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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部份，將由傳播理論之源起、發展，延伸至網際網路加入後對傳

播理論與糢式的衝擊，並針對網路謠言之興起與企業因應之危機管理策略，作一通盤之

瞭解，其內容主要架構簡述如下： 

第一節由近代傳播理論與模式出發，從最基本的傳播模式談起，繼而探討新媒介加

入後之傳播理論發展情形與網路媒體的特性分析，最後導入網路傳播模式的新概念，並

對傳播理論的整體發展與網路加入後的變革作詳盡之敘述。 

第二節討論網路媒體對於個人、社會與傳播理論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新媒介的加

入將使得傳統理論作出全盤變革，尤其是網路的特性與其他媒介相較之下有許多不同，

我們將討論近代傳播與社會相關理論因應網路時代來臨所發展出的新觀點，並探討網路

對現代新聞媒體與企業公關作為的一些改變與衝擊。 

第三節由謠言的定義談起，探討謠言的分類、存在的原因與功能等，並討論網路環

境與現實生活謠言傳播的異同。本研究將以電子郵件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輔以電子佈告

欄及其他網路傳播媒體的謠言傳播探討，最後一部份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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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網路謠言的散播作一完整的窺略。 

第四節主要討論謠言傳播研究的發展與相關理論，由 Allport 與 Postman 的看法以

及近代謠言理論談起，延伸至社會心理學理論的研究，並以傳播學派的觀點，輔以二段

式與創新傳播理論之模式，來窺究謠言的結構與行為。 

第五節則深入探討各種影響謠言散佈的因素，包括衡量謠言散佈的方式、網路訊息

的相信度、謠言來源、謠言內容、受眾特質與網路環境造成的影響等等，而散佈的動力

學部份，則利用創新傳播的模型分析。我們藉由謠言來源、內容以及受眾特質的分析，

篩揀出可能影響之主要因素，以作為我們模擬散播之主要結構變數，並提出各種不同的

假設，在實驗中獲得驗證。 

第六節則由網路公關談起，並探討謠言對企業所造成之傷害，探究針對不同的謠言

形態、內容與散播模式、時點等，企業該以如何之公關模式應對，並對網路謠言的澄清

效果，作一通盤的策略分析與探討。 

第七節則整理回顧謠言研究的相關文獻，並建立起論文的主要探討焦點、研究對象

以及彙整所有的變數與因素，研擬實驗進行的方法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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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近代傳播理論與模式發展 

一、 基本傳播形態與模式 

「傳播」是發展時間很短的一門社會學科，雖然如此，自有歷史以來，傳播現象在

人類的演進與生活中就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早在亞里斯多德時期，便提到了所

謂的傳播三成份：說話者 (Speaker)、言論 (Speech)、聽眾 (Audience)，這就是很基本

的一種傳播模式。這個模式在當時口耳相傳的年代尚可適用，但運用在現今的傳播研究

上，仍難掩其捉襟見肘之窮境，但不可否認的，這個簡單的基本模式說出了傳播的主要

成份，也為後代的傳播研究引出一條道路。 

1984 年，著名的美國政治學者 Harold D. Lasswell 提出傳播學中最有名的一段話 
(Lasswell, 1948)，要理解及描述一個傳播的行為，就是回答下列的五個問題，而這五個

問題便成了今日傳播理論的五大研究領域： 

1. 誰 (Who)？ 

2. 說什麼 (Says what)？ 

3. 透過何種管道 (In which channel)？ 

4. 向誰 (To whom)？ 

5. 產生什麼效果 (With what effect)？ 

 

 

 

 

 

註：   為對應之傳播元素，   為對應之傳播研究領域。 

 

圖 2-1-1 Lasswell 公式與其對應之傳播元素與研究領域 

 

這個簡單的模式至今仍被許多的學者所採用，也構成了傳播學說主要的研究範疇，

而最大的缺漏，就是他忽略的傳播的回饋 (Feedback) 過程，於是許多的修改模式繼之

而起，雖然如此，這公式仍是介紹人們認識傳播過程研究時，一個相當便利與易於理解

的方法 (McQuail & Windahl, 1993, 楊志弘/莫季雍譯, 1996)。 

1940 年代末期，Shannon 和 Weaver 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傳播模式，這個模式原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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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運用於通訊技術的特殊領域，但後來卻廣為傳播學者所使用 (Shannon & Weaver, 
1949)。在這個模式中，傳播是線性單向的，而傳播效果的好壞，還夾雜了一個干擾因

素―雜音，如圖 2-1-2 所示。 

 

 

 

 

 

 

圖 2-1-2 Shannon 和 Weaver 的傳播數學模式 (Shannon & Weaver, 1949) 

 

這個模式之中，「資訊來源」(Information source) 產生訊息 (Message) 之後，藉由

「傳送者」(Transmitter) 將傳遞的訊息轉成訊號 (Signal)，而這些訊號可被「接收者」 
(Reciever) 所接收，最後，接收者將訊號轉換成訊息，賦予意義後，才傳達至「目的地」 
(Destination)。但在傳送的過程當中，訊號會受到外界雜音 (Noise) 的干擾而影響傳播的

品質和效率。這個傳播模式同時也忽略了回饋的概念，DeFleur 則將 Shannon 與 Weaver
的模式作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在傳播的過程中加入了回饋的成份 (DeFleur, 1966)，使得

這個模式得到了有效的修正。 

傳播模式發展至今，各家理論甚多，但仍不脫 Lasswell 與 Shannon 兩個模式為最主

要之基礎。各個傳播模式有其適用之範疇與限制，每個理論都無法解釋所有的傳播現

象，而且只能強調傳播過程的某些重點，並以抽絲剝繭的簡化方式來描述複雜的傳播現

象。所以 Severin 說：「我們選用模式，是選用最適合立即處理我們所面臨問題的目的。

假如沒有現成的模式符合我們的工作所需，將迫使我們去修改一個現存的模式，或發明

一個新的模式。」(Severin, 1988, 轉引自張慧元, 1998) 

二、 資訊網路下的新媒介傳播型態與模式 

1. 電子傳媒的衝擊 

回顧傳播演進的歷史，主要可分為四個演進：書寫傳播、印刷傳播、電訊傳播以及

互動傳播。電訊傳播則始於電報的發明，其發展是由電報、廣播、電視以及與電腦的結

合的網際網路。自從電子革命至今，科技一日千里，尤其它的傳播速度極快，加上又可

突破文字障礙，市井小民都能接受所傳播的訊息，於是影響的強度及深度皆非同日可語 
(張慧元，1998)。電子傳媒對於傳播理論的衝擊很大，McLuhan 很早就預期到這個趨勢，

他提出的「媒體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對於近代的傳播理論有很大的

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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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有媒體的特性，實際上就是意味著任何一種媒體的『內容』，永遠都是另一種

媒體。」(McLuhan, 1964) 

McLuhan 將傳播歷史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部落階段」(Tribal stage)，傳播

的方式是以口頭傳播為主；第二個階段是「脫離部落階段」(Detribal stage)，這個階段主

要在文字出現之後；第三階段是「恢復部落階段」(Retribal stage)，也就是人類歷史進入

電子傳播的階段，現今電子媒介與網路科技的發達，使得人與人的傳播距離越來越近，

訊息可以在幾秒中之內跨越國界的蕃籬，傳送到地球的另外一端，這種「天涯若比鄰」

的概念，就是種「恢復部落的效果」(McLuhan, 1964)。電子時代來臨後，所有的行動與

反應幾乎同時，而電子化的過程主要就是回復這種原始社會結構的部落形態 (McLuhan 
& Zingrone, 1994)。 

Ball-Rokeach 與 Reardon (1988) 則將傳播分為單向 (Monologue)、對話 (Dialogue) 
與電訊 (Telelogue) 傳播等三類，傳統的大眾傳播是種單向傳播，人際間溝通則是對話

傳播，至於科技的進步所促成的遠距書寫與談話互動則稱為電訊傳播。電訊傳播又可區

分為交換 (Exchange telelogue)、社交 (Associational telelogue)、辯論 (Debate telelogue) 
等三類，其保有了單向傳播與對話傳播的某些特點，但並非單純的只是兩者間的結合。 

Melody 則認為資訊與傳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積存 (Stock) 的概念，另一

個則是流動 (Flow) 的概念。這兩個概念雖然不同，卻是一體的兩面，社會的運作不僅

要靠資訊，也要靠成員間有效率的傳播，而在傳播的過程中，其本身即已創造影響知識

和價值觀的資訊 (Melody, 1994)。新的媒介出現後，往往產生一種強大的拉力，在訊息

交換的過程中，產生大量的資訊，而這種拉力不但改變了原本資訊產生的方式，也使得

傳播過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連帶的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作。而在進入「資訊社會」後，

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結構將會是一個複雜的電子資訊傳播網路，所有的資訊與資源的交換

與分配，都將影響社會所有的傳播活動 (Bell,1973)。 

新媒體的加入，使得訊息交換的成本降低，傳播的效率亦獲得提升。但在這種經濟

結構改變的同時，也揭露了某種矛盾 (Melody, 1985)，因為新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帶來了

複雜、不穩定與不確定性，使得我們對於資訊的了解更難掌握。而這種新媒體的另一個

大趨勢，則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概念的形成，換言之，電子媒體的發展幾乎架構了

現代社會的主要人際關係 (Giddens，1991)。新科技使得跨國企業不再以本地市場為腹

地，而必須在世界各地開疆拓土，而且「大者恆大」，這種弱肉強食的局面勢將愈演愈

烈。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的知識結構也產生了變化。人們可以使用 E-mail 連繫，透

過網路獲知世界各地發生的新聞及訊息；企業可以利用視訊會議，掌控全球據點的營運

與訊息，並可運用內部網路系統或是訊息資料庫的建立，來傳承經驗與知識，這也是近

代學習型組織與知識管理發達的原因；國與國的競爭也從以往的「軍事力量」演進到現

今的「知識經濟」，但這種科技的進步，不僅讓資訊的差異與隔閡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gaps) 擴大 (Rogers, 1976)，也使得國家間的資訊貧富差距愈來愈大。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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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科技」(Technology) 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新科技創造

了新的機會，同時也破壞了某些已存在的機會 (Melody, 1994)。這種結構的改變，使得

資訊的使用門檻變高，教育程度與收入低的人往往被排除在資訊科技的使用者之列，貧

窮的國家則永遠無法搭建資訊高速公路，這種原本是「近用權」(Right of access) 的問題，

已經演變成「近用能力」(Ability of access) 的問題。 

然而，新的資訊傳播結構之下，也使得媒體壟斷的情形獲得解決。McLuhan (1964) 
認為媒體便是訊息，具有支配力量的是傳播科技的本身，而並非它所傳遞的內容。傳統

的訊息傳播鏈上，新聞媒介向來以所謂的第四權自居，並扮演著支配性的守門人角色 
(Gate keeper)，但在新的傳播科技加入後，這種主宰的力量由少數的幾個大媒體分散到

了昇民大眾，無論是報紙上的讀者投書、雜誌上的讀者來函，甚至是近年來流行的 Call-in
文化等，都可顯見這種結構性的改變，但基本上，閱聽人仍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而自

網際網路發達之後，這種媒體主宰的現象則倍受衝擊，任何輿論皆可輕易的在網路上發

布與形成 (張慧元，1998)，許多民意的形成與集體的消息傳遞與流通，甚至是集體請願

之行為，往往就是在網路上產生的22。 

產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後，以追求新聞、創造新聞為目的的新聞工業，實只能歸類於

新聞代理模式，或者少部份的公共資訊模式。以國內的情形來說，第四台的出現和其他

新媒體的開放，媒體間的競爭愈趨激烈，使得巿場結構改變，權力的分配早已改變而愈

形惡性競爭，一方面使得新聞的品質下降，另一方面也因為百家爭鳴使社會真實更有機

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而且消息來源對媒體的影響力增加。網路的出現，則又給了一番

不同的面貌。以往在新聞記者心中模糊的閱聽人，可以有更多管道和機會清楚地表達自

己的意見。當以往這個由閱聽人回饋至消息來源或新聞媒體的機制更形彰顯時，隱性的

大眾是變成另一種更重要的消息來源。當大眾的顧客輪廓 (Consumer profile) 愈形清晰

時，就會促成更分眾的新聞工業。網路的興起就是這種小眾化的始作俑者。 

2. 網路媒體的特性 

網路作為一個新的媒體，自有它不同於其它媒體的特性，Rogers 基於對新媒介傳播

科技的研究與觀查，指出了新的傳播方式有以下三個特性 (Rogers，1986)： 

(1). 互動性：新的傳播系統其實都具備某種程度的互動性，它結合了人際溝通和大眾媒

體的某些特質，使得在傳播的過程中，傳播者與接收者能作相互的回饋與溝通。 

(2). 小眾化：新媒體的傳播控制權，已由訊息製造者的手中轉移至訊息消費者身上，某

些特別訊息可在大團體的個人間流通，這種特性結合了新媒體與面對面 (FtF) 溝通

的某些性質，卻並非直接面對面的傳播。 

(3). 時間異步：新的傳播科技，使得時空限制縮小，個人可以在較適宜的時間內收發訊

                                                 
22 例如 1999 年台大學生發起的「支持收回舟山路一人一信活動」。詳情參閱台大椰林電子佈告

欄 (BBS)，台大學生會板精華區，學生會大事記―舟山路回收部份，available at: NTUSA board, 
bbs.ntu.edu.tw (140.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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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就是溝通的各參與者不需要同時處於傳播情境裡，而能以較具彈性及效率的

方式，非同步進行訊息流動與交換。 

Newhagen 與 Rafaeli (1996) 則進一步針對網際網路研究，提出五項網路的特性： 

(1). 多媒體 (Multimedia)：網路呈現的內容包括文字、圖片、聲音、動畫、電影等多元

聲光效果。 

(2). 超文本 (Hypertextuality)：傳統媒介是以「線性」途徑作為資訊提供模式，網路則

以超鏈結 (Hyperlink)的方式，以跳躍性的思考與串連，來組織所傳遞之訊息。 

(3). 打包切換 (Packet switching)：網路之訊息單位可在網路上找到自己的路徑，並在任

一獨立點上賦予其意義，而且訊息以整組打包方式傳出、獨立作業，不需任何指令

與控制中心。 

(4). 同時性 (Synchronicity)：網路的溝通既具有 Rogers 所說的時間異步特性，亦有不

同與傳統媒介的同步溝通效果。網路傳播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大量的對象，同時

傳播大量的訊息，其消息散播的能力非常強大。 

(5). 互動性 (Interactivity)：網路是個強調互動與回饋的媒體，透過溝通介面，任何個體

皆可在聯絡平台上作訊息輸入、反射及回應的動作。 

謝瀛春 (1997) 亦曾比較傳統媒體與數位媒體間的異同，凸顯出新媒體的特質，其

內容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電子數位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異同 (謝瀛春，1997:129) 

傳統 vs.數位媒體 傳統印刷媒體 傳統廣電媒體 電子數位媒體 

使用者主動性 高 低 高 

使用者互動性 低，近乎無 低 高 

使用者素質水準 識字率普通 毋須識字，能聽看 需電腦素養 

訊息傳播地理範圍 有區域限制 有區域限制 全球性 

內容多樣性(載負量) 有限 有限 無限 

資訊性質 文字、圖片 
文字、圖片 

聲音、影像 

文字、圖片 

聲音、影像 

訊息傳播時效性 時效性低 較即時 即時 

訊息傳播恆久性 高 短暫 壓縮儲存、耐久

訊息內容管制 可 可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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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學者之研究，網路雖然發展歷史短暫，但這個新興媒體卻已展現許多異於傳統

媒體之特性，以下本文將整理網路的若干特性，分項探討並作更深入的研究。 

(1). 互動性： 

網際網路與傳統媒介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其「人際互動」與「網際互動」的特

性，而這種特性能更正確、更有效的滿足傳播過程中的參與者，打破傳播者與受播者間

原本存在的絕對分際 (吳筱玫，1999a)。透過網路，使用者不僅與電腦平台產生互動，

還可與連線的所有主機及其他使用人作交談、通信、傳輸等功能，改變了傳統媒體單向

傳播的限制。而這種互動功能不僅移轉了媒體使用的主控權，也造成了資訊的個人化，

而且加上聲光效果的互動，使得網路使用者更能以感觀知覺直接與電腦溝通，增加使用

效果 (黃羨文，1997)。 

雙向的互動溝通雖然改變了媒體掌控的權力配置，但其實只是提供劣勢受眾轉變權

力傾斜的可能契機，它讓原本的資訊接受者能以發佈者的身分來重新反擊、平衡或顛倒

原本失衡的媒體關係，但這種平衡的現象並不是必然的。近來科技持續的進步，網路的

負載能力愈來愈高，這使得互動的便利性與多樣性技術障礙逐漸減低，大量的使用者可

以同時在網路的不同端進行工作，在時空與資訊的取得皆達無屏障之下，網路使用者所

能進行的互動功能更加明顯。而在政治方面，網路科技帶來的衝擊猶大，相對於傳統的

面對面溝通，互動式的公共論壇較能帶動議題討論與溝通，以較為簡便、低成本、低障

礙的方式，讓民眾表達意見，以形成所謂的政策 (Gualtieri, 1998)。 

(2). 兼具「同步」暨「異步」性： 

網際網路傳播的時效兼具「同步」與「異步」性，所謂的「同步性」就是所謂的「即

時性」，也就是網路的資訊傳播並無時間的限制，並能在第一時間內上網，而且使用者

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資訊，這不同於報紙、雜誌或電視必須有時間延遲的準備，網路

則完全不受截稿時間與作息時間的限制，發行與閱讀幾可同步 (吳筱玫，1999b)，而讀

者也能直接從網路媒體中獲得資訊而不須等待 (楊忠川，1996)。 

新傳播科技同時也具有「異步性」，個人可以在較適宜的時間內收發訊息，也就是

溝通的參與者不需要同時處於傳播情境裡，而能夠較有彈性地分配時間 (Rogers 原著，

莊克仁譯，1988)。例如 E-mail 的溝通，收信者可在來信後的任何時間點回信；BBS 及

討論區的文章可記錄保留下來，以供瀏覽者在任何時間觀看與回覆，於是消息的散佈者

與接收者並不須在同一時間內互動。 

(3). 多媒體的呈現方式： 

網路的呈現方式結合了文字、聲音、圖片及影像，尤其是 WWW 出現之後，網頁

多以各種聲光效果來吸引受眾的注目，有別於一般媒體的單調模式，其採用的超文本語

言 (Hypertext modeling language, HTML)，揚棄傳統的媒體展現方式，讓網頁文件更加

生動多姿。而網路廣告手法如 Rich Media 等，皆以生動活潑的表現方式來增進功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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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使用者更能感受到不同於印刷或傳統廣電媒體的視聽效果 (賴靜儀等，1995)。 

(4). 超文本鍊結模式： 

傳統的傳播媒體提供的是「線性資訊」，網路則以串連方式，用跳躍式鏈結及拼貼

性思考來參與相關主題。也就是說，網際網路的資訊流動以「多向文本」 (即超文本，

Hypertext) 型式，加上結構化的「層次」脈絡，利用「相關」及「點選」來閱覽所有連

接的主題。超文本鍊結的不僅只有文字，影音及圖像亦可擴及，這使得新聞報導的呈現

方式有更多的選擇。 

超文本的模式亦存在不同的型態，主要的結構有四種：第一種是堆積式 (Chunk)，
指一堆相關的資訊堆疊一起，並無明顯結構；第二種是補註式 (Collateral)，專指提供摘

要、提示或其它不同論點的系統；第三種是伸展式 (Stretch)，這是種能夠彈性改變及延

伸的超鍊結方式；第四種是宏偉式 (Grand)，指針對單一主題，所包含的內容主題 (黃
羨文，1997)。 

(5). 跨地域性傳播： 

網際網路是個無國界的媒體，網路節點上的每一個體皆能共享在其間流動的資訊，

並存在著一種「去中心化」的趨勢 (Rich, 1999)，尤其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過程

中，網路資訊的流動並不受到地理疆域限制，而且流動特別快速，這種資訊流動的方式，

即使加以管制限制，也很難避免其到處流篡。Fischer (1984) 則認為這樣的科技特性能

夠使人跨越地理限制、尋找同好，並繼而行成團體，這種效果和都市人口的集中有異曲

同工之妙。 

無地域限制的網路傳播為過去在媒介環境中居於劣勢地位少數族群帶來轉機，原本

分散各地的弱勢族群，得以藉由網路的溝通結合在一起，使得少數的聲音更能團結，並

串聯其它的有好團體，讓訴求得以伸張，這種關鍵性多數所產生的放大效果對於少數族

群的意義相當重要 (Fischer, 1984)。 

(6). 無限空間與結構化的資料儲存： 

電腦科技的發展使得資料貯存的硬體系統承載量愈來愈高，容量愈來愈大，網路的

資訊不僅可以儲存或備份在這些裝置裡以供利用，甚至可以壓縮的方式作永久的保存。

不同於傳統媒體有所謂版面與成本的限制，網路介面可提供無限多的版面，而且增加版

面的成本極低，傳統平面媒體所謂「稿擠」的現象根本不會再出現 (吳筱玫，1999b)。 

網路的資訊儲存亦朝向結構化的數位方式進行，這種方式不僅結合了資料庫系統，

而且運用了許多的語言程式 (如 ASP、Peral、JAVA 等)，讓所貯存的資料能作更多元、

便利及更有效率的應用。例如許多搜尋引擎和圖書館所提供的檢索功能，或是現今企業

界流行的資料庫管理與行銷等，都是以資料庫系統輔以各應用程式而成；而在學術研究

方面，利用大量累積的資訊與資料，不僅可以作追溯性的研究與文本解析，也可利用軟

體進行統計分析，對於現今的應用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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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結構化儲存功能亦使得資訊得以輕易地累積，成為所謂的「網路資料庫」，

