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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上一章文獻探討歸納出許多影響謠言散佈的變數，讓網路謠言的研究有了初步的雛

形，本章則列出所有可能的假設，勾勒出研究的觀念與架構，並藉由實驗法的方式，進

行前測與正式的網路實驗。 

第一節 研究變數與架構 

本研究的因變項為「訊息的散佈」，自變項分為七個變數，分別為：訊息的「可

相信度」、「人心的不安」與「不確定性」、受眾對訊息的「涉入度」、「訊息特性」、

「網路訊息惰性」、「網路使用行為與人口統計變數」，而且「可相信度」為模式的中

介變數。本研究的觀念架構如圖 3-1-1 所示： 

 

 

 

 

 

 

 

 

 

 

  

 

 

圖 3-1-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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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圖中箭頭代表可能的影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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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訊息的散佈 

這裡所謂的「訊息」包括謠言與闢謠訊息兩者，而「訊息散佈」這個因變數主要有

兩個部分，一為人們對於謠言的「散佈可能性」，另一為人們利用電子郵件「散佈謠言

的行為」，散佈可能性可由受眾的問卷填答來獲得，散佈謠言的行為則由網路計數器來

追蹤。 

二、 訊息可相信度 

可相信度有三個分項指標變數，分別為：「轉信者的可信度」、「消息來源與敘

述方式」以及「內容的真實度」。「轉信者的可信度」是受眾對轉寄訊息者的信賴程度；

「消息來源與敘述方式」則是受眾的主觀衡量，由內容的專家性、可信賴程度以及動力

性三者來評估；「內容的真實度」則代表訊息內容是否栩栩如生、令人信服。 

三、 人心的不安 

人心的不安是個人因為憂慮所產生的一種負面感受，他的來源主要分成兩個部

分，一部份是「謠言所引起的不安」 (Rumor-specific anxiety)，另一部份是受眾在當時

環境下所感受到的「情境不安」(Situational anxiety)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四、 不確定性 

而造成不確定性的主要指標變數有三種：由「謠言內容所引起的不確定性」 
(Rumor-specific uncertainty)、由周遭事件所引起的「情境不確定性」(Situational uncertainty) 
以及個人對於謠言所預言的事件無法面對或無力處理所引起的「行為不確定性」

(Behavioral uncertainty)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五、 涉入度 

涉入度則為 Allport 與 Postman 謠言基本定律裡所說的主觀重要性 (Subjective 

importance)，Bloch (1981) 在研究消費者對汽車的涉入度時，將涉入度的衡量分成六個

分項指標變數：(1) 開車用車時的「愉悅」程度 (Enjoyment)；(2) 是否隨時「準備」好 
(Readiness) 跟別人談車子；(3) 對於賽車等「活動」(Activities) 是否有「興趣」 (Interest)；
(4) 藉由車子來「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 的程度；(5) 對於車子的「愛戀」(Attachment) 
程度；(6) 對「車子本身」的「興趣」(Interest)。本研究則以「愉悅」、「準備」、「活

動興趣」、「自我表達」、「愛戀」以及「事件興趣」等六個分項指標變數來評估涉入

度。 

六、 網路訊息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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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惰性則由個人對於網路訊息的「相信度」、「散佈意願」、「閱讀仔細

程度」以及「刪信行為」來衡量。訊息的「相信度」與「散佈意願」是個人的心理感受

與驅動力；「閱讀仔細程度」可衡量一個人的觀信習慣；「刪信行為」則為個人對網路

訊息的忽略態度。 

七、 網路使用行為與人口統計變數 

網路使用行為包括「網齡」、「網路使用頻率」等，而使用的頻率則又分為一般

工作日與假日兩種；人口統計變數則涵蓋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學歷」以及

「職業」等。 

八、 訊息特性 

訊息的特性包括「帶來恐懼的訊息」  (Dread-rumors) 與「帶來希望的訊息」 
(Wish-rumors)；恐懼訊息會讓人感到畏懼或害怕，希望訊息則帶來正面消息或希望的陳

