的人愈可能質疑網路訊息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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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貢獻 

上一節彙整了本研究假設驗證情形，並整合所有實驗的成果作出結論，本節則討論

研究結果的幾個重要課題，並比較目前文獻所提到的謠言理論，提出本研究的訊息散播

模式與理論假說，並就兩者的異同作出可能解釋。最後，本研究將根據假說模式與結論

歸納出可能的貢獻，並對實務界提出網路謠言管理的作為與參考策略。 

一、 網路謠言與一般謠言散播理論的異同 

由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得知，「網路環境」之下的謠言散播的確與「一般媒介」謠

言的散播方式有所差異，而所謂的「一般媒介」就是傳統謠言理論下的傳播媒介，包括

人際間的口語溝通與大眾傳媒等。以下本研究將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並提出網路謠言

散播的理論與模式，探討電腦中介 (CMC) 以及面對面 (FtF) 環境下訊息溝通的限制與

特性。 

1. 訊息的可相信度 

無論是網路謠言或是一般媒介謠言的散播，「可相信度」都是顯著影響「謠言散播」

的重要因素。而對於網路可信度的評估方面，國內學者楊忠川 (2000) 與葉恆芬 (2000) 
的研究皆發現，經由網路傳遞的訊息可信度比傳統媒體低，這個結果並不讓人意外，在

網路謠言四佈的今日，經由電子郵件傳遞的消息多未經證實，自然降低了人們對網路媒

介的信任。 

雖然「相信謠言」與「散佈謠言」有很高的正相關，但並不代表兩者的必然因果，

也就是聽到謠言的人不見得會相信它；相信謠言的人也不見得會散佈它，而且人們還有

可能因為自己「散佈謠言」的行為去說服自己「相信謠言」。Rosnow 等學者 (1986) 發
現，高可相信度的消息的確較容易被散佈，但人們會說服自己相信所散佈的謠言是真

的，也就是當人們在回答問卷時，是否散佈謠言有可能會影響人們回答是否相信謠言，

這樣才能減低人們心中的矛盾與不諧調，而這也是 Rosnow 等人研究的最大缺點。 

2. 受眾的渾沌不安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認為謠言之所以被散播，最主要是因為他可以減輕個人

精神所承受的壓力，並解除緊張與焦慮的情緒；近來的研究也印證了此一說法，也就是

謠言的散播可以緩和人們內心的緊張與不安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Walker 
& Beckerle,1987)；Rosnow (1991) 之後的研究發現，謠言會持續散佈直到人的不安獲得

紓解為止；這也說明了謠言剛開始出現時是在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下，也就是人們在謠言

剛開始散佈時是處於一種猶豫謹慎的心態的，而這種心態有可能主要是心中不安所造

成。 

而在網路環境之下，「渾沌不安」同樣也會影響「謠言散播的可能性」，散播網路謠

言亦能減低自己的緊張與焦慮不安，但在某些情境下，「渾沌不安」不見得會是謠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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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必要前導因素，而只是充分變數，這與 Walker 與 Beckerle (1987) 以及 Difonzo 等

學者 (1994) 的理論不太相同。由於網路架構之下，人們每天接收到電子郵件訊息眾多，

加上網路謠言到處流竄，故造成了習慣性「忽略」與「刪除」的習慣，故是否會散播謠

言出去，有可能只跟受眾的反射性習慣動作有關，有些人對於收到的任何網路訊息都置

之不理也完全不信，這就是 Mishra (1990) 所謂的絕緣者；而有些人就是喜歡轉寄謠言，

只要他覺得訊息可信度高而不至於太離譜時，就會大批的轉寄他收到的訊息，這些人就

是 Mishra (1990) 所謂的橋樑或是核心傳播者，而造成兩者行為差異的原因除了「網路

訊息惰性」不同之外，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受眾的「涉入度」差異，這也就是說，

在某些特別的情境下，人們收到網路訊息後，因為自己對於訊息的「涉入度」不高，所

以不見得會產生不安與不確定感，但卻會因為個人訊息分享的習慣與反射性動作，將所

收到的訊息轉寄出去。 

3. 訊息特性 

傳統的謠言理論發現，與帶來正面與希望的謠言比較起來，帶來負面與恐懼的謠言

是比容易被散佈的 (Allport & Postman, 1947; Knapp, 1944; Rownow et al., 1988)，但希望

謠言或是恐懼謠言的傳佈速度並無顯著不同。謠言散播者通常不願意承認這個現象，因

為人們基於內心的道德感與人際交流間等因素，理智上並不太願意散播負面的消息 
(Kamins et al.,1997)，但實際上仍無法掩飾自己偏向於散佈負面謠言之事實 (Folkes & 
Sears, 1977; Tesser & Rosen, 1975)，這就是人們心理認知上的不協調，有許多人分明是

謠言的助紂者，卻常常強調自己「善意」的動機；也就是明明自己散播了負面恐懼的謠

言，卻往往認為那是正面而帶來希望的提醒或訊息，這在在網路訊息到處流竄的今日更

為明顯，因為人們將雜亂資料轉換成有用資訊的需求增加，故會以訊息的流通來增加自

己的人際關係與尋求認同，這與 Shibutani (1966) 的看法一致，散播謠言的人可藉機炫

耀自己的消息早人一步，或是驗證自己獲知消息的精確；而即使出現的結果和事實相

左，也會因為人們對網路訊息的寬容度而減輕其罪惡感。另外，人們不斷地忽略散播者

這種「善意錯誤」的行為，也會讓散播者漸漸誤以為人們樂於「接納」他可能會犯下的

失誤。 

Kamins (1997) 等學者的研究指出，人們本身的興趣、內心的思考 (散播謠言後內

心的感覺) 與人際的互動 (傳遞謠言所能獲得的獎勵或懲罰) 是謠言散播的主要動力，

他們以人心 (Intrapersonal) 與人際 (Interpersonal) 兩個概念因素來解釋為何人心不欲

散佈負面消息，但負面謠言散佈的情形卻比正面謠言嚴重得多。雖然自身的約束會促使

人們散播正面的謠言，但在人際的需求下，人們有可能為會釋放出負面與帶來恐懼感受

的「偽善謠言」，這種情形無論在一般的傳播媒介或是網路媒體下屢見不鮮。 

4. 涉入度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認為，謠言能否傳播主要決定於事件是否模糊不清 
(Ambiguity) 以及對個人是否重要 (Importance) 這兩個因素，模糊不清就是所謂的「渾

度不安」，而是否重要就是個人對事件的「涉入度」。Rosnow (1988) 等學者認為，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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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謠言的興趣 (Interest) 或涉入程度愈高的話，謠言愈有可能被散佈  (Allport & 
Postman, 1947; Esposito, 1987)。然而這個定律其實一直未被完全證實，甚至遭備受懷疑。

Shiha (1952) 就認為當個人的涉入程度很高時，重要性對於謠言散播的影響就不一定如

謠言基本定律所言，故應將其視為一充分變數 (Sufficient variable)；Scanlon 的研究也發

現類似的情形，某些受眾認為較不重要的謠言，反而被散佈得比其他謠言快 (Scanlon, 
1977)；Rownow (1991) 則認為，在一般情形之下，謠言的散播情形仍會與受眾的關心

度成正向相關，但在某些情境下，尤其在涉入度很高的情形裡，也有可能是緩和因子。 

然而在網路環境之下，資訊爆炸的情形相當明顯，故人們會以訊息的流通來增加自

己的人際關係與尋求認同，也就是散播謠言的人或許覺得謠言的內容與自己不相干，但

卻能提供他人進一步的參考與資訊，這種傾向很容易在電子郵件中出現，散播者簡單的

一句「FYI」(For Your Information 的縮寫，也就是中文「僅供參考」的意思)，就可以附

上一大段的謠言訊息；另外，許多人在轉寄訊息時，並不會刪除原先轉寄者的姓名、代

號、收件時間以及來源資訊等，並將加上「>」符號的原文，將其原封不動地轉寄出去，

這種做法一部分增加了散播者說服他人的證據，一方面也是對受播者的一種宣示：「至

少我散播的資訊是有根據的」。而更重要的是，他降低了自己犯下錯誤的罪惡感，並指

定了他人責難時的代罪羔羊，因為即使人們發現謠言的結果和事實不合，散播者也可以

無辜地將錯誤歸罪於上一個散播者，而清楚的宣誓自己也是同樣的受害者，繼而獲得認

同。 

由此可知，在某些狀況下，受眾不見得會因為自己對謠言內容的涉入度高低而影響

他散播的意願，在本研究的例子當中，許多樣本是不開車、不騎車的，他們對於開罰單

與罰款的資訊可能不太關注，但卻樂於將這樣的訊息轉寄給自己認識的朋友，這樣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不太會注意罰款與交通規則的消息，也不太可能跟人家討論自己對