使用者不僅可以分享這些工具與資料，亦可以快速的處理、薪傳，而形成所謂的「知識」

(何建明、葉信源，1997)，而這也就是當今知識經濟與學習性組織的基礎。 

(7). 主體化與小眾化： 

新媒體造成了傳播結構中權力的改變，傳統上媒體獨大的情形，已慢慢的被瓦解，

一般人對傳統媒體的影響力並不大，但網路媒體所提供的平台可讓使用者表達意見，甚

至設立自己網頁或特定議題討論區，也就是任何「個人」，都可以成為網路上的一個中

心或個體，也就是所謂的「主體化」(Individualization)。這種訊息的製造過程是種分散

式與去中心化的特殊形式，於是個人的言論得以自由散播，不受拘束。 

主體化的另一個表徵是所謂的「小眾化」，也就是某些特別訊息可在大團體的個人

間流通。這種特性結合了新媒體與面對面溝通的某些性質 (Rogers, 1986)，像近來流行

的網路社群或家族等，皆類屬於此種型式。 

(8). 匿名性： 

網路上有句名言：「在網路上，沒有人知道你是條狗」(On the internet, no-one knows 
you're a dog)(Holderness, 1998:35-36)，這句話一語道出了網路上的隱匿特性，沒有人知

道電腦螢幕背後的使用者是誰，每個使用者地位相同，不受地理或是社會背景的而有所

差異，這使得所有的網路公民能享有基本的平等，而這種匿名性有其存在價值，因為它

允許任何人發表「異見」，並提供其它媒體所沒有的互動方式。 

在網路的電子部落裡，同一個人可以許多不同的角色出現，或者是兼具不同的性別

角色 (Lemos, 1996)；網路上每個人都只是一個代號，這種匿名的特質，有可能導致人

們怯除恐懼或壓力約束，而在表達上獲得某種程度的坦白，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淪為

謠言及犯罪者的護身符。 

(9). 近用性： 

資訊社會目前正走向「一般性服務」(Universal access) 的概念，資訊科技應該提供

使用者可接近性 (Accessibility)、方便性 (Convenience) 和公平性 (Equality)，也就是每

個人都有同樣主動接近或使用資訊的機會與權力。彭芸 (1997) 認為，網路和其他媒體

的最大不同處在於其方便近用 (Accessibility)。網路上沒有所謂的控制中心，而且不受

限於傳統單向傳播媒體，使用者本身既是訊息接收者也是散播者，任何具有上網能力的

人皆能輕易的在介面上表達意見，網路上的民意論壇版面的成立，則大幅降低公眾溝通

與對話的門檻 (項靖，1998)，使得更多人得以參與討論與提議。 

(10). 低守門程度與言論自由： 

由於網路的近用特性，使得消息的守門程度降低，優點是言論自由度增加，較不易

受到權威或意識型態的控制，缺點則是管制不易，不負責任的言論較可能出現 (方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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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劉駿州，1997)。這種特色隨著網際網路發達之後愈形明顯，而且不可能出現全能

的控制中心去監視與篩檢到處流傳的訊息，守門人理念因而大受衝擊。傳統的守門理論

認為，新聞不僅是提供資訊，而且提供篩選過的資訊，也就是在新聞製造的過程中必須

通過重重關卡，記者、編輯皆受到組織的約束而不能隨心所欲 (翁秀琪，1996)，這與網

路上流篡的未經篩選與證實的消息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 

網路分散式、互動式及異步化的架構促使個人的言論空間更加寬廣 (蘇芸，1996)。
分散式的消息來源並不經由中央控制處理，而且沒有守門人把關，使用者可以自行傳佈

訊息，言論市場的進入障礙很小；互動式的特性則讓消息來源及聽眾可以直接溝通，雙

方並無主從關係，身份亦可互調，它提供了言論發表與框架競逐的空間，在辯論與反應

之中爭取友好框架與面對敵對框架。異步化則表示網路打破時間的限制，使得人人皆不

被職業、時間、地理與時差所限制，皆可利用網路媒體發表言論。因此，網路比起傳統

媒體的守門過程更易近用，出版成本也較小，相較於新聞組織及記者對新聞的守門過

程，網路突破了媒體選取題材時的限制與壓力，擺脫重重的公關包裝，使反應出的聲音

更接近所謂的「真實」。但另一方面，其開放、分散式的匿名言論及各種未經證實的訊

息四佈，也使得網路媒體的消息來源可信度降低 (蘇芸，1996)，致使謠言四起，造成許

多個人與組織的傷害與損失。 

網際網路是當今最熱門的一個傳播領域，但在我們理解他時，往往只重視到他的「科

技」部份，卻忽略了它的「傳播」與「資訊」(Melody, 1994)。科技帶來的方便讓我們忽

視了他的潛在危機：垃圾郵件的四佈、網路謠言的散播、電腦駭客的攻擊等，在我們享

受便利的同時，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引爆的炸彈。以下我們就其「傳播」與「資訊」部

份，藉由模式的介紹與分析，對網路傳播作通盤的研討與了解。 

3. 網路傳播型態與模式 

由傳播媒體發明先後的歷史可知，一種新傳播方式的出現，將會對人類生活產生重

大改變。從以前的印刷、廣播、電視，到現在的網路出現，在在都可證明。電腦的發明

以 及 網 路 進 駐 人 類 文 明 之 後 ， 一 種 以 網 際 網 路 為 基 礎 的 電 腦 中 介 傳 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開始盛行，而在這種傳播方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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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 對 CMC 的定義為：個人或團體透過一台或以上的電腦，由電訊傳播網路交換

語意內容 (Semantic context) 的媒介 (Rice, 1989，轉引自何建明、葉信源，1997)，而人

們之所以能順利進入 CMC 時代，除了科技是無法阻檔的潮流外，主要是網路使用者得

到了其它媒介難以提供的「滿足」，於是電腦中介傳播漸漸成為研究「滿足」理論充滿

活力的新領域 (Newhagen & Rafaeli, 1996)。網路傳播其實就是隨著電腦中介傳播興起的

傳播形式，是一種具有多種面貌與特性的大眾媒體，兼具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的特質 
(December, 1996；Morris & Org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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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近的傳播理論與模式來看，Bordewijk 與 Kaam (1986) 以傳播科技的流通與傳

送者之間的關係模式，區分出四種傳播類型，這四種傳播型態分別為訓話型 
(Allocution) 、 交 談 型  (Conversation) 、 協 商 型  (Consultation) 與 登 記 註 冊 型 
(Registration)，這四類的傳播模式如圖 2-1-3 所示： 

 

 

 

 

 

 

 

 

 

 

 

圖 2-1-3 四種不同傳播型態 (Bordewijk & Kaam, 1986) 

 

在訓話類型中，訊息是由中心向四周的接收者傳播，像教書、講演、廣播等皆屬於

此種單向傳播，而且傳播的時間與地點乃由中心所決定。在交談話類型中，網絡中的任

何人皆可直接進行互動，不須經由中介管道，也可進行多方溝通，包括面對面溝通、電

子郵件、視訊會議等皆屬之，他最大的特色是雙方在傳播過程中是平等的，並無主從或

是中心/邊陲之分。協商型模式是指是由位於四週的資訊搜尋者向中心諮詢者或是資料庫 
(如線上資料索引、搜尋等) 尋求資訊，傳播的主題由搜尋者所決定，而非中心。登記註

冊型是諮詢型的相反，中心要求邊陲參與者並接收其反應之訊息，例如電子警報與安全

監看系統，或是軍隊的戰情系統等皆屬之，此種型態的資訊流通，中心對於傳播的控制

權較大。 

Bordewijk 與 Kaam 以「時間與主體選擇控制權」和「資訊儲存控制權」兩個變數

作為這四種模式的分類構面，如圖 2-1-4 所示。這四個型態其實有著許多的重疊與互補，

同樣一項科技，有可能提供每一種的資訊流動型態。圖中箭頭表示現代傳播模式改變的

趨勢，由訓話方式轉變到交談與協商型態的資訊流動再分配，但這不代表訓話型態的溝

通模式變少，只是換了個新的型式出現；而協商與交談型態的溝通方式皆因為新科技的

訓話型 
(Allocution) 

請求 

協商型 
(Consultation) 

回應 

登記註冊型
(Registration)

請求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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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而有所增長，這種新的權力分配代表了訊息傳送的主導權已慢慢的轉移到接收者身

上，但同時登記註冊型態亦有成長，使得中心與個人的控制權在此漸漸獲得平衡。 

 

 

 

 

 

 

 

圖 2-1-4 資訊流動的分類 (Bordewijk & Kaam, 1986) 

 

今日的電腦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對於傳播與媒體型式，既有的成規與制式模式已難

適用，主要媒體間的差異與障礙逐漸瓦解 (Pool, 1983)，Bordewijk 與 Kaam 的四種溝通

型態可以分析比較各制式傳播型態的改變。傳統公共傳播的領域主要有三個制式模式，

分別是：印刷模式 (Print model)、廣播模式 (Broadcasting model) 與共同載具模式 
(Common carrier model)。印刷模式較接近協商型態；廣播模式較近於訓話型態；而共同

載具模式則較近似交談與登記註冊型態 (McQuail & Windahl, 1993, 楊志弘/莫季雍譯, 
1996)，其中印刷泛指報紙、雜誌與平面資訊等媒體；廣播乃利用無線電波傳遞訊息的

媒體，包括無線電廣播與電視等皆屬之；共同載具則包括電信與郵政服務等。此三種模

式的特性與應對管制型態如圖 2-1-5、表 2-1-2 所示。 

 

 

 

 

 

 

 

圖 2-1-5 三種制式傳播模式的傳播型態 (McQuail & Windahl, 19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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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三種傳播模式及其對應的媒體特性 (McQuail & Windahl, 1993:211) 

 印刷模式 

(Print) 

廣播模式 

(Broadcasting) 

共同載具模式 

(Common Carrier) 

基礎設備管制 無 高 高 

內容管制 無 高 無 

傳送者資格限制 開放 封閉 開放 

接收者資格限制 開放 開放 封閉 

 

方文昌 (1997) 則將網際網路的訊息傳播型態，依各種不同的功能分類與解析，套

用 Bordewijk 與 Kaam (1986) 及 McQuail 與 Windahl (1993) 的傳播模式，繪出電腦網路

訊息傳播型態，如圖 2-1-6a、圖 2-1-6b 及圖 2-1-6c 所示。不同網路功能的傳播型態互異，

如全球資訊網 (WWW) 較類似單向傳播，但隨著科技進步，互動式的 WWW 也慢慢的

興起；電子佈告欄 (BBS) 則是由共同興趣的使用者所組成的以電腦為基礎的互動傳播

系統 (Interactive computer-based communication system) (Ogan, 1993)，其佈告欄功能與聊

天功能 (包括聊天室、個別交談與傳送訊息等) 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就佈告欄功能而言，

每位使用者皆可主動發佈訊息於公佈欄上，繼而傳遞給每個使用者，而每位使用者也可

選擇性的接觸該訊息；聊天功能方面，只有在雙方或多方均同意的時候，訊息才能獲得

傳遞。  

 

 

 

 

 

 

 

 

圖 2-1-6a 各種網路功能的傳播型態：E-mail 方面 (方文昌，1997) 

 

 

E-mail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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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 

單向傳遞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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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

使用者可貢獻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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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型) 

WWW, FTP, Gopher 

 

 

 

 

 

 

 

圖 2-1-6b 各種網路功能的傳播型態：BBS 方面 (方文昌，1997) 

 

 

 

 

 

 

 

 

圖 2-1-6c 各種網路功能的傳播型態：WWW、FTP、Gopher (方文昌，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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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媒體對個人、社會與傳播理論的衝擊 

二十一世紀初葉，網際網路將通訊、電信等各領域科技整合成一平台，繼計算機革

命之後，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項重大變革。網路科技讓使用者能在不同的時空下進行訊息

的傳遞，並形成一個互動的中介場域 (劉駿州，1997)，讓個人成為個別的傳播單位，在

同一時間內對眾多受眾傳播訊息與獲得回饋。也由於此種特性使然，網路對傳統媒介與

社會關係造成重大的改變與衝擊，並對傳統的新聞產業造成影響，改寫了傳統媒體與閱

聽人的定義 (孫秀蕙，1997)。以下本文就網路對社會關係與傳播理論的影響與衝擊，逐

一分析討論。 

一、 電腦與網路媒體對個人生活的衝擊 

電視媒體主宰了人們最主要的消息來源與休閒活動有三十多年之久，在電腦與網路

出現後，類似的情形也正發生在今日的世界裡，愈來愈多的人沉迷於電腦與網路的虛擬

世界，他們不僅與週遭人們接觸的時間變少，對於傳統媒體的使用頻率也降低，最直接

明顯的影響就是看電視的時間減少了 (Rogers, 1982, 1986; Vitalari et al., 1985)。Kaye 
(1998)則發現超過 1/4 的人使用網路之後，減少了看電視、錄影帶以及閱讀書報雜誌的

時間。 

電腦與網路所造成人類生活的改變，除了媒體使用習性之外，睡眠時間、休閒與社

交活動等亦因為這種新科技所產生的排擠效應而相對的變少，而且愈來愈多的報告顯

示，電腦及網路已取代了人們部份從事的活動，而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柯舜智，1993; 
Vitalari & Venkatesh, 1988)，網路使用者必須犧牲進行某些活動的時間來改變生活作息與

習慣，這就是讓人們重新安排、調整其社會行為的一隻看不見的手 (Vitalari & Venkatesh, 
1988)。 

資訊科技對人類的貢獻有利有弊，樂觀者認為電腦將對當代的人類社會產生積極而

且正面的革命性影響 (Simon,1982)，而且更有效率地分配社會資源，並讓生活豐富化，

使原本單調、制式的工作增加趣味，讓人們有更多的時間與意願去發展潛能與興趣 
(Deken, 1981)，也就是人類社會將更人性化，個人也可藉此重拾生命的尊嚴 (吳齊殷，

1995)。在人際關係方面，亦有研究證實，透過電腦更有助於人際與家庭間的友善互動 
(Gennaro, et. at., 1983)，有些報告甚至指出，有電腦的家庭將比一般人有更和諧的親子

關係，親子間的互動及溝通也因而增加了 (Anderson & Harris,1984; Bird et al., 1990; 
Vitalari et al., 1985)。 

另一方面，電腦亦有其消極負面之影響。黃厚銘 (1997) 認為資訊社會的形成使得

個人將同時面對著真實與虛擬的兩個世界，人們必須維持著數個可能截然不同的人格認

同，因為任何一個世界的人際關係都只是局部人格的接觸。這種局部的人際信賴關係有

可能擴及真實世界的身分，進一步衝擊原有的社會溝通結構，繼而產生一種虛無、易碎

的人際關係。Brod (1984) 亦指出：電腦科技導致許多人寧可耗在電腦面前，也不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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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在人際溝通與互動上。許多悲觀者擔心這種電腦化社會的發展破壞了家庭的溝通

機制 (Nilles, 1982)，而且也增加了社會環境的疏離感與潛在破壞力。 

電腦與網路的發明是種機會，同時也帶來風險，這是一股擋不住的潮流，人們當審

慎以對，重新思考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意義。 

二、 網路媒體對社會的衝擊 

網際網路已成為今日個人、組織與社會的主要溝通中介，同時也構形了現代社會的

關係。張紹勳 (1995) 認為資訊化社會有六大特質： (1). 人力結構的改變， (2). 農業

與工業的減少， (3). 生產力的提高， (4). 通訊系統的重視， (5). 都市人口逐漸擴散， 
(6). 對環境、自然景觀、及精神文明的重視，而這種新媒介所構成的社會結構，則衍生

了一個新的名詞與觀念，也就是「資訊社會」的誕生。Melody (1990) 認為資訊社會是

一個依賴複雜資訊與傳播的網路系統，而且是將主要資源分配給資訊傳播活動的一種社

會型態。而在這種定義下，資訊社會同時也是「風險社會」，它雖提供了較多的選擇與

較低的成本，但也造成了資訊的「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 與「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幾個重要的課題像是智財權、隱私權、資訊存取以及資訊錯誤歸屬等問題皆已

隨著網路的發展而浮現 (Masson, 1986)。而人類發展資訊科技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道

德層面的考量；科技原本是人類的輔助工具，但卻逐漸支配、滲透了人們生活 (Winner, 
1986; Rammert, 1993)，新的社會意義因而重新被建構，而這隱藏著一個極大風險，當科

技的發展超過了人們所能的承受的限度時，傳統社會的穩定就可能會受到破壞。 

網路科技不僅衝擊原來社會真實建構的問題，而且也撼動了社會的認同。Meyrowitz 
(1985) 認為當一新傳播科技產生時，會改變社會中的角色扮演，尤其是團體認同、社會

化與權力階層三方面；McQuail (1994) 亦指出了網路發展後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道德

規範的確定性 (Normative certainties) 出現鬆動、國家意識 (National consensus) 的逐漸

衰退，以及自由主義思考 (Libertarian thinking) 的聲量大增，這些變化對社會結構的衝

擊勢必愈形明顯，而且仍持續的加深與進行著。 

網路社會的發展，將平民 (Citizens) 及網民 (Netizens) 這兩個概念給導引了出來，

以往的傳統社會乃清一色由平民所構成，網路架構的社會則是由平民與網民所構成的雙

元體。平民與網民在溝通方式上最大的不同是，平民親身參與溝通  (In-person 
communication)，網民則是透過電腦中介傳播 (CMC) 而缺乏所謂的「社會面貌」(Social 
presence)，但這種特性似乎更能鼓勵參與者的勇氣與創意 (吳齊殷，1995)。在這同時，

社會網路的組成架構也浮現了三層的意義：(1). 素未謀面的網民們有可能因為志趣相投

而發展出默契與親密關係，甚至能從中取得歸屬與自我認同，進行所謂的「社交活動」；

(2). 白領階級可藉由網路進行「電腦支援的團隊合作」(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而不受時空限制；(3). 各階層工作者皆能藉由網路兼顧事業家庭 (吳齊

殷，1995)，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層意義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設下，而忽略了

負面的因素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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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不僅已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逐漸地影響人們的行動與思考，尤其

在「社群生活」與「公共領域」兩方面。社群是由社會網絡所組成的，網路這種革命性

的資訊媒體直接介入了人類的溝通行為，這種由電腦中介而形成的多元異質性社會網

絡，乃基於人們的溝通、互動與討論的程序 (Baym, 1996; Reid 1991)，繼而發展出了所

謂的電腦中介溝通 (CMC) 的概念 (Baym, 1996)，且不同於傳統的面對面在場呈現與相

互期待的社會關係 (Goffman, 1996)。虛擬社群的出現，讓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社會支持

的個人，得以克服時空的障礙，找到所屬與自我肯定 (Braddlee, 1993)，這種「私領域」

的溝通模式其實牽涉了很大的「公領域」空間，個人得以從單一立足點擴展到其他的網

路世界，延伸了人們對社會意義的掌握與詮釋 (Derrick, 1997, 轉引自周桂田，1997)。 

網路媒體的出現讓社會理論全然改觀，許多舊有的秩序、倫理與規範都面臨了極大

的考驗，雖說如此，網路世界並非毫無限制與規範，許多社群成員或是網路功能都已發

展出特有的活動規則與自我規範機制，而大部份國家已開始著手相關法令的制定與執

行，來防範資訊社會可能帶來的危害。然而網路社會帶來的最大問題並不在於科技方

面，而是在「人」身上，如何拋開對科技的憂慮，成為資訊的主人，才是我們面對新媒

體社會該有的態度 (楊艾俐，1994)。 

三、 網路媒體對傳播與新聞理論的衝擊 

網路媒體的出現著實衝擊了傳統的新聞理論，也對傳統傳媒帶來挑戰，多媒體的介

面與聲光效果的影響，加上超連結式的非線性思維，皆非以往之新聞理論所能解釋，而

更深化了網路的消息散佈是不定點、不定時的不確定訊息，交錯複雜的「鏈結」構成了

網路結構下的傳播模式，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思維。 

1. 網路架構下傳播模式的演變 

一般來說，傳播領域研究者通常會將訊息散播的方式分為「大眾傳播」與「人際傳

播」來分別研討。大眾傳播的機制下，訊息流通乃針對非特定對象，媒體扮演強勢角色；

人際傳播則訊息流通的對象較為特定，流通範圍也不如大眾傳播來得廣。網路的出現則

打破了這兩者的分野，並兼具兩者特性，而類似於兩者的結合體 (Hoffman & Novak, 
1995)。Hoffman 與 Novak 亦分析了這三種傳播模式，並比較了其中的異同。 

(1). 大眾傳播模式 (一對多模式)： 

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就是所謂的「子彈理論」，或是「皮下注射理論」、「輸送帶

理論」(Transmission belt theory)(DeFleur & Ball-Rokeach, 1982)。媒體和受眾之間並無互

動與回饋，也就是一對多 (One-to-many) 的被動溝通，閱聽人只是強勢媒體的訊息接受

者，廣播、電視等皆屬於此種模式，如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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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傳統大眾傳播 (一對多) 模式 (Hoffman & Nodak, 1995) 

 

(2). 人際傳播與電腦中介傳播 (CMC)： 

此一模式的機制加入了「回饋」的功能，傳播受眾可與媒體進行互動，而不只是單

向的接受。圖 2-2-2 表示的是一對一 (One-to-one) 的口語傳播模式，像電話與面對面 
(FtF) 溝通皆屬之。此模式亦可推廣為多對多 (Many-to-many) 特殊模式，像是視訊會

議、網路聊天等電腦中介的傳播方式，都為此種模式之應用，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人際傳播與電腦中介傳播模式 (Hoffman & Nodak, 1995) 

 

(3). 超媒體電腦中介模式 (Hypermedia 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 

此模式換言之就是以電腦網路為主要媒體的溝通模式。此模式有複雜的互動產生，

媒體與受眾並非扮演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角色，而是架構在超媒體環境下的一種互動溝通 
(Steuer, 1992)。這種溝通方式很難歸類為大眾傳播或是人際傳播，像 BBS 就是很好的一