述。另外，還有所謂的「中性訊息」(Neutral-rumors)，他所描述的事件並無明顯的正負

面後果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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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由於一般闢謠訊息經多次轉寄之後，多已無從追究來源，亦不見得有明確的求證管

道，故受眾根本無從判斷其真偽，應可視為廣義謠言的一種，也就是所謂的「未經證實

的資訊」，故本研究假設中所提及的「訊息」包含一般網路謠言與闢謠訊息兩者。而根

據文獻探討以及上一節所提到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擬驗證的假設整理如下， 

一、 網路訊息「可相信度」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1 網路訊息的「可相信度」愈高，受眾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1 與命題 2 而來。命題 1 認為網路謠言的來源可信度愈高，

人們就愈會散佈謠言；命題 2 認為網路謠言的內容真實度愈高，人們就愈會散佈謠

言，本研究則加入轉寄者的可信度，以「來源可信度」、「內容真實度」以及「轉寄

者可信度」三者的平均值來代表網路訊息的「可相信度」，用以衡量其與散佈可能

性的關係。 

二、 「渾沌不安」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2 受眾的「渾沌不安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5 與命題 6 而來。命題 5 認為網路謠言讓人感受到的不安

程度愈高，人們就愈會散佈謠言；命題 6 認為網路謠言讓人感受到的不確定性愈

高，人們就愈會散佈謠言，本研究則以「不安」與「不確定性」兩者的平均值來代

表「渾沌不安」，用以衡量其與散佈可能性的關係。 

三、 「涉入度」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3 受眾對訊息主題的「涉入度」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7 而來。命題 7 認為受眾對網路謠言的涉入程度愈高，就

愈會散佈謠言。由於本研究的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

這兩個字，修改而成假設 3，並且更明確的定義涉入感受的主體為「訊息主題」。 

四、 「網路訊息惰性」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4  受眾的「網路訊息的惰性」愈高，就愈不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10 而來。命題 10 認為網路訊息惰性愈高，人們就愈不會

散佈謠言。但本研究的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這兩

個字，修改而成假設 4。 

五、 「訊息特性」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5 受眾對訊息的感受愈是「正面」，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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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4 而來。命題 4 認為網路上負面的謠言比正面的謠言容易

被散播。但本研究的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這兩個

字，修改而成假設 5，並在假設中將「訊息感受」修改成一種相對概念，只要受眾

對訊息的感受愈是「正面」，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假設 6 受眾對訊息的感受愈是「帶來希望」，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3 而來。命題 3 認為網路上的恐懼謠言比希望謠言容易被

散播。但本研究的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這兩個字，

修改而成假設 6，並在假設中將「訊息感受」修改成一種相對概念，只要受眾的訊

息感受愈是「帶來希望」，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六、 「網路使用行為與人口統計變數」與「訊息的散佈」方面 

假設 7 受眾的「網齡」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假設 8 受眾的「網路使用頻率」愈高，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假設 9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9 而來，認為女性比男性可能散佈網路謠言。本研究由於

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這兩個字，修改而成假設 9。 

假設 10 受眾的「年齡」愈大，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假設 11 受眾的「學歷」愈低，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8 而來，認為教育程度愈低，人們就愈會去散佈謠言謠言。

本研究由於主題涵蓋謠言與闢謠訊息，故以「訊息」取代「謠言」這兩個字，修改

而成假設 11。 

 假設 12 受眾的「職業」愈基層，就愈有可能「散佈訊息」。 

七、 「謠言」與「闢謠訊息」方面 

假設 13 和「謠言」相比，受眾比較不可能散佈「闢謠的訊息」。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12 修改而來，認為和「謠言」相比，受眾比較不可能散佈

「闢謠的訊息」。 

八、 「訊息的散佈」與「創新採用模式」方面 

假設 14 訊息散佈的情形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模式。 

此假設乃根據命題 11 修改而來，認為謠言的散佈情形符合創新採用理論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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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節將由調查方式、實驗大綱與對象擇定談起，討論抽樣與資料收集的方式，擬定

