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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前測 (III) ― 「冤枉受罰」謠言 

一、 謠言操弄方式 

   受眾感受到的不確定性 

  
受眾感受到的

不安 
不確定性高 不確定性低 

不安度高 謠言 3-FINE01 謠言 3-FINE05 可相

信度

高 不安度低 謠言 3-FINE02 謠言 3-FINE06 

不安度高 謠言 3-FINE03 謠言 3-FINE07 

謠言

可相

信度 可相

信度

低 不安度低 謠言 3-FINE04 謠言 3-FINE08 

 

二、 八則操弄謠言 

1. 謠言 3-FINE01 

冤枉無辜遭開單，警察業績直直上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某有線新聞台日前的追蹤報導，中和一位黃先生在行駛北二高時，被一輛閃著「警

示燈」的警車尾隨，剛好就在進入隧道之後，這位駕駛人直覺地禮讓警車先行，於是在隧道當中變換車道。 

報導中指出，只因為一時的好心，這位黃先生被警車攔了下來，當場被開一張「隧道內變換車道」的罰單。

更糟的是，黃先生在禮讓警車時，速度超過隧道內的限制，於是加重處罰。這位老兄當下氣急敗壞的與警察理論，

一陣衝突之下，員警認為他的行為已經「妨礙公務」、「污辱公務」，於是以公權力強押至警察局偵訊，任他掙

扎也沒用，真是所謂損失慘重，不僅近 5000 元的罰金飛了，還可能要面對訴訟，大家真的要小心警察為了業績

所設下「陷阱」。 

黃先生心有餘悸的說，警察應該考量民眾違規的動機是否合情合理，但國道警察隊則對此回應表示：執法是

沒有人情考量的。而且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會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示警，否則你是「不需要」

特別禮讓而變換車道的，不然你還是會依隧道內「不得變換車道」而被開罰單的，然而當事人對警察的舉動粗暴，

本來就足以移送法辦。黃先生根本不知道車輛不須禮讓沒有鳴警笛的警車，他與警察的爭執只是強調「不知者無

罪」，但顯然在執勤員警的觀念裡是站不住腳的。問題是，警察執法的公正度常常令人詬病，交通罰則雖然明文

規定，但執法的標準卻任由他們的好惡決定，根本就是人人心中一把尺，毫無規則可言。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國家真的窮了，要靠罰單來增加國庫收入。利用這種「民眾不知仍然有罪」的方式，許

多您從未聽過的罰單紛紛出籠，像是非雨霧天使用霧燈罰 900 元、機車在人行道上未熄火罰 600 元、行人不靠右

走罰 300 元、跨越馬路不走標線要罰 600 元及講習等，各種罰單的名目叫人眼花撩亂，真是肥了政府金庫，瘦了

民眾荷包。根據行政院下年度預算，光是編列在交通罰鍰的收入就高達三百億台幣，也就是平均每個勞動人口每

年要被罰 3000 元左右，四口之家一年要被罰到 12000 元！不景氣之下，這麼高額的罰金真叫人擔心害怕。 

老實說，警察不利用「民眾對於交通規則的無知」，運用充滿陷阱的交通規則來開單的話，實在很難達成政

府要求，難怪會有愈來愈多的罰單爭議。而我們這種沒有特權的百姓，誰能保證不落入圈套？誰又知道申訴是否

能成功呢？看來也只能自求多福，哪一天警察真的找上你，只能自認倒楣，躲也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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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謠言 3-FINE02 

冤枉無辜遭開單，罰款事小卻麻煩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某有線新聞台日前的追蹤報導，中和一位黃先生在行駛北二高時，被一輛閃著「警

示燈」的警車尾隨，剛好就在進入隧道之後，這位駕駛人直覺地禮讓警車先行，於是在隧道當中變換車道。 

報導中指出，只因為一時的好心，這位黃先生被警車攔了下來，當場被開一張「隧道內變換車道」的罰單，

罰了 600 元。好在這位老兄雖然不滿被開罰單，也僅僅口頭上表達抗議而已，並沒有氣急敗壞的與警察理論，而

且當時他沒有犯下其他的錯誤，所以警察也找不到理由刁難他，真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否則警察要是林林種種