個例子，它兼具了兩者的特性 (Ogan, 1993)。這種模式下，受眾與媒體皆扮演著資訊來

源與接收者的多重角色，閱聽人可透過網路媒體與其他受眾溝通，這種溝通的基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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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消費者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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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媒體平台與技術，如圖 2-2-3 所示。 

 

 

 

 

 

 

 

 

 

 

 

圖 2-2-3 超媒體電腦中介模式 (網路模式) (Hoffman & Nodak, 1995) 

 

2. 網路對新聞產業與理論的影響 

網際網路的出現重新塑造人類的關係模式，不僅改變了溝通型態，也對傳統傳媒帶

來挑戰，尤其對閱聽人的傳播行為影響極深。有別於一般的閱讀方式，網路介面多媒體

的呈現，使得視覺刺激頻率大增，並以千百萬計的像素呈現，輔以聲光科技加深傳播的

效果。超連結 (Hyperlink) 的跳越式思考與資訊拮取模式，亦改變了傳統的線性思維，

網路閱讀不再單純的以「篇」為單位，而是交錯複雜的「鏈結」。 

Intel 總裁 Andy Grove 直言未來所有公司都將是網路公司，傳播媒體同樣也將面對

如此的變革。台灣許多的廣播、雜誌以及電視媒體等近年來紛紛成立網站，甚至有線上

收視 (收聽) 的服務出現，而報社與新聞台亦紛紛成立電子報，以 24 小時播送方式做到

零時差的呈現，這也使得新聞越來越難以隱瞞，同時也造成了消息的「膚淺效應」，許

多未加證實的小道消息或謠言資訊躍上檯面，經由網路使用者的不斷轉載，以「滾雪球」

的速度千倍於傳統的傳播模式進行，加上各種個人新聞台或是網路社群如雨後春筍般的

一一成立，對於這種效果更有推波助瀾之勢。 

網路新聞的出現的確威脅到傳統的新聞媒體，因為網路消息的時效性很高，而且題

裁廣泛不拘，較能看到不同的論點；缺點是它很難像報紙一樣可先對所有的新聞作大致

性瀏覽，而且新聞內容公正性並不比傳統媒體高。另外，網路新聞還須透過資訊設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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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故不像平面媒體能隨時隨地觀看，所以如果在別的管道也能找到所需資訊時，有些

讀者就不願意在電子報紙上浪費時間與金錢 (張紹勳，1998)。國外的調查亦顯示，如果

以相同的價格及內容讓使用者選擇網路新聞或平面報紙時，76%的受訪者還是會選擇平

面報紙 (Chyi & Sylvie,1998)。 

在媒體競逐新聞空間的文本框架時，個人的加入也讓這種新聞的模式產生變化，訊

息的可信度、準確性愈形降低，而且消息來源數量也大幅增加，垃圾郵件與資訊隨著網

路到處散佈，使得大眾對於訊息的選擇性與懷疑度提高，甚至有所謂的「訊息惰性」出

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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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傳播受眾如何選擇、相信哪個新聞來源，

也成為近年來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 (Newhagen & Nass, 1989)。 

傳統新聞與網路新聞的異同可用 Newhagen 與 Levy (1998)的分析來說明，就新聞產

生與製作的架構作探討與比較。 

(1). 傳統新聞的製造過程： 

傳統的新聞製造過程當中，會有一個特別的「關卡」(Gate) 存在於傳播者與受播者

間，其影響力甚至比消息的來源更具決定性的影響力，這也就是所謂的守門人理論。新

聞工作者以自己所認定的讀者需求 (或稱新聞價值) 以及組織所約定的工作規範，將新

聞素材加以選擇、刪減、調製或綜合，所以新聞提供的其實是種「篩選過後的資訊」，

如圖 2-2-4 所示。這種論點對建立新聞專業有重大貢獻，新聞媒體因而被逐漸視為是社

會制度中的第四權，負有監督社會系統正常運作的重要功能，這種把關的動作，就是要

讓閱聽人能更清楚的接觸正確、客觀的訊息，以瞭解社會真實 (吳筱玫，1999a)。 

 

 

 

 

 

 

 

 

圖 2-2-4 大眾傳播媒體架構 (Newhagen & Levy, 1998) 

 

傳統新聞學之研究可謂源自早期對守門人概念的探索，學者因而慣將「新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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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聞工作人員根據一套外在標準「新聞價值」以及內在工作程序 (組織常規) 所生產

的資訊成品。其實新聞不但是依據社會真實所建構的產品，這個產品也隨之成為社會真

實的一部份 (臧國仁，1999)。雖然邏輯上新聞報導或許可以追求客觀性，但由於新聞是

記者們思考後的結晶，但何思考都無法做到客觀要求，頂多只能達到「存有主觀而邏輯

客觀」的地步罷了。 

 

 

  

 

 

  

 

 

 

圖 2-2-5 傳統新聞學對新聞之定義 (臧國仁，1999) 

 

(2). 網路新聞的製造過程： 

網路是種無管制機制的分散式架構，在這個消息散播與新聞製作機制裡，並無清楚

的守門人角色出現，新聞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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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據前後文、網站導向及發布來源

來判斷 (Newhagen & Levy, 1998)。這種機制雖會造成眾多小道消息與謠言的散播，但也

可能解決若干守門人機制所可能造成的弊端，記者或新聞機構的框架所造成的不客觀在

此機制下權力減小，自然會失去許多「控制新聞」的權力與能力，而且新聞的本身可經

由多方並呈的方式，把選擇的權利交還給大眾。再者，由於新聞機構身為一個商業機構，

背負利潤壓力，必定不可能完全超然，網路的興起有助於對傳統新聞機構的制衡與競爭。 

由上述傳播模式中亦可發現，隨著傳播科技的演進與推陳出新，媒介受眾在傳播過

程中的角色也隨之演進，並且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網路傳播模式中，媒體受眾有

可能是直接的發訊者，也更具主動控制訊息的特性，這種互動方式及權力結構的改變，

就是網路新聞與傳統新聞產製過程中最大的不同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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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電腦的傳播網絡架構 (Newhagen & Levy, 1998) 

 

網際網路的崛起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模式，而溝通、媒體與社會三者關係緊密，媒體

作為一個中介，溝通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並建構了社會交往與互動的模式，同時也牽涉

到人的行動方式與意義 (Reck, 1996)。在研究網路溝通模式時，先行瞭解此三者的變化

與關係，將有助我們瞭解研究問題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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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謠言散播 

無論在哪一個年代，謠言無所不在。文字出現之前的口耳相傳年代裡，謠言即已是

種常見的訊息傳播方式，即使後來大眾傳媒的問世，謠言仍舊無法消滅，它只是讓謠言

更專業化而已 (Kapferer, 1990)。根據 Shannon 和 Weaver 的傳播數學模式，謠言在傳播

的過程中應屬於「雜音」(Noise) (張慧元，1998)，故向來較少被傳播理論所重視，Bordia 
與 Rosnow (1998) 則指出，以往謠言之難以研究，是因為缺乏實證，Kapferer (1990) 也
認為，謠言追溯困難，研究者獲悉謠言存在通常時機已晚，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著重於

道德分析，而忽略了謠言的結構。網路時代的來臨，依舊無法改變謠言存在的事實，它

快速且無遠弗屆的傳播力，使得網路謠言的散播情形愈形嚴重，小道消息透過 E-mail
的轉寄、BBS 與 News 的散播、WWW 及討論區的傳佈，以一傳「千萬」之勢，成為謠

言寄生的溫床。雖然如此，網路這種電腦中介傳播 (CMC) 的介面以及數位化的資料儲

存方式亦提供了我們研究謠言的一個全新環境，讓我們有機會追尋謠言發展的軌跡與分

析其結構。Bodia (1996) 認為 CMC 的網路傳播模式對社會學、行為學以及語言學等相

關領域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間，也使得人際傳播得以被記錄、觀察與分析。他提出了

CMC 的三項突破為：(1). 它提供管道通往真實的自然環境；(2). 電腦科技以及資料庫

的記錄儲存使得資料的蒐集與複寫變得容易 (Beals, 1992)；(3). 它讓觀察者能以不打擾

及不冒昧的在旁觀察方式記錄這個介面所發生的事實，免去了許多道德上的爭議。然而

也就是這幾項突破，讓謠言散播研究得以有所進展。以下我們先就謠言的定義分類、散

播研究及網路謠言等方面來了解現今謠言研究的構形。 

一、 謠言的定義 

謠言的研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是以 Gordon W. Allport 和 Leo Postman (1947) 
年在二次大戰時期的研究為經典，其研究重點最主要在於謠言的起源與傳播方式。他們

認為「謠言」是與當時某些事件相關連的命題，為了讓人相信，它一般是以口耳相傳的

方式在人們之間流傳，而且缺乏具體的資料以證實其真確性 (Allport & Postman, 1947)。 

在 Allport 與 Postman 實驗的相同時期，許多學者亦對謠言有不同的見解與定義。

Knapp 認為謠言是種與當前時事有關，目的在讓人相信的宣告，而且通常在未經官方證

實的情況下廣為流傳 (Knapp, 1944)。Peterson 與 Gist 則認為謠言是一群人對於某特定目

標、事件或是有興趣的議題，經流傳而來的敘述說明或是未經查證的解釋 (Peterson & 
Gist, 1995)。由上述各學者的定義可看出，當時對謠言的見解有兩個主要共同點，也就

是謠言是種「訊息」，而且是以「使人相信」為目的 (Kapferer, 1990)。這些學者定義下

的謠言並不是種「錯誤的訊息」，而是「未經證實的訊息」。Allport 與 Postman 的研究其

實只介紹了「虛假」的謠言，而且企圖證明謠言只會走向錯誤，會距離真實愈來愈遠。

其實謠言之所以讓人尷尬，就是它有可能是真的，而這種傳統上的定義某種程度上反應

了當時意識形態上的道德偏見，勸人為善的意念昭然若揭 (Kapferer, 1990)。 

Allport 與 Postman 的理論忽略了受試者的個別差異，Shibutani (1966) 則將謠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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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集體行為，個人在群體中得以交換意見、解釋討論以及預測事件的未來，以彌補

Allport 與 Postman 理論中受試者無法交互詢問以及回饋求證的缺點。Shibutani 認為謠言

是眾人討論過程中所得出的即興新聞，而這種新聞是所有人智慧的集合，也就是對所關

注事件得出的滿意答案。而且謠言內容的演變並非 Allport 與 Postman 所言的記憶失真，

而是在整個傳播過程中的演變與加油添醋的「滾雪球效果」(Peterson & Gist,1995)，有

時還會自己發明事實 (Rosnow & Fine, 1976)。 

Schachter 與 Burdick (1966) 則將謠言的散播視為「一鏈串的傳播方式」(A chain 
pattern of communication) ， 這 種 方 式 有 點 類 似 二 級 傳 播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但兩者並不完全相同，最主要的差異是兩者的可信程度截然不同 (張
慧元，1998)。 

縱使謠言的定義眾說紛勻，但唯一可確定的是，謠言沒有任何根據。而提到「根據」，

則和謠言的「來源」有關。訊息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大眾傳媒所說的，另一種是在人

群中口耳相傳的。人們對訊息和謠言的界定是很主觀的，並無一定的標準，而且當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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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ferer 認為，謠言的主要特徵並非在於是否已獲證實，而是

在它的非官方消息來源，它是社會上存在並流傳的未經官方證實或是已被官方所闢謠澄

清的訊息 (Kapferer, 1990)。在這個定義下，謠言主要透過非官方管道傳播，而且速度極

快，因為訊息的價值不可避免的會逐漸貶值，人們之所以聽信謠言與散播謠言，最主要

最是趁其尚有價值時，從中獲得利息，這是謠言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徵。 

近來的研究則指出，謠言的傳播也可以緩和人們內心的緊張與不安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Walker & Beckerle,1987)，這在以往的研究當中並未被發掘重

視，尤其在 Allport 和 Postman 的謠言理論裡並無提到。Bordia 與 Rosnow (1998) 則加入

此一因素，認為「謠言的散播 (Rumormongering) 是種人們集體 (Collective) 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的交互作用 (Interaction)，這種作用是因為人性中的不安 (Anxiety)、
不確定 (Uncertainty) 與相信 (Credulity) 所組成的。」 

二、 謠言的分類 

Knapp (1944) 在四○年代即開始對謠言作分類解析，他認為謠言有三大類，第一類

是希望性謠言，也就是內心渴望發生的樂觀性謠言；第二種是恐懼性謠言，也就是悲觀

或憂慮的謠言；第三種是恐嚇性謠言，也就是利用攻擊或分化來達成目的之謠言。Allport
與 Postman 則將收集二次大戰前後的資料，將謠言分成恐懼謠言、願望謠言、離間謠言

與其它謠言四大類來分析，並說明了謠言分類該注意的八大原則。根據這些原則，謠言

的分類便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呈現 (Allport & Postman, 1947，p.170)： 

1. 謠傳的速度、週期或其它時間方面的因素； 

2. 謠言內容的主要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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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謠傳當時潛藏的心理狀態與可能的動機； 

4. 分辨對社會的影響，無論是有益的、有害的或是無關的； 

5. 在地謠言或是一般廣泛流傳的謠言； 

6. 新的謠言或是舊的謠言； 

7. 合理或不合理的謠言； 

8. 持久型或短暫性謠言； 

Rowan (1979) 則將謠言分類為自發性的 (Spontaneous) 以及預謀的 (Premediated) 
兩種，自發性的謠言通常是在不安、不信任或是壓力與災禍的情況下發生，這些謠言消

逝得比較迅速；預謀性謠言則是以不擇手段達到目的所散播的謠言，尤其是在競爭激烈

的環境中。Kapferer (1990) 則延伸這種分類方式，依謠言來源及產生過程的分析，將謠

言分成六種類型，如表 3-1-1 所示： 

 

表 2-3-1 謠言的六種類型 

謠言的來源 

  

導源於某一件事 取材自某一細節 純想像 

自發性的 第一類謠言 第三類謠言 第五類謠言 
謠言的產生 

因挑撥而起 第二類謠言 第四類謠言 第六類謠言 

資料來源：Kapferer, J. 鄭若麟／邊芹譯，1992，Rumeurs 謠言，台北：桂冠，p.308 

 

這六類謠言主要是由兩個構面來導出的，第一個構面是謠言產生的原因，主要分為

自發性與挑撥而起兩種；另一個構面則是謠言的來源取材，主要分為事件、細節及想像

等，以下我們就各類型的謠言作簡單的描述： 

1. 第一類謠言：這類謠言是來自於某些令人震驚或是引人注目的事件，人們會去命

題事件的成因，以求得內心的「滿意」； 

2. 第二類謠言：這種類型的謠言乃是有人蓄意利用某些事件挑撥大眾，以達成某些

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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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類謠言：這種謠言是取材自某個一直未被注意或忽略的細節，經過轉化與渲

染後，引發群眾的想像而給予注目； 

4. 第四類謠言：這類謠言則是有人故意在社會團體中刻意散佈這些細節，將故事誇

大及蓄意傳播； 

5. 第五類謠言：這種謠言的特徵是沒有任何來源根據，也就是所謂的無風起浪，這

種謠言乃出自於人類的想像，有些傳說或是樣板故事就是這樣形成的； 

6. 第六類謠言：這種謠言是有人蓄意的無中生有，也就是所謂的造謠生事，將許多

的樣板故事改編、移植與再傳播，以達成挑撥之目的。 

謠言的分類有很多方式，各種方式並無一定的優劣勝負，Kapferer (1990) 曾指出，

在從事相關研究時，必須考慮謠言發生的情境、時代背景與文化意義等，再給予適當的

分類，才不致於讓謠言分析的工作事倍功半。 

三、 謠言存在的原因與功能 

謠言是無所不在的，即使在進入科技傳播的時代，證實消息與獲得背書仍舊不易。

Kapferer (1990) 認為，謠言其實就是種「新聞」，他遵循著同樣的新聞過程，差別只是

它以口耳相傳的模式而非大眾媒介的傳播。而也是這種新聞的本質，滿足了人們心靈的

某些需求，讓謠言的存在更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謠言之所以流傳迅速，主要是它讓「新

聞」所涉及的團體及個人都熱衷於它們周圍的謠言，而且這種「新聞」會隨時間折價，

迅速傳播謠言最主要就是要保持其價值，否則產品就不那麼值得大眾消費了。 

歷史證明謠言在社會動亂時期特別囂張，因為恐懼、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是謠言最

好的溫床 (Caputo, 1977; Stein, 1980)，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認為謠言之所以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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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謠言能

否傳播，主要決定於事件是否模糊不明 (Ambiguity) 以及對個人是否重要 (Importance) 
這兩個因素，他們以為謠言的產生可以減輕人心的緊張並對模糊不清的狀況作出明確的

解釋。由於 Allport 與 Postman 研究背景處於二次大戰期間，故對於謠言的功能多著墨

於軍事觀點，他們認為「恐懼謠言」和「願望謠言」在戰時對於人心士氣影響極鉅，尤

以前者著屬可怕，在戰事期間，可打擊軍民信心、引起焦慮不安並產生無謂的失敗主義

論調，故為重要之心理戰工具。「離間謠言」產生的影響力則較前兩者更為可怕，他不

但能崩離民心，且能潰渙士氣，也就是能加深人們的焦慮與憂愁，並增加不確定性與不

安全感。 

Chorus (1952) 則修正 Allport 與 Postman 的基本定律，他認為人們的個性與心情對

於聽信謠言也有極大的影響，於是加上了一個變數“c”來衡量「人」這個構面所造成

的影響，它代表了人們對於社會事件的洞悉力，而這種洞悉力是來自於人的智慧或其它

相關的因素，個人性格的差異對於謠言的傳播有很大不同的效果，也就是不同的道德良

心標準會影響人們相信與散佈謠言的可能性。Rosnow (1988) 則同樣以人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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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社會與組織的觀點，他以為謠言是社群壓力的反應，也是人們行為的重要指標，

而且是在不確定 (Uncertainty) 狀況下渴望求解的結果 (Walker & Beckerle, 1987)。 

Shibutani (1966) 則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謠言的功能，他認為謠言是種集體行為，

謠言的各個參與者表現出各式各樣不同的特性，有些是謠言的傳播者 (Messenger)，有

些是懷疑者 (Skeptic)，人們在不同的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傳遞同樣一件訊息，而且會對

不同的人與不同的關係作調整，個人在群體中得以交換意見與討論事件，並經過說服、

參與、認同等過程而集體求解，最後得出來的答案與結果就是一群人智慧的彙總，這也

就是謠言的社會功能。 

Schachter 與 Burdick (1966) 對謠言研究得到的結論則和 Allport 與 Postman 的結果

十分類似，他們認為當以下三種條件存在時，謠言將會散播：(1). 混沌不明的認知狀況；

(2). 關係到一個重要課題；(3). 這課題為群體中大多數成員所關注。而 Koenig (1985) 則
以不同的觀點切入謠言的分析，他對 P&G 公司的撒旦圖騰謠言作了深入探討，並發現

謠言出現必存在三種不可或缺的元素：(1). 目標 (Target)：有可能是個人、地方或任何

有關的事物；(2). 控告或申辯 (Charge or allegation)：和目標有關的特定議題；(3). 源頭 
(Source)：謠言的來源的正式性或相關權威機構的背書會增加其可信度，這三個元素主

宰了謠言散播的文本及途徑結構。 

Kapferer (1990) 指出，謠言要讓人能夠解除懷疑與信服，最主要有三個要點： (1). 
要有可靠的消息來源；(2). 必須是人們所預期與冀望知道的；(3). 聽起來似乎像是真

的。可靠的消息來源必須來自具公信力的消息靈通人士，而且是由可靠性高的中繼站 
(轉述者) 所散播；而傳播的內容必須能夠滿足人們潛在的慾望、解答心中的疑問、提供

心靈發洩的管道或是分擔可能的憂慮，讓人對它有種預期及渴求的欲望，以獲得內心的

安撫或共鳴；謠言要能夠似真，一定要具有可能性，而且缺乏驗證的相關參考資訊，出

現的時機也必須與時代環境有關。它能提供人們想像與解釋的機會及樂趣，以拼湊出一

個自以為是的事實，而且伴隨謠言出現的證據要經得起考驗，並具備重複被散佈及流傳

的潛力，以達三人市虎之效。而在謠言的功能方面，Kapferer (1990) 在其著作「Rumeur」
裡歸納出謠言的六種主要功能： 

1. 謠言是種「新聞」。它滿足人們了知悉與議論事件的功能，也就是提供了一個訊息

來源管道，以所謂的「新聞」傳播形式，讓人很快地複述、傳頌與再解釋。 

2. 謠言提供了「求知」的功能。人們的好奇心是趨使瞭解真象的主要動力，謠言的傳

播受眾並不能肯定消息的來源是肯定的，所以會有前去求証的慾望。一般來說，在

人們求證的過程中，凡是所屬群體認為是真的，那便即是真的，因為參與謠言的散

播也就是種群體行為，它能滿足人們融入團體的渴望與需求。 

3. 謠言可以「說服他人」。謠言的參與是種群體行為，要使群體中的他人接受自己的

意見，就要說服他人。謠言的說服功能會讓散佈者得到成就感與滿足，因為他讓自

己獲得了群體一致的贊同或信任，並有可能解除心中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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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謠言能夠「解放自我」、減輕憂慮與負擔，也就是透過「發洩」的方式，將人們被

