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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網際網路 (Internet) 的發展是繼電子計算機發明後，帶給人類最大衝擊的一項新革

命，尤其是它無遠弗屆、快速傳播的特性，對傳統的人際溝通與社會形態帶來極大的改

變。自最初的軍事運用演變至今，網路的影響力與日遽增，無論是學術應用或是電子商

務，皆已匯流到此一共同平臺，加上通訊、電信與新興媒體的整合，人們的生活對其依

賴日深，繼電視之後，網路已成為影響力最大的傳播媒體。 

網路的活動是不分時間、地域的二十四小時運作，它可以近乎光速地跨越任何國界

的籓籬，將一秒鐘前發生在西半球的事傳播至東半球，這是其他媒體所望塵莫及的。這

些資訊在網路線路中到處流篡，透過終端機的螢幕，人們可以獲得任何流動的訊息，也

可以散佈訊息於網路當中，而這種傳播模式最為人所詬病的問題之一，就是資訊的接收

者對消息來源之線索有限，難以證實其可信程度，於是不實的消息到處充斥，透過

E-mail、BBS、NEWS、WWW、討論區、聊天室、網路社群等各種不同的管道，謠言

的傳播以「滾雪球」的方式，一傳「千萬」，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已非傳統理論能解

釋。而這種四處流竄的謠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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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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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與澄清消息的正確性，已成為企業行銷公關的重要一環，許多的公司都曾經受到網路

謠言的傷害而付出極大的代價： 

一、 嬌爽衛生棉長蟲，消費者憂心忡忡2： 

1998 年三月間，網路上出現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述說者聲稱嬌爽出品的衛生棉

藏有蟲卵，並聲言其朋友因為使用了此牌的衛生棉，導致整個子宮被蟲吃掉一半，嬌生

公司並因此賠償受害者一千萬台幣。這消息造成許多女性朋友的緊張，口耳相傳之下，

該衛生棉的銷售量大受影響，使用者對其品質與安全性產生極大的質疑。其實，早在

1995 年 7 月間，香港的「蝶安護」衛生棉就與這次謠言傳得一模一樣，同樣也是嬌生

公司的產品，只是當時賠償金額是三十萬港幣而不是一千萬台幣。這謠傳在 1996 年的

台灣網路上就流傳過，沈寂了好一段時間後，再度捲土重來。 

嬌爽衛生棉製造公司除了發表正式聲明，嚴正否認這則謠言外，並邀請多位的醫

學專家解說闢謠，於各大傳播媒體澄清，揚言追查此一消息來源，保留法律追訴權。 

                                                 
1 教育部網路法律知識宣導網彙整許多犯罪案例，available at: http://211.20.178.26/icct/crime/。 
2 中央日報，1998/03/14，06 版，「衛生棉長蟲噬子宮？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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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肯德基炸雞用的不是雞肉，而是一種沒有頭、沒有毛、只有身體的怪物」