前測與實驗的樣本來源，並設計前測與實驗的問卷題目，藉由信效度檢定來修改問卷與

發展指標量表，至於問卷的回收、執行與資料處理方式，則將在最後一段討論。 

一、 調查方法之選擇與實驗大綱 

目前國內關於網路謠言的研究並不多，主要又以質化探討為主，少有量化研究出

現。本研究則採用組間對照的實驗法，實驗一先利用前測來操弄變數，以全球資訊網 
(WWW) 法進行調查，並以 ASP 語言以及 Access 資料庫設計問卷，放置於國立政治大

學企管研究所別蓮蒂老師行銷資訊網 (http://gsba.nccu.edu.tw/lienti/rumor/index.asp)，以

招攬「志願樣本」(Volunteer sample) 的方式來進行前測的問卷填答，並參考其結果以選

擇實驗之標的謠言。 

經由多次的前測後，實驗一的謠言操弄確定差異顯著，問卷之信效度亦在可接受程

度之上，此時便進行謠言散播實驗，用以比較不同謠言的散佈可能性；實驗二則比較謠

言與闢謠訊息的散佈情形差異，探討闢謠的效果與行為。另外，計數器的追蹤可以了解

訊息散佈的速度與規模，加上問卷調查的輔助，可以更深入探討訊息特性與個人感受，

包括各變數如何影響網路訊息的散佈等。 

1. 實驗一：操弄謠言 

經前測選出標的謠言後，本研究利用 Microsoft Outlook 軟體寄送訊息給成員結構類

似的四組受眾，藉由 Site Meter, Inc (http://www.sitemeter.com) 的隱形網路計數器，附在

以 HTML 語言編寫的信件當中，用以追溯訊息散播的情形。由於計數器不含 Cookies
的功能，僅能追蹤點選「人數」(Visits) 與瀏覽「人次」 (Page Views)，故沒有侵犯隱私

與道德上的爭議。一個星期之後，利用電子郵遞法寄送問卷給所有的實驗樣本，二個星

期之後，再用以電子郵件通知所有的樣本，催收問卷。 

2. 實驗二：謠言與闢謠訊息比較 

選定網路上某則廣為流傳的謠言之後，本研究將實驗受眾分為兩組：謠言組只接受

謠言訊息；闢謠組則不僅接受謠言訊息，並在謠言發出後的第十天接收謠言澄清訊息。

本研究利用 Microsoft Outlook 軟體寄送訊息給這兩群結構類似的受眾，同樣藉由 Site 
Meter, Inc 的隱形網路計數器，附在以 HTML 語言編寫的信件當中，追蹤謠言與闢謠訊

息的散佈情形。在謠言發出七天之後，謠言組利用電子郵遞法寄送問卷，二個星期之後，

再以電子郵件通知催收問卷；闢謠組則在寄出澄清訊息之後的第七天郵寄問卷，二個星

期之後再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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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對象之擇訂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電子郵件的使用者，除了必須能夠觀看繁體中文之外，由於實驗

利用 HTML 語言來設計，若使用者若無法觀看 HTML 語言時，勢必影響實驗結果，故

BBS 所提供的 E-mail 信箱，並不適合作為本研究的調查對象。 

前測部分，調查對象主要為政大企管研究所碩士班 36、37、38 屆學生 (約 150 人)、
某特用化學品外商公司員工 (約 30 人)、醫療人員 (約 20 人)、某國內貿易公司 (10 人)、
外貿協會 (約 30 人) 以及網路上所徵求的志願填答者 (包括台大椰林 BBS 心理系版、

管理學院版，政大貓空 BBS 企管系版、心理系版，師大化學系站 BBS，台大批踢踢實

業坊 BBS 政大 MBA 校友會版，利用 KKCity、台大椰林與政大貓空在名片檔上徵求問

卷填寫)。 

正式實驗則分為兩部分，實驗一在台大椰林以及政大貓空 Job 版上徵求 16 位互不

認識的志願者，由他們提供電子郵件的好友名單昨為實驗樣本，這樣不僅較能保證信箱

確實有人使用，且名單也比較不會侷限於某些特定族群；實驗二則以作者本人的朋友為

主要實驗受眾，並排除之前參與前測與實驗一的名單，另外加入生活型態調查網31的消

費者意見表達團成員作為實驗的對象。 

三、 抽樣與問卷施測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實驗受眾為網路志願者提供的親友電郵名單以及作者本人通訊錄中