的抓你毛病，罰款金額可是要怎麼寫就怎麼寫，那可才真是損失慘重，大家真的要小心警察為了業績所設下「陷

阱」。 

黃先生說，罰款很少他不在乎，但他要的只是公道，警察應該考量民眾違規的動機是否合情合理，但國道警

察隊則對此回應表示：執法是沒有人情考量的。而且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會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

示警，否則你是「不需要」特別禮讓而變換車道的，不然你還是會依隧道內「不得變換車道」而被開罰單的，此

事件當事人在隧道中變換車道本來就不對。其實黃先生根本不知道車輛不須禮讓沒有鳴警笛的警車，他只是想強

調「不知者無罪」而已，但這在執勤員警的觀念裡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問題是，警察執法的公正度常常令人詬病，

交通罰則雖然明文規定，但執法的標準卻任由他們的好惡決定，根本就是人人心中一把尺，毫無規則可言。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警察的確有他們的業績壓力，上級要求他們什麼，他們也只能照做，反正我們隨時都要

有被開單的心理準備。不過，台灣的交通罰鍰費率其實不算高，像高速公路「隧道內變換車道」的罰緩依規定也

才 600 至 1800 元而已，有多少嚇阻作用大家心知肚明。而且老實說，警察執勤的態度也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只

要乖乖守法、面對警察時態度不要太差，警察往往可以「法外開恩」、「從輕量刑」，也就是說交通罰則雖然明

文規定，但執法的標準卻是可以講情的。除非你犯了大錯，否則實在是沒什麼好擔心害怕的。 

老實說，警察不利用「民眾對於交通規則的無知」，運用充滿陷阱的交通規則來開單的話，實在很難達成政

府要求，難怪會有愈來愈多的罰單爭議。反正老百姓也習慣了，就當作是繳稅，也沒多少錢，只是面對這麼多名

目的罰單，而執法又因人而異，民眾哪來公道？就是徒增麻煩而已，那小小的罰金反而不算什麼。 

 

3. 謠言 3-FINE03 

莫名其妙被開單，警察業績熱呼呼 
這個消息是我公司業務部門的一個同事最近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姑且聽之。上個月他的

一個朋友在北二高經過隧道前被一輛警車「跟蹤」，就在進入隧道後，警車的「警示燈」忽然亮起，他的朋友很

直接地變換車道，讓警車先走。 

真的是好心沒好報，他的這個朋友莫名其妙就被攔下來開了一張「隧道內亂換車道」的罰單。更糟的是他讓

路時車速開到 120，手忙腳亂之下，頭燈沒開又打錯方向燈，所以警察加開他兩張罰單。這位老兄當場發狂的與

警察理論，一陣拉扯之下，員警認為他無法無天，當場以「妨礙公務」用手銬將其扣押至警察局，並告他用髒話

「罵警察」，真是損失慘重，不但將近 10000 元的罰金飛了，還可能要判刑入獄，大家真的要小心警察為了業績

所設下「陷阱」。 

這位同事打抱不平的說，他朋友當時只是好心讓路卻被無辜開單，而且警察當時凶巴巴的，根本不相信他說

的話。還說什麼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會開「警示燈」，除非車子有「鳴警笛」嗚~嗚~嗚~，否則你根本「不需要」