交通罰單的看法或是自己的經驗，但他可能會因為覺得這樣的訊息對於自己的朋友有很

大的幫助，故將其散佈出去，這在網路中介的情況之下可能會更明顯，因為處處充斥著

這樣可以「FYI」的訊息。Rosnow (1988) 等學者認為「涉入程度」是比較適合描述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謠言理論的「重要性」這個因素，但依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網路環境

下的訊息傳播可能與 Greenberg (1964) 所說的「重要度」比較有關。Greenberg 的模式

指出了新聞事件的「重要性」與一般人對事件「涉入」之間是有程度差異的，「重要性」

指的是消息事件在社會的新聞價值，當然也包括了散佈者所屬群體所認知的價值，而涉

入度是指個別接收者具有高顯著性，這兩者並沒有直接的關係。Greenberg 認為在大眾

媒介消息來源喪失或是縮減的情況下，將導致人們更積極地向非大眾傳媒管道尋求資訊

的來源，也會利用非大眾傳媒散佈其所認知的資訊。 

雖然「涉入度」不見得會影響受眾「散佈訊息的意願」，但卻有可能影響謠言散佈

的模式。由人類的行為來看，一般人的反應是依循「接受訊息」→「傳遞訊息」→「思

考與作出決定」→「傳遞指示」→「產生反應」的模式；但在刺激/反應的「反射」模式

當中，人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學習與經驗，而直接跳過「思考與作出決定」這個步驟。

值得注意的是，當受眾對訊息的「涉入度」較低時，則其散佈行為會愈來愈接近「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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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也就是當受眾接觸到自己興趣較高的訊息時，有可能會經由較多的思考而作出

反應，如同實驗一的狀況，此時謠言的散播就會較接近傳統的謠言理論；但當受眾對訊

息的興趣偏低時，則會直接衡量謠言的可相信度，並直覺的依照自己的訊息惰性而決定

是否散播，實驗二就是如此，這時候其他影響謠言散播的因素反而變得不重要了。這樣

的模式選擇也可以用來解釋 Rownow (1991) 對「涉入度」這個因素的看法，也就是謠言

的散播情形會與受眾的涉入度成正向相關，有可能是因為模式轉變的緣故，這種情形在

網路世界裡有可能會更明顯，因為網路訊息惰性比一般訊息惰性容易形成。 

由此可知，人們對謠言的思考與反應模式或許可以用 ELM 模型來解釋 (Petty & 
Cacioppo, 1981)，當人們對謠言訊息的涉入度高時，就會以中心路線 (Central route) 去
注意訊息中的事實而且加以整理、謹慎思考，是故「訊息特性」、受眾感受到的「渾沌

不安」以及訊息的「可相信度」成為人們思考是否散佈謠言的重點，此時「網路訊息惰

性」的影響力反而隱匿了起來，成為間接影響因素；但當人們對謠言訊息的涉入度低時，

就會依循周邊路線 (Peripheral route) 而只在乎訊息表面的特質，於是只要謠言的轉寄者

以及來源訊息可靠，看起來又像真的，人們就會依照自己的網路訊息惰性，來考慮是否

散佈謠言。 

5. 網路訊息惰性 

網路媒體的出現與傳統媒體有很大的差別，個人的加入讓新聞產生的模式產生變

化，消息來源數量大幅增加之下，訊息的可信度、準確性則相形降低，而且垃圾郵件與

雜流資訊隨著網路到處散佈，使得閱聽大眾愈來愈不相信自己所接收到的網路訊息，而

對每個消息來源都漸漸的採行「忽略」或是「刪除」的自我篩選過程，而這種「網路訊

息惰性」的產生，在本研究中獲得驗證，這是傳統的謠言理論所未發現與注重的。 

而由上一段的討論我們提出假設，也就是「涉入度」或許不直接影響謠言散播可能

性，但可能影響謠言散佈的模式。若依照此假設與看法，則受眾對訊息內容的涉入度較

高時，就可能會依傳統謠言理論的模式決定是否散播謠言；但當人們對訊息內容的涉入

度較低時，反而較傾向於只以訊息的可相信度與網路訊息惰性來決定是否散播謠言，這

與實驗二「網齡」愈久愈不可能「散佈謠言」的結論有相互呼應的效果，因為接觸網路

愈久的受眾，有可能愈來愈習慣網路謠言眾多的事實，這樣的認知與學習經驗，可能會

造成其「網路訊息惰性」的深化與養成而較不願意去散播謠言。 

6. 可相信度的中介性質 

無論是實驗一或是實驗二，驗證的的結果皆發現「可相信度」在散佈模式中只有部

分的中介效果，這與 Dinfonzo (1994) 等學者提出的謠言理論並不太符合。探討可能的

原因，發現 Difonzo 等人的研究是比較傾向於口語傳播的範疇，但是在進入電腦中介的

網路媒介時，有可能並不適用。Difonzo 等學者認為，不確定性與不安是謠言散播的必

要因素，而個人對於消息的相信度在謠言的傳播鏈中是個中介變數，Rosnow (1991) 也
認為，謠言的散佈就像拿起槍枝上膛一樣，當週圍的環境與氣氛處於不安與不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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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子彈就會上膛；而當子彈有把握射中目標，也就是人們覺得消息「可相信度」夠高

時，板機自然會叩上，子彈便被發射，謠言也就開始流傳。 

由此可知，Dinfonzo (1994) 與 Rosnow (1991) 等人的謠言理論在本研究中並未獲得

驗證，也就是可相信度在網路謠言散佈時，不見得會是「中介變數」。就實驗一的結果

來看，「渾沌不安」與「訊息特性」對於「謠言散佈可能性」有直接影響的效果，但「可

相信度」對「網路訊息惰性」影響「謠言散佈可能性」則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而實驗二

的「網路訊息惰性」卻不需透過可相信度來影響「謠言散佈可能性」，換句話說，當謠

言可相信度很高時，人們不見得會散佈謠言；而人們散佈謠言時，有可能謠言的可相信

度並不高，因為只要受眾的渾沌不安度高、訊息帶來很強的正面希望或是網路訊息惰性

很低時，受眾都有可能會散佈謠言。 

而為何人們相信謠言與否不一定影響個人散佈謠言的意願呢？這與網路環境有很

大的關係，由於網路消息往往無法透過編輯或專職人員的確認，於是資訊的確認工作便

由訊息的接收者來擔任，大部份人對於消息正確與否也只能根據前後文、網站導向及發

佈來源來判斷 (Newhagen & Levy, 1998)。也正因為網路便利性的緣故，人們給予網路媒

體較高的寬容度與較低的信賴度，也就是不見得每則消息都已獲得證實，但受眾會寬容

這些訊息流動的現象，卻又常常提醒自己必須懂得辨別。 

在網路的世界當中，人們會以訊息的流通來增加自己的人際關係與尋求認同，這與

Shibutani (1966) 的看法一致。由於個人在群體中有交換意見、解釋討論以及預測事件未

來的功能，故散佈出任何能增進自己地位與互相交流的訊息，對自己都是一種肯定，這

就是散佈網路謠言的一種網路社會功能。因此，只要受眾覺得網路謠言所陳述的資訊值

得分享，而且內容不至於太離譜，通常就不會耗費太多心力去思考，而直接將訊息轉寄

出去，因為在收到訊息的當時不轉寄出去，以後就有可能會忘記。也就是因為這種「雞

婆」與「好心」的動機，通常還是會博得群體的「同情」或「好感」，所以會激勵受眾

分享訊息，畢竟網路群體並不會積極的要求散佈者必須成為「守門員」的角色。而且人

們愈來愈習慣網路訊息的錯誤風險性，轉寄者往往把自己定位為資訊的「分享者」，而

非確定事實的「把關者」，故任何輿論皆可輕易的在網路上發布與形成 (張慧元，1996)，
形成集體的消息傳遞與流通。 

7. 訊息的散播可能性與散播行為差異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和謠言比較起來，闢謠訊息的散佈可能性平均值雖然比較低，

但兩者的差異並不顯著；另一方面，由實際的謠言追溯狀況來看，謠言卻有比闢謠訊息

容易散播的情形。推測可能的原因為，謠言散播可能性可能是衡量受眾散佈謠言的一種

內心能量公式，而當人們面對謠言時，心中會產生散佈謠言的能量，當能量超過一定的

水準時，才會將謠言散佈出去，其散播的機制有可能如圖 6-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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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謠言散佈的能量模式圖 

 