的朋友等，所以問卷是針對「所有的實驗樣本」來進行調查，並以電子郵件法與全球資

訊網法來回收問卷。無論實驗一或實驗二，問卷皆由電子郵件直接寄發，催收的時候才

改採全球資訊網法進行，在催收的內容裡寫上問卷所在的網址，徵求受眾填答。如此的

做法除了語句可以更誠懇之外，簡短的內容亦可以博得受眾的好感，增加填答的意願，

問卷的回收效果也會與原本的電子郵件法相輔相成。 

四、 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除了說明之外，總共分成九大部分：(1) 網路訊息內容、(2) 傳
播訊息的可能性、(3) 訊息的傳遞、(4) 對訊息的態度、(5) 個人對此事件的感受、(6) 個
人一般看法、(7) 對網路訊息的態度、(8) 網路轉信行為、(9) 個人基本資料。實驗一的

正式問卷詳見附錄九；實驗二的正式問卷則詳見附錄十一，兩則實驗問卷除了問題 10
與問題 11 有些許的文句差異外，其餘內容皆相同。 

1. 第一部份：網路訊息內容 

本實驗的「謠言」定義為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等人所提出的「任何無

法即刻獲得證實的報導、陳述或故事」(Any report, statement, or story that one may have 

heard for which there is no immediate evidence available to verify its truth) (p.32)，所以無論

                                                 
31 消費者生活型態分析網，Available at：http://www.gsba.nccu.edu.tw/lienti/lifesty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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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謠言或是闢謠訊息，都符合這個定義。而無論是英文字的「Rumor」或是中文詞的「謠

言」都會帶給人們不相信、恐懼與懷疑的感受，若問卷的題目使用這些字眼，勢必會影

響作答者的心態，故本研究問卷改以「訊息」這兩個字來代替「謠言」，以減少受眾的

刻板印象。 

除了說明之外，問卷的第一部分為訊息內容，所有的題目都必須根據此訊息來作

答。實驗一主要有四則不同的謠言，這四則謠言乃依「訊息的可相信度」與「渾沌不安」

(不確定性×不安) 的操弄設計而成，將謠言分成變數的高低兩組狀況 (2×2) 來操弄，其

操弄方式與內容詳見附錄八32；實驗二則有兩則訊息，一則是網路上流傳廣泛的謠言，

另一則是闢謠的訊息，兩則訊息的內容則詳見附錄十。 

2. 第二部分：傳播訊息的可能性 

問題 1.  衡量受眾散佈訊息的可能性 

這部分只有一個題目，主要衡量受眾利用電子郵件散佈訊息的可能性，也就是本研

究的主要因變項，測量的方式乃是詢問受試者第一眼見到上述網路訊息時，覺得會轉寄

給別人的可能性有多高。問題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可

能」(代表值 1) 至「非常可能」(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受眾傳播訊息

的可能性。 

3. 第三部分：訊息的傳遞 

這部分的題目主要是根據受測者的回憶，來描述他們在接受謠言/闢謠訊息之後的

處置作為，總共有兩個問題： 

問題 2.  收到網路訊息的次數 

本題主要詢問填答者是否接收過本實驗轉寄的訊息以及其接收到的次數，主要有五

個選項：「沒有收到」這個選項的設計是因為實驗轉寄時，收信者有可能因為本實驗的

方法限制而無法收到信件，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個人與記憶等因素，而認為沒有收過訊