壓抑的好鬥性以及不可明言的衝動，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宣洩。 

5. 「取樂」亦是謠言的一項功能，許多謠言的出現是玩笑與氣氛性質的，它可以帶來

歡樂與喜悅的效果，也可以激發被壓抑的情緒。有趣的謠言可以引發人們的幽默感

與認同，讓散播者由此得到團體的注目，也讓周遭的環境感染詼諧。 

6. 謠言有可能成為「為說而說」的交際工具，人們有時為了社交需要，必須杜撰一些

故事，或是對已經存在的消息加油添醋，以提供彼此訊息交流時的話題及機會，並

協助建立起人際脈絡與社會關係。 

綜上所述，謠言是一種用來說服他人的訊息 (Berenson, 1952)，也是種未經可靠機

構證實的消息，Rosnow 與 Fine (1976) 將其視為一種珍貴的社會交換方式。新近的研究

則清楚的指出，人們內心的不安 (Anxiety)、心理感受到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對於

消 息 的 相 信 度  (Credulity) 以 及 受 試 者 對 謠 言 散 佈 結 果 的 相 關 涉 入 程 度 
(Outcome-relevent involvement) 是謠言形成和散播的幾個可能重要因素  (Rosnow, 
1991)，而 Difonzo 等人更清楚的探究這些因素對謠言散播的影響層面，他們認為不確定

性與不安是謠言散播前的環境因素，而個人對於消息的相信度 (Credulity) 在謠言的傳

播鏈中是個中介變數 (Mediating factor) (Difonzo et al., 1994)。Rownow (1991) 認為謠言

的散佈就像拿起槍枝上膛射擊一樣，「槍枝」代表謠言散播鍊中的一般大眾，「子彈」代

表謠言，當週圍的環境與氣氛處於不安與不確定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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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相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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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主要的功能不外乎「減輕人們心中的不安」與「移除不確

定因素」，而這種功能的啟動則與謠言令人信服的程度有關。 

回顧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基本定律裡，事件的含糊不清 (Ambiguity) 至今仍

廣被接受，但事件對受眾的重要性 (Importance) 則倍受質疑，Jager 等學者就發現，謠

言有可能在讓受眾感受到較不重要時大量散佈，反而在受眾感受到其重要性時，散佈便

受抑制 (Jaeger et al., 1980)。無論如何，如何在人們感受到不確定與不安時，讓人們在

一團渾沌不清中找到歸屬與安全感，是謠言存在的重要功能與原因。 

四、 網路媒介與謠言散播 

網路謠言的散播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電子郵件 (E-mail)、電子佈告攔 (BBS)、
全球資訊網 (WWW)、新聞群組 (Newsgroup)、檔案傳送協定 (FTP)、多人交談系統 
(IRC)、即時傳訊通 (ICQ)、搜尋引擎 (Search engine) 等。而這些網路功能之所以成為

謠言散播的溫床，則與它的網路社群特性有很大的關係。孫秀蕙 (1997) 認為網際網路

不僅具備大眾傳播之特質，其人際之間以及小團體的互動，以至於社群意識的形成都不

容忽視。線上交談或是新聞群組的討論互動性很高，參與者可藉聊天、發問與回應訊息

的方式溝通訊息；而 BBS 包含各式各樣的主題討論區 (Board)，而且還包括聊天室、電

子郵件、線上交談等項目功能，已成為台灣網路環境中最具社群性的服務；而台灣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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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興起的多功能綜合性社群服務，如 MSN、iClub、kimo 社群以及網路同學會等，則是

另一種新的小眾分群經營系統；其它像是 WWW、線上遊戲、或是檔案傳送等，互動性

的成份則較上述功能低，但 WWW 在新的頻寬及技術加入後已有急起直追之勢。綜合

以上所述介面之功能及特色，網路謠言傳播之方式，除了 E-mail 是以類似病毒散佈 
(Virus Spread) 進行之外，其它不外乎以公開佈告出現或是以交談形式散播，以下我們

將由一般謠言的傳播模式談起，繼而就不同媒介的功能與特性來詳述網路謠言散佈的情

形。 

1. 一般謠言傳播模式 

一般來說，組織的正式傳播模式比較僵化固定，但非正式的人際網絡傳播行為卻很

複雜 (Mishra, 1990)，Davis (1969) 就曾將這種網絡的傳播方式分成四類，而謠言的散佈

主要也是利用這些模式傳播，詳細情形如圖 3-4-1a、圖 3-4-1b 所示： 

 

 

 

 

 

 

 

 

 

 

 

 

 

 

圖 2-3-1a 非正式人際網絡傳播的四種模式 (Davi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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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b 非正式人際網絡傳播的四種模式 (Davis, 1969) 

資料來源 Mishra, 1990, Managing the Grapevine,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19(2), p.220 

 

(1). 單一傳播鏈 (Single strand)：這種傳播模式是以最簡單的個人依次口耳相傳方式將

消息散播出去，而距離消息源頭的散播中介愈多，消息失真的可能性就愈大，大

部份不正確的謠言皆依此模式散佈。 

(2). 耳語流言 (Gossip)：某些人會以耳語交談的方式將消息散播予其接觸或交集的

人，這種型式的傳佈速度通常較慢。 

(3). 隨機傳播 (Probability)：A 隨機將訊息散播給與其有交集和接觸的人，而其它人

再將此訊息傳遞給別人，所有的散播都是隨機的，有些人聽到，有些人則否，訊

息只會在有意願聽到這些消息的人身上傳佈，而通常這些人是比較外向健談的。 

(4). 集群傳播 (Cluster)：A 將訊息傳給 B、F，這兩個人有可能是他工作上的夥伴或

是生活有交集的人，B、F 再各別將訊息傳給他們關係親近的同事或朋友，這種

傳佈的方式是很常見的，因為無論在任何團體或社會中，總會有小團體或組織的

出現，這種人際關係是資訊傳播的重要環境。 

這四種模式的散佈實際上來說非常複雜，因為它們牽扯到正式與非正式結構，而且

包括了社會及人際關係與聯繫。有研究報告指出，組織中大約只有 10%的人會熱衷於耳

語相傳，而在這些不同的傳佈結構中，個人是很重要的核心節點，每個人在謠言傳播的

關係中都有不同的角色扮演，而且主要分成三種類型 (Mishra, 1990)： 

(1). 橋樑或是核心傳播者 (Bridgers or key communicators)：這種角色的傳佈者會去接

收與散播所聽到的耳語及消息，這些人就是耳語和謠言散播的最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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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終結者 (Baggers or dead enders)：這種角色的人聽到謠言後並不會將它散佈出

去，或是僅僅傳給一兩個其它的終結者，但不將謠言散播出去並不一定代表他不

相信謠言，有可能是個人的特質及個性所然。 

(3). 絕緣者 (Beaners or isolates)：這些人不參與任何謠言的散佈，而且將自己隔絕於

耳語之外或是視而不見，他們不願聽到任何相關資訊，也不會將所聽到的東西傳

給他人。 

這三個角色能夠解釋謠言的生命週期及傳佈行為，而且也能對謠言傳佈的個人及群

體關係搭起聯結的橋樑。在進入電腦及網路時代之後，謠言的傳佈模式大致上也不脫離

上述三者，網民的角色扮演也同樣擁有 Mishra 所述的三種特性，但由於網路的參與者

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傳播的速度非常迅速，謠言耳語的傳播綜合了傳統的這四種模式

與三種角色，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複合體，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其形成的面貌至今

仍未獲得清晰的輪廓，以下我們則以不同功能形式的網路謠言模式作為分類，來一一了

解其詳細之構面。 

2. 電子郵件與謠言散播 

電子郵件是網路上最早出現的功能之一，也是最普及的網路工具，Messaging 1999
年的報告23指出，全球已存在約有 4 億 3 千多萬的電子郵件帳號，使用者高達 2 億多人，

而且人們使用 E-mail 的行為已逐漸取代傳統的郵遞信件 (林幸男，2000) 。在這個龐大

的資訊網絡中，訊息利用電腦網路聯結系統，可將各個帳號的訊息進行數位文字的輸

入、儲存、傳送、接收，甚至可進行多媒體的檔案呈現或傳輸。Sproull 與 Kiesler (1991) 
認為 E-mail 與傳統信件不同的四大特色為：即時、異步、一對多分配與可保存處理，

而 Rice 與 Bair (1984) 的研究則指出，電子媒介的出現增加了個人的傳播聯結，尤其是

E-mail 使人們訊息的留通數量大為增加 (Culnan & Markus, 1987)。有些研究亦指出，

E-mail 的溝通方式將使人較為開放且勇於紓發自我 (Hiltz, Turoff & Johnson, 1989)。  

電子郵件亦是謠言傳播的主要溫床，其具備的匿名與大量、同時散播等特性，更是

謠言散佈的極佳途徑。謠言在 E-mail 傳播的過程中，有可能原封不動，亦有可能不斷

地被修正後再轉寄。有些國外來的謠言會在翻譯的過程中省略許多細節，有些謠言會在

不斷的轉寄過程中，被讀者去頭截尾，有時甚至會改變了文章的原先意義，而這樣的過

程僅須經由電腦的拷貝 (Copy) 及貼上 (Paste) 兩個動作，就可將大塊的文章回覆、轉

寄或發表，所以內容幾乎很少更動，但內文卻可能被大塊地刪除，這與傳統謠言傳播對

細節加油添醋的滾雪球效果大不相同。 

謠言經由轉寄 (Forward) 的電子郵件可以等比級數的方式快速傳遞，在傳遞的過

程中，受播者可能會對訊息產生回饋，也有可能將信件刪除或置之不理，有些人會產生

懷疑，也有些人會將謠言轉寄出去，如圖 2-3-2 所示： 

                                                 
23 Messaging report, 引自潘明君 (1999)，全球 Email 帳號達 4 億 3,500 萬，網際網路電子情報中

心，available at: http://www.fi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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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以 E-mail 轉信方式進行的信息或謠言散播 

 

3. 其它網路謠言散播方式 

網路謠言的散播除了以 E-mail 為媒介之外，還包括許多其它的方式，而這些方

式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以公開佈告出現或是以交談形式散播。 

(1). 以公開佈告形式出現的網路謠言 

這種謠言的散播模式，主要有全球資訊網 (WWW)、新聞群組 (News) 以及電子佈

告欄 (BBS) 等，尤以電子佈告欄最具代表性。電子佈告欄就是所謂的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Landberg (1986) 認為 BBS 是提供撥接者以電腦或是終端機讀、寫訊息，

或是上、下傳檔案服務的系統，這種系統不僅提供討論區或是公佈欄 (Boards)，它還提

供了電子郵件 (Mail)、線上交談 (Talk)、聊天室 (Chat room) 等服務，近來更有許多的

BBS 提供送水球 (Message)、線上點撥 (Online request) 或是熱線系統 (Hotline) 等功

能，使得電子佈告欄簡單的介面系統更形豐富，然而我們所提及的公開佈告形式乃專指

其公佈欄功能而言。 

公佈欄是網路謠言最主要的散播溫床，一般來說，任何人皆可在討論區內發表文

章，惟有版主或是系統管理者才有權決定文章的去留。公佈欄的溝通是以非同步傳播方

式進行的，任何人皆可在任何時間發表或是閱讀、回應文章，而匿名的特性，讓言論的

發表者視無忌憚，加上管理者往往無由求證事實，亦無法 24 小時監控版面，以致於許

多的謠言將公佈欄視為著床的標的，以達傳播之宏效。而許多的討論區還有互通及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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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使用者甚至還可以轉貼或轉寄文章，這使得謠言散佈的廣度和深度更加難以測

度。圖 2-3-3 可看出 BBS 的主要謠言傳播方式 (箭頭代表謠言可能的散播方向)。 

 

 

 

 

 

 

 

 

 

 

 

 

 

 

 

圖 2-3-3 BBS 上訊息或謠言的傳播方式 

 

而 News 論壇與 WWW 這方面的傳播功能則與 BBS 類似，只不過他們界面比較精

美，但卻無法提供如 BBS 般多元的各種服務，近來 WWW 的技術雖已逐漸達成各項功

能，包括討論區、留言版及熱訊等互動功能愈形精進，但就效率與彈性的觀點而言，尚

不及 BBS 方便。在這兩種介面下，謠言同樣也可經由轉貼、轉寄與連線功能四處流篡。

近來則有種網路社群的功能是依附在 WWW 技術之下的，像是 iClub、Kimo 以及 MSN
的綜合性網路社群建立，或是明日報的個人新聞站台、網路同學會的成立等等，這些群

組不僅提供佈告、聊天、上下傳檔案的功能，還具備張貼圖片與互動網頁等新介面，儼

然成為網路社群經營的新趨勢，而這些社群的互動也成為網路謠言著床的另一新天地。 

連帶一提的是，現在的 BBS 與 WWW 多已具有 Mail 功能，它和一般的 E-mail 是
一樣的，早期的 Mail 限制很多，現在則都已具備 Internet mail 的功能，只要給任何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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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電子郵件帳號，它都能將信順利寄到，謠言在此媒介傳遞之方式則相同於圖 2-3-2
所示。 

(2). 以交談形式散播的網路謠言 

網路上從事交談聊天的介面很多，包括 IRC、ICQ、Net Meeting 等，甚至 BBS 提

供的線上交談 (Talk)、聊天室 (Chat room)、送水球 (Message) 以及熱線 (Hotline) 系統

皆屬之，其傳播方式則屬於同步性的一對一、一對多或是多人溝通 (如圖 2-3-4、圖

2-3-5、圖 2-3-6 所示)。IRC 是種多人聊天系統，但它的私下交談 (Message) 功能則是種

一對多的溝通；ICQ 與 Net Meeting 則功能多元，兼具三種傳播溝通模式，除了可以一

對一或一對多的交談模式近行外，亦可邀請好友至自己的聊天室，也就是所謂的多人溝

通；而在 BBS 方面，使用者可以 Talk 或是 Hotline 的方式與另一上線者作一對一的對談，

也可以用丟水球的方式，同時與多人交談，更可以在 Chat room 裡面多人一起對話。由

於對話的內容會隨時間消逝而不保留，有些內容也僅有交談者才知道，而且其傳播的範

圍小，除了談話當時的參與者外，他人根本無法得悉，此時謠言的傳播方式就會有點類

似於傳統的口耳相傳，甚至還不如原本的 FtF 傳播效果。 

 

 

 

 

 

 

圖 2-3-4 一對一的訊息溝通方式 (ICQ、Net Meeting、Talk、Hotline) 

 

 

 

 

 

 

 

圖 2-3-5 一對多的訊息溝通方式 (IRC、ICQ、Net Meeting、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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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多人同步的訊息溝通方式 (IRC、ICQ、Net Meeting、Chat Room) 

 

4. 網路謠言與大眾傳媒的接軌 

謠言原本只是流傳於人際間的不實消息，但網路上的傳言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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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升級為所謂

的「無稽報導」(Unfounded report)(張慧元，1998)。雖然說大眾傳播所傳遞的消息較容

易讓人們認為是「經過證實」的，但在進入網路時代後，由於媒體的主控權降低，新聞

的時效性要求愈來愈高，加上新聞媒體的競爭加劇，許多為求「獨家」或「爭先」的報

導往往在未經證實之前便已發佈，大眾媒體發言的可信度也遭受考驗。以前謠言主要是

經由口耳相傳，但現今大眾傳媒與謠言已密不可分，謠言的散播已在大眾傳播中自形一

環，其對影響與破壞程度已不容忽視 (張慧元，1998)。 

另外，Call-in 節目的風潮加上許多觀眾偏見與言論，也成為謠言滋長的園地，而且

現在有許多的新聞是直接由討論區或是 BBS 拮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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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散佈到一般社會及所謂的平民 (Citizen) 
身上。不過，也因為這種催化與加速過程，讓知悉謠言的群眾不在限於某個地區或某個

社群，而且也加速了謠言的失效過程。 

Kapferer (1990) 認為，謠言的製造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剛開使就將謠言傳給群

眾，大眾傳媒有能力作到這點，但若謠言確定是假的，那就必須承受某種風險。另一種

則是讓社會自然的發生與傳播謠言，先讓輿論主導者接受謠言，再將其傳播給下一批的

接受者，並以如此之手法擴大與接續下去。 

大眾傳媒儘管沒有製造謠言，但有時亦會成為謠言強而有力的中繼站。謠言在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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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有時就被大眾傳媒所接替傳遞，而且也加速了傳播速度，增加了它可信度，甚至

讓某些不曾引起注意的事實變得含糊不清，成為一個鼓勵謠言的環境與空間，這種狀況

在網路的加入後將變得更為複雜且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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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謠言研究之發展與相關理論 

謠言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被重視，社會科學領域是這部份探討的先趨。謠言

研究之所以複雜，主要就在於他牽涉到「人」的行為。一般來說，謠言如何誕生其實並

不重要，即使存在一個造謠者，謠言的主要基礎還是在傳播謠言者身上，他最引人入勝

的並非來源問題，而是人們對謠言的作為，但這並非意味著謠言的始作俑者並不重要，

因為他同樣也是消息的傳遞者。 

就謠言研究現況而言，心理學者著重於謠言回憶、認知的傳播的過程；社會學者則

以結構以及團體行為的角度切入探討；人類學者則以謠言散佈循環的型式探究其對傳統

及文化的影響；歷史學者專注謠言在戰爭及經濟危機時期的影響 (Pendleton,1998)。近

年來，行為理論與大眾傳播理論的蓬勃發展，使得謠言的研究開始有了許多新的觀點，

他們認為謠言本身就是社會訊息散播的一個實例，而影響謠言散播的許多因素也逐漸被

挖掘出來 (Koenig, 1985; Pendleton, 1998; Bordia, 1996; Difonzo et al., 1994; Rosnow, 
1991; Iyer & Debevec, 1991; Rosnow et al., 1988)，以下我們將詳細介紹相關領域的謠言研

究與理論，繼而探討影響謠言散佈的可能因素。 

一、 心理與社會學謠言散播之研究 

謠言的研究從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年的發展至今已超過五十載，他們所提出的

「謠言基本定律」雖然未曾實際的被全然驗證過，但當時的許多基本假設至今仍被廣泛

接受，而現今對謠言的研究也日趨蓬勃，各學術領域皆已有一定的成果與理論：社會學

者多以集體行為的總體觀來看謠言的散佈 (Knopf, 1975; Peterson & Gist, 1995; Shibutani, 
1966; Smelser, 1963)，心理學者則以個人需求的微觀角度來看謠言傳播者的行為 (Allport 
& Postman, 1947; Jung, 1922)。直到近代許多的研究與觀查發現，人們的不安、環境的不

確定、消息的可相信度與人們的涉入程度等因素是導致謠言產生與散播的重要因素，這

才使得謠言的神秘面紗逐步被掀開，許多謠言的控制、防範觀念與公關理論也開始被重

視發展 (Rosnow, 1991)。以下我們由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理論談起，再討論後代學

者對其理論的修正、批評，以及近代謠言理論的發展情形，佐以相關社會心理學理論的

支持，以清楚地了解謠言的全貌。 

1.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理論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rumor) 一書可說是影響謠言

理論發展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著作中收集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眾多謠言，並藉由實驗

法的探索，來瞭解謠言存在與散佈的機制，當時他們希望藉由瞭解謠言傳播的原因來處

理戰時四處流篡的謠言，以建立起一套官方系統來統御管理侵蝕美國國本及造成民心不

安的眾多不實傳言。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認為，當某個事件對個人生活極為重要或

是環境所能獲知的消息缺乏而模糊不明時，謠言隨之興起，尤其當個人不信任其所得知

消息的正確性時，謠言更為盛行，也就是謠言的傳播只有在說者 (Speaker) 和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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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er) 雙方都意識到其對自己的重要性後才會啟動，而且真實的情形 (True fact) 是
模糊不清 (Ambiguity) 的 (引自 Bordia & Rosnow, 1998)。他們著名的謠言實驗，基本上

是修正 Stern (1902) 與 Bartlett (1932) 所使用過的回憶過程衡量法 (Bordia, 1996)，以一

群受試者為對象，先由其中一位看完某篇詳述社會事件的投影片後，再將他所記憶的內

容敘述予下一位受試者，經由相同方式重複傳播下去，利用受試者所敘述的文本內容分

析，來建構他們的理論，可是這樣的傳播方式忽略了真實生活中的個人的謠言傳播是種

不定向的交錯與回饋傳遞，而且謠言的傳播也成了記憶力的測試，這與現實世界的狀況

存在很大的落差 (Rosenthal & Rosnow, 1991)。 

Allport 與 Postman 所提及的「謠言基本定律」(Basic law of rumor) 主要是引自於

McGregor (1938) 研究人們對當前事物預測的影響因素所獲得的結論，而且清楚的敘述

了謠言存在的原因與效果 (Allport & Postman,1947: p.32)： 

 

R ~ i × a 

 

R=謠言強度 
i=事件的重要性 
a=事件的模糊不清 

  

此公式的意義為，謠言強度 (R) 是事件對個人的重要性 (i) 與事件模糊不清程度 
(a) 的乘積，重要性或含糊性若有任一因素不存在時，乘積即等於零，謠言便無由產生，

故兩者條件缺一不可。由此可知，謠言除了必須在渾沌不明的環境下形成，而且還涉及

個人的興趣因素，所以謠言可說是一種主觀情緒的投射 (Allport & Postman, 1947: p.43)。 

Allport 與 Postman 的研究是近代謠言理論的先河，尤其他們的謠言基本定律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普遍被社會心理學者所接受。近來有更多的研究則修正了他們的謠言學說，

甚至推翻了許多假設，以下我們將詳細介紹謠言理論發展的情形，並說明其重要因素與

比較異同。 

2. 近代謠言理論的發展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理論忽略了個體的差異性，因為在他們的實驗中，參與者

並沒有交流、問答及互動的機會，這和謠言實際的散佈情形並不相同，因為謠言的散播

是種複雜的社會行為，Shibutani (1966) 首先提出了謠言的集體模式概念，他將謠言的散

佈視為一種群體行為，人們透過互動達成共識，謠言基本上就是共識的一種，而這種型

式是不同於 Allport 與 Postman 的單向、線性與簡單的散佈方式的。Shibutani 認為謠言

散播的過程裡，各個參與者會有不同的傳播特性與角色，有些是謠言的傳播者 
(Messenger)，有些是懷疑者 (Skeptic)，人們在不同的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傳遞同樣一件