你相信嗎3？ 

網路上曾流傳著「肯德基炸雞用的不是雞肉」的新聞，這些來路不明的消息繪聲

繪影地說，肯德基炸雞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幾年前將名字改為「KFC」，就是故

意把英文裏的「雞」 (Chicken) 給拿掉，因為他們現在所用的已經不是雞肉，而是用機

器所製造培養出來的一種「沒有頭、沒有毛、只有身體的怪物」。如此嚇人的消息從美

國、台灣到世界各地都在流傳，並對肯德基辛苦建立的形像有非常不利的影響，民眾開

始對其販賣之商品產生質疑。肯德基於是在各大平面媒體刊登巨幅廣告，內容一次又一

次地重覆著「雞」、「雞肉」這些字眼，傳遞的訊息是希望消費者看到，他們用的依舊

是「真材實料的雞肉」，讓消費者能冷靜下來，把這些謠言拋諸腦後，以減少謠言對公

司造成的傷害，並重新建立起公司的聲譽。 

三、 大哥大輻射功率高，Nokia3210 手機引起腦癌4？ 

2000 年 7 月間，網路上又開始流傳一則由國外轉來的 E-mail，內容則指出

NOKIA3210 手機在國外因為檢測出使用後會導致腦癌，所以 NOKIA 已開始全部回收

並全數退款。此消息一經流傳引起不少人的緊張，NOKIA 芬蘭總部及台灣諾基亞公司

於該年 8 月 31 日共同聲明指出，經總公司查證，匈牙利並未回收 3210 手機，網路傳言

純屬不實，台灣諾基亞公司亦表示，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正式的研究單位證實手

機會致癌或影響人體健康，網路指 3210 手機會致癌，純屬不實謠傳。 

這些對企業產生極大破壞力的謠言不斷地在網路上發生，已成為行銷與公關人員

最頭痛的燙手山芋。尤其是網路謠言來無影去無蹤，由這個傳播過程散佈出去，速度比

其他傳統的媒介要快得許多；加上其他媒體的推波助瀾，我們可以看到謠言在網路上發

酵、擴大，再透過網路使用者的人際管道或是大眾傳媒的報導而傳回日常世界，並且開

始入侵商業網絡，進而影響整體社會。而面對這些謠言所帶來之新的挑戰與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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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是一個公司面對危機處理的重要新課題。 

目前，國內對於網路媒體的謠言研究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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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由現存的謠言、消息來源文獻談起，探討謠言的結

構、傳播過程以及其社會心理成因等，並比較網路謠言傳播特性，與一般謠言口耳相傳 
(Face to face) 及傳統大眾媒體傳播效果之差異，找出影響謠言傳播的可能因素。再經由

小樣本實證及網路言論、謠言傳播的研究資料，探討網路謠言傳播的分類與模型，以掌

握謠言的傳播特性與速度，最後經由實驗操弄的方式，追溯謠言的散佈過程與模型分

                                                 
3 中央社，2000/04/20。中央社洛杉磯報導 2000 年 04 月 20 日。 
肯德基台灣官方網頁， 2002/09/10。「澄清聲明 ― 肯德基更改公司英文名稱、網路謠傳 KFC
使用基因改造雞」，available at : http://www.kfcclub.com.tw/news.asp#01。 

4 教育部網路法律知識宣導網 ― 網路法律 e 起來，20000729，「NOKIA 3210 手機引起腦癌?」，
available at：http://211.20.178.26/icct/crime/ReportDisplay.asp?TopicType=0&sno=FIM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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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深入探討網路謠言散佈的模式與誘因。實驗亦利用已經發生的網路謠言案例來研究

謠言散佈模型，探究謠言澄清方式與其效果，針對網路謠言作通盤的分析與處理，並給

予企業主防治謠言的策略建議，建立起企業的決策支援，讓實務界在從事網路公關與行

銷活動時能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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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謠言」的傳播研究自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至今已有五十多載，其傳播鏈的

模式雖已有實驗與理論出現，但這些理論較偏向於單向式的面對面5 (Face to face, FtF) 
傳播，至於現實生活中複雜、交錯及回饋的溝通方式，則無法提供適當的模擬、驗證及

解釋 (Bordia & Rosnow, 1998)，於是限制了這些理論的發展。自從網際網路 (Internet) 出
現之後，歷經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成為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之後出現的第五大媒體 
(彭漣漪，1997)。而由於網路介面的資訊傳播具備文字、影音、動畫等多媒體功能，表