Yo 表示受眾在接收到謠言之前散播謠言的可能性，這部分的數值或許跟個人的學

習與特性有關，故主要被涉入度與網路訊息惰性等因素所決定。當受眾接受到網路謠言

的刺激時，本身的散佈謠言可能性就會變化，而這些變化就是由可相信度、渾度不安、

訊息特性與網路訊息惰性所影響；而只要散播可能性高過人們心中的門檻值 Yc 之後，

謠言便散播出去，之後受眾的散播可能性則隨即降到 Yf，此時便釋放出受眾散播謠言

的內心能量，讓受眾獲得內心的紓解與平息。 

至於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散播可能性差異不顯著，但實際追溯狀況卻發現謠言似乎比

闢謠訊息容易被散佈，其可能的原因可以用圖 6-2-2 來解釋。 

 

 

 

 

 

 

 

 

 

圖 6-2-2 謠言與闢謠組人數分配與散播能量示意圖 

散播謠言的內心能量 
(謠言散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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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後 

Mr Mc Yc

 

散播謠言的內心能量 
(謠言散播可能性) 

人數 

謠言組

闢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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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的橫軸為謠言散播可能性，縱軸代表內心在不同散播可能性的人數。圖中

有兩條曲線，實線代表謠言組受眾在不同散播可能性的人數分布；虛線代表闢謠組受眾

在不同散播可能下的人數分布，謠言組散播可能性的平均值為 Mr，闢謠組為 Mc，兩者

的分佈理論上應該符合常態分配。YC 為謠言散佈當時，一般受眾可能散播謠言的門檻

值，故只要散播謠言的可能性超過 YC值，組內的群眾就會將謠言散播出去。由此可知，

影響謠言散播的最後結果是由內心能量大於 Yc 的人數來決定，謠言組散佈謠言的人數

如直線區域所示；闢謠組的人數則如方格區面積所示，可見謠言組的散播人數比闢謠組

多，就機率上來說，謠言組也會有較多的散播機率，然而散播的規模則仍需視謠言散播

者的電子郵件名單多少而定。因此，雖然本研究的謠言組與闢謠組散播可能性差異不顯

著，但謠言的散佈狀況的確是比闢謠訊息來得明顯。 

而根據研究比較的結果，闢謠訊息的散播可能性平均值之所以比謠言低，原因是由

於受眾比較相信謠言，而且傾向於以自己的網路訊息惰性來對謠言作出反應，並不是因

為受眾感覺到訊息的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這與 Kapferer (1990) 的看法是一樣的，他認

為謠言會不斷重複散佈，所以闢謠也必須重複地澄清事實，但基本上這種澄清的訊息不

太可能被傳播複述、反覆流傳。Kapferer 也認為，闢謠非常的困難，因為闢謠訊息通常

比較謹慎而不夠悚動，跟一般謠言比起來，根本沒什麼吸引力。而且闢謠會破除人們的

幻想、潑人冷水，根本不討好，當謠言被公眾認為是「謠言」時，通常代表了它的壽終

正寢；相反的，當人們不認為它是謠言時，謠言就會繼續流傳。而闢謠訊息照理說應該

比謠言來得可信，但有趣的是，實驗二的結果卻正好相反，這與 Rosnow 等學者 (1986) 
的研究有點類似，那就是人們會相信自己所散佈的謠言是真的，也就是說，當人們在回

答問卷時，是否散佈謠言有可能會影響人們回答是否相信謠言，這樣才能減低人們心中

的矛盾與不協調，尤其是人們通常不太願意面對自己的錯誤，也不希望去接收違背自己

所相信的消息，所以，面對澄清訊息時，人們通常會採取逃避的策略，而這也有可能是

本研究未能探討到的缺點。 

Kapferer (1990) 也發現，闢謠的文章帶給人們的不安與不確定比起一般謠言來說低

了很多，這與本研究的結果正好相反，受眾收到闢謠訊息後所感受到的渾沌不安反而比

謠言來得高。由於受眾在閱讀網路訊息時，通常不會給予過多的關注力，而實驗二受眾

閱讀闢謠訊息的仔細度明顯偏低，故有可能因此而覺得謠言被重複傳送了兩次，反而加

深其對謠言內容的印象，所以渾沌不安的感覺更高，這與 Difonzo 等人 (1994) 的看法

類似，也就是受眾會選擇性的接收訊息，斷章取義的擷取訊息的內容，所以闢謠時千萬

不要重複謠言的內容，否則闢謠的內容可能反而會增加人們不安與不確定性的感覺，繼

而成為謠言傳播的另一個來源。不過實驗二的結果也顯示，渾沌不安並不顯著影響謠言

散佈可能性，故在此個案當中其影響力並不大。  

8. 謠言散播的採用模式 

由計數器追蹤的結果發現，無論是謠言或闢謠訊息，基本上是符合創新散播理論

的，不被受眾所接受的謠言，會像 Rogers (1983) 創新散佈理論裡面的不成功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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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uccessful diffusion) 曲線一樣，謠言剛開始散佈時，點閱人數急速上升，之後慢慢

的趨緩，曲線由剛開始的陡峭而慢慢的平坦；而被受眾所接受的謠言，剛開始的時候點

閱人數急速上升，之後速度變慢，圖形中有一明顯的反曲點，這與 Rogers 所謂的「S」
形創新散佈曲線是一致的 (Rogers, 1983)。 

創新散播的採納其實反應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人們對於新事物會

有種未曾接觸、不知使用及未明後果的不確定感，因此決定是否採用新事物的過程，就

是一種降低對新事物疑慮的資訊尋求與處理活動，傳統的謠言散播理論就是遵循此一模

式，但並未對謠言散播的創新採用模式作過任何的探討。過去，散播被視為一種單向的

線性模式，現今則已強調參與者間的溝通與資訊的雙向互換，人們會由鄰近的人際網絡

尋找創新的資訊，這也就是一種社會化過程 (Rogers, 1983)。但本研究在比較實驗一與

實驗二的結果時卻發現，一般謠言的創新傳播可能必須經歷人們的「接受」過程，可是

網路謠言的的散播或許會「忽略」或「遞延」了「接受」的這個過程，也就是受眾有可

能會「先散佈訊息」之後再說，至於是否相信或接受謠言的內容與結果，則「事後再求

證」或是「僅供大家參考」，這也就是為何在某些狀況之下，人們會傾向於以「網路訊

息惰性」的反射行為來取代「不安與不確定性」決定的思考模式，但此模式在本研究中

並未獲得驗證，有待後續研究努力。 

Rogers (1983) 則以為，創新散播的研究有四大要素：「創新」、「傳播管道」、「社會

系統」以及「時間」。網路謠言就是一種「創新」，它帶給受眾的一些知覺特徵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會影響受眾的採用率，而這些知覺特徵則包括所謂的可相信

度、渾沌不安、訊息特性與網路訊息惰性等；而網路謠言的「傳播管道」則是指資訊如

何傳遞到受眾身上的方式，這其中包括了 E-mail、BBS 以及各種的 NEWS 論壇等等，

本研究則主要專注於電子郵件傳遞之下的網路謠言，而這種傳遞的管道無遠弗屆，影響

深遠；「社會系統」方面，網路上也有所謂的人際結構，在這個虛擬世界的人際結構中，

常有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人，這些人會提供人們資訊與建議並且以非正式的方式影響他人

的態度和行為，也就是所謂的網路「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而所謂的網路「意見

領袖」跟本研究所謂的「散播者」不見得相同，但網路「意見領袖」大多就是所謂的「散

播者」 (Feick et al., 1987)。因為「散播者」通常是「訊息交換」的中心，而網路「意見

領袖」是人際網路的中心，但兩者皆為謠言的早期的採用者。一般來，網路「意見領袖」

的觀念通常較為開明、見廣識博、社會地位較高、與外界接觸較多，他們與一般民眾的

同質性較高，創新採用程度差距較小，而「散播者」基本上是觀念開朗而社經接觸廣博

的，它們是資訊流通的「動力」，也有可能會是「樞紐」；「時間」概念方面，網路成員

接受謠言的「採用速度」(Rate of adoption) 是一條 S 形曲線，創新愈早被人接受，S 曲

線便較陡，由於網路謠言散播的速度快速，實驗二的結果發現，只花了 2.2 天的時間，

S 曲線就已經到達了散播的反曲點。Rogers (1983) 認為，「創新接受程度」(Innovativeness) 
依接受時間先後分為五大類，而創用者 (Innovator) 與早期採用者 (Early adopters) 決定

了未來創新散佈的結果，網路謠言的「散播者」則屬於創新散佈的創用者或是早期採用

者，故在研究謠言理論或是闢謠效果時，有必要針對這群人的特性多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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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謠言的散播模式與假說 