禮讓而變換車道，所以老兄你犯規在先，當然還是要被罰囉，這沒什麼好狡辯的。慘的是這位先生耐不住性子而

且動手動腳，被手鐐腳銬的押到警局其實早在預料當中。原本只是不知道規定的一件小罰單，最後演變成上萬元

的罰款和被告要上法庭，可真的是慘兮兮。問題是，警察對他朋友的態度好像太過分了，交通規則雖然是死的，

但也要通人情阿，但感覺上開罰單的標準好像是隨警察的喜好所定，這根本就是設下陷阱要人跳，毫無公平規則

可言。 

這次事件告訴我們，我們國家窮阿，要靠罰單來增加國庫收入。反正「民眾不知道」就是有罪，於是許多亂

七八糟的罰單紛紛出籠，像是亂用霧燈罰 1000 元、機車在人行道沒用牽的罰 800 元、行人不靠右走罰 500 元、

隨便跨越馬路要罰 500 元及一整天講習等，各種罰單的名目叫人眼花撩亂，真是肥了政府金庫，瘦了民眾荷包。

聽說政府下年度預算，光是編列在交通罰款的收入就高達三百億台幣，也就是隨隨便便每人每年要被罰 3000 元

左右，一家四口一年要被罰到 12000 元！！！不景氣之下，這麼高額的罰金真叫人擔心害怕。 

反正阿，警察就是利用「民眾的無知」，運用充滿陷阱的交通規則來開罰單的啦，不然怎麼達到業績目標呢？

難怪會有愈來愈多的罰單爭議。而我們這種沒有特權的百姓，誰能保證不落入圈套？誰又知道申訴是否能成功

呢？看來也只能自求多福，哪一天警察真的找上你，只能自認倒楣，躲也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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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謠言 3-FINE04 

莫名其妙被開單，罰款雖小好麻煩 
這個消息是我公司業務部門的一個同事最近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姑且聽之。上個月他的

一個朋友在北二高經過隧道前被一輛警車「跟蹤」，就在進入隧道後，警車的「警示燈」忽然亮起，他的朋友很

直接地變換車道，讓警車先走。 

真的是好心沒好報，他的這個朋友莫名其妙就被攔下來開了一張「隧道內亂換車道」的罰單，罰了 600 元。

好在這位老兄雖然不爽被開罰單，也只是嘴巴唸唸抗議一下而已，沒有大發脾氣的找警察理論，而且當時他也沒

做什麼其他錯事，所以警察瞪了他一下就放他走，真的是老天保佑，否則警察要是龜龜毛毛的抓毛病，罰金可是

要寫多少就有多少，他想怎樣陷害你就怎樣陷害，那可才真是損失慘重，大家真的要小心警察為了業績所設下「陷

阱」。 

他的朋友其實還是有點小抱怨，罰那麼一點錢雖然沒差，但真的很無聊，警察應該想想他只是好心讓路卻被

無辜開單，但警察當時卻對他說：開罰單如果要每次考慮人情的話，那就根本不公平了，不是嗎？其實警車進隧

道本來就都要開「警示燈」，除非車子有「鳴警笛」嗚~嗚~嗚~，否則你根本「不需要」好心禮讓而變換車道，

所以說，這位仁兄在隧道中亂換車道本來就不對。其實他朋友根本不知道不用禮讓沒有鳴警笛的警車，他只是認

為自己「不知者無罪」，哪知道碰了一鼻子灰。問題是，警察開罰單真的有那麼公平嗎？交通規則雖然是死的，

但也要通人情阿，但感覺上執法的標準是隨便警察的喜好所定，這根本就是設下陷阱要人跳下，毫無規則可言。 

這次事告訴我們，警察的業績壓力很大，上面要他們開多少罰單就要開多少，我們隨時都要有在路上「中獎」

的心理準備。不過，罰的錢也才那麼一點點而已，像這位老兄在高速公路「隧道內亂換車道」也才罰 600 至 1800
元而已，嚇得了多少人？大家還不是照樣違規。而且老實說，警察現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只要你乖乖聽話、面對

警察時態度好一點，警察往往可以「法外開恩」、「從輕量刑」，也就是說交通規則雖然有他的一套，但要不要

開罰單的標準就看警察爽不爽了。除非你真的犯了滔天大錯，否則哪有什麼好擔心害怕的？ 

老實說，警察不這樣利用「民眾無知」，用那些充滿陷阱的交通規則來開單的話，哪能達到業績阿？難怪會

有愈來愈多的罰單讓人不爽。反正老百姓也習慣了，就當作是繳稅，也沒多少錢，只是面對這麼多雜七雜八的罰

單，而開罰單又讓人覺得不公平，民眾怎麼服氣？就是增加大家麻煩，多跑幾次繳罰金，多少錢反而不重要。 

 

5. 謠言 3-FINE05 

冤枉無辜遭開單，切忌當面討公道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某有線新聞台日前的追蹤報導，中和一位黃先生在行駛北二高時，被一輛閃著「警