訊息，而且會對不同的人與不同的關係作調整。Bordia 與 Rosnow (1998) 則以網路的記

錄實證將謠言的散播情形分眾，驗證了這種社群與分工的情形，並歸納出八種謠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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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以解釋不同特性的人對於謠言傳播的貢獻。 

Allport 與 Postman 實驗裡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錯將謠言散佈歸因於記憶的程

序，這點缺失也誘引之後的修正學說。Rosnow 是近代謠言理論的重要研究學者，他在

1969年觀察 the Beatles合唱團如日中天時廣為流傳的一則謠言―合唱團的重要成員Paul 
McCartney 在一場車禍中喪命，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美國，而且還出現了眾多不同的版

本 (引自 Rosnow, 1991)。Rosnow 的分析發現，這個謠言傳播的實際狀況，和 Allport & 
Postman 所述的情形並不是那麼的契合，原本他們認為謠言傳播的過程裡，訊息會愈傳

愈短、愈傳愈簡單，而且易於成為茶餘飯後聊天的話題，這是因為人們記憶力限制的問

題，而且在此過程中，人們會有加油添醋的取向，滾雪球的效應於是產生 (Allport & 
Postman, 1947)。但是 Rosnow 的觀察發現，McCartney 的謠言雖然有滾雪球的效應發生，

但實際上並沒有出現愈傳愈短、愈傳愈簡單的情形，反而愈傳愈大，而且不僅添油加醋，

甚至還有「發明事實」的情形發生 (Rosnow & Fine, 1974, 1976)。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基本定律雖然只提到了重要性 (Importance) 和糢糊不清 
(Ambiguity) 兩個影響散播的重要因素，但他們同時也提及，不確定性和人心的不安也

是影響謠言傳播的原因，Anthony (1973) 為了驗證不安也可能是影響謠言傳播的要素之

一，於是他利用 Taylor (1953) 的外顯不安度量尺度 (Manifest anxiety scale, MAS) 來衡

量謠言的散播，他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安感高的時候，謠言的確較易散佈。Anthony 的
實驗以詢問學生是否曾聽到謠言來衡量其散播量與散播程度，Jaeger 等學者則利用散播

毒品謠言的實驗，修正了不安的衡量與定義方式，他們將謠言散播分成「是否相信」與

「是否散播」兩個問題來量測，並將可相信度 (Credulity) 這個變數導入了謠言研究。

他們意外的發現，當受試者對於毒品議題感受的重要度低時，謠言反而較容易散佈，而

且當人們的 MAS 評分較高時，也就是人們的不安程度愈高時，謠言愈容易散播，而且

當消息來源可信度較高時，人們也就愈相信謠言，散佈的情形也就愈明顯 (Jaeger et al., 
1980)。這個實驗裡也出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與發現，那就是學生對毒品謠傳的議

題感到重要或涉入度高時，反而比較不會散佈它，這和 Allport 與 Postman (1947) 的理

論是相違的。 

Rosnow (1981) 檢討了之前許多謠言實驗的缺點與限制，而且開始設法尋找實際生

活中謠言散播的情形與例子來驗證其發展出之理論。1986 年，Rosnow 等學者則以 Jaeger
等人的實驗結果為基礎，利用真實世界的謠言觀察與問卷來探索實際謠言的傳播情形，

而且驗證可相信度 (Credulity) 會助長謠言的散佈 (Rosnow et al., 1986)。他們利用

Temple 大學真實的案例與問卷法來衡量謠言的散播，同樣的他們將是否聽到過這個謠言

以及是否散播謠言分開來討論，並在校園氣氛非常不安與不確定的情況下散佈問卷填

答。他們以這種準控制變因的方式來單獨討論可相信度對於謠言散佈的影響，再次驗證

了高可相信度的消息的確較容易被散佈。他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人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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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是此研究

的最大缺點 (Rosnow et a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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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Rosnow 等學者再次以 Pennsylvania 大學女研究生遇害的謠言為研究主

題，並同時以 Pennsylvania 與 Temple 兩間大學的學生作為對照樣本，他們不以 MAS 指

標來衡量不安程度，而以直接詢問法來衡量。同樣的，他們得到一樣的結果，也就是人

心愈不安，愈容易散佈謠言，而且消息來源的可信度愈高時，人們也就愈相信它，愈會

去散佈謠言 (Rosnow et al., 1988)。他們同時發現，人們認知的不清度 (Cognitive unclarity) 
的確和謠言的散播亦有正向關係，而這種影響來自於不安與不確定兩項因素。另外，他

們利用統計分析的方式亦發現，可相信度與不安兩個因素支配了謠言散佈的主要情形。 

Esposito (1987) 則研究一件地方的罷工事件，來探討謠言發生的原因及影響的因

素。他同樣發現，不安及不確定性是影響謠言傳播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可信服度同時

也是個重要的因素，而重要性與不安對謠言的散佈同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Walker & 
Beckerle (1987) 的研究則再次證明了不安是影響謠言傳佈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個前題因

素 (Antecedent variable)，而且無論是希望謠言或是恐懼謠言，傳佈的速度並無顯著不

同。DeFleur (1987) 以及 Tesser 與 Rosen (1975) 等人同樣也發現了，心境愈是憂鬱不

安，愈容易散佈謠言。 

Kimmel 與 Keefer (1989) 則以 AIDS 的來研究相關的屈解與謠言，雖然人們對於這

種世紀末黑死病的了解愈來愈多，但一般人對它還是抱持恐懼與困擾的態度，以致於生

活中充斥著許多謬誤的相關謠言。他們列出了十個有關於 AIDS 的錯誤謠言並以問卷法

研究，結果顯示不安、主題的重要性以及與結果相關的涉入度是三個重要的指標，而且

他們的報告也發現，受試者不願意散播謠言的原因，主要是不相信這些謠言。 

Rosnow 是近代謠言理論的重要集成者，根據以上這些學者的研究，他歸納出四項

影響謠言傳播的重要因素：人們內心的不安  (Anxiety)、心理感受到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對消息的相信度 (Credulity) 以及受試者對謠言散佈結果的相關涉入程度 
(Outcome-relevent involvement)，並奠定了近代謠言研究的主要基礎 (Rosnow, 1991)。進

入電腦網路時代候，謠言的研究有了重要的突破，以往謠言的研究是很難直接從現實的

生活中獲得即時的資訊或驗證，但電腦網路平台可以記錄所有留下過的文本討論與內

容，故提供研究者非常有利的研究空間。Bordia & Rosnow (1998) 就曾利用網路討論群

的內容與記錄來驗證謠言的散佈情形，並驗證了 Rosnow (1991) 所提出的三個謠言散佈

變數：不安 (Anxiety)、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與可相信度 (Credulity)。他們利用內容

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來研究 IBM 與 Sears 等公司共同開發的 Prodigy 家庭購物與娛

樂系統在 1991 年被控竊聽顧客訊息的謠言的輿論反應，並追蹤人們於 Help-Net 網路群

組裡所張貼的文章與討論，以持續六天的討論內容作為分析，用斷句及專家意見法將所

有的文句分類成確認 (Authenticating)、憂慮 (Apprehensive)、質疑 (Interrogatory)、謹慎 
(Prudent)、相信(Belief)、不相信 (Disbelief) 與其它等七大類。憂慮的文句陳述代表了不

安這個構面；質疑的文句陳述則代表了不確定性；而可相信度則在相信與不相信陳述語

句裡獲得驗證。他們的研究亦證實，不安的敘述在第四天時達到最高點，到第六天時又

趨於平息，這證明了之前 Rosnow (1991) 所說的謠言會持續散佈直到人的不安獲得紓

解；而質疑的敘述在第一天時高達 26%的比例，之後卻大幅下降，這也說明了謠言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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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剛開始是在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下發生的；而謹慎的文句同樣也有類似質疑文句的情形

發生，第一天出現的比例高達 39.1%，這也意味著人們在謠言剛開始散佈時是處於一種

猶豫謹慎的心情，這種心情有可能是心中不安所造成的。 

3. 謠言研究的相關社會心理學理論 (Pendleton, 1998) 

社會評價理論 (Social judgment theory) 強調訊息接收者不會僅僅以傳播者的角度

來評量消息，而是受眾本身的態度支使了對消息的評價 (Cohen, 1964)，它亦清楚的表明

了個人差異對於謠言的散播占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再者，人們通常會選擇性的審視世

界，Merton (1957) 認為人們有種自我實現 (Self-fulfilling) 的特性，Rosnow (1988) 則更

具體的指出，謠言的傳播是種相互的期盼，而這種自我肯定 (Self-esteem) 的特性則能

平撫人心，但同樣的也趨使人們觀察事物時會出現符合自身期望的偏見。 

自我防衛的歸因 (Defensive attribution) 也是了解謠言散佈的一個重要概念 (Semin 
& Manstead, 1983)，人們都會有風險意識，而且認為災難或不幸也可能降落在自己身上 
(Graham & Folkes, 1990)，而人們在面對這些不如意時，往往會以歸罪或責難他人的方

式來作自我防衛的工作，而謠言的散佈就是一種找人頂罪的擾亂視聽方式。另外，社會

吸引理論 (Social attraction theory) 則認為身處於群體的個人會有傾向於散佈謠言的趨

向。 

其他還有許多影響謠言的社會心理學因素，像是人際間偏好的互動基準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criterion of liking)、謠言的語意強度 (Rumor’s level of language 
intensity) 等，都些都是用來解釋謠言的工具，社會心理學者在研究謠言時，通常會在不

同的適用背景與條件之下，選擇不同的理論來解釋與應用。 

二、 傳播理論觀點下謠言散播之研究 

謠言的研究一般來說較為社會及心理學者所重視，相關的文獻資料亦較詳實，傳播

學的研究向來將謠言當成雜音 (Noise) 看待，而較少有一家之言。傳播模式中的二級傳

播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與創新散播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是傳播學者

研究謠言時主要的模式與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謠言散播的模式雖與上述二者雖類似，

但實際上卻不相同，最主要的差異就在於消息的可信度評估，二級傳播的消息來源多為

大眾媒體，謠言的來源則多為不明 (張慧元，1998)。社會心理學者較強調於謠言的文本

及靜態探討分析；傳播理論則讓我們對動態的傳播動力與模式有較詳盡的了解，在討論

完社會心理學觀點之下的謠言散播因素後，以下我們就將由傳播模式的動態觀點，來探

討影響謠言傳播的相關因素。 

1. 二級傳播與創新散播 

Katz (1957) 對大眾投票行為所作的研究發現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那就是「人

際間的接觸比大眾傳媒更能影響投票者的意向與決定」，大眾媒體所傳播的訊息會先傳

佈至「意見領袖」身上，繼而散佈到其他的「追隨者」身上，而意見領袖對追隨者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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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種傳播過程就是所謂的「二級傳播」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tion) (如圖 4-3-1 所示)。Katz 也發現，意見領袖存在於社會的每個階層，而且

較其他人頻繁接觸大眾媒體，其生活背景與追隨者有極多的相似點。二級傳播的發現是

個很大的創舉，但亦遭受許多的批評，以致於在後來的傳佈研究 (Diffusion research) 
中，逐漸被修正成「多級傳播模式」(Multi-step flow model)(如圖 4-3-2 所示)，傳佈研究

也漸漸成為重要的一個探究課題，人們開始注意到「創新」(Innovations)(包括新發明、

新思想、新事物等) 如何擴散到整個社會的過程，Rogers (1983) 將創新定義為任何被個

人、團體或是社會當成是新的思想、發明或事物，而所謂的傳佈 (Diffustion) 就是創新

的傳播，而這個散播的過程中，意見領袖與追隨者存在著許多的異質性，這與二級傳播

中強調的同質特性並不相同。 

意見領袖可說是二級傳播/多級傳播的中心，也是散播理論的重要探討焦點，它強

調大眾媒介並非在社會真空中運作，而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網絡中活動，並與其它

的觀念、知識與權力相競爭 (McQuail & Windahl, 1993)。意見領袖本身也有可能是某些

訊息的「接收者」，在傳播的角色扮演上並不是完全的截然二分，社會上甚至還有一些

人是不接觸大眾媒介又不與眾人討論的「非參與者」(Non-participant)，而且某些議題亦

可跳過意見領袖而直接傳遞到受眾身上，有些時後影響的過程是多元而複雜的多階段進

行，像新聞與謠言的散佈皆屬之。 

 

 

 

圖 2-4-1 兩級傳播理論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tion) 

資料來源 Schiffman & Kanuk, 2000, Consumer Behavior, p.406 

 

 

 

 

 

 

 

圖 2-4-2 多級傳播模式 (Multi-step flow model) 

資料來源 Schiffman & Kanuk, 2000, Consumer Behavior, 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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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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散播之所以

被採納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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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的疑慮的資訊尋求與處理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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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Rogers (1983) 則以為，創新散播的研究有四大要素： 

(1). 創新 (Innovation)： 

凡被所接受的個人或團體認為是新的產品 (Product)、服務 (Service)、創意 (Idea)、
作法(Practice) 或是物件 (Object) 者皆可稱為創新。但創新在被採用的過程中，新事物

的一些知覺特徵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會影響其採用率  (Rate of 
adoption)，這些特質包括有新產品相較於舊產品的「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創

新與採用者現存的生活型態、社會價值觀以及過去經驗和需求的「相容性」 
(Compatibility)；新產品在了解及使用上的「複雜性」(Complexity) 以及「可試用性」 
(Trialability)；以及創新可被潛在消費者所觀察、想像或描述的「可觀察性」

(Observability)。 

(2). 傳播管道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傳播管道是指創新資訊如何傳遞到受眾身上的方式，意見領袖可以透過各種溝通

管道對追隨者散佈有關的新資訊，繼而改變資訊接受者的態度或行為。傳播管道可以是

大眾傳播也可以是人際傳播，傳播的來源可以是地域性的或是萬國性的。就傳播的角色

而言，大眾傳播 (Mass communication) 的速度最快，但說服效果則以人際溝通 (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 較為有效。一般來說，創新採用者多半並非根據專家的研究，其

評估之根據多半是經由其他親朋好友而來的。  

(3). 社會系統 (Social system) 

所謂社會系統是指人們所依附或存在的實體、社會或文化環境，而社會系統的本

質、價值觀以及風氣等，會影響到受眾對創新接受的程度，一般來說，較開放的社會系

統的新產品的接受度就很高。社會系統中，成員所建立起之行為常模或規範有可能會阻

礙變遷，但當群眾的同質性高時，溝通較容易，創新散播的阻礙通常較小。一般來說，

實際的社會成員具有相當的異質性，這就是訊息傳遞時的社會結構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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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地影響他人的態度和行

為，也就是所謂的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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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是人際網路的中心，常是所謂的早期採用者，

他們與一般民眾的同質性較高，創新採用程度差距較小。 

(4). 時間 (Time)： 

創新散播的時間因素可由三個構面來討論：第一種是個人從接觸知曉的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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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逐漸了解並決定使用的「採用時間」(Purchase time)，一般來說可以分成五個階段：

(1). 知識期：(2). 說服期；(3). 決定期；(4). 使用期；(5). 鞏固期。另一種是根據個人

在社會系統中相對採用創新程度的「使用者類別」(Adopter categories)，也就是使用者的

「創新接受程度」(Innovativeness)，Rogers 將其依接受時間先後分為五大類：(1). 創用

者 (Innovator)；(2). 早期採用者 (Early adopters)；(3). 早期跟進大眾 (Early majority)；
(4). 晚期跟進者 (Late majority) 與 (5). 落後使用者(Laggards)。第三種就是社會成員接

受創新所耗時間的「採用速度」(Rate of adoption)，許多的研究實驗皆證實，整個社會

接受創新的速率是一條 S 形曲線，創新愈早被人接受，S 曲線便較陡。 

2. 消息的擴散 

散佈研究是傳播研究的重要分枝，尤其在消息與新聞的探討方面。一般來說，擴散

的速度、不同媒介的相對有效度以及人際傳播的重要性是其探究重點，有些新聞與消息

的擴散理論，實際上是由創新理論發展出來的，這對我們研究謠言的散佈有很大的參考

意義。 

Chaffee (1977) 曾對資訊的散佈研究提出「一般擴散曲線」(Normal diffusion curve)，
這個曲線基本上是建立在創新採用理論上，所以呈現的是 S 型格式，如圖 2-4-3 的實線

所示。在消息擴散的早期，只有少數人知悉消息，曲線緩步上升，然後加速、持平，最

後達到成熟高原期而慢慢下降。Chaffee 曲線並非由實證而得的，但卻在往後的研究中

經常被引用與證實。 

 

 

 

 

 

 

 

圖 2-4-3 資訊擴散的一般曲線與三個偏向型式 (Chaffee, 1977) 

資料來源：楊志弘/莫季雍譯，1996，傳播模式 Communication Models，p.100 

 

Chaffee 的資訊擴散曲線亦存在三個主要的偏向 (如圖 4-3-3 之虛線所示)，A：低於

10%的人口比例接收到消息；B：初期快速成長，隨即急速趨緩；C：非常緩速的擴散。

McQuail 與 Windahl (1993) 認為，藉由這三種偏向模式可以了解限制擴散的因素。例如

100 

無目的模式

A.不完全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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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令人震驚的消息，會比一般的新聞更加快速擴散 (模式 B)，有時消息的接收者缺乏

背景知識、新聞興趣或是參與感低時，就會使得消息散播不開或是速度緩慢 (模式 A 或

C)。 

而在研究消息的擴散時，Greenberg (1964) 發現了一個有趣的 J 曲線模式 (J-curve 
model)，這個曲線更適合代表消息的人際擴散過程。他根據以往的研究結果，依新聞可

能被個人散佈程度的不同，分成三大類： 

(1). 第一種類型：對一般大眾的重要性很低，但對某些人卻非常重要的事件。這種消

息通常不會受到大眾傳媒的重視與處理，但卻會被某特定之目標或團體作選擇性

的關注，而且有許多人得知消息是藉由人際傳播而來。 

(2). 第二種類型：對所有人都很重要的新聞。這些新聞在一般大眾媒介受到相當程度

的報導，而且也受到一般群眾的直接注意。這種新聞不會像第一類消息在人際間

傳遞，有可能它們已為大眾所熟悉，有可能過於平常，並無誘因讓人們志願的轉

述予他人知道。  

(3). 第三種類型：非常緊急重大且引人注意的消息。這類消息不僅受到媒體高度迅速

的注意，也完全吸引每個人的注意，其傳遞方式，是同時動員人際與大眾傳播管

道的，但實際上最早得知此消息的人，多半是由其人際網路的口耳相傳裡得知的。 

圖 2-4-4 是 Greenberg 對於不同消息事件的來源分析結果。他將所有的消息分為五

組 (以 A-E 標示)，而依結果畫出來的曲線則是一「J」字形狀，而對照其之前的新聞分

類，A 類消息屬於第一類新聞；B、C、D 類消息屬於第二類新聞；E 類消息屬於第三類

新聞。 

 

 

 

 

 

 

 

圖 2-4-4 新聞散佈「J」曲線 (Greenberg, 1964) 

資料來源：楊志弘/莫季雍譯，1996，傳播模式 Communication Models，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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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erg 的模式指出了新聞事件的「重要性」與一般人對事件「涉入」(Involvement) 
之間的程度差異，「重要性」指的是消息事件在社會的新聞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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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ort 與 Postman 謠言研究所指的重要

性其實指的是 Greenberg 模式中的「涉入」。Greenberg 的研究結果對應危機與謠言的研

究也有一些貢獻，尤其在大眾媒介消息來源喪失或是縮減的情況下，其所產生的不確定

性 (Uncertainty)，將導致人們更積極地向非大眾傳媒管道尋求資訊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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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謠言散播的相關變數 

謠言的研究在各領域已有許多的結論與發展，而無論在哪一個領域，其研究方式通

常有兩種，一種是控制變因的謠言散播實驗，另一種則是利用已存在的謠言紀錄研究，

而謠言散播實驗通常會有道德上的顧忌，因為有時散佈與發展結果是難以控制的 
(Pendleton, 1998)。Rosnow (1988) 認為，要決定訊息是否為謠言主要視「誰」傳什麼樣

的「內容」給「何人」 (Who was saying what to whom)，而耶魯學派則將影響個人是否

接受傳播訊息的變數分成傳播者、訊息特性、受眾特性與反應行為等 (引自葉恆芬，

2000)。在瞭解了謠言存在與散播的原因以及各領域之學說與發展之後，幾個重要的相

關課題及變數也已逐漸明朗。以下我們將由衡量謠言散播的方式談起，探討謠言的聽信

與散佈行為，並以謠言的來源、內容、受眾特質、網路環境與創新理論等面相來討論影

響謠言散佈的重要因素，對每個分析討論的相關疑問提出假說，以期對網路謠言的探究

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一、 衡量謠言散播的方式 

在謠言相關的研究當中，衡量謠言的散播指標有很多不同的操作定義，有些學者以

受播者散佈謠言的意願與情形來衡量 (Rosnow, Yost, & Esposito, 1986; Kamins, Folkes, 
& Perner, 1997; Rosnow, Esposito & Gibney,1988; Walker & Beckerle, 1987)；有些學者則以

受播者聽到謠言的情況或回憶來衡量 (Allport & Postman, 1947; Jaeger, Anthony, & 
Rosnow, 1980; Walker & Blaine, 1991)，而這些研究多半是以實驗操弄的方式來進行，然

而於自然狀況下發生的謠言，通常只能事後追溯。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得資

訊得以完整的記錄，並提供了一個謠言的良好觀測環境，Bordia 與 Rosnow 就曾以 BBS
上的文章來分析謠言的散佈 (Bordia & Rosnow, 1998)，以觀察自然發生的謠言，驗證其