根據文獻探討與本研究所得的結論得知，人們散播謠言的模式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形

式，因為對於不同的謠言，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途徑與方式，是故謠言的採用應該

會有多種的表現模式，本研究則得到了其中的兩種。實驗一的網路謠言散播方式比較傾

向於傳統的謠言理論，也就是受眾會根據渾沌不安、謠言特性以及謠言的可相信度來衡

量判斷，而且謠言的可相信度是網路訊息惰性的中介變數；實驗二的模式則是當受眾接

收到訊息時，則會直覺的依照自己的訊息惰性伴隨訊息可信度的評量而決定是否散播，

本研究將實驗一所得的模式命名為「思考反應」模式，實驗二為「反射」模式，兩者皆

為謠言散播的可能假說模式，其詳細情形則如圖 6-2-3 所示。 

 

 

 

 

 

 

 

 

 

 

 

 

 

 

 

 

 

 

圖 6-2-3 網路謠言的散播模式 

 假說一：「思考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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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2:「反射」模式 

網路訊息惰性 

謠言可相信度 

散播謠言 



第六章 
結果與討論 

 6-16

三、 闢謠策略的建議 

企業主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層出不窮的網路謠言作出策略應對。針對四處流

竄出現的網路謠言，企業該如何介入？如何衡量其影響與傷害？該如何澄清？用何種方

式澄清？根據前兩段結論與假說模型，本研究則對企業主面對網路謠言時的策略提出幾

項建議： 

1. 隨時監控網路訊息 

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謠言散播的速度非常的快速，所以只要一不留意，轉眼幾天

之內就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故有必要隨時提高警覺，監控謠言訊息的動向。網路謠言

雖然難以防治，但是新興的網路技術與環境相對的也提供了許多傳統媒介所無法做到的

防治功能，例如網路媒體可以直接搜尋與監看新聞群組的討論。利用愈來愈進步的網路

搜尋技術，例如「Google」、「Yahoo!」或「AltaVista」等，網路公關人員可以隨時監測

與公司有關的訊息，只要謠言一產生，公關人員馬上就可以獲得相關資訊，進而擬定下

一步的應對計劃。但是，搜尋引擎並無法監控以電子郵件傳播的謠言，只能利用電子郵

件與其他電子媒介接軌後所留下的線索來追蹤，因為許多經由 E-mail 傳出的謠言，到最

後都會出現在討論區、留言版或是新聞群組，之後又被轉貼或散佈。網路公關人員雖然

不能在第一時間破除電子郵件謠言的傷害，卻能在其他的網路媒體作出第一時間的回

應，例如在新聞論壇即時的回應與加入討論，很有可能在網路上建立起和受眾的良好互

動關係，建構起雙方互信的機制。 

其實有很多謠言是先出現在討論區、留言版或是新聞群組，之後才被轉貼或以電子

郵件散佈出去，因此透過監看相關的討論區，或利用搜尋引擎尋找相關的議題，可以在

發現不實謠言或惡意攻詰出現時，迅速發表聲明與回應，於是平日定期監看網路，是目

前對付這些網路不實消息的最好方式之一。 

2. 利用電子口碑行銷方式破除謠言 

Hanson (2000) 提出的「電子口碑行銷」與 Feick 等學者 (1987) 所提出的「市場

行家」理論皆可以應用在破除謠言的策略當中，因為電子口碑傳播的效果有時候比廣告

更具說服力。企業可以利用電子郵件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將闢謠的訊息包裝得有聲有

色而更具說服力，讓受眾願意透過人際網路而層層傳遞下去，這樣的闢謠效果不僅成本

低廉，而且收效宏速，只要針對網路的「市場行家」或是「意見領袖」多加耕耘，對這

群人作集中資源的消毒動作，必能獲得最大的成效，這也就是「病毒行銷」(Virus 
marketing) 運用在闢謠行為上的範例。 

一般來說，闢謠訊息通常是比較難被散播出去的，但受眾其實並不會因為他看到的

是謠言或是闢謠訊息而決定他是否要散播它，最主要還是要看訊息是否夠令人信服，能

否啟動各個影響變數的開關，包括提高人們的不安與不確定危機感、啟動人們內心散佈

正面與希望訊息的機制，並多增加舉證與例子，以增加闢謠訊息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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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除謠言散佈的因子 

由本研究網路謠言的散播理論發現，受眾的「渾沌不安」、「訊息特性」以及訊息的

「可相信度」是在謠言防治時，網路公關人員比較容易著力的幾個因素，至於「涉入度」

與「網路訊息惰性」則不太容易去控制。其實，對於不實的消息只要減低它的可信度，

或是將它貼上謠言的標籤並加以宣傳，並強調內容中讓人覺得不喜歡或是沒有好處的部

份，就能達到抗謠之效 (Kamins, et al., 1997)。而消除謠言散佈因子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根

據謠言漏洞，給予反駁還擊，讓謠言完全失效，並以公開解釋的方式，瓦解受眾的集體

意識。至於是否該以強硬的手段賦予謠言負面形象，讓受眾認為傳播謠言是種不道德、

擾亂社會的惡質行為，則有必要審慎思考與應對；而以陰謀論來懸賞捉拿造謠者，則是

公關操作時要多加注意的，否則反而容易出現反效果。至於如何消除謠言散佈的因子，

本研究有以下三個建議： 

(1). 公正的查證管道或網站 ― 謠言可相信度的降低 

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謠言的可相信度是影響散播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一個公正

的查證管道或網站，讓網路訊息受眾隨時有可以諮詢的對象以澄清謠言，減低謠言的可

相信度，對於防治謠言會有相當的助益，這也就是所謂的「謠言診斷」(轉引自蔡靚萱，

1999)。網路上如果有一個具有公信力又值得信賴的查證機構，應可減少謠言的囂張，

也能提供企業主一個澄清的管道。 

(2). 企業網站的成立 ― 謠言可相信度與受眾渾沌不安感受的降低 

除了公正的查證管道或網站之外，企業若擁有自己的網站與發言窗口，除了可以自

行澄清網路謠言與進行公關作為，尤其在公正管道如此缺乏的今日，透過網站除了可以

提供公司對外的資訊，還可以建立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藉由討論、交流與回饋，更能

牽動雙方的互信機制，博得消費者的信任，也能降低大眾渾沌不安的感受。 

(3). 統一的媒體發言窗口 ― 受眾渾沌不安感受的降低 

除此之外，建立統一的發言窗口會減少多頭馬車的情形與避免模糊焦點，也就可以

去除受眾渾沌不安的感受。藉由大眾傳播以及不同的媒體管道來傳達公司的訊息，不但

可以減少謠言的破壞力，也可以達到積極有效的澄清效果，減低環境的不安與不確定性。 

4. 不要重複謠言內容 

因本研究發現多數人在接收網路訊息時，並未花費太多心力去仔細閱讀，故闢謠

訊息若複述謠言的內容，反而會造成受眾的誤會，許多闢謠失敗的例子，就是企業主在

闢謠時不斷地重複提及謠言訊息，這反而會加深了謠言的「烙印」效果，尤其在利用電

子口碑行銷方式破除謠言時更需注意。群眾會逃避、選擇性的接收訊息，所以為了避免

被斷章取義，闢謠時千萬不要重複謠言的內容，企業主只需針對謠言的不實部份提出澄

清，並以異於原先謠言的內容與表達方式，傳遞訊息給大眾，讓大家都分別得出闢謠訊

息與謠言的差異，否則闢謠的內容可能反而會成為謠言傳播的另一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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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 

企業主內部必須要有面對網路謠言的危機處理機制，也就是在面對網路謠言時要有

專責的人員與窗口統一處理。另外，藉由資料庫以及決策支援系統的輔助，可以瞭解與

掌握所謂的網路「意見領袖」，針對這些容易散播訊息的人提出防堵的策略，或是藉由

他們傳播闢謠的訊息；而「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立，可以讓網路公關人員利用電腦資料