現的豐富性要較傳統媒介優秀許多，一時之間，網路便成為人們傳播與溝通的新寵，人

與人之間的溝通關係因此更趨複雜。除了 FtF 的基本接觸外，透過先進的資訊設備與終

端機，訊息的流竄可在一日之內通達世界各地，更能以趨近於光速、以百萬計複製傳達

於任何接連上這條資訊公路的人們。也由於網路的這種特性，使得謠言的傳播方式日趨

複雜，利用各種不同的傳播管道，網路謠言的傳播方式日趨多元，這使得研究者對其來

源的追縱、實驗與模擬困難重重，也因為這種匿名、多元管道、快速傳遞的特性，使得

謠言的傳播對許多的企業造成相當大的危機與災難。如之前衛生棉長蟲、速食店使用基

因雞等等的事件，事後都耗費許多企業的代價與聲譽。於是，如何監控網路謠言的散播

與適當、適時的回應，乃是企業主在面對危機處理時該有的基本應對。然而，在進行此

研究時，我們有必要對網路的發展與現況作一詳細的了解與探討，以下我們便針對網際

網路發展的歷史、現況與台灣網際網路使用情形等三部份，進行探討與說明。 

一、 網際網路發展史6 

西元 1969 年，美國國防部基於戰略的需要，以利戰時運用與資源分享，於是便將

所有的國防相關網路連接起來，進行一項稱為 ARPANet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 的實驗性計畫，這就是網際網路最初的雛形與起源。1983 年，美國國

防部正式採用 TCP/IP 通訊協定為其通訊介面之標準，原本的 ARPANet 被分成兩個系

統，其中之一叫作 MilNet，專供軍事單位使用；另一系統則仍稱為 ARPANet，提供民

間機構使用。之後許多區域性網路紛紛加入連線，包括 NSFNet、BitNet 等等。之後，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所研發的網路逐漸取代原本之

軍事網路計畫，並在整合美國國內大學與研究室之後，逐步開放給民間使用。慢慢的，

這條資訊高速公陸擴展到至歐陸與太平洋地區，正式構築成今日這個無國界的網際網路 
(Internet) 系統。Internet 並沒有強制性的機構負責管理，是全世界最大的無政府狀態組

織，到了 1991 年，網路商業化的禁令正式解除，許多的商機開始在網路上展開，網路

的使用人口開始突飛猛進 (羅澤生，1995)。 

                                                 
5 就是所謂的面對面耳語相傳，。這種人際親身接觸的溝通，在進入網路時代後有了新的形式，

只要上網人們就能面對面溝通，讓人與人、人與物之間沒有時間與空間距離，讓數位世界中人

與物不再虛擬，這就是「電腦輔助面對面溝通」(Computer-mediate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但一般來說，FtF 的溝通基本上還是定義為人們面對面的口語溝通。 

6 Robert H Zakon. (2000) Hobbes' Internet Timeline v5.1, acknowledging the Internet Society  
(ISOC)，available at：http://www.isoc.org/zakon/Internet/History/H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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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內的網際網路發展，可追溯到 1986 年教育部電算中心與台灣 IBM 公司合作

簽署的「教學研究資訊服務」合作計畫。1987 年，教育部電算中心與 BitNet 連線，開

始與國際網路接軌，但正式的網路發展使用，應該是肇始於 1991 年教育部電算中心所

主導的台灣學術網路  (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 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完成連線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1989a，1989b) 。從此之後，

台灣的網路發展漸入軌道，1994 年資策會的 SEEDNet (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Network) 和電信局的 HiNet 提供產業界和個人用戶使用網路，加上原本的

教育網路 TANet，構築成台灣地區三大網路服務提供者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NSP)，從此之後，台灣的網路正式朝向大眾化與商業化發展。教育部亦於 1994 年 3 月

起建立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7) ，提供台灣各種統計資料與網路服務，以利研究者

長期追蹤分析與披露各類網路資訊。根據 TWNIC 統計資料顯示8，台灣截至 2002 年 11
月 1 日止的，申請註冊.tw 英文網域名稱之累計數量為 119,371 個，申請註冊英文個人網

域名稱 (.idv.tw) 之累計數量為 19,944 個，申請註冊中文網域名稱之累計數量達 108,922
個；WWW.Server 方面，根據 2002 年 9 月份統計累計已達 56,750 個，網路主機亦成長