相關學說理論。 

本研究參考 Rosnow 等學者衡量謠言散播的方法，以「轉寄可能性」來調查受眾散

播謠言的意願，並以計數器來追蹤謠言的實際散佈情形，直接詢問受眾將訊息轉寄給多

少人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用來推測謠言在人群中流傳知曉的程度，並

作實際的驗證與比較。 

二、 相信謠言與散播謠言的關係 

許多謠言的研究皆指出，人們對謠言的可相信度和散播謠言是有強烈的正相關。

Jaeger 等學者曾將謠言散播分成「是否相信」與「是否散播」兩個部份來衡量，將可相

信度 (Credulity) 這個變數導入了謠言研究，證實了當消息來源可相信度高時，謠言散

佈的情形也就愈明顯 (Jaeger et al., 1980)。1986 年，Rosnow 等學者則以 Jaeger 等人的

實驗結果為基礎，再度驗證可相信度 (Credulity) 會助長謠言的散佈 (Rosnow et al., 
1986)。Kimmel 與 Keefer (1989) 則以 AIDS 的來研究謠言，他們的報告也發現，受試者

不願意散播謠言的原因，主要是不相信這些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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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onzo 等人更清楚的探究這些因素對謠言散播的影響層面，他們認為「不確定性」

與「不安」是謠言散播的主要充份因素，而消息的可相信度 (Credulity) 在謠言的傳播

鏈中是個中介變數 (Mediating factor) (Difonzo et al., 1994)。Rownow (1991) 則將謠言的

散佈以槍枝上膛來比喻，認為謠言主要的功能不外乎「減輕人們心中的不安」與「移除

不確定因素」，而這種功能的啟動則與謠言令人信服的程度有關，就如扣動板機發射子

彈一般，而當子彈有把握射中目標，也就是謠言讓人覺得可相信時，板機自然會叩上，

子彈便被發射，謠言也就開始流傳。 

 
 
 
 
 
 
 
 
 

圖 2-5-1 Difonzo et. al, (1994) 的謠言散播模式圖 

 

雖然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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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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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人們

聽信謠言與散佈謠言的行為有可能是兩回事。一些學者的研究曾發現，即使謠言本身是

負面的，人們有時也會相信它並散播予他人知曉，這代表了人們對於謠言真實度的懷疑

並不會抑制其散佈意願，這樣的情形在 Schachter 與 Burdick (1955) 的研究獲得證實，

他們的實驗結果發現，99%的女性受試者聽到了他們散佈出去的謠言，但僅有 71%的人

再將其傳佈予他人；Back (1950) 等學者對組織謠言的分析中發現，員工裡有 6%聽到了

實驗所散佈的謠言，但只有 4%的人再將其轉述出去，可見聽見、相信與散佈謠言是三

種個別的行為，但謠言散佈研究的因變數則是三種行為皆有學者採用定義，其中的相關

與區別甚少有學者關注討論，這是因為大部份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皆以巨觀的角度來觀察

分析，而認為這三者變數的定義採用對於謠言散播的模式實證與影響在總體的分析下並

無必要細加區隔，而 Difonzo 等人將謠言的可相信度當成中介變數的說法，則是較新的

謠言模式 (Difonzo et al., 1994)。 

就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早在 1966 年，Shibutani (1966) 的研究就指出，謠言散

播的過程裡，有些是謠言的傳播者 (Messenger)，有些是懷疑者 (Skeptic)，懷疑者對於

所聽到的謠言會產生質疑而不一定將訊息傳佈出去，而 Bordia 與 Rosnow (1998) 的八種

謠言散播角色裡，每個角色對謠言的信服度以及散佈情形皆不相同，而且角色扮演的行

為非常複雜，Mishra (1990) 的散佈角色分類更清楚的說明謠言傳播鏈裡的三種重要角

色：核心傳播者 (Bridgers or key communicators)、終結者 (Baggers or dead enders) 以及

不確定性 

不安 

散佈謠言 謠言可

相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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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者 (Beaners or isolates)，這三種角色的分類方式也暗示了相信謠言與否以及散播行

為兩者可能是獨立的。 

而為何人們相信謠言與否不一定影響個人傳佈謠言的意願呢？Rosnow (1986) 認
為，人們散播謠言的行為雖可舒坦心中的壓力，但同樣地亦承擔了散佈錯誤謠言可能遭

致的責難與風險，所以除非百分之百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程度，否則人們可能根本不願

意將所得到的消息傳佈出去；而有些謠言的可信度太高，也有可能被人認為是理所當然

的常識而不願意散播出去，主要是怕降低了自己的格調品味與專業程度。而在網路的架

構之下，這種微觀角度的探索讓我們極欲探討人們相信謠言與散佈謠言的差異性，E-mail
的轉寄與文章轉貼等行為讓訊息的散佈更加便利容易，是否有可能造成人們更容易習慣

性轉寄、轉貼，而增加了謠言散佈的可能性，但同時卻更難獲得消息的求證？而受眾相

信與散佈謠言的比例為何呢？ 

人們相信謠言與否以及散播行為之間雖有差異，但本研究架構仍採用 Difonzo 等學

者的看法，認為謠言的相信度是個中介變數 (Difonzo et al., 1994)，並以此觀點來深入探

討各相關因素對謠言散播之影響情形，並在本研究的實驗中驗證測試其確切性。謠言相

信度的衡量包括來源與內容的可信度等，在接下來章節中會詳細介紹。本研究亦希望藉

由釐清「相信謠言」與「散播謠言」的研究，來探討兩者作為獨立課題之差別與關聯，

以獲得更周嚴的論證結果。 

三、 影響謠言散播的因素 

1. 謠言來源對謠言散播的影響 

信息的來源是決定謠言是否具說服力的最主要因素，而且當正式管道的消息來源缺

乏時，小道消息就四起 (Mishra, 1990)。同一則消息若被不同的來源所傳佈時，會有不

同的效果 (Swartz, 1984)，因為不同的消息來源會有不同的可信度，傳播者本身的外表、

魅力或吸引力對於受播者的態度轉變或順從具有很大的決定力 (Chaiken, 1979; Debevec 
et al., 1986)，而群體之間對訊息感受的同質性也會影響訊息的傳播。Eagly 等人亦得到

類似的結論，也就是傳播者本身的可信度可增加訊息的說服度，而且對個人重要性高或

是對於生活及未來有密切關係的事物對於說服力的效果影響更大 (Eagly et al., 1981)，而

有關於消息來源的可信度影響消息傳佈的研究已有許多學者證實 (Dholakia & Sternthal, 
1977; Hovland & Mandell, 1952)。 

以下我們將由人們對於謠言來源的信服程度談起，並將「意見領袖」的觀念帶入，

了解消息來源對謠言散佈情形的影響。 

(1). 謠言來源的可信度 

「可信度」(Credibility) 此一概念可追溯自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名著「修辭學」

(The Rhetoric)，雖然書中隻字未提「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但卻明確指出當

傳播者被人們所相信時，說服的效果才能彰顯 (引自 Kennedy, 1991)。亞里士多德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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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的觀點僅著墨於對公眾演說的一些遣辭用字技巧，但事實上這個概念對於現今社

會傳播各領域的影響與應用非常的重要，當然也包括了謠言的散佈 (Pendleton, 1998)。
雖然一般社會科學對於可信度的研究並未直接牽涉到謠言散佈的研究，但近來許多學者

皆已證實此一因素的重要性 (Bordia & Rosnow, 1998; Bordia, 1996; Difonzo et al., 1994; 
Rosnow, 1991; Iyer & Debevec, 1991; Koenig, 1985)，也就是謠言的可信度愈高，其散佈

的效果也就愈好。 

傳統的說服研究將可信度視為一種二元概念，也就是其達成的群眾說服效果不是全

有就是全無；晚近的研究則認為可信度是受播者對於傳播者的知覺 (Perception) 感受，

也就是消息來源的可信度決定於受播者的認定，而非掌握於傳播者本身 (林東泰，

1997)。Rosnow 將可信度 (Credibility) 用可相信度 (Credulity) 這個字眼來表示，基本

上兩者的意思是類似的，但可相信度則更強調感受掌握於受播者，而這個概念也是

Allport 與 Postman 謠言基本定律裡所忽略的。它就像槍枝的板機一樣，謠言是否能傳播

通常和傳播者是否值得信任有很大的關係 (Rosnow, 1991)。 

Hovland 與 Weiss 是首開消息來源可信度與說服效果研究之學者 (Hovland & Weiss, 
1951)，他們發現「誠懇」(Sincerity) 與「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 是說服他人的重

要因素，而且可信度高的消息較有說服力。在這同時，他們再次地驗證「睡眠效果」

(Sleeper effect) 之概念，並認為受試者之所以忘記來源比忘記消息本身容易，是因為時

間效果會讓人搞混訊息與其來源之關聯。Hovland 與 Weiss 認為可信度包括了「專家性」

與「可信賴性」兩個構面，專家性就是受播者對傳播者的能力或專業度的信服；信賴度

則反應了受播者在心理上對傳播者的信賴度 (Hovland & Weiss, 1951)。 

Whitehead (1968) 隨後的研究則使用「語意分析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來
度量可信度，並將可信度的衡量分成四個層面：可信賴度、專業度、動力性與客觀性。

Whitehead 的發現與 Hovland 與 Weiss (1951) 有許多的類似結果，他們同樣認為「可信

賴度」與「專業程度」是可信度衡量的重要構面，只不過 Whitehead 加入了「動力性」

與「客觀性」兩項傳播的表現特性來衡量實際的情形。之後，Berlo 等人更以嚴謹的七

等分量表來測量傳播者的可信程度，他們發現安全 (Safety)、資格 (Qualification) 與動

力 (Dynamism) 三個因素是受眾對傳播者評量的三個標準 (Berlo, Lemert, & Mertz, 
1966)，所謂安全，就是受眾對於傳播者並無感到威脅，這個概念有點類似 Hovland 所
說的可信賴度；而資格則是受眾對於傳播者專業程度的衡量，也就類似於 Hovland 的專

家性；至於動態性則是傳播者的個人特性，這與 Whitehead 所說的動態性其實是一致的。 

綜上學者的發展與研究，Larson (1995) 則歸納了衡量傳播者說服力與可信度的三

項重要因素，第一，傳播者必須擁有讓人信服的知識或是經驗，也就是所謂的專家性；

其次，必須讓人信任而且真誠 (包括讓人有安全感與誠實)，也就是所謂的可信賴度；最

後，傳播者個人必須具有動力，也就是吸引力、權力、震憾力與活力等，這三個因素支

使了消息來源讓人信服的主要機制，這種機制的評價在一般的傳播方式裡已獲得大致的

評價，而對於網路這個新興媒體來說，其可信度的評量研究至今雖尚在發展當中，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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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初步結論，Sundar (1998) 發現，線上新聞若具消息來源的引用 (Quotation) 會較讓人

信服；也就是說，人們對於網路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價方式，跟對傳統媒體的評價是差

不多的，換句話說，網路媒體消息來源的專家性愈高、可信賴度愈高或是動力性愈高，

其可信度就愈高。 

在網路環境中，可信度已非傳統 FtF 或光是官方證實就能讓人信服，許多註明消息

來源或是親友告知的電子郵件或是網站內容，在訊息萬變的資訊更替下，皆不能保證每

一件消息的真實性，由此可知，人們對網路訊息的質疑度可能會較一般謠言來得更高，

而也因為如此，即使網路謠言的出處是可靠的、可信度高的，人們是否有可能因為對其

信賴度降低，而較不願意去相信或散佈它呢？或是和其他謠言一樣，並無太大差別呢？  

命題 1 網路謠言的來源可信度愈高，人們就愈會散佈謠言。 

 

(2). 意見領袖的影響 

除了專家性、可信賴度與動力性三個衡量可信度的主要因素之外，傳播者的社會地

位對於說服效果也會有很大的影響，大眾傳播理論將「意見領袖」這個構面加入了影響

可信度的主因之一，因為意見領袖相較於其他人來說有較大的說服力，這種說服力就是

所謂的魅力。Rosengren (1971) 在研究阿波羅十三號 (Apollo 13) 的災難事件時，將消

息的擴散與二級傳播的假說聯結起來，並比較了電子媒體與報章媒體之間消息散播情形

的差異；Austin 與 Dong (1993) 則在研究受眾對新聞事件真實性評價中，證實了消息來

源可信度 (Credibility) 與新聞能信度 (Believability) 兩個變數的關聯性；Al-Makaty 等
人在探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新聞時，發現 75%的人是由其他人口中得知這件消息，只

有 25%是由大眾傳媒得知 (Al-Makaty et al, 1991)，這些研究皆證明了口耳相傳與意見領

袖的重要性。 

Katz 與 Lazarsfeld (1955) 指出，意見領袖是將計畫或是點子散播出去的主要源頭，

謠言的散佈也依循此一影響與傳佈訊息的模式，由意見領袖所傳播的謠言，可信度比其

他人來得高 (Pendletion, 1998)。DeFleur 與 Dennis 則擴展了意見領袖一詞的定義，他們

是一群直接接觸媒體傳播內容的人，而且從容或不經意的將此一內容影響他人。一般來

說，意見領袖通常是團體中提供意見諮詢者，而且在觀念或行為上具有影響其他成員的

潛力，他必須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人際傳播管道，也必須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與決策能

力 (轉引自林東泰，1997)。意見領袖多半屬於創新採用理論中的早期採用者，而網路意

見領袖的研究則是近年來才展開的課題，Hanson (2000) 就曾以專業、工作特性、郵件

轉寄名單人數以及關係等構面來瞭解「線上意見領袖」的個人特質，並對網路環境下的

傳佈特性有了初步的研討與透析。  

2. 謠言內容對謠言散播的影響 

(1). 謠言內容的真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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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的概念除了之前提到的來源可信度之外，還包括內容本身的可信度，但一般

而言受重視的程度不若前者。消費心理學研究有個重要的經典研究，那就是要改變受眾

的態度主要有兩種說服途徑―中央途徑 (Central route) 與週邊路徑 (Peripheral route)，
尋求中央途徑認知訊息的人會較重視消息本身的內容；而經由週邊路境瞭解訊息的人會

較注意消息可能的來源，不同途徑的認知方式，對於消息來源與內容的重視程度會有相

異的評價 (Petty et al.,1983)。 

Petty 與 Cacioppo (1981) 的研究指出，人們對於所得消息的相信與否，主要視消息

的來源線索是否具說服力，而較少以消息本身的內容來考量，而且當受眾感覺傳播的訊

息與切身相關並且重要時，說服的效果更大。雖然如此，也有學者認為傳播訊息內容的

研究比來源重要，Slater 與 Router (1996) 的研究便發現，訊息的內容品質、組織、吸引

力與完整度會影響受眾對可信度的評價，並增加認同來源的權威性與專業力；O’Keffe 
(1992) 也認為消息來源的可信度和內容風格、證據引用及所處立場有極大的關聯。而對

於謠言訊息本身而言，Kapferer (1990) 則明確的指出，所散佈的謠言要讓人能夠解除懷

疑與信服，其中一項要素就是它聽起來要是真的，而謠言要似真一定要具有可能性，而

且缺乏驗證的相關參考資訊，出現的時機也必須與時代環境有關，尤其在電腦與網路出

現之後，這樣的科技時代背景，消息內容的可信度也提供了人們相同的想像與解釋空

間，並造就了另一個拼湊事實的平台。 

命題 2 網路謠言的內容真實度愈高，人們就愈會散佈謠言。 

 

(2). 謠言內容種類 

謠言要能散播，除了內容的真實度要高之外，謠言內容本身的內容與意義對於散播

行為也是個極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且是種特殊的情境因素。謠言的分類之所以重要，就

是因為不同的謠言會有不同的散佈效果。一般而言，預期帶來不佳結果的謠言 (i.e. 恐
懼謠言) 會比帶來好結果的謠言 (i.e. 希望謠言) 來得容易傳佈，就 Knapp (1944) 的謠

言分類與探索來說，二次大戰期間，90%的謠言是具有負面形象的，而只有 2%是正面

的。Knapp 將謠言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正面的謠言，也就是傳播夢想 (Pipe-dream) 的
希望與快樂訊息；另一種是負面的謠言，這種謠言分成恐懼謠言 (Dread rumor) 以及分

裂動機謠言 (Wedge-driver rumor)，恐懼謠言可以增加人們心中的不安 (Rosnow, 1991)，
分裂動機謠言則可以破壞組織的團結與個人對團體的忠誠 (Allport & Postman, 1947; 
Knapp, 1944)。 

Kamins 等學者就曾證明，消費者在生存的環境當中所感受到負面的謠言比正面的

謠言多，而一般人也較偏好散佈負面的消息 (Kamins et al., 1997)。矛盾的是，雖然道德

感與對自身的約束促使人們散播正面的謠言，而且一般人對於散佈正面 (或是令人喜歡) 
消息的人也較有好感，但仍無法掩飾負面謠言囂張之事實 (Folkes & Sears, 1977; Tesser 
& Rosen, 1975)。Rosnow (1988) 等學者在調查一件校園凶殺案的謠言時發現，恐懼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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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希望謠言容易散播，一半左右的受試學生將所聽到的恐懼謠言轉述給其他同學，而只

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學生會把聽到的希望謠言傳佈出去；Walker 與 Blaine (1991) 的報告

亦指出，其實驗中的其受試者有 73%的人聽過恐懼謠言，但僅有 27%聽過希望謠言，兩

者比例相差甚大，可見恐懼謠言的確比希望謠言來得容易散佈，這與先前許多學者的研

究是相符的 (Allport & Postman, 1947; Knapp, 1944; Rownow et al., 1988)，而這種結果亦

有可能是因為人們心中的不安所造成的 (Rosnow, 1988)。 

Kamins (1997) 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人們本身的興趣、內心的思考 (傳佈謠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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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所散播的謠言通

常會反應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趨向，以股票市場謠言為例，散播希望謠言的人可藉機炫

耀自己的消息早人一步，或是驗證自己的消息的精確，但若出現的結果和預期相左，謠

言散佈者就會遭受他人強烈的質疑甚至怒目相向，故除非其有強烈的證據證明消息的真

實性，否則他不會輕易散佈這類謠言；另一方面，對於恐懼謠言來說，人們基於內心的

道德感與人際交流間等因素，並不太願意散播這樣的消息 (Kamins et al.,1997)，但是若

在別有用心或目的的情況下，則另當別論 (Rosnow, 1991)。雖然如此，人們仍有可能對

自己的競爭者或敵人放出負面謠言，這種謠言對敵方或許是有傷害的，但對謠言的散播

者而言可能具正面的效果。而到底網路環境下的恐懼謠言是否比希望謠言來得容易散

佈？  

命題 3 網路上的恐懼謠言比希望謠言容易被人散佈。 

命題 4 網路上的負面謠言比正面謠言容易被人散佈。 

 

另外，消費者研究報告亦指出，負面的謠言對企業的影響或聲譽損害極大，因為其

散佈速度比正面消息快，而且一般人對於產品的不滿意較容易表於聲色，容易將這些訊

息轉手他人，而這些散播出去的負面訊息會通常又會讓消費者記憶深刻 (TRAP, Inc., 
1985)。謠言之所以令企業主頭痛，最主要是無論人們是否相信，謠言皆會影響消費者

的實際因應行為，Tybout 等學者在研究麥當勞 (McDonald) 漢堡謠言事件時就曾發現，

儘管人們對於漢飽裡面有蟲這件事極度不相信，但事實上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已大幅減

低，麥當勞本身的品牌聲譽也大受影響 (Tybout et al., 1981)，由此可知，負面的謠言對

企業的傷害甚鉅，企業主不得不審慎以對。  

3. 受眾特質對謠言散播的影響 

近代謠言的研究多以認知的觀點來描述，也就是將謠言的散播行為視為一種情感認

知症候 (Affective-cognitive symptomatology) (Rosnow et al., 1988)，而此症候主要由人們

感受的不確定性與心理不安兩者所支配 (Rosnow, 1980)，並構成了謠言散佈不可或缺的

兩個前題 (Esposito & Rosnow, 1983)。Rosnow 與 Kimmel (1979) 在研究美國三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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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Mile Island) 核能外洩事件時，發現核電廠當地所流傳的謠言是由於人們對事件

真實情形所感受的不安與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首先，居民認知到核能外洩的嚴重結果，

因為它威脅到生命安全；其次，當地人民煩惱是否該逃離家園，而必須面對人生的重大

抉擇；第三，繼續留下的人必須遭受那些看不到、無法預知的致命輻射線的污染。Knopf 
(1975) 研究 60 年代種族衝突暴動時亦發現，情況愈是糢糊不清或人們心中愈感恐懼，

謠言的散播情形就愈研重；而 Adams 與 Bristow (1979) 的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情形，當

人們受到的壓迫愈大，恐懼感愈深，謠言就會興起。而在這之前以及接續的許多理論與

分析也呼應了上述學者的觀點，證實了不確定性與不安是影響謠言傳播的重要因素，這

也意味著謠言必須在人們的需求滿足、預期的不確定性消除，或心中的不安平復後，才

能獲得平止 (Koenig, 1985; Larson, 1954; Nkpa,1977; Rosnow & Fine, 1976; Rosnow & 
Kimmel, 1979)。 

Esposito 與 Rosnow 1984 年將這兩個前題變數具體化與模式化，發表了他們的謠言

散佈的概要模式，解釋了謠言散佈的大略情形，如圖 5-3-1 所示 (Esposito & Rosnow, 
1984)： 

 

 

 

 

 

 

 

圖 2-5-2 謠言散佈的概要模式 

資料來源：Esposito & Rosnow, 1984, Cognitive set and message processing: Implications of 

prose memory, research for rumor theory,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4(4), p.311 

 

這個概略模式說明了人們散播謠言的基本特質，謠言的散播基礎是著力於個人知識

結構之上，而此結構是由經驗累積而來的；此外，個人會與週遭環境互動，並對產生的

刺激作用發生反應，而謠言就是在此基本人心架構下潛藏，當不確定性與內心的不安必

須紓解與放鬆時，謠言就有可能散播，而所散佈出的謠言有可能回饋受眾本身，並以經

驗的形式再次重組個人的知識架構，這就是一般謠言散佈的模擬概況。 

除了不確定性與不安兩個認知特性之外，微觀的個人差異與巨觀的團體觀點都會影

響個人傳佈謠言的行為，包括謠言受眾對謠言的涉入程度、社會認知與從眾性、教育程

不安 × 不確定性

能夠平撫內心不安的刺激

(Precipitating stimulus) 

個人的知識結構 

(Knowledge structure) 

謠言散佈 (?) 