庫，分析謠言散播力與可能速度，藉而作出對應的策略，例如，散播力較低的謠言可能

就選擇「忽略」的方式處理，而散播力較高的謠言，就有必要擬定一連串的公關處置作

為，包括謠言的消毒、澄清啟示或是記者會等，來作全面消弭的任務編組與職責分配。 

為了做好危機管理以及建立起相關的決策支援，企業主有必要發展出一套相對應的

模式來處理謠言所產生的傷害，Difonzo 等學者 (1994) 就曾經以謠言產生的三階段理論

歸納出各種不同階段謠言的防治方式，但他們的模型是以「巨觀」的總體觀點來看謠言

的散播，而本研究最主要是以「微觀」的個體受眾觀點來研究謠言的散佈，故會有本質

上的差異，但殊途同歸。根據本研究的結論以及 Rosnow (1974) 謠言生命週期的三階段

理論，表 6-2-1 則針對各個網路謠言散播的階段作出應對的策略建議。而由表 6-2-1 與

表 2-6-1 的比較得知，和 Difonzo 等學者觀點不同的是，本研究所推論的謠言各階段相

關因素並不太相同，在產生的階段主要由「渾沌不安」與「涉入度」來影響，愈是不安

與不確定性的環境愈有可能產生謠言，而受眾有可能會以涉入度的不同來評估謠言與應

對模式；而在評估階段，則由「可相信度」、「渾沌不安」、「訊息特性」以及「網路訊息

惰性」等影響謠言散佈的變數來支配；至於散佈這一階段，則由時間與重複散佈的機制

來影響。而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處理態度，面對網路謠言時，預防是更勝於治療的。 

在預防階段，企業主有必要隨時提供正確資訊給社會大眾，而提供的方法包括大眾

傳媒、口碑或是網路資源，於是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網站，隨時公告最新的資訊，並與

大眾互動而建立起互信的關係。另外，企業也有必要尋求公正的管道來為自己澄清或背

書，這個管道可以是網路的公正媒體，也可以是大眾傳媒，而且企業主要隨時監控網路

上的消息，讓網路謠言造成的危機能在第一時間就被發現與處理。 

而在治療階段，也就 Difonzo 等學者所說的「失效」(Neutralization) 階段時，企業

主有必要選擇合適的管道來澄清謠言，除了大眾傳媒之外，它可以選擇網站、網路廣告、

討論區、BBS 或是 NEWS 論壇等各種網路媒體來消毒，並且避免在闢謠的訊息與行為

中重複讓原本的謠言出現，這樣可以避免受眾片面接受訊息的特性而加劇了謠言的烙印

效果。另外，口碑行銷與網路公開消息都是很好的謠言澄清方法，只是操作上不見得那

麼的容易，利用網路電子郵件的口碑行銷，可以快速的傳播闢謠訊息，只是通常闢謠訊

息並不討好，如何讓受眾接受闢謠訊息而將其散佈出去，則是企業主在發布訊息時要多

加努力的。而網路公開澄清不見得是由公正的第三者來作，故效果通常會打折扣，最好

的方式就是透過較具公信力的機構代為傳遞訊息或澄清謠言，這樣闢謠效果才能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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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防治網路謠言的方式 

謠言的階段 產生 評估 散佈 

各階段相關因素 
渾沌不安 
涉入度 

可相信度、渾沌不安

訊息特性、網路訊息惰性
時間與重複散佈 

不同階段的處理態度    
預防 (Prevention)    

1. 減少謠言產生 

    -解釋事件 

 
ˇ 

  

-消除不安 ˇ   
-預測謠言 ˇ ˇ  
-提供資訊* ˇ ˇ  

2. 降低可信度 

    -謠言研討 

  
ˇ 

 

-建立網站*  ˇ  
-建立信任  ˇ  
-公信單位*  ˇ ˇ 

3. 減少散佈發生 

    -及早發現 

   
ˇ 

-網路監控*   ˇ 
失效 (Neutralization)    

1. 忽略謠言   ˇ 
2. 確認謠言 ˇ   
3. 評論謠言 ˇ   
4. 網路媒介反駁謠言 

    -以事實為基礎 

  
ˇ 

 

    -強調單一性  ˇ  
-適當的澄清管道*  ˇ ˇ 
-提出明確訊息  ˇ  
-不再複述謠言*   ˇ 
-口碑行銷澄清* ˇ ˇ ˇ 

    -公開澄清的網頁* ˇ ˇ ˇ 
4. 一般媒介反駁謠言 

    -以事實為基礎 

  
ˇ 

 

    -強調一致性  ˇ  
-適當的發言人  ˇ  
-提出明確訊息  ˇ  
-不再複述謠言   ˇ 

    -公開澄清會 ˇ ˇ ˇ 
(*為本研究與 Difonzo 等學者 (1994) 理論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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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貢獻 

歸納上一段的結論與討論，本研究對於網路謠言的散播以及闢謠行為已經有了詳盡

的假說模式與瞭解，根據這些結果，本研究主要的貢獻主要分為幾個部分： 

1. 網路謠言散播理論的建立 

本研究已建立網路謠言散播的兩個假說以及其模型，透過此模型可以比較網際網路

謠言散播與一般傳媒謠言傳播的差異，以及對照 CMC 與 FtF 謠言傳播方式的異同，並

將網路訊息惰性這個變數帶進了謠言理論。而除了靜態的變數描述之外，本研究的動態

模擬也找出謠言在網路媒介的傳播速度與方式，並對照創新散佈模式，找出靜態模型與

動態模擬其中的對應關係，並對所謂的散佈謠言的網路「意見領袖」作出粗略的基本構

形描述。 

2. 網路謠言散播實驗與分析方法的建立 

網路謠言具有其道德的爭議性，故以實驗法來進行研究會有一定的限制與困難。本

研究利用網路計數器來追蹤謠言的散播，確立計算謠言受眾人數的衡量方法，並將各影

響變數歸類，發展出一套適合的衡量模型與指標變數，這套方法和指標，可以運用在謠

言散播的監控與分析，以供公關人員在監控網路謠言時，能有清楚的方法與衡量指標，

進而發展出適合的危機管理策略與因應方式。 

3. 決策支援系統 (DSS) 的構建 

本研究的實驗因變量為「謠言散佈可能性」，並發展出一套網路謠言的基本散佈模

型；同樣的，本研究亦衡量了受眾「是否散佈謠言」這個分類變數，故可將此分類變數

作為反應變量，根據各影響變數的類目資料分析 (CATMOD)，求出樣本外預測的結果，

並將決策矩陣應用在 DSS 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立，提供企業主一套網路資料庫，讓網路

公關人員在分析網路謠言的特性與輸入變數之後，即能預測謠言的散佈狀況，衡量網路

謠言對企業主的危機及傷害影響程度，並獲得即時的決策建議。 

4. 動態模擬與創新採用模型的應用 

本研究的動態模擬實驗發現經由 E-mail 散播的謠言符合創新採用理論，而藉由討

論「散佈者」與「非散佈者」的差異，本研究亦引出了網路「意見領袖」這個概念，對

這群最有影響力的人作出了基本的構形描述。網路公關人員在面對謠言的防治時，可明

確而精準的對此一族群作出許多的策略作為，防止謠言的擴散效應，並藉由追蹤謠言的

動態結果，瞭解謠言散播的速度以及創新採用模型，對擴散的效果以及應對的方式作出

不同的因應方式與建議。 

5. 其他訊息散播模型的應用 

本研究的主題―「謠言」，應用的範圍很廣，因為廣義的謠言其定義為「未被證實的

消息」，而這種訊息可以是帶來負面恐懼的，也可是帶來正面希望的，甚至是中性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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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應用。故網路謠言散播模式除了應用在一般的謠言之外，也可以運用在闢謠的行

為上；另一方面，網路行銷也是很合適的題材，利用假說模式可以探討何種的行銷訊息

會被受眾轉寄，而達到較佳的病毒行銷 (Virus marketing) 效果。 

6. 闢謠與面對網路謠言的危機處理建議 

本研究的模式可以作為企業評量網路謠言危機大小及傷害程度的參考，利用謠言的

衡量指標與散播可能性評估，企業主可以大概估計謠言可能造成的規模。至於對於不同

的謠言、傳播時點以及相對應的策略與公關處理模式，本研究亦整理提出相關的建議與

澄清策略，讓網路公關人員有所參考，以知悉對於「何種謠言」適合在什麼樣的「時點」

作出什麼樣的「策略應對」，讓企業主的傷害減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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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由於時間以及各種環境條件的限制，有許多未臻完滿之處，以下則根據實驗

結果及討論，提出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繼而提供接續研究的領域與方向，以

豐富網路謠言理論及企業危機管理的策略擬定。 

一、 研究限制與改進建議 

根據實驗的方式與討論結果得知，本研究的限制與相關改進建議如下： 

1. 問卷回收率偏低 

本研究實驗一回答收過訊息「一次以上」的有效問卷僅 115 份，回收率為 10.02%；

實驗二的有效問卷僅 71 份，回收率為 10.69%，兩者的回收率皆明顯偏低，甚至比一般

的郵寄問卷結果還差。Kim (2001) 對網路問卷的逐年調查研究發現，網路郵寄問卷的回

收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主要是因為受眾每天接到的訊息太多，各式各樣的郵寄問卷答