示燈」的警車尾隨，剛好就在進入隧道之後，這位駕駛人直覺地禮讓警車先行，於是在隧道當中變換車道。 

報導中指出，只因為一時的好心，這位黃先生被警車攔了下來，當場被開一張「隧道內變換車道」的罰單。

更糟的是，黃先生在禮讓警車時，速度超過隧道內的限制，於是加重處罰，罰金累積起來將近 5000 元。這位老

兄氣急敗壞的與警察理論，一陣衝突之下，員警認為他的行為已經「妨礙公務」、「污辱公務」，於是以公權力

強押至警察局偵訊，還好同行友人勸他冷靜，並記下員警的單位姓名，事後經由裁決管道申訴而註銷罰單，警察

也因此而撤銷訴訟。 

黃先生事後心有不平的說，警察應該考量民眾違規的動機是否合情合理，但國道警察隊則對此回應表示：警

察執法是有一定的作業程序的，開罰單時當然還是會考量民眾動機，只是黃先生當初態度惡劣，如果他當時合理

的向員警解釋，在場員警是不會開單的。而且依規定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會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

示警，否則你是「不需要」特別禮讓而變換車道，不然你還是會依隧道內「不得變換車道」而被開罰單的，然而

當事人對警察的舉動粗暴，本來就足以移送法辦。黃先生雖然「不知者無罪」，但也算經歷了一場教訓，若沒有

事後冷靜的處理與申訴，不僅巨額的罰金飛了，而且警察也可能會告到底，這才真的是損失慘重。 

這次事提醒我們，為了保障自己權益，民眾應多去了解一些平常不注意的交通規則，切記不要與警察當面衝

突，並充分運用申訴管道。否則真的被開罰單也不會有人同情你，像是非雨霧天使用霧燈罰 900 元、機車在人行

道上未熄火罰 600 元、行人不靠右走罰 300 元、跨越馬路不走標線要罰 600 元及講習等，這些交通規則你到底

知道多少？行政院下年度光是編列在交通罰鍰的收入就高達三百億，也就是平均每個勞動人口每年要被罰 3000
元左右，四口之家一年要被罰到 12000 元！不景氣之下，一出門就要被罰錢，真叫人擔心害怕。 

面對如此高額的罰金，民眾還是該自己警覺。老實說，警察雖有業績壓力，但其執法還是有一定的程序，不

至於太離譜，民眾如果不服，都可循管道申訴，據交通裁決資料顯示，有將近一半的裁決事件都獲得解決。所以，

當你遇到警察執法可能有疑問或不妥當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要記得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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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謠言 3-FINE06 

冤枉無辜遭開單，堅持權益獲平反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某有線新聞台日前的追蹤報導，中和一位黃先生在行駛北二高時，被一輛閃著「警

示燈」的警車尾隨，剛好就在進入隧道之後，這位駕駛人直覺地禮讓警車先行，於是在隧道當中變換車道。 

報導中指出，只因為一時的好心，這位黃先生被警車攔了下來，當場被開一張「隧道內變換車道」的罰單，

罰了 600 元。好在這位老兄雖然不滿被開罰單，也僅僅口頭上表達抗議而已，並沒有氣急敗壞的與警察理論，所

以找不到理由刁難。警察在此事件中無私的態度與程序令人敬佩，這表示台灣的交通取締的標準愈來愈公正穩定

而令人信服，只是這事件沒有考量到當事人的動機，還好最後當事人透過裁決管道申訴而註銷罰單，事情才獲得

平反。 

黃先生說，罰款很少他不在乎，他要的只是公道，警察應該考量民眾違規的動機是否合情合理，國道警察隊

則對此回應表示：警察執法是有一定的作業程序的，開罰單時當然還是會考量民眾動機，可能是當時黃先生沒有

解釋清楚，否則員警是不會開單的。而且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會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示警，否

則你是「不需要」特別禮讓而變換車道的，不然你還是會被依隧道內「不得變換車道」而被開罰單的，此事件當

事人在隧道中變換車道基本上還是違反規定的。不過，國道警察隊表示，事後黃先生經過申訴裁決後還是獲得該

有的公道，而如果警察在執勤時有任何的不當，當事人都可以具名檢舉，若查屬實，他們也會適當的處理與道歉。 

這次事件告訴我們，警察執法並不如大家想像的野蠻鴨霸，台灣交通違規的取締也進入了文明國家的水準，

只不過他們的業績壓力很大，不得不對老百姓開單。其實台灣交通罰鍰的費率不算高，像高速公路「隧道內變換

車道」的罰緩依規定也才 600 至 1800 元而已，有多少嚇阻作用大家心知肚明。而且老實說，警察執勤的態度也

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只要乖乖守法、面對警察時態度不要太差，多去了解一些平常不注意的交通規則，並充分運