至 3,669,954 個。另外，TWNIC 於 91 年 9 月委託 NetValue 與輔仁大學合作完成的『台

灣網際網路使用環境及行為調查』試訪報告指出9，台灣地區 15 歲及 15 歲以上的人口

中使用網際網路的人數估計約為 953 萬人，佔 15 歲及 15 歲以上總母體人數的 53.6%，

其中 53.8%網路使用者為男性， 46.2%為女性，而網路使用亦不局限於網頁瀏覽，包括

使用 E-mail、即時訊息、線上影音、線上遊戲等。 

二、 網際網路發展現況 

網路的發展由當初的軍事用途發展至今的多元呈現，展現的方式也由當初的單調文

本進展至今日的影音多媒體運用。全球資訊網 (WWW, world wide web) 的發展讓網際

網路進入另一個新的紀元，藉由絢麗的網頁、豐富的內容與跨越式的超鏈結，網路的使

用正式踏入感觀與效率的新時代。根據摩根史坦利的產業分析報告，北美地區網路普及

到臨界人口 (北美地區人口的 5%) 的時間相當短暫，僅花了五年左右的時間，網路調查

機構 Nielsen/ NetRatings 2002 年 5 月發佈 12 個國家過去六個月之網路使用者的上網活

動調查結果10，發現全球上網人口己達 5 億 3100 萬人，美國、加拿大仍以 1 億 8,280 萬

的上網人數居各地域之首，約佔整體 34%，其次則是歐洲的 1 億 4,160 萬(27%)、亞太

地區 1 億 1,000 萬(21%)。 

國內方面，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 ECRC-FIND 進行的「我國網際網路用戶

數調查統計11」，截至 2002 年 9 月底為止，我國上網人口達 835 萬人，連網普及率為 37 

                                                 
7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available at： http://www.twnic.net/。 
8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路統計，available at：http://www.twnic.net.tw/dn/dn_g_01.htm#1。 
9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網路統計，available at：http://www.twnic.net.tw/total/net1114.htm。 
10 資策會 ECRC-FIND―網路脈動，2002/09/23，「全球上網人口達 5 億 3,100 萬人電子郵件最受

網友熱愛」，available at：  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2315。 
11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02/11/13，「2002 年 9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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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用戶數達 186 萬戶，DSL 用戶數達 163 萬戶，居我國各項寬頻連網技術之冠。

而全球的連網主機統計部分，根據 Network Wizards 的資料顯示，我國以 229 萬部位居

世界第六，在亞洲國家的排名方面，我國僅次於日本，排名亞太第二。 

個人化與商業化發展是現今網路發展的主要方向，衍生的商機無可限量，美國 2000
年透過 Internet 銷售的總值約達 66 億美元，就此銷售預計而言，Internet 即將成為「第

五大媒體」(彭漣漪，1997)。其它像結合網路與通信無線金融服務市場發展的發展，根

據 Celent Communication 所做的預測顯示，至 2004 年全歐洲至少有 40%的人口將會透

過無線上網完成各種銀行交易或股票買賣，亞洲也將達到總人口的 20%，這種牽動數億

人口的新經濟行為，為網路商機帶來無限想像12。而根據 2001 年 Accenture 的統計指出
13，911 之後 Internet 方面的網路業務雖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但是電子商務 
(E-commerce) 部門的業務，由於拜歐洲及亞洲企業大量應用之所賜，已經彌補美國市場

的萎縮，而在網路產業中一枝獨秀。Forrester Research 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沈寂已久的

歐洲企業正在加快步伐企圖迎頭趕上北美企業資訊化的腳步；全歐各大企業的電子商務

平均訂單數自 1999 年每週平均 1,867 件，激增到 2000 年每週 2,195 件，一年內大約成

長 18%；2001 年的成長比例更超過 20%，而日本雖然處於景氣低迷當中，但其爆發力

不容輕忽。Reuters 的報導亦指出14，亞太地區的電子商務在未來五年內將有大幅成長。

估計到 2006 年時全球的電子商務交易額將成長到 6 兆 5010 億美元，亞太則將成長到 8
億 9400 萬美金，佔全球 14%。 

三、 台灣網際網路使用情形 

根據行政院交通部 2001 年進行的「90 年臺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查報告
15」發現，台灣上網人口快速成長，近 834 萬人曾使用過網際網路，人口結搆方面以男

性、青少年的上網比例較高，各區上網人口與比例均呈大幅上升，台北市每二人即有一

人曾經上網，而家庭上網率為 56.1%，平均每個家庭的上網人數為 2.5 人。34.4%的網路

族每天上網，平均每週上網時數 6.9 小時，晚上 8 點至深夜 12 點是最熱門的上網時段，

81.3%網路族上網主要目的是瀏覽資訊，上網通信比率與 1999 年調查比較起來增加近二

成，達 40.9%，上網常用功能以全球資訊網 (WWW) 的使用率最高 (59.9%)，電子郵件 
(E-mail)的使用率居次 (57.1%)，下載檔案 (Download) 則排名第三 (27.6%)，而其他目的