不勝答，加上網路病毒泛濫，一般大眾漸漸對電子郵件問卷產生反感，許多人對來源不

明的郵件根本就直接刪除，更不用說作答了。因為電子郵寄問卷使用方便，許多研究皆

採用此方式進行，以致於許多網友被「過度調查」，使得大部分網友作答意願變低。 

由於回收率過低時有可能會影響結果，故未來的研究者有必要思考出一套方法來增

進受眾填答的意願，像是改善「問卷長度」、積極的「聯繫方式」、彰顯「主題」以及

「餽贈禮品」等都會有正面的影響，故在設計問卷時，可以更簡短一點；而事先通知或

是事後請託受訪者，都能增加作答率；此外，電子郵件的成本極低、讀者回覆速度又快，

故可以增加催收次數來增進回收率。當然，致贈紀念品顯然也可以增進回收。 

另外，人性化的設計問卷，譬如說以 HTML 以及 ASP 語言來設計問卷，讓受眾能

直接以網頁介面方式來作答，也能增加問卷的回收率，這樣的做法會比直接附上檔案的

電子郵寄問卷更具效果與親和力。 

2. 樣本代表性限制 

本研究實驗一的樣本來自於網路志願者所提供的電子郵件名單，實驗二則來自於作

者本身的通訊錄名錄、校友名冊以及生活型態意見表達團的成員，兩者的來源皆非隨機

抽樣，故無法代表整個網路使用者，以致於最後的樣本大多來自於高學歷、中高社會階

層以及學生樣本，反而是未能囊括比較年輕的族群與社會基層群眾。 

為了獲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未來的研究可用更系統化的名單與抽樣方法，例如利

用民間網路行銷業者的所謂百萬筆電子郵件名單，隨機選取一定數量作為實驗樣本，因

為這些樣本乃由業者隨機擷取，會有比較大的代表性；而在確認郵件信箱的有效度方

面，可利用 DM Mailer 等網路軟體，過濾電子郵件名單，確保所選擇的電子郵件確實存

在且仍被使用當中，也可以用網路計數器等軟體附在電子信件，衡量有效信箱的數量。 



第六章 
結果與討論 

 6-23 

3. 操弄驗證不易顯著 

由實驗一的結果得知，原本在前測 (III) 操弄顯著的四則謠言，在正式實驗之中反

而不顯著了。由於前測採用「志願式」的樣本，故填答者會比較仔細的去閱讀與作答；

至於正式謠言散佈實驗進行時，受眾有可能不太注意訊息的內容，也不會仔細的去閱讀

分析，故其感覺會較為模糊而不如前測來得仔細與確切，故與前測比起來，操弄的差異

就不易顯著。此外，正式實驗有時間遞延的限制，也就是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距離正式

實驗進行已有一段時間差異，這段時間的差距是否會稀釋了受眾對於謠言內容的感受，

也是有可能造成操弄不顯著的原因。 

為了改善操弄不顯著的狀況，未來實驗者可朝加大操弄效果與改變前測方式來進

行，也就是讓謠言內容看起來更確切與強烈，故在操弄謠言時，有必要縮短謠言的長度，

讓受眾能更簡潔的感受到訊息所傳達的特性，並加深謠言的操弄語句與效果，拉大差

異。另外，前測也可以改用小規模謠言散佈法來驗證謠言的操弄，正式實驗時再以較大

樣本來進行，如此所得問卷的結果可能就會保證操弄差異能夠維持顯著。 

4. 涉入度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不高 

本研究的涉入度衡量乃由 Bloch (1981) 的涉入度指標簡化而來，但在檢定問卷的信

效度時，實驗一的涉入度指標 Cronbach’s α 值僅達 0.3278，故改以因素分析後的「事後

反應因素」與「平時準備因素」來衡量涉入度，但分析這兩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時，其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0.4558 與 0.4212，僅達勉強接受標準；實驗二的涉入度指標

Cronbach’s α 值則達 0.5002，也只達勉強接受標準，距 0.7 的可接受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由此可知，涉入度的六個指標問題在設計時，有可能因為文句的精確度不夠、代表性不

完備，所以產生了信效度稍低的缺陷。 

由於本研究的指標是首次翻譯 Bloch (1981) 的量表而來，而且為了避免網路問卷的

題目過多，故僅擷取其中的六個代表因素作為衡量的標準，所以在翻譯及語意精準度上

仍有許多的改善空間，未來在作相關的謠言研究時，除了可以修改本研究的相關指標

外，亦可以採用其他的方式來作衡量。 

另外，涉入度的衡量在本研究中有另外兩個重要的概念可以涵蓋，那就是「散播結

果與個人的相關性」以及「閱讀的仔細程度」，但無論是實驗一或實驗二皆未深入探究。

受眾是否會轉寄所收到的謠言，有可能是因為考慮到散播之後的嚴重性，這方面就牽扯

到散播結果的正向激勵與負向懲罰，而這樣的後果衡量與涉入度是否成顯著的正向關

係，值得未來的研究仔細探討；而閱讀仔細程度可能代表了個人對於訊息是否有高度興

趣，受眾對沒有興趣的主題可能只是草草瀏覽，但對感興趣的主題就可能會多花費心力

去了解，而這兩個指標的相關程度，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探討課題。 

5. 謠言設計的道德考量 

由於網路謠言具有一定的傷害性，若控制不當的話，很有可能對當事者造成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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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與名譽損失，故從事謠言研究時，其道德性爭議頗大，而太廣為流傳或是目標群眾

過小的謠言，對於實驗的操弄又會造成難以執行的遺憾，故能夠用在實驗標的之謠言範

圍有限，而且也不見得足夠聳動或辛辣。本研究為考慮道德問題，在謠言的選擇上即已

有諸多的限制，故不如一般企業或產品相關的謠言聳動而易被傳播，因而可能造成傳播

速度與散播曲線的不同，對於網路謠言的探討與描述也會與真實狀況有所差異。另外，

要將謠言的不安與不確定性提高，實際上是需要強烈的刺激與文字，否則很難達到操弄

的效果，但過激烈的字眼又會造成道德上的爭議，故如何在兩者間權衡，的確是個難題。 

其實，謠言研究本來就有一定的道德風險，故如何將研究所使用的謠言傷害降到最

低，也是實驗者該非常注意的事情。未來研究者除了執行本研究所遵守的謠言操弄原則

與標準之外，有必要限制實驗者樣本的大小，甚至對實驗樣本有最基本的了解，並隨時

準備闢謠的管道與實驗之後的消毒信件，作實驗後的釐清，將傷害造成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有必要的話，也可以利用網路計數器衡量散播的情形，若觀察到謠言的散播已經超

出研究所操控的範圍時，有必要即時停止並加以補救。 

6. 計數器追溯的限制與道德爭議 

由於個人隱私權的限制，過度侵入式的偵測與追溯軟體，會有道德爭議的出現，故

本研究使用網路計數器來追蹤謠言的散播情形。但網路計數器僅能紀錄訊息被點閱的人

數與瀏覽人次，無法了解點閱人的許多網路行為，例如許多人擁有超過一個的電子郵件

信箱，也有可能有一信多次閱讀的現象，但網路計數器無法得知受眾的 IP 位址，根本

無法分辨這些情形，故會將一信多收的狀況列入計次當中，這會造成謠言散播上計數的

誤差，有可能過度擴大謠言散播的狀況。 

但幸運的是，網路的技術日新月異，利用某些軟體，的確可以追蹤受訪者是否收到

郵件、開啟檔案或尚未開啟就刪除檔案，這樣的追溯可以改進抽樣過程，提高作答品質，

而且也可以知悉謠言的點閱與瀏覽人數，但卻完全不涉及受眾個人隱私的窺探，如此的

網路追溯軟體已在發展當中，利用它們可以在不干涉個人隱私的情形下而獲得訊息。  

7. 謠言內容過於冗長 

由於實驗操弄的緣故，實驗一的四則謠言長度皆為四段而每則將近七百個字，對受

眾來說，有可能因為內容過於冗長而不會花太多心力去瀏覽，故對於內文許多操弄可相

信度與渾沌不安的字眼感受微弱，使得最後驗證操弄的結果並不顯著，影響了本研究原

先的設計方向。 

謠言過於冗長對於本研究或許是個缺點，但相對來說也可以是個研究議題。網路謠

言研究可以比較各種不同長度的謠言散播情形，用來瞭解內容過於豐富以及引用多種驗

證之後，冗長的謠言是否仍舊容易被轉寄？而閱讀仔細度真的會影響散佈行為？若訊息

的長度真的太長，用「附件」的方式附帶訊息是否會增加人們閱讀的意願，繼而轉寄、

散播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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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ML 語言閱讀的限制 