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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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職業、社會階層與性別差異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以下我們將細述這些因素並

加以探討研究。 

(1). 謠言受眾的不安 

謠言的傳遞與認知的協調性有關，Heider (1958) 的平衡理論 (Balance theory) 與
Festinger (1957) 的認知不協調理論皆強調認知的差異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舉動，並可解

釋個人的焦慮不安如何迫使人們散佈謠言來減輕心中的緊張與壓力。Heider (1958) 認
為，人們天生具有一種保持平衡狀態的心理欲望，而 Festinger (1957) 則以為認知的不

協調會促使人們採取某些措施以降低其產生的不適與失調，這兩種理論的共同前題是，

人們除了自我內心必須處於平和協調的狀態之外，也必須在人際關係與環境適應中獲得

和諧 (Newcomb, 1969)。謠言的存在就是獲得認知協調的一種方式，因為它可以在傳佈

的過程中證明自己的影響力或專家性，並肯定個人的認知或是期待，這種滿足可促進保

持人心的協調；另一方面，若謠言的內容擾亂人心並進一步促成了個人心理認知的不協

調，它也有可能打破這種協調狀態。 

認知不協調直接引起的就是人心所感受到的不安 (Personal anxiety)，這個重要變數

是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謠言基本定律裡所未提及的，但他們在「謠言心理學」裡曾提

到，模糊不清 (Ambiguity) 有可能是因為人們心中的壓力引起，也有可能是人們不願意

或根本無法承受流言可能造成的結果 (Allport & Postman, 1947)，這暗示了模糊不清這個

變數的潛在原因有可能是由人們心中的不安所導致的。Rosnow (1991) 則將這種不安的

心理定義為一種人們的情感狀態 (Affective state)，這種狀態可能是短暫即逝的，或者是

持續遠久的，而且是伴隨著憂心、恐懼、沮喪或是外力逼迫等潛在原因所形成的 (Rosnow, 
1980)，這個假設認為不安的形成不只是因為人們的認知不清，也是人們情緒壓力的一

種排解方式 (Ambrosini, 1983; Festinger, 1957)。 

Rosnow (1988) 等學者將不安的實驗操作定義為一種被憂慮或是壓迫引起的負面

情感狀態，而造成此種心理狀態的原因有可能是謠言本身的內容所引起的 
(Rumor-specific anxiety)，也有可能是環境事件所造成的 (Situational anxiety)，而他們也

發現，恐懼謠言之所以比希望謠言來得容易散佈，有可能是因為人們心中的不安所造成

的 (Rosnow, 1988)，這與先前許多學者的研究不謀而合 (Allport & Postman, 1947; Knapp, 
1944; Rownow et al., 1988)。 

命題 5 網路謠言讓人感受到的不安程度愈高，人們就愈會去散佈謠言。 

 

(2). 謠言受眾所感受的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種人們心理的認知結果，Rosnow (1991) 首先將「一般不確定性」

(General uncertainty) 明確定義，這名詞基本上就是 Allport 與 Postman 所謂的模糊不清 
(Ambiguity)，但卻更廣泛精確。Rosnow 認為不確定性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們面對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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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所想以及事件本身三者交雜認知所產生的一種「懷疑」，換句話說，謠言在不確定

氣氛下之所以蓬勃，主要是它能紓解人們面對認知不清 (Cognitive unclarity) 所產生的

心理或社會壓力 (Schachter & Burdick, 1955)，表面上人們的壓力是由於環境事件的不穩

定或疑慮所引起，但實際的潛在主因是之於人們對於事物質疑的天性。 

不確定性在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已發展許久，其中一項重要的理論發現，就是人

們的不確定性趨向程度 (Uncertainty orientation)(Fiske & Taylor, 1991)。Lerner (1980) 認
為，愈能面對模糊不清狀況的人，愈能保持鎮定而處之泰然，這也意味著確定性趨向 
(Certainty oriented) 者偏好處於其所熟悉與能夠預知的環境當中，他們不喜歡受到威

脅，而且不容易參與謠言的散佈。另一方面，個性偏於不確定趨向 (Uncertainty oriented) 
者較具詮釋訊息意義的個性傾向，且會嘗試解釋其所面對的環境事件，他們重視主觀與

直覺，並會尋找週邊線索來解除心中疑惑。Lustig 與 Cassotta (1992) 則發現，當人們所

面對的週邊環境模糊難明時，內心便會倍感威脅，此時他們會依風險最低的方式處理事

物，而且會遵循社會或團體既存的規則、慣例，或者是聽從他人的意見與追求共識，以

對抗所面對的種種不確定，這也暗示不確定趨向的人較有可能參與謠言的散播以減少其

心中的不確定感。 

Rosnow (1988) 等學者對不確定性作了一個操作型定義，也就當發生的事件十分不

穩、多變或是未決時，人們因感到質疑所形成的一種心智意念，這種意念與不安不同的

是，不確定性是由「懷疑」所造成的，而不安的潛在主因是「憂慮」。不確定性有可能

是謠言的內容本身所造成 (Rumor-specific uncertainty)，也有可能是環境事件所引起 
(Situational uncertainty)，而當人們對於謠言所預期的結果感到無力處置時，也有可能感

到不確定 (Behavioral uncertainty)。值得注意的是，謠言本身的內容造成的不確定性與

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衡量的方式是類似的，因為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懷疑，而這種不確定因

素在網路的環境之下，人們是否會因開放、匿名及分散式的各種言論來源而降低對謠言

內容可信度的評價，繼而提高對其質疑的程度？另一方面，人們是否會因為對網路環境

本身可靠度與可信度的懷疑程度增高，而影響其聽信與散佈謠言的意願？而人們對於謠

言所產生的結果，是否會因網路環境因素而增加或減少其控制及處理的信心及能力，繼

而影響其散播的方式？ 

命題 6 網路謠言讓人感受到的不確定性愈高，人們就愈會去散佈謠言。 

 

(3). 涉入程度 

涉入程度 (Involvement) 的概念是來自於謠言基本定律裡的「重要性」這個變數，

Allport 與 Postman 把重要性視為一種與情境相關的必要變數 (Necessary variable)(引自

Rosnow, 1991)，無論它是否引起關心或是注意。但 Rosnow (1988) 等學者認為，興趣 
(Interest) 或涉入程度比重要性更能清晰描述此一構面，當人們對謠言的重視程度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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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對 Allport 與 Postman 的說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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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異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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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ha (1952) 的說法在之後一些學者的實驗與探討中獲得驗證，對受眾來說，重要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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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等學者就曾發現，有時當謠言的內容較為人們所

重視時，反而會抑制它的散佈 (Back et al., 19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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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比其他感覺重要的謠言散佈得快 (Scanlon, 1977)，
這在之後 Jaeger等學者的研究亦獲得同樣的驗證 (Jaeger et al., 1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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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網路的環境與架構中，

人們對於謠言的涉入程度是否會會有差異而影響其對謠言聽信與散佈的行為？ 

命題 7 受眾對網路謠言的涉入程度愈高，就愈會去散佈謠言。 

而 Petty 與 Cacioppo (1981) 的研究指出，人們是否相信消息，有時會視消息的來

源線索是否具說服力，而較少以消息本身的內容來考量，而且當受眾感覺傳播的訊息與

切身較無相關或並不重要時，此種說服的效果更大；相反的，若受眾感覺傳播的訊息與

切身相關或非常重要時，他就會以訊息本身的內容來考量其可信度。Eagly 等學者 
(1981) 的研究亦證實此論點，而且他們認為，訊息的說服力和傳播者的動機有很大的

關係，不同動機與內容的敘述可以影響對訊息不同涉入程度的人群，而對個人相當重要

或攸關未來的訊息，消息的內容更顯現出其強烈的影響力 (Fiske & Taylor, 1991)。 

(4). 社會認知與從眾行為 

社會認知 (Social cognition) 是人們在同儕與自我之間尋求意義的方式 (Fiske & 
Taylor, 1991)，而許多社會心理學者的研究已明確指出，謠言是種社會認知的過程 
(Homas, 1974; Shibutani, 1966)。Homas (1974) 曾經整理人們在謠言散播環境下的人際關

係理論，他認為當兩個個體互相溝通時，每個個體在獲得對方刺激後皆會有回應動作，

而在回應當中所得到的共識就是種對雙方的獎勵補償，這與 Shibutani (1966) 當初的對

謠言的定義不謀而合，因為「分享謠言」本身就是種求得共識的過程，人們在交換這些

訊息當中會期望去獲得別人的信任與認同，而群體之間的同質性對於謠言散播力因此彰

顯，Berscheid (1966) 就曾經衡量散播者與受播者之間的同質程度，而且發現同質性愈

高的人，所傳播訊息的說服力也就愈高。 

而人類的從眾行為 (Conformity) 就是種重要的社會認知表現，它是一種集體現

象，也是散播謠言的動機之一，重要的是它減低了人們心中的不確定性 (Lustig & 
Cassotta, 1992)，人們的從眾現象基本上屬於對參考群體的一種認同，當消息來源不足

的情形之下，個人會傾向於參考群體的建議。Kapferer (1990) 認為，相信謠言也就等於

投給所屬群體一張選票，Aronson (1980) 則將從眾定義為一種個人行為或是意見的改

變，而這種改變是在他人或同儕的壓力下趨使的結果，而愈模糊不清的狀況愈容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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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 (Lustig & Cassotta, 1992)，而這種壓力的來源，有可能是群體中的意見領袖，

也有可能是同儕之間的道德壓力，甚至是參考團體對個體的規範，換句話說，人們天生

就擁有群性，這種特性會驅使態度轉變而去迎合團體的規範或要求，行為愈容易被外在

標準說服的人，其服從性愈高；反過來看，從眾性愈高的人，亦愈容易被說服。 

(5). 教育程度、職業與社會階層 

一般來說，教育程度低、社會階層低與勞動階級以下的人較容易聽信謠言，但這

並不代表知識份子不會相信謠言。Bauer 與 Gleicher 在蘇聯進行的謠言可信度調查時發

現一個有趣現象，被調查者中有 95%的知識份子認為謠言比官方媒體發佈的消息更可

信，而低教育水平與階級的農民只有 56%這樣認為，雖然如此，實際上農民卻是利用謠

言最多的階層，這可能是因為知識份子比農民更瞭解媒體運作與代言之方式，於是會對

媒體產生較大的不信認感，但去除媒體認知的因素，其散播謠言的行為比例並不比農民

來得高 (引自 Kapferer, 1990)。這也就是說，知識份子也是需要謠言的，他們刻意拉大

與傳播媒體的距離，並且證明自己異於平民大眾。 

Walker 與 Blaine (1991) 在研究性別差異對於謠言傳佈的影響時發現，社會權力的

分配有可能是更直接影響到謠言散播的主要因素，而這種權力的分配自然與個人的教

育、職業、收入等變數相關。一般來說，恐懼謠言對於社會權力低的人來說有可能是傷

害更大的，而且也是掌權者駕馭或控制這些階級人們的一種策略與方案 (Walker & 
Blaine, 1991)，而這種認知上的壓力、不安與控制策略的交互關係在心理學領域已獲證

明 (Seligman, 1975; Spielberger, 1971)。Rothbaum 等學者 (1982) 認為，有些人並不會直

接衝擊環境所給予的壓力，而會強迫自己去適應，而謠言就是這種適應方式的人際運

作。就恐懼謠言來說，它會讓人們感受到負面的印象而引起人心的不安，而且受眾也會

認自己沒有能力或是資源去控制謠言所預知的事件，於是對謠言便產生了一種「難以控

制」的先入為主觀念。而恐懼謠言的發生雖然無法直接減輕人們內心的不安，甚至有可

能惡化，但散佈謠言的動作會讓人們在社群關係中獲得解脫，並用這種行為來駕馭情勢

與控制他人，以建立社會支援的關係，並解除恐懼謠言所造成的壓力 (Cohen & Wills, 
1985)，這就是種社會權力的主從關係。 

到底這種權力的分配在網路世界裡對謠言傳佈的影響力如何？是否真如一些研究

所言，網路環境使得不同階層的人們獲得了較平等的地位，而影響了權力的分配呢？不

可否認的，教育程度對於這樣的社會地位高下扮演著重要的風向指標，我們想知道的

是，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對於網路謠言的散佈行為是否有差異呢？ 

命題 8 教育程度愈低，人們就愈會去散佈網路謠言。 

 

(6). 性別差異 

謠言的散播也存在著性別的差異，Kapferer (1990) 就曾以法國歷史學家 Delumeau
的研究為例 (Delumeau,1978)，說明謠言的性別角色扮演。他認為不管什麼原因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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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都與女人有關，因為女人的社會角色較容易感受到威脅，接受謠言與散播謠言的

可能性較高，她們慣於將焦慮感染給周遭的人們以減輕自身的壓力，並可能採取一些極

端的手段。這種現象並非來自於先天的心理差異，而是後天環境形成，因為性別差異和

社會權力的分配是相關的  (Deaux, 1985)，女人在社會中通常屬於被邊緣化 
(Marginalized) 的角色，也因此她們較易尋求非正式管道來分享訊息，這其中當然包括

了謠言的散播 (Pendleton, 1998)。父權社會中，女人感受到的壓迫比男人深，所謂的「說

長道短」、「三姑六婆」的傳統女人形象，其實是女性之間團結一致的力量象徵，因為他

們被剝奪了公共生活的自由，所以便尋求私人生活公共化的方式來面對社會的壓抑 
(Kapferer, 1990; Meyer, 1985)，而這個結果也使得女性缺乏許多男人的生活經驗。 

Maccoby 與 Jacklin (1974) 認為女性比較容易感受到各種事物的細微差別，包括社

會的刺激與人際的互動，而且較有興趣與能力去建立起人際關係。Shimanoff 與 Jenkins 
(1992) 則指出，女性之間的互動與男性不同，她們比男性更團結、更相支持，而且更

傾向於尋求同儕的互動與情感交流。而這種特殊的人際相處模式，跟女人的社會自我 
(Social self) 認同也有極大的關聯 (Lifton, 1985)，若女人對於人際關係投入極多，那麼

她們愈有可能比男人更容易散佈謠言 (Shimanoff & Jenkins, 1992)。Walker 與 Blaine 
(1991) 的研究則發現，女性比男人更容易注意到恐懼謠言，而且更容易散佈這種惡性

謠言，這可能與女性花較多的時間在散播耳語的習慣有關 (Levin & Arluke, 1985)。他們

的研究還發現，大部份的謠言會在同樣的性別群體裡流通，而且當生活中謠言的種類眾

多時，性別對不同謠言的散播並無顯著的差異，可見性別對謠言傳佈的差異和謠言本身

的內容有關。而到底這種性別的差異在網路世界裡是否存在呢？在上網人口比例日趨平

衡的今日，甚至人人可以匿藏網路性別的同時，網路權力地位似乎較日常生活來得平

等，這種趨勢是否也使得謠言傳播的行為有所改觀？ 

命題 9 女性比男性可能散佈網路謠言。 

 

4. 網路環境對謠言散播的影響 

網路環境有其獨特的性質，而且具有多元化的介面功能。在頻寬愈來愈大、使用

愈來愈簡便的趨勢下，人門上網的門檻降低，網路提供的虛擬世界儼然成為一個新的社

會，人際的溝通在這個環境裡是不同於實際世界的。而在這新的虛擬空間裡，人們散播

謠言的形式與一般生活中的口耳相傳具有很大的差異，以下我們將以「網路訊息惰性」、

「網路傳佈形式」與「網路媒體特性」三個方面，來探討其對謠言散播的影響與差別。 

(1). 網路訊息惰性 

在網路架構之下，各種媒體 (包括個人) 紛紛競逐新聞空間的文本框架，由於新聞

的產生模式產生變化，訊息的可信度、準確性愈形降低，而且消息來源數量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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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郵件與資訊隨著網路到處散佈，根據 Gallup Organization 的調查報告24指出，絕大

多數的 E-mail 使用者表示自己的信箱中至少有 1/10 是垃圾郵件，有的人比率甚至高達

50%以上； 42%的使用者表示非常痛恨垃圾郵件，45%表示垃圾郵件相當惱人，只有

4%表示垃圾郵件有時候會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調查更進一步發現年輕人比較厭惡垃

圾郵件 (達 67%)，其次為 30-49 歲 (43%) 及 50 歲以上者 (26%)，男性普遍來說也比女

性厭惡垃圾郵件 (轉引自潘明君，2001)；台灣方面，據蕃薯藤 2001 年的網路調查顯示
25，高達 49.6%的受訪者認為網路上的垃圾資訊太多，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擾；98.4%的人

天天收到廣告信，而這些受訪者裡面有 13.7%的人幾乎不看這些信，24.4%的人會直接

刪除這些訊息。 

由此可知，網路環境之下，大眾對於訊息的選擇性與懷疑度提高，甚至有所謂的

「訊息惰性」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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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行為就類似於 Mishra (1990) 
所說的絕緣者 (Beaners or isolates)，他們不參與任何謠言的散佈，而且將自己隔絕於耳

語之外或是視而不見；他們不願聽到任何相關資訊，也不會將所聽到的東西傳給他人。

而這種絕緣者的大量崛起，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於是傳播受眾如何選擇、相信哪個新

聞來源，也成為近年來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 (Newhagen & Nass, 1989)。而這種對於網

路訊息愈來愈不相信的態度，到最後甚至演變成對訊息的「忽略」或是「刪除」的行為，

是否會影響人們散佈謠言的意願？而這種因為「網路訊息惰性」所產生的篩選過程，是

否也減低了人們對網路訊息獲取的慾望與傳播的可能性呢？ 

命題 10 網路訊息惰性愈高，人們就愈不會散佈謠言。 

 

(2). 網路謠言的散佈方式 

網路謠言的散播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電子佈告攔、

新聞群組、線上交談等，都是散佈消息的良好溫床。就散播的型式而言，謠言最常出現

的方式是電子郵件轉寄，而電子佈告攔亦常見不實的消息，其他如全球資訊網、新聞群

組及線上交談等則仍可見謠言足跡。就之前提及的網路謠言分類而言，電子郵件為轉寄

式的網路謠言；藉電子佈告攔、全球資訊網及新聞群組散佈的，屬於公開佈告形式出現

的網路謠言；而以線上交談以及 BBS 或 WWW 聊天功能為媒介的，則屬於以交談形式

散播的網路謠言。 

人們對於不同網路功能所感受到的可信度並不相同，臺灣蕃薯藤的第二次網際網

路使用調查就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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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資策會 ECRC-FIND―網路脈動，2001/08/14，「E-Mail 仍為網路應用主流」，available at：

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1657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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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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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低 (1997 年結果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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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niagova (1997) 對全球資訊網的觀察發現，人們對 WWW
的內容存有一定的偏見，廣告與商家的宣傳的資訊通長是無法中立客觀的，故確定

WWW 上資訊的可信度並不容易；BBS 與新聞群組的訊息並無篩選，任何人皆可發表

意見，不負責任的言論較可能出現；線上聊天等功能則往往伴隨著匿名、假名或是多重

人格的展現，甚至連原本的管理或創造者也無法辨別 (Turkle, 1995)，而且由於對話的

內容會隨時間消逝而不保留，有些內容也僅有交談者才知道，此時謠言的傳播方式就會

有點類似於傳統的口耳相傳，甚至還不如原本的 FtF 傳播效果。 

(3). 網路媒體特性 

網路不同於大眾傳媒，其訊息流通的形式也與人際傳播有所區別，它是種具有多

重面貌與特性的新媒體，兼具人際傳播及大眾傳播的特質 (December, 1996；Morris & 
Organ, 1996)。而這種新媒體的出現，具備了許多傳統媒體所沒有的特性 (謝瀛春，1994; 
Rogers, 1986; Newhagen & Rafaeli; 1996)，本研究之前也已歸納出網路媒體的十個代表

性特質，這些特質對於電腦中介 (CMC) 的謠言傳播模式與一般的傳統面對面 (FtF) 人
際傳播是有差異的。 

四、 創新採用理論與謠言散佈 

Everett Rogers 著名的創新傳佈理論也是研究謠言散佈的一個重要考量，他認為訊

息傳播的複雜度是傳統線性、單向的子彈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Rogers, 1995)，任何創新

的傳佈都是龐雜難解、難以量化的，謠言的研究更是如此。人際之間的謠言散佈速度已

有控制變因的研究結果出現，但是真正模擬自然的程序則至今仍無法確切做到。而無論

是二級傳播或是創新傳播，很明顯的，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與人際傳播的方式影響了謠言

的重要性、能信度和可接受度等重要變數，這些關係都是近代研究所發展與探索出來

的。而我們關心的是，網路謠言的散佈方式是否符合創新採用理論？ 

命題 11 謠言散佈的情形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模式。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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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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網路謠言防治與企業危機管理 

網路時代的來臨，讓企業面臨更多難以掌控危機，四處流竄的謠言就是最好的例

子，防不勝防！當企業主真正意識到危機的存在時，事件的發展往往已經是到了強弩之

末、無法收拾。1998 年嬌爽衛生棉藏有蟲卵的謠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7，這消息造成