如網路購物等的比例皆很少。調查中亦發現，上網人口愈趨多元，女性比例增加，且年

齡層有下降之趨勢。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howmany_disp.asp?id=45。 

12 資策會 ECRC-FIND―焦點話題，2000/10/04，「無線金融服務市場後市可期」，available at: 
http://www.find.org.tw/focus_disp.asp?focus_id=138。 

13 資策會 ECRC-FIND―焦點話題，2001/11/27，「歐亞電子商務迅速勃興」，available at: 
http://www.find.org.tw/focus_disp.asp?focus_id=205。 

14 資策會 ECRC-FIND―網路脈動，2002/08/06，「亞太地區網路及電子商務在 2006 年將有亮麗

表現」，available at：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2247。 
15 交通部統計處―統計調查提要分析，2001 年 3 月，「90 年臺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

查報告」，available at: http://www.motc.gov.tw/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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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內知名的搜尋網站「蕃薯藤」自 1996 年便開始進行每年第一次的台灣網

路使用調查16，以 2001 年的結果顯示17，台灣地區上網者的平均年齡為 26.6 歲；使用網

路者中，男性占了 55.2%，女性則有 44.8%，比起 1996 年，女性使用者增加了 20.42%，

可說是大幅成長，男女上網的比例已漸趨平衡；教育程度以大學及學院居多，佔 42.4%；

居住地區以台北縣市為主，加起來占 42.6%；平均月收入則為 32,026 元。 

至於網路的使用行為方面，每個人平均每週花 20.8 小時在網路上；除了 WWW 以

及 E-mail 外，使用最多的功能分別為下載檔案 (35.8%)、即時傳訊 (14.3%) 與新聞群組 
(9.8%)；在網際網路上最常進行的活動 (單選) 前三名分別為：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料 
(28.8%)、通信 (21.8%) 與閱讀新聞/雜誌下載軟體 (10.9%)；而網路消費方面，高達 44.5%
的人沒有網路購物經驗，但比起 1999 年調查的 76.7%，已經大幅下降，可見網路消費

已經慢慢被消費者所接受，有 69.8%的人在未來的半年內會考慮網路消費，38.4%的受

訪者認為對交易的安全性的懷疑是他們沒有上網消費的主因；而網路的消費仍以小額為

主，小於 1000 元的交易就佔了大約 47.1%左右。另外，根據 NetValue 2002 年 8 月份的

統計資料顯示18，台灣最受歡迎的『電子商務』類型網站包括音樂類型網站、旅遊類型

網站、購物中心類型網站、電腦 3C、時尚美容類型網站等。 

Hoffman 與 Novak (1995) 的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者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屬

於搜尋型 (Search)，另一是則是沖浪型 (Surf)。搜尋型的讀者會在網路上主動獲取資訊，

而衝浪型的讀者則藉由不斷地超連結 (Hyperlink) 而獲得樂趣，這種行為在網路上非常

普遍。台灣的網路使用行為已日趨多元化，使用者漸漸已轉化成了資訊的搜尋者 
(Information searcher)，由調查中顯示的結果即可得知。值得重視的是，網路已成為台灣

人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尤其在電子郵件的使用上，蕃薯藤 2001 年的報告指出，

高達 63.9%的上網者擁有 1-3 個電子郵件信箱的，而擁有 4-6 個信箱的亦達 28.5%：而

對於網路可信度的評估方面，47.7%的人認為經由網路傳遞的訊息比傳統媒體所傳遞的

訊息具的可信度低 (1997 年結果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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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果並不讓人意外。 