無論是謠言的實驗或是問卷的發送，本研究皆以 HTML 語言來設計，但由於閱信

軟體的限制，許多人還是無法看到以 HTML 發送的信件或是問卷，當研究進行時，這

種無法閱讀 HTML 語言的樣本會降低謠言的有效散播率，影響實驗的準確度，也會降

低問卷的回收率，減少實驗受眾的有效樣本數。而以 HTML 語言發出的信件，有可能

被受眾的收信軟體視為病毒而自行失效或刪除，也有可能因為檔案太大而被收信者拒

收，甚至造成信箱爆滿而遭退信的情形，這都會影響實驗的結果，加大實驗的誤差。 

其實，若只是謠言訊息的話，HTML 語言的檔案並不大，故可以避免被退回的情形；

問卷方面則其容量的確不小，為避免被信箱刪除或拒收的情形發生，可以改用全球資訊

網法，用郵寄網址的方式鼓勵受眾上網填答，這樣不只可以減少郵寄的風險，而且全球

資訊網法可以直接將受眾的答案存入資料庫，故能降低資料處理時可能產生的錯誤，效

率更高，只是回收率有可能比直接郵寄問卷來得低，這有必要多加考慮。 

而無法看到以 HTML 語言發送的信件或是問卷的樣本，則可以利用發放問卷時，

再次確認收到樣本的人數。也就是說，寄發謠言時，網路計數器已經記錄了一次受眾的

點閱與瀏覽人數，而寄發問卷時，研究者對同樣一群樣本發出了同樣數量的問卷，這時

候可以利用網路計數器再次確認有效樣本的人數，利用這樣的兩次確認，就可以知道有

多少人真的能看到 HTML 語言的訊息，因此可以減少實驗的誤差。 

9. 謠言與闢謠訊息的結構差異 

本研究實驗二的謠言與闢謠訊息雖然容易辨別，但卻有文章長度及結構差異問題，

闢謠文章的字數遠多於謠言訊息，這樣的差別有可能使得受眾在閱讀闢謠訊息時，會因

為內容的長度影響其閱讀的意願與仔細度，故在比較謠言與闢謠訊息時，有可能因此而

產生誤差，因為研究無法判定闢謠訊息的渾沌不安程度較高是訊息內容所造成的，還是

受眾不仔細閱讀所造成的。 

謠言與闢謠訊息的長度及結構差異問題，其實可以利用操弄方式，將兩者的結構變

成外表類似但內容卻差異很大的訊息，用以改善本實驗中兩者字數的差異。另外，實驗

也可以探討謠言或闢謠訊息的內容長度是否影響受眾的閱讀意願與仔細度，如此可以了

解闢謠組受眾的渾沌不安程度較高是訊息內容所造成的，還是不仔細閱讀所造成的。 

10. MS Outlook 作為發信工具的限制 

以 MS Outlook 作為發信軟體，最大的限制就是無法一次發給大量的受眾，而發出

的訊息也有檔案大小的限制。另外，Outlook 也無法過濾發信名單的有效度，也就是他

無法確認哪些電子郵件地址是無效的，所以發信時僅能以分批發送的方式來進行，至於

信箱是否有效，則無法完全被確認，而無效信箱愈多，就愈會影響實驗的精準度。 

目前已有規模發信的網路軟體出現，而民間也有許多網路行銷公司的出現，這些軟

體或公司可以協助過濾有效郵件信箱，而且能以精準的方式將訊息傳送給受眾，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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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諸多的考量與限制。 

11. 時間遞延的限制 

大部分的謠言研究都有時間遞延的問題，也就是必須以事後追溯的方式來探討事件

發生當時的現象，這樣的情況往往會造成謠言的研究變成了「記憶力」的探討，而本研

究也有這樣的缺點。由於受眾填寫問卷的時點與他收到謠言的時間至少有一個星期以上

的差距，填寫問卷時的感受是否代表了收到謠言時的感受仍有待商確。另外，時間遞延

的限制也有可能是影響實驗一操弄不顯著的原因，也就是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距離正式

實驗進行已有一段時間差異，這段時間的差距稀釋了受眾對於謠言內容的感受。 

為了避免謠言散播的研究變成記憶力的考驗，有必要控制問卷填寫的時間，不能距

實驗時間太久。另外，簡短的謠言能夠改善人們的閱讀仔細度與加強印象，也能減少人

們在不同時點感受的差異。另外，採用對照組的比較方法，重複提醒受眾填寫對於謠言

接收「當時」的感受，也有可能改善時間遞延的問題。 

12. 轉寄行為無法追蹤紀錄 

轉寄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謠言的散佈行為。例如某人有可能將謠言一次轉寄給 20
個人，也有可能分兩次轉寄給 10 個人，或是一個一個人各別地轉寄 20 次，甚至對同樣

20 人轉寄謠言兩次，雖然同樣將謠言散播給 20 個人，但實質轉寄行為並不相同，因而

有可能影響到謠言的追溯與模式探討。由於本研究問卷只詢問受眾轉寄謠言給多少人，

至於受眾如何轉寄、轉寄多少次等，並無法紀錄。加上計數器僅能追蹤點閱的人數，若

同樣一個人轉寄了兩次謠言給相同的名單，則計數器依舊以兩倍的點閱人數列入計算，

而實際上看過謠言的人其實只有一半而已。另外，不同的轉寄行為有可能也代表了受眾

的行為模式、感受以及謠言的影響程度，然而這部分在本研究中並未詳加討論。 

為了瞭解受眾的轉寄行為，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在問卷當中加入題目來衡量，詢問受

眾以什麼方式轉寄謠言、轉寄了幾次、分別轉寄給多少人等，更深入地追蹤謠言的散佈

行為與模式，並對轉寄者的感受與影響程度作相對的衡量，比較不同的轉寄行為是否代

表了不同的影響效果。 

二、 未來研究建議 

除此之外，後續研究還可以針對以下的方向，作更深入的探討： 

1. 網路謠言散佈模式的研究 

影響謠言散佈的因素很多，本研究為一探索式研究，歸納出了幾個重要的因素，並

建立起網路謠言的基本假說與散播模式。後續研究者可以利用涉入度操弄方式，瞭解不

同涉入度之下，受眾是否會循不同的認知途徑去影響謠言散播的模式；另外，亦可以利

用可相信度、渾沌不安、訊息特性與網路訊息惰性操弄的方式，來驗證謠言散佈可能性

是否會被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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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謠言創新採用模式的研究 

本研究發現謠言的散播符合創新採用模式，故後續的研究可針對其創新的主體來研

究，瞭解何種謠言較容易被眾人接受；或是研究不同的網路謠言散播管道，包括 BBS、
NEWS 論壇、討論區與網路短訊等；而社會系統方面，可以朝網路社會與實體社會的差

異做起，研討兩個環境下的謠言散播差異，並對網路「意見領袖」或是網路「市場行家」

作出更詳盡的瞭解與構形描述；最後，在時間方面，後續實驗可以朝網路謠言的動態追

蹤與採用階段分析做起，了解各個接受階段受眾的特性，並分析其與一般環境下謠言散

播的差異。 

3. 網路謠言與大眾媒體接軌的影響因素及散播速度 

網路謠言常常在未經查證與當事者不知情的狀況下，掀起軒然大波，甚至引起媒體

注意，視為重要的新聞線索而擴大報導，而一旦透過大眾傳媒報導之後，謠言的影響效

果及傳播速度則大不相同，於是，網路謠言與現實生活以及大眾傳播接軌後所產生的擴

大效果，值得未來研究所的深入探討。 

現在有許多的新聞是直接由討論區或是 BBS 擷取的，表面上是「網路民意」的調

查報導，實際上卻有可能在無形中讓人誤以為大眾媒體為某些訊息來源背書，而使得某

些原先只存在於網路間的謠言與大眾傳媒接軌，繼而散佈到一般社會及平民身上。另

外，進入網路時代後，媒體的主控權降低，新聞的時效性要求也愈來愈高，許多報導往

往在未經證實之前便已發佈，網路謠言於是經常在如此的情況下被過度渲染，儘管大眾

傳媒儘管沒有製造謠言，但卻成為網路謠言強而有力的中繼站，加速了其傳播速度與增

加可信度，甚至讓某些不曾引起注意的事實變得含糊不清。 

影響網路謠言與大眾傳媒接軌的因素有很多，可能包括訊息議題對大眾的重要性、

聳動性與時效性等，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兩者的交互影響情形與擴大效果，求出其散播