該衛生棉的銷售量大受影響。另外一家台灣著名的通訊服務公司―台灣大哥大，更深為

許多不實的謠言所困擾28，包括通話費的驚人計費、不合理的計價方式等，這些流傳網

路上的眾多消息往往讓企業主經營多年所塑造的品牌形象在一夕之間化為灰土，處理起

來也甚為棘手與麻煩。 

不只是謠言讓企業頭痛，許多企業內部的「確實」消息也會經由網路的散佈進而

造成無法挽救的傷害。1994 年 12 月中，美國英代爾 (Intel) 公司華裔副總裁虞有澄訪

台並且召開記者會。就在虞有澄訪台之前，一名任職於報社的新聞記者在閱讀多篇網際

網路上新聞討論群組  (Newsgroups) 討論英代爾奔騰  (Pentium) 瑕疵晶片的文章之

後，便與英代爾台灣分公司聯絡希望參加記者會詢問副總裁處理瑕疵晶片的對策，卻遭

公關人員支開，因而在網路電子布告欄上公開抗議英代爾的不當作法，獲得許多網路使

用者的回應與支持，最後由英代爾台灣分公司公關經理向該名記者道歉，並公佈晶片回

收與換取政策後結束瑕疵晶片的風波，然而此舉事件卻已造成英代爾無法磨滅的傷害
29。統計軟體公司 SPSS 對網路危機的處理則聰明多了，該公司的公關人員在監看新聞

群主的討論中發現消費者的抱怨，於是馬上改善服務與優惠顧客，之後更由公司高層回

應與參與消費者的討論，在網路上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與互動關係 (轉引自劉鳳珍，

2000)，如果沒有如此妥善的處理與回應，SPSS 勢必會遭受更嚴重的損失與傷害。 

 上述例子只是網路上真實事件中的冰山一角，近來網際網路的風行，類似的危機處

理事件層出不窮，對於國內企業傳統公關的執行方式，著實產生極大的衝擊。以下我們

將由企業透過網路從事公關活動談起，探討網路謠言對於企業的傷害與影響，最後再就

各種不同的謠言管理方式深入討論，探究企業闢謠的策略與其效果。 

一、 網路媒體與企業公關 

由於網路具有整合性媒體的特質，早已打破了傳統公關與廣告的區隔與界線 (Marx, 
1995)，愈來愈多的企業利用網路來從事行銷、廣告，並且透過它來進行與大眾的互動

以及增進公共關係，於是「網路公關」(Net relations) 這個名詞開始走入企業領域，成

為近年來學術與實務研究的顯學之一。所謂的「網路公關」乃是一種即時傳播的活動，

企業利用網路建立起自我形象，而這種效果可到達全球各地 (Spataro , 1998)。根據「美

                                                 
27中央日報，1998/03/14，06 版，「衛生棉長蟲噬子宮？無稽之談」。 
28東森新聞報，2002/10/05，「網路追追追／關於台灣大哥大的三項訊息?」，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com/2002/10/05/516-1358994.htm。 
29聯合報流行文化周報，1994.12.03 ，「英代爾晶片浮點事件爆發」。 
  聯合報流行文化周報，1994.12.10 ，「Pentium 事件餘波蕩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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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關協會」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在 1999 年的調查指出，幾乎所有的

公關公司都已應用網際網路來從事公關活動 (Anonymous , 1999)。 

公關活動是企業的重要品牌與行銷手段，透過公關活動，企業對外可以建立外在形

象，對內則可宣導企業精神、目標與建立文化。而透過網路，公關的應用可與消費者直

接進行雙向互動，而且也可作為對內各部門間的溝通平台，例如公文的傳遞、企業內部

刊物、部門職責、工作績效與員工的異動等，都可以透過網路來完成，提高企業內部效

率 (孫秀蕙，1996)。另外，企業也可以利用網路與自己的利益相關人進行溝通、塑造形

象以及監控特殊議題 (Esrock & Leichty, 2000)，並且可以進行個人化的雙向資訊流動，

Kent 與 Taylor (1998) 甚至認為，運用網路可以創造、適應與改變企業與公眾的關係。

公關人員可以利用網路互動，提供討論、答問與備詢的方式，來增進與社會大眾的直接

溝通，企業的公關活動也從以往被動式的接觸群眾變成主動式的接近群眾。 

另外，成本低廉而且傳播速度快速的電子郵件也是企業主傳遞資訊的良好工具，公

關人員可以主動傳訊給使用者，也可以直接獲得回饋，甚至可以即時修正訊息與改變策

略，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提供他們真正需要的資訊 (Hill & White, 2000)。由於近來各

國政府及媒體對網路的大力推動，通訊成本大幅降低，頻寬的擴大與效率的提高等，對

各企業來說，網際網路無疑是一項低成本、高效率的工具，因此，企業利用網路來設計

公益活動、線上服務、處理危機等，乃是一必然的趨勢。 (楊忠川等，2000)。 

周冠中 (1997) 的調查報告指出，國內企業使用網際網路的主要用途主要是為了瀏

覽及蒐集資料 (42%)，其次是傳送電子郵件 (39%)，第三是設立企業網站 (19%)。此外，

有 59%的企業希望未來能使用網際網路來達到資訊共享，也有 60%的企業希望未來能增

加網際網路的行銷管道 (周冠中，1997)。Meyer (1995) 的研究也指出，目前企業大多透

過網路來尋找新的市場機會，進行市場區隔，以低成本的方式來接觸更多的消費者，並

且在網路上進行產品導覽、產品安裝、使用介紹、人員招募以及提供電子刊物等。雖然

企業利用網路的趨勢早已確定，但根據許多學者的觀察，國內使用網路從事公關活動的

情形，仍處於萌芽階段，利用網路與大眾互動的比例相當低。企業可以在危機處理方面，

利用網路特定的新聞討論群或電子布告欄特定版面應視為重要的媒體監督對象，適時出

面澄清網路使用者對於產品或企業的批評。如何有效運用網際網路，將成為二十一世紀

公關業最重要的課題。 

二、 網路危機管理 

危機會以各種不同的型式來臨，公關人員最常面對的就是公眾的危機。造成危機可

能是生理上的暴力或非暴力所引起，不同因素引起的危機需要不同的危機管理與溝通 
(蔡美瑛譯，1999)，根據危機管理研究院的資料統計，美國企業近十年來面臨的危機以

勞資爭議、白領犯罪以及管理不當最多，但若以成長數量來評估的話，「消費者集體訴

訟」、「瑕疵回收」與「性騷擾」等三個主題則拔為頭籌 (轉引自劉鳳珍，2000)。網路有

許多潛藏的危機與威脅，例如：符號暴力、欺騙性廣告、不實促銷手段等，還有網路謠

言與黑函問題，這些問題會對當事者產生很大的傷害與危機，也都必須要加以澄清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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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Hill & White, 2000)。 

企業危機管理向來是個熱門的議題，而危機通常也是影響個人或是組織的重要階段

性事件，公關人員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危機的發生，乃是防止危機擴大的首要任務，

Odwalla 產品感染病菌的處理就是一個很好的成功例子。Odwalla 的公關人員在事發後的

20 分鐘之內馬上召開記者說明會，並在當天準備好所有的資料與文件，一方面藉由傳統

大眾傳媒澄清報導，一方面藉由網路的宣傳，當晚就將相關的資訊上線，這整個完整的

危機處理計劃，透過網路快速且有效的化解了危機。 (孫秀蕙，1999; Holtz, 1998) 

除此之外，企業主近來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層出不窮的網路謠言。這些未經證實的

消息往往是負面且具傷害性的，而且處理起來十分棘手，目前尚未有任何妥善處理的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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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公關人員所努力研究的方向。目前對於謠言的防治，

公關人員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隨時監看網路上的討論群組與相關網站是否有傷害組織

的訊息出現，持續監控其發展而避免事態擴大 (郭書祺，2001)。但 Kent 與 Taylor (1998) 
卻認為此種監控方式並非主動溝通，而是被動監控 (Monitoring) 和回應 (Responding)，
這種關係的基礎是不穩固的，因為他沒有真誠的協商與對話，無法建立起長期與互動的

關係。接下來我們就從各種不同的謠言防治策略談起，探討其可能的效果與產生的影響。 

三、 謠言的防治策略 

謠言有可能會造成企業生產力降低、利潤減少與形象受損，甚至重創消費者與員工

對公司的信賴，嚴重者會讓公司陷入危機 (Difonzo et al., 1994)，尤其謠言在人心不安與

狀況不明時特別容易被散佈，但相對之下，闢謠的困難度更是相對的高。Festinger (1957) 
提出的認知不協調理論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解釋了澄清謠言的困難，根據這個

論點，若要消除人們內心的不安，可以藉由減少認知的失調來達成，包括增加促進協調

的認知、減少或改變其中的一個認知以及降低不協調認知的重要性等。但是人們的內心

不可能沒有壓抑，而謠言就是一種宣洩壓抑的出口，澄清謠言無疑是堵住了這個出口，

這樣的防堵自然會讓人們的認知失調，與人們宣洩情緒的方向也正好相反。 

但如何去消弭謠言，無論是學界或實務界，至今仍無定論，光是該不該直接去否認

謠言，就有各種不同的認定與說法：Frederick Koenig 就認為如果企業是謠言直接攻擊的

對象時，他就應該即時的反擊與回應，並舉出確切的闢謠證據 (引自 Goleman, 1991)；
但 Owen Edwards 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謠言愈否認澄清，愈容易引起注目與擴大事

件，而原本謠傳的事實可能就會變成真的 (Edwards, 1989)。而是否該表達意見也是眾說

紛紜，Horton (1983) 認為企業發言人最好不要用到「不表意見」(No comment) 這個字

眼，若真的無法回答媒體的詢問時，儘量解釋為何無法回答的原因；Walke (引自 Galant, 
1990) 則認為，對謠言不表意見才是確保安全的最佳策略。負面的謠言也可以提供一些

有效抑止謠言的策略，有時候直接的否認並無任何效果 (Iyer & Debevec, 1991; Koll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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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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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靚萱 (1999) 
曾提出了幾個實際防治謠言的方法與例子作為參考：(1) 讓謠言轉向，譬如強調謠言是

個陰謀。(2) 賦予謠言負面形象，認為傳播謠言是種不道德、擾亂社會的惡質行為。(3) 
虛構敵人，譬如若有其事地懸賞捉拿造謠者。(4) 根據謠言漏洞，給予反駁還擊，讓謠

言完全失效。(5) 公開解釋、瓦解集體意識。(6) 在謠言還沒擴大時，先做預防。 

Rosnow (1974) 在研究謠言的生命週期時指出，謠言的散播主要有三個階段：誕生 
(Parturition)、散佈  (Diffusion) 與控制  (Control)。謠言的誕生有可能是人為蓄意的 
(Deliberate)，也有可能是自發的 (Spontaneous)，而散播的過程通常是沿著人際網絡所

進行的 (Dodd, 1958)，至於最後的控制階段，謠言可能會自然的驅散，或者在官方闢謠

下而逐漸消失。Difonzo 等人在研究謠言的資料時亦發現，所有的謠言會經歷三個過程 
(Difonzo et al., 1994)： 

1. 產生 (Generation)：Bordia 與 Rosnow (1998) 的研究指出謠言是在人們感到焦慮不

安與不確定的狀況之下所產生，當人們處於憂慮與懷疑的心理狀態之下，謠言就

特別容易產生。 

2. 評估 (Evaluation)：Rosnow 等人的研究發現，人們會去評價謠言的真假，再決定

自己是否要去散播謠言 (Rosnow et al., 1988)。而這種評估的準則，一部份是根據

自己心理已經建構的認知，一部份是跟隨滿足自己內心平衡狀態的方向去進行。 

3. 散佈 (Diffusion)：當人們處於憂慮與懷疑的心理狀態之下，只要啟動謠言的機制

一發動，謠言就會四處散佈，一發不可收拾，通常人們在散佈謠言出去時，早就

聽過兩三次傳聞，而且會合理化其真實性。 

經過這三過程的循環，Difonzo 等學者歸納出各種不同階段謠言的防治方式，如表

2-6-1 所示 (Difonzo,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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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防治謠言的方式 (Difonzo et al., 1994, p.55) 

謠言的階段 產生 評估 散佈 

各階段相關因素 不安與不確定性 可相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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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降低可信度 

    -謠言研討 

  

ˇ 

 

-建立信任  ˇ  

3. 減少散佈發生 

    -及早發現 

   

ˇ 

失效 (Neutralization)    

1. 忽略謠言   ˇ 

2. 確認謠言 ˇ   

3. 評論謠言 ˇ   

4. 有效反駁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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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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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謠言的預防 (Prevention) 

在謠言產生的階段，由於人們的不安與不確定感很高，於是如何減少謠言的產生，

主要可以利用對事件的解釋來減少不確定性，並利用各種的解釋來消除人們內心的不

安，而且愈能及早發現謠言，愈能在進入評估期之前就將謠言控制；而當進入評估期之

後，可信度的評估是人們散佈謠言的重要考量因素，這時候適時的舉行謠言研討會，並

建立起與事件相關人的種種信任關係，先期預測並及早管理；而對於已經進入散佈期的

謠言，也只能儘早發現，思考下一步的應對策略。 

2. 謠言的失效 (Neutralization) 

除了預防之外，謠言當然需要「治療」，也就是如何讓謠言「失效」。有時候防治

謠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忽視不理，尤其對於一些已經開始散佈的謠言，只要不要刻意的去

提起，自然就會平息。而當謠言剛開始產生時，追溯與確認謠言的來源與真假，對他發

出正式的回應與評價，會減少受眾的不安與不確定感，謠言散佈的危機也就會大幅減

低；但當謠言的散佈已經進行到評估的階段，謠言防治重點就落在強力的反駁與澄清，

這時候有必要以事實為根據，對外的澄清與發言完全一致，最好是由單一指定的發言人

對外發表，而且澄清的資訊一定要明確易懂，而非模擬兩可的搪塞藉口。最後，當謠言

已經散佈開來的時候，除了採取以上的措施之外，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再隨著謠言起

舞，在所有的公關作為之後淡化處理，讓謠言隨著時間平息。 

另外，召開公開的澄清會也是個治療謠言的方式，這種公開的公關作為，無論在謠

言的產生、評估或是散佈階段皆能利用，不僅可以防止謠言的散佈，甚至可以預防謠言

更進一步的擴張。 

四、 防治網路謠言的方法 

網路謠言與一般謠言的不同，就在於他無遠弗屆、以一傳百的擴散效果，當企業

主發現自己的品牌與商譽受到傷害時，往往已經是強弩之末，很難收拾殘局。網路謠言

由產生、評估到散佈的時間，可能不到數日，這期間要利用 Difonzo 等人的謠言防治方

式與策略 (Difonzo et al., 1994)，著實需要一套完整的公關應對策略來闢謠。 

Kapferer (1990) 認為，闢謠非常的困難，因為闢謠的文章是比較謹慎、不夠竦動

的，比起一般謠言來說，他根本沒有吸引力。而且闢謠會破除人們的幻想、潑人冷水，

根本不討好。基本上，闢謠的文章也是屬於謠言的一種，只是他帶給人們的不安與不確

定比起一般謠言來說低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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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反覆流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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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網路環境與現實的環境仍有差距，在電腦中介的狀況之

下，闢謠的訊息是否亦如 Kapfere 所言，傳遞的速度不如謠言？人們也比較不願意去散

播澄清謠言的訊息？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68

命題 12 和謠言相比，人們比較不會散佈闢謠的訊息。 

另外，群眾也會逃避、選擇性的接收訊息，尤其人們暴露在訊息之下時，往往會

在傳播的中途離開或加入，只接收片面的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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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闢謠的內容可能反而會成為謠言傳播的另一個來源30，這也

是 Difonzo 等人 (1994) 在謠言防治方式裡一直強調的及早發現、忽略謠言、公開澄清

與不再複述等方法，以避免謠言再度擴大。而這種片面接收訊息的態度，亦往往與受眾

的涉入度 (Involvement) 有很大的關聯。網路謠言之所以會不斷的重新再被傳起，就是

因為他常常會在變形之後東山再起，這與閱聽人的斷章取義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網路謠言雖然難以防治，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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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謠言一產生，謠言的利害相關者馬上就可以獲得相關資

訊，進而擬定下一步的應對計劃。而謠言的相關人也可以即時回應與加入討論，在網路

上建立起和受眾的良好互動關係，建立起雙方互信的機制。由於很多謠言會先出現在討

論區、留言版或是新聞群組，之後才被轉貼或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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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謠言最令人頭痛的另一個散佈方式，就是他們大多循著電子郵件轉寄流竄，

一旦速度與規模擴大，很容易就與大眾傳媒接軌，傳統的新聞媒體便會大肆加報導而引

起廣大的群眾注意，於是事態會更加惡化。於是，面對網路謠言，除了在網路上闢謠外，

有時候還是得藉助傳統大眾媒體 (蔡靚萱，1999)，而電子媒體觸及率較高、選擇性接

收的情形較不嚴重、效果也最好。另外，在處理網路謠言的原則上，闢謠者最重要的就

是要動作迅速，並且以透明、公開的方式澄清，不要落人口實，將謠言產生矛頭轉向，

警告大眾將訴諸法律行動，抓出幕後黑手。 

這幾年來台灣各大網站皆以提供免費電子信箱來增加會員流量，使得電子信箱使用

者大幅增加，根據蕃薯藤 2001 年的調查，台灣第區擁有免費郵件帳號的人數多達

94.8%，其中 70.4%的人擁有 1-3 個信箱，19.4%的人擁有 4-6 個，這種免費電子郵件信

箱的高度成長，連帶也刺激網路謠言傅播的速度與規模。相對的，謠言可以利用電子郵

件大規模的散佈，公關人員也可以利用電子郵件來與閱聽人溝通，尤其現在許多的公共

關係的例行工作，早已利用電子郵件與電腦中介傳播來進行，而這種傳播活動是能進行

社會情感的工作的 (Danowski, 1993; Markus, 1994)。Danowski (1988) 發現電子郵件是

一種豐富媒介，他可以促進較多的討論與詮釋較多的意義，而在面對網路謠言的囂張肆

虐時，企業的公關人員也可以利用電子郵件來跟自己的利益相關人溝通，甚至散佈闢謠

                                                 
30蔡靚萱，1999/06/23，「網路對謠言傳播的影響」，available at: 

http://www-ms.cc.ntu.edu.tw/~r7342018/eth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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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讓閱聽人了解事實的真相，最理想的狀況是利用消息轉寄的可能性，將澄清的

訊息傳佈給每一個人。 

另外，成立網站來滿足不同受眾的需求，隨時澄清不實謠言，也是種防治謠言的方

式，但是這種方式必須要建立在雙方的信任之下，所以企業有必要從事一連串的活動來

建立起與消費者的互信關係，否則一般的閱聽大眾是不太相信企業所作的澄清動作的。

更好的方式就是成立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媒體網頁，隨時作謠言澄清的工作。而這種「謠

言診斷」的方式，早在二次大戰期間就被美國波士頓的「Herald Traveler 旅行者先鋒報」

採用過了 (轉引自蔡靚萱，1999)。旅行者先鋒報開闢了一個「謠言診所」的專欄，蒐集

當時廣為流傳的各種謠言，也接受讀者投書，並一一對這些謠言查證澄清，根據當時的

調查研究，該報讀者對謠言的確有較高的免疫力，可見這個專欄的成效顯著。網路其實

更需要這樣的謠言診所，如果有一個具有公信利又值得信賴的查證機構，無異是網路世

界一大突破，也是各相關謠言受害者的一個福音。目前台灣並無相關的公正機構出現，

只有少許非正式的相關資訊收集網站，較具規模的一些澄清消息的網路資源，包括教育

部網路法律知識宣導網  (http://211.20.178.26/icct/crime/) 與東森新聞報網路追追追 
(http://www.ettoday.com/etrumor/index.htm ) 等，這些網站雖然彙整了許多網路謠言的案

例，也作出了追蹤與澄清，但知道這些網站的人實在有限，而且也未建立起公正嚴明的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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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根據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擬定主要探討的概念與架構為： 

一、 在研究的主要課題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討受眾對於不同網路謠言的感受、包括

可相信度、不安與不確定性等，如何去影響謠言的傳播行為，並追蹤網路謠言

的散佈模式與速度，對照傳播模型加以數據分析，進而應用在網路闢謠的模型

與效果分析，提供闢謠的策略建議與成效評估。 

二、 在研究的謠言散播途徑方面，本研究主要針對電子郵件的散佈加以探討，並同

樣的以轉寄方式來作謠言澄清的效果實驗，了解電子郵件傳遞之下的網路謠言

與闢謠模式是如何的動態進行。 

三、 在研究的主體對象方面，由於本實驗的研究是針對電子郵件散佈的網路謠言，

故研究的主體對象為所有能夠接收與轉寄電子郵件的網路使用者，由於本研究

有計數追蹤，故無法觀看 HTML 格式的信箱不予採用 (如 BBS 所提供的信箱)。

本研究是以電子郵件問卷以及網頁問卷的方式進行，對於接受實驗的受眾進行

調查。 

四、 在研究的謠言主體方面，本研究擷取網路現已存在的謠言，在不攻訐任何可能

的受害者與主體的原則之下，將文字以及語義的強度加以操弄，讓可信度、不

安與不確定性依強度高低分成四則操作謠言，進行謠言散佈的實驗。而闢謠效

果的實驗則採一則網路上廣為流傳的訊息，對照闢謠郵件的傳播情形，探討其

中散佈行為的差異。 

五、 在研究的影響變數方面，本研究以謠言的散佈可能性作為因變數，其他包括謠

言的可相信度、受眾的不安與不確定性、謠言的重要性、受眾的涉入程度、網

路訊息惰性、網路行為以及人口統計變數等，都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自變數。 

六、 在動態的謠言模型方面，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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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以謠言的心理及社會學理論作為模型，並針對其中的幾

項關鍵變數作為研究之控制因素，包括個人因素、情境因素、時間因素、產生

因素等，追蹤探討一般利用電子郵件傳播之下的謠言散佈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