用申訴管道，就能安然自保。除非你犯了大錯，否則實在是沒什麼好擔心害怕的。 

警察開單主要還是在保障我們生命財產的安全，守法的民眾不用太過於擔心，而且其執法還是有一定的程

序，不至於太離譜，民眾如果不服，都可循管道申訴，據交通裁決資料顯示，有將近一半的裁決事件都獲得解決。

所以，當你遇到警察執法可能有疑問或不妥當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要記得申訴。 

 

 

7. 謠言 3-FINE07 

莫名其妙被開單，不要當面討公道 
這個消息是我公司業務部門的一個同事最近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姑且聽之。上個月他的

一個朋友在北二高經過隧道前被一輛警車「跟蹤」，就在進入隧道後，警車的「警示燈」忽然亮起，他的朋友很

直接地變換車道，讓警車先走。 

真的是好心沒好報，他的這個朋友做好事反而被攔下來開了一張「隧道內亂換車道」的罰單。更糟的是他讓

路時車速開到 120，手忙腳亂之下，頭燈沒開又打錯方向燈，所以警察加開他兩張罰單。這位老兄當場發狂的與

警察理論，一陣拉扯之下，員警認為他無法無天，當場以「妨礙公務」用手銬將其扣押至警察局，還好旁邊有人

勸他冷靜，叫他記下警察的單位和名字，事後才經由申訴來銷掉罰單，警察也因此撤銷告訴，不然他還真的是損

失慘重。 

這位同事打抱不平的說，他朋友當時只是好心讓路卻被無辜開單，或許當時真的太衝動，所以警察才會不客

氣的對他說：我們開罰單也是要照上級規定，你有你的立場，可是你明明就是犯法阿。何況先生你的態度實在太

惡劣，如果當時你好好的向我們解釋，我們怎麼還會心狠手辣的開你罰單呢？而且照規定警車進隧道本來就都要

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嗚~嗚~嗚~，不然你根本「不需要」好心禮讓而變換車道，不然你還是犯

法的，而且你對警察如此的動手動腳，本來就可以移送法辦。這位老兄雖然「不知者無罪」，但也算得到了一場

教訓，若不是事後冷靜下來去申訴，不然大筆的鈔票飛了，警察還可能要告到底，這才真的是傷亡慘重。 

這次事告訴我們，不要讓自己權益睡著了，我們應多去了解一些雜七雜八的交通規則，不要跟警察吵架，能

申訴就申訴。不然各種罰單的名目多到嚇死你，像是亂用霧燈罰 1000 元、機車在人行道沒用牽的罰 800 元、行

人不靠右走罰 500 元、隨便跨越馬路要罰 500 元及一整天講習等，真是肥了政府金庫，瘦了民眾荷包。聽說政府

下年度光是編列在交通罰鍰的收入就高達三百億，也就是隨隨便便每人每年要被罰 3000 元左右，一家四口人的

話，一年要被罰到 12000 元！！！不景氣之下，這麼高額的罰金真叫人擔心害怕。 

國家要罰我們這麼多錢，那大家就小心點吧。老實說，警察有業績壓力，但大部分都規規矩矩執勤，有他們的一

套程序，不會太離譜，你如果不服，記得要去申訴，去年就有將近一半的罰單在申訴後銷掉。所以，當你遇到警

察執法可能有疑問或不妥當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否則沒人同情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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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謠言 3-FINE08 

莫名其妙被開單，記得申訴討公道 
這個消息是我公司業務部門的一個同事最近告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姑且聽之。上個月他的