然而，電子郵件的普及，也帶來隱憂。天下雜誌 2000 年的網路調查中，曾收到過

色情圖片的人約有 23%；而被新聞媒體大幅報導的電子郵件病毒，據蕃薯藤 2001 年的

調查報告顯示，有 48.8%的病毒是由此途徑感染；至於「垃圾郵件 (Junk mail, 未經個

人允許，就寄給網路使用者的廣告電子郵件)」，有高達 98.4%的人每天都收到，而 14.2%
的人認為垃圾資訊太多是他們上網主要的困擾；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未經證實的謠言，

他們往往是原封不動的藉由大筆的 Mailing lists 轉寄出去，散播的速度比任何媒體都快，

                                                 
16 蕃薯藤網路調查，available at: http://survey.yam.com/。 
17 蕃薯藤網路調查，「2001 年台灣網路使用調查」，available at: 

http://survey.yam.com/survey2001/result.html。 
18 資策會 ECRC-FIND―網路脈動，2002/10/17，「音樂、旅遊及購物中心網站是台灣網友最愛的

電子商務類型網站」，available at：http://www.find.org.tw/news_disp.asp?news_id=2349。 
19 蕃薯藤，第二次台灣網際網路使用調查，available at: http://survey.yam.com/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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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謠言往往會對當事者產生嚴重的傷害而難以彌補挽救20。 

另外，WWW、BBS、聊天室等網路媒介也是這些謠言傳播的主要途徑，尤其台灣

由於早期的頻寬不足，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介面簡單且速度快的 BBS 系統成為台灣網

路使用的一個特別現象，蕃薯藤 1996 年的網路調查中21，上網者以使用 BBS 為主要功

能的高達 13.37%，僅次於 WWW (54.94%) 以及 E-mail (21.33%)，而謠言的傳播藉由個

人文章的發表與後續電子郵件的轉寄，也使得 BBS 也成為台灣網路謠言散播的主要溫

床之一。 

 網路的發展一日千里，但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面對這個新興的傳播媒體，如何

好好的去運用他，創造無窮的商機，已是現在企業界積極進行的課題。但另一方面，如

何去處理到處流篡之傷害性謠言，也是今日企業公關所必須重視的。而如何去追縱這些

消息的來源？如何知道其散播之方式與速度？如何去控制與澄清？這些都是我們研究

所關心的主題。 

 

 

 

 

 

 

 

 

 

 

 

 

 

 

                                                 
20 「東森網路追追追」彙整許多網路謠言案例，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com/etrumor/index.htm。 
21 蕃薯藤，第一次台灣網際網路使用調查，available at: http://survey.yam.com/96/us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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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範疇 

謠言的研究棘手之處，就是他的追蹤困難，大部份的研究都只能於事後研究，而無

法在散佈的當時即刻追蹤，而同樣的，網路謠言亦有此特性。但不同的是，網路所提供

的平臺，不僅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實驗性的介面，也可以讓所有的資訊留下紀錄，而這些

紀錄可供我們後續的追蹤與研究。這種電腦中介傳播22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的謠言散播模式探討，以及其對企業的策略建議與運用，就是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基於以上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 

一、 探討網際網路謠言傳播與一般傳播媒介謠言傳播的差異，以及對照 CMC 
與 FtF 謠言傳播方式的異同。 

利用文本解析及文獻討論方式，將網路謠言與現行的謠言傳播理論、模型作一對照

比較，找出新的合適模式加以運用，如謠言傳播的步驟、傳播人的群別型態分析、謠言

的種類與散佈狀況等，並對謠言的生命週期作出相對的模型與解釋。另外，藉由傳統的

謠言理論來探討各種可能影響謠言散佈的因素，可以研究這些理論應用於網路傳播時是

否依然適用。 

二、 利用模擬傳播的方式，以小樣本研究及網路模擬，找出不同形式的謠言在

網路媒介的傳播速度與線路。 

利用便利樣本，模擬小規模的謠言散佈研究，找出前測謠言模式，並藉由分析的結

果，應用到網路來正式測試。實驗利用網路計數器來追縱謠言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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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數學模型分析