曲線與速度，更清楚的瞭解網路謠言與真實生活的關係。 

4. 網路謠言「散佈者」與「非散佈者」的研究 

由傳播理論可發現，若要達到有效的訊息傳遞效果，就有必要對所謂的訊息「散播

者」多作說服與瞭解。因此，無論是網路行銷或是闢謠行為，都有必要針對這群人多加

耕耘，是故多了解「散播者」的特性，繼而找出網路社群中的這群特殊受眾，是未來的

研究者可以多加著墨的。 

5. 網路謠言的「效果」研究 

本研究僅探討了網路謠言散佈的結果，卻未能探討其「效果」，也就是本研究只探

討了影響謠言散播的變數與其散佈速度，但卻無法了解受眾接收訊息之後，是否會改變

人們的消費習慣？是否會影響對內容主體的觀感？對於謠言所中傷的公司或事物，是否

仍願意去接受或購買？會不會影響企業的商譽？這些謠言的影響效果問題，也是值得繼

續深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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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網路管道的謠言散播研究 

除了電子郵件之外，網路謠言還可以經由不同的管道散播，包括 ICQ (網路即時

通)、聊天室、BBS、NEWS 論壇、討論區與網路短訊等，甚至連近來流行的手機簡訊

皆可以討論，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管道之下謠言散播的情形作比較，並瞭解不同的

管道下謠言散播的模式是否有所差異。 

7. 病毒行銷或其他訊息主題的研究 

由於廣義的謠言包括所有未經官方證實的訊息，故包括網路行銷的訊息、闢謠的訊

息、慈善募捐或是確認告知的訊息，皆可以使用本研究類似的架構與方法，瞭解不同的

訊息在利用網路郵件散播時，其散播的模式差異與效果。 

8. 特別型態的網路謠言散播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文字」謠言作研究，並未對其他形式的謠言有所著墨。現今的謠言

甚至伴隨著「圖片」或「相片」，以及許多多媒體的表現方式，包括影片與超連結等，

至於這些特別型態的網路謠言對於散播的模式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則可以作為未來研

究的課題。 

9. 謠言訊息推敲可能模式 (ELM) 的研究 

本研究在比較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時，發現兩者受眾的涉入度差異顯著，故猜測

涉入度或許不會直接影響謠言散播可能性，但會影響人們對謠言反應的模式。也就是

說，當受眾對訊息的內容涉入度高時，就會花較多心力去衡量自己是否該將訊息散佈出

去，在這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中，受眾的渾沌不安、訊息特性以及可相信度等傳統謠言理

論的影響因素就很明顯的影響謠言散播；但當人們對訊息內容的涉入度低時，由於受眾

對內容的重視程度本來就比較低，他之所以會想散播，有可能是訊息分享的動機，而面

對這種涉入度低的訊息時，只要訊息的可相信度夠高，受眾通常會直覺地依照自己的訊

息惰性而決定是否散播謠言，反而是其他影響謠言散播的因素反而變得不重要了。 

由此可知，人們對謠言的思考與反應模式也許會如 Petty 與 Cacioppo (1981) 所提

的訊息推敲可能模式 (ELM;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進行，也就是當人們對謠言訊

息的涉入度高時，比較會以說服的中心路線 (Central route) 去探尋線索，人們會去注意

訊息中的事實，且加以整理、謹慎思考，被內容論點所影響，於是訊息的特性、受眾感

受到的渾沌不安以及訊息的可相信度成為人們接受謠言的重點，此時受眾的網路訊息惰

性反而成了間接影響因素；但當人們對謠言訊息的涉入度低時，會循周邊路線 
(Peripheral route) 去尋找資訊，人們會去注意訊息表面的特質，而且常被訊息之外的周

邊事物所吸引，於是只要訊息表面上看起來是可以相信的，轉寄者以及來源訊息又可

靠，人們就會依照自己的網路訊息惰性，來思考是否散佈謠言。 

對照 ELM 與本研究的兩個假說模式，兩者可以作一整合探討。在本研究中，謠言

的散播可能有兩種反應模式，一種為「思考反應」模式，另一為「反射」模式。當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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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涉入度較高的訊息時，有可能會經由較深切的思考而作出反應，也就是會根據渾

沌不安、謠言特性以及謠言的可相信度來衡量判斷，而且謠言的可相信度是網路訊息惰

性的中介變數，如同實驗一的狀況；但當受眾對訊息的涉入度較低時，則會直覺的依照

自己的訊息惰性伴隨訊息可信度的評量而決定是否散播，實驗二就是如此的模式，而此

二種被涉入度影響的行為反應假說則如圖 6-3-1 所示。 

 
 
 
 
 
 
 
 
 
 
 
 
 
 
 
 
 
 
 
 
 
 

圖 6-3-1 網路謠言散播的 ELM 模型假說 

 

此假說模式乃一可能性的網路謠言推敲途徑，至於是否成立，則待後續的研究探

討，實驗者可以利用涉入度的高低分群比較不同受眾間思考模式是否會有差異，來證實

假說現象的存在與否。 

10. 謠言散播的動態模擬 

本研究利用計數器追蹤而得到網路謠言散播的數學模擬方程式，但方程式的自變數

為「天數」，因變數為「點閱人數」，未來研究者可以將模擬方程式的自變數改為「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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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渾沌不安」、「訊息特性」、「網路訊息惰性」與「涉入度」等，以這幾個關鍵影

響謠言散播的變數，去描述謠言散佈的情形，如此的模式可以簡化謠言散播的判斷，甚

至可以輔助決策支援系統，讓公關人員在第一時間內就可以衡量謠言散佈的可能性與破

壞性。或許我們能將 Allport 與 Postman 所提出的公式作一修正，並將其以如下之函數

表示，以利解釋與說明： 

R(t) = (Uα(t) +Kβ(t) +Lγ(t)/Iδ) ×Cσ(t) 

R(t)：謠言強度 
U(t)：渾沌不安 
K(t)：訊息種類 
L(t)：網路訊息惰性 
C(t)：訊息可相信度 
I(t)：涉入度 

t：時間 

α：U(t)函數的指數權重 
β：K(t)函數的指數權重 
γ：L(t)函數的指數權重 
σ：C(t)函數的指數權重 
δ：I(t)函數的指數權重 

 

由此模式可以探究謠言散播的原因主要有「渾沌不安」、「訊息種類」、「網路訊息惰

性」、「訊息可相信度」以及「涉入度」，而這些因素分別是時間的函數，也就是個動態

的散播行為。而謠言的散播亦有其時效性與折現性，R、U、K、L、C 是何種時間函數、

α、β、γ、σ、δ的影響力如何決定等，仍有待後續學者的研究。而當各變數與指數權重

決定之後，實驗者可依此而將謠言分類，利用權重的「階數」來發展謠言的動力理論。 

11. 闢謠與企業危機管理的研究 

闢謠效果可能是實務上最有實質貢獻的研究，在這個課題上有許多的問題可以深入

探討，而企業界在面對網路謠言所帶來的危機時，該以如何的策略手段來應付？其得到

的效果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而這些課題主要包括： 

1. 對於不同類型與散播方式的網路謠言，企業該如何衡量危機及傷害程度，提出相對

應的策略與公關處理模式？ 

2. 網路謠言散佈的各階段與影響因素的對應關係為何？ 

3. 網際網路謠言傳播與一般傳播媒介謠言傳播的異同如何影響不同的企業因應策略？ 

4. 企業的謠言管理策略有哪些？ 

5. 不同的謠言管理策略對於不同類型的謠言效果如何？ 

6. 不同散佈階段的網路謠言對應的策略與公關處理模式為何？  

以上的這些問題可以下面的模式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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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散佈模式建立部份      企業管理謠言策略部份 

 

 

 

 

 

 

 

 

 

圖 6-3-1 網路謠言散播與企業危機管理模式研究圖 

 

由圖 6-3-1 可知，闢謠與企業危機管理的研究主要可以分成兩大區塊，一為謠言散

佈模式建立的部分，另一則為企管謠言策略部分。本研究主要在模式建立與個人因素討

論部分有所貢獻，至於後段的謠言管理策略方面並無多加著墨，許多有趣的問題仍值得

研究與解答。例如： 

1. 早、中、晚期的謠言是否適合直接澄清與採取公開、擴大之策略作為？還是適合採

用保持低調與沉默之公關因應作為，甚至採用沉默之公關因應作為？ 

2. 而在謠言散播的三階段中，對應創新採用理論的創新採用、早期採用、早期多數、

晚期多數與落後者等哪一個階段？ 

3. 而許多的策略作為包括解釋、澄清、忽略、確認、反駁、減低不安、預測謠言、建

立信賴、監控謠言等，在企業管理謠言的公關活動中，是否有可能產生反效果而對

企業產生加深傷害？或是能夠改善情況？或是根本無效？ 

由此可知，網路謠言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仍有許多尚未開發的領域，等待後繼者

的努力與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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