一個朋友在北二高經過隧道前被一輛警車「跟蹤」，就在進入隧道後，警車的「警示燈」忽然亮起，他的朋友很

直接地變換車道，讓警車先走。 

真的是好心沒好報，他的這個朋友莫名其妙就被攔下來開了一張「隧道內亂換車道」的罰單，罰了 600 元。

好在這位老兄雖然不滿被開罰單，也只是嘴巴唸唸抗議一下而已，而且當時他也沒做什麼其他錯事，所以警察對

他微笑之後就很禮貌的放他走。事後他朋友還頂佩服警察大公無私的開單態度和程序，他甚至認為台灣交通取締

的標準愈來愈公正穩定而令人相信，只是他真的不是故意違規的，還好最後他去申訴然後註銷罰單，算是皆大歡

喜。 

他的朋友其實還是有點小抱怨，罰那麼一點錢雖然沒差，但是警察的「大公無私」有點不通人情，他只是好

心讓路，卻被開罰單。回想警察對他所說的：我們開罰單是有一定的流程規定的，你有你的立場，可就是違反交

通規則阿，很多人喜歡跟警察硬ㄠ，如果每次都讓你們這樣ㄠ的話，那警察真的會累死。而且依規定警車進隧道

本來就都要開「警示燈」，除非警車有「鳴警笛」嗚~嗚~嗚~，否則你根本「不需要」好心禮讓而變換車道，不

然你還是犯法的，而且現在大家不是都流行申訴嗎？如果你不服罰單的話，可以向各地交通裁決所申請銷單，還

是有可能還你公道的。這位老兄的朋友雖然「不知者無罪」，但也算經歷了一場教訓，知道怎麼處理莫名其妙被

開的罰單。 

這次事告訴我們，警察也沒有那麼的野蠻鴨霸啦！台灣交通違規的取締也文明很多了，只不過國家財政困

難，給他們的業績壓力很大，對百姓開刀也是沒辦法阿。其實台灣交通罰款也沒多少錢，像高速公路「隧道內亂

換車道」也才罰 600 至 1800 元而已，嚇得了多少人？大家還不是照樣違規，當作不知道。而且老實說，警察現

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只要你乖乖聽話、面對警察時態度好一點，有事沒事就去多去了解一些平常不注意的交通規

則，該申訴就申訴，國家一定還你公道。除非你犯了滔天大錯，否則哪有什麼好擔心害怕的？ 

我們要想想，沒有警察開罰單，那誰來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只要乖乖守法就不用太擔心啦！而且警察還是

會有他的一套程序，不會太離譜，你如果不服，記得要去申訴，去年就有將近一半的罰單在申訴後銷掉。所以，

當你遇到警察執法可能有疑問或不妥當的時候，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利，否則沒人同情你喔！ 

 

三、 問卷網頁 

 

 



附錄七 
前測 (III) ― 「冤枉受罰」謠言 
 

 附 7-6

四、 問卷內容 

您好！  

我是政大企研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這是一份有關於「網路訊息散佈」的問卷，希望藉由問卷的調查來彙

整網路消息的傳遞活動，而您的寶貴意見將對本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也對我畢業論文的完成有很大的

幫助，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且完全保密，煩請您撥冗約五分鐘的時間完成這份問卷。在此先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  

問卷除了個人資料外，只有十八題，請先仔細閱讀開頭的「網路訊息內容」，再根據您所閱讀的內容回答

所有的單選題。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別蓮蒂 博士 

研究生：鍾宏彬 敬上 

(1) 為爭取時效，煩您儘速完成，感謝您的合作！  

(2) 如有任何指教，亦歡迎隨時聯絡： 鍾宏彬 Tel:0939211357 E-mail:hbchung@ms22.hinet.net  
 

 
一、 網路訊息內容 

【此部份為謠言 3-FINE01 ~ 謠言 3-FINE08 的內容隨機選取一則。】 

 
二、 對訊息的態度 

1. 非常不相信  

2. 很不相信 

3. 有點不信 

4. 普通 

5. 有點相信 

6. 很相信  

1. 看到上面這個事件時，你是否相信它呢？ 

7. 非常相信  

1. 非常不可信 

2. 很不可信 

3. 有點不可信 

4. 普通  

5. 有點可信 

6. 很可信 

2. 
就這個事件所『引用的消息來源』以及它『說明整個

事件』的方式而言，你覺得可信度如何？ 

7. 非常可信 

1. 非常不真實 

2. 很不真實 

3. 有點不真實 

4. 普通  

5. 有點真實 

6. 很真實 

3. 你覺得這個事件所寫的『內容』真實度如何？ 

7. 非常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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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對此事件的感受 