之結果。另外，藉由操弄網路謠言的可信度、受眾的不安與不確定感，可以得知這些因

素如何支配網路謠言的散佈，而性別差異、階級差異及其他變數等是否對於網路謠言的

傳播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亦是本研究的目的與範疇。 

三、 追蹤現存網路謠言的傳播情形並加以澄清，研究其處理效果，對企業面臨

網路謠言的危機處理模式，提出合理證明的建議。 

透過網路謠言傳播模式的建立，我們可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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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破壞的程度以及提出相對應的處置策略，利用澄

清謠言信件的方式，使謠言的傷害減至最小。實驗採用實際網路謠言的散播與澄清謠言

兩者對照操弄，探討其效果，並運用我們所發展出來的模式加以探討，以期能將我們的

研究結果推展到實務的應用，對企業界在面臨網路謠言的危機處理時，能提出合理的證

                                                 
22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有別於傳統的傳

播方式，在這種傳播方式中，使用者可以更主動地進行雙向互動，型態非常交錯複雜，傳播過

程中的每一個體頂多只能稱為訊息的中介者 (Mediator)，因為任何角色扮演皆有可能，所謂的

「互為中介」 (Intermediation) 將取代傳統媒體在呈現社會真實時的「中介」過程 (McQuai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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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適當建議。 

本研究最終的冀望是能夠成立謠言監看與即時追蹤的資訊網站，未來並冀望成立

DSS 決策支援系統，讓企業主在網路介面的簡單操作後，就能獲得即時的決策建議，也

能讓一般大眾能在這網站獲得謠言的真相與資訊，目前國內的「東森網路追追追23」已

經具有初步的謠言追蹤報導與網頁新聞。還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網際網路的發展雖已

歷經多年，相關的研究與討論很多，但有關於網路謠言的探討卻很少，對於研究個體的

界定並無特定之標準。為使本研究架構能符合科學之精神，讓研究的各個面相能有清楚

的定義，以下我們就本研究的範疇與限制，一一進行說明。 

一、 網路謠言： 

網路謠言的呈現方式非常多元，不同的來源與產生方法就會有不同的面貌產生。而

根據 Kapferer (1992, 鄭若麟／邊芹譯) 的說法，謠言不一定是假的，它只是未經官方證

實的消息，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謠言定義主要為此，研究之主題則主要是經由「網路介面

傳播」的謠言，無論他是由何處產生，因為謠言的傳遞者本身就是個發布者。另外，研

究的操作謠言則以不傷害個人、企業或群體為原則，實驗主要擷取已存在網路的一般性

流言為主體，加以文字的操弄來分類不同的謠言，至於對於個人的攻詰 (如明星的八卦

謠傳) 以及網路犯罪行為 (如 E-mail 樂透抽獎) 等其它範疇，或是屬實的許多內幕披露 
(如 Intel 的暇疵晶片) 等，則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中。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傳播模式部份所研究之對象，是以網際網路所有能收發電子郵件的使用者個

體以及傳播內容為主，包括國內外各相關 ISP 業者提供的 E-mail 帳戶、網路免費電子郵

件信箱以及各政府及學術單位提供之電郵等服務 (如 Hinet 提供的 E-mail account、 
Hotmail 的免費網路信箱、台北市政府及政大提供的電子郵件服務等)，但不包括 BBS
所提供的信箱 (因為無法觀看 HTML 信件)。由於謠言的傳播通常是藉由電子郵件的轉

寄，我們選定此種傳播方式為主題，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前測部分，我們利用網路與學生志願的便利樣本作小規模的謠言測試，用以區別各

種不同操弄狀況下的謠言是否差異顯著，以作為網路實測的前導試驗。正式實驗則徵求

網路志願參加實驗者的好友名單為主，模擬網路謠言實際的傳播情形。 

三、 傳播模式： 

本研究的傳播模式以傳統的傳播學說為基礎，輔以謠言的心理及社會學理論，以二

段式傳播理論及創新採用理論作為數學模式之主要參考架構，並僅針對其中的幾項關鍵

變數作為研究之控制因素，由於影響網路謠言傳播因素很多，包括個人因素、情境因素、

時間因素、產生因素等，本研究僅針對個人因素、文本因素及時間因素作為主要探討變

數，並輔以數學模型，探討一般謠言的傳播模式。 

                                                 
23 「東森網路追追追」，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com/etrumor/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