1. 非常不擔心 

2. 很不擔心 

3. 有點不擔心 

4. 普通  

5. 有點擔心 

6. 很擔心 

4.. 看到這件事情的『內容』之後，你是否會感到擔心？

7. 非常擔心 

1. 非常不擔心 

2. 很不擔心 

3. 有點不擔心 

4. 普通  

5. 有點擔心 

6. 很擔心 

5. 一般來說，你是否會擔心無辜被開單？ 

7. 非常擔心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6. 
看到這件事情之後，個人覺得整個事件的爭議性頗

高，沒有明確的執行規範可循。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7. 
一般來說，個人覺得開罰單的爭議性頗高，沒有明確

的執行規範可循。 

7. 非常同意 

1. 非常沒把握 

2. 很沒把握 

3. 有點沒把握 

4. 普通  

5. 有點把握 

6. 很有把握 

8. 
假設這則事件發生在你身上，你是否有把握去避免被

冤枉而遭開單，並將損失減低到最小？ 

7. 非常有把握 

1. 非常負面  

2. 很負面 

3. 有點負面 

4. 普通  

5. 有點正面 

6. 很正面 

9. 就此訊息的『內容』而言，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消息？

7. 非常正面 

1. 非常令人害怕的  10. 就此訊息的『內容』而言，對你來說感受如何？ 

2. 很令人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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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點令人害怕的 

4. 普通  

5. 有點帶來希望的 

6. 很帶來希望的 

  

7. 非常帶來希望的 

 

四、 個人一般看法 

1. 非常不相干 

2. 很不相干 

3. 有點不相干 

4. 普通  

5. 有點相干 

6. 很相干 

11. 
你覺得這個事件所述說的情形和結果，和你有任何的

相干嗎？ 

7. 非常相干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12. 
明明違規了，但沒被開到罰單，會讓我覺得僥倖而且

高興。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13. 
當我跟朋友聊天時，我們常常會談到交通罰單這件事

情。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14. 我喜歡看到別人因為違規而被開罰單。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15. 
即使低聲下氣、耗時費力，我也會盡量想辦法說服警

察不要開單。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16. 被開交通罰單，會讓我耿耿於懷很久。 

4.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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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7. 非常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 很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普通  

5. 有點同意 

6. 很同意 

17. 
對於報紙或是電視所報導的「交通罰鍰新規定」、「違

規取締起始日」以及「取締執行狀況」等相關新聞，

我根本不會有興趣去注意了解。 

7. 非常同意 

 
 
五、 訊息的接受 

1. 是  
18. 

請問你在填答這份問卷之前，是否已經看過上面這則

訊息? 2. 否  

 

六、 個人基本資料 

1. 男 
19. 性別 

2. 女  

20. 出生年份 民國 _______ 年 

1. 國中及以下 

2. 高中及高職  

3. 專科  

4. 大學  

21. 最高學歷(在學者請填目前學歷) 

5. 研究所以上  

1. 學生  

2. 公教人員  

3. 一般工商基層人員  

4. 公司或機構中級以上主管  

5. 專業人員 (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  

6. 職業軍人  

7. 農、漁、牧業者  

8. 家管  

22. 職業 

9. 其它 __________  

1. 1 年及以下  

2. 超過 1 年未滿 2 年  

3. 超過 2 年未滿 3 年  

4. 超過 3 年未滿 5 年  

5. 超過 5 年未滿 7 年  

6. 超過 7 年未滿 10 年  

23. 網齡 (上網至今多久) 

7.10 年及以上  

1. 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8 小時 

2. 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4 小時但不到 8 小時 

3. 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2 小時但不到 4 小時 

4. 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1 小時但不到 2 小時 

24. 網路使用頻率(一般工作日) 

5. 平均每日使用不超過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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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從不使用 

1.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8 小時 

2.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4 小時但不到 8 小時 

3.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2 小時但不到 4 小時 

4.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1 小時但不到 2 小時 

5.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不超過 1 小時 

25. 網路使用頻率(假日) 

6. 假日從不使用 

26. 您的電子郵件帳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