息，例如有些收信者無法觀看 HTML 語言信件、收信者的信箱當時無法使用 (如容量超

載)、收信者看到陌生人寄來的信直接刪除不看、收信者看過了訊息卻忽略訊息的內容、

或是收信者在填答的時候早已忘記自己曾經收過這樣一則訊息。 

收到過訊息「一次」的人，對實驗一非常重要，為了避免受試者重複收到不同操弄

的訊息，影響受試者填答的準確性，故此題目除了能大概了解受眾接收訊息的情形之

外，也可藉此篩選問卷填答者，將只收過一次的人列為實驗一的主要研究對象。其他的

選項有「二次」、「三至四次」以及「五次以上」，接收訊息超過一次者，對實驗一而言

並不適合列入考慮，因為這些人有可能已經受到不同訊息的干擾。 

                                                 
32 此四則謠言乃經由本研究三次前測操弄之後所底定，操弄的程序與結果請詳見本章第四節第

一段。謠言本文出自於東森新聞網-網路追追追 (詳見附錄二)，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com/2002/08/05/519-1335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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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收到網路訊息後的轉寄行為 

本題主要詢問受測者在收到本實驗的網路訊息之後，總共轉寄給多少人，這也是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用來衡量謠言散佈的因變數。本題答案主要有

11 個選項，除了「沒有轉寄」之外，其餘答案則由 1 至 90 人，所有選項以每 10 個人為

一間隔單位，91 人以上由填答者估計數字自行填寫。 

4. 第四部分：對訊息的態度 

問題 4.  閱讀網路訊息的仔細程度 

這裡所說的「網路訊息」指的是實驗所用之標的訊息，而非一般的網路訊息閱讀仔

細度。問題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仔細」(代表值 1) 至
「非常仔細」(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評估實驗受眾閱讀標的訊息的仔細程

度。若受眾不曾看過此篇網路訊息，則選擇「沒有收到過」(代表值 0)。 

問題 5.  對網路訊息的直覺相信度 

直覺的相信度是網路訊息散佈的中介變數，此一變數和「可信度」意義頗為類似，

只是直覺相信程度是謠言受眾對「當時」所聽到謠言的一種「整體」直覺認知，而可相

信度是對謠言來源、內容可信任度的一種思考後「評量」，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在作謠言實驗時，對於謠言的可相信度 (Credulity) 衡量的問題是： 

請問你第一次聽到這個網路謠言之後，整體直覺的反應來說，相信它的程度如何？(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confidence in the truth of this rumor when you first heard it?)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Factors influencing rumor spreading: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1988, p.33) 

本問卷則參考 Rosnow 等人的問卷題目，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

勾選「非常不相信」(代表值 1) 至「非常相信」(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

估實驗受眾對網路訊息的直覺相信程度。 

問題 6.  對「轉信者」的相信度 
問題 7.  對「訊息所引用的消息來源」的相信度 

來源可信度是影響網路訊息散佈的重要變數，而本實驗主要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

將訊息散佈出來的轉信者，另一則是訊息內容裡頭引用的消息來源。而來源可信度的衡

量主要有三個構面，包括專家性、可信賴度與動力性。 

由於實驗受測者對於轉信者已經有一定的信賴程度，故問題 6.以直接詢問的方式，

用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可信」(代表值 1) 至「非常可信」

(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轉信者的相信程度。若受眾不曾收

過此篇網路訊息，則選擇「沒人轉寄給我」(代表值 0) 這個選項。 

問題 7.則以事件所「引用的消息來源」以及它「說明整個事件」的方式來測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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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相信度，並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可信」(代表值

1) 至「非常可信」(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事件引用的消息

來源之相信程度。 

問題 8.  訊息「內容」的真實度 

在討論來源可信度的時候，我們討論到可信度有三個構面，第三個構面是「動

力性」，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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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Larson, 1995)。由於網路謠言傳播並非 FtF 的溝通方式，故無法展現散佈者的動力性，

但訊息的內容是否栩栩如生，表達出來讓人難辨真偽，就是這則訊息是否能征服人心的

「動力」。Kapferer (1990) 曾明確的指出，所散佈的謠言要讓人解除懷疑與信服，其中

一項要素就是它聽起來要是真的，故本研究將動力性以內容真實度來討論這個構面。另

外，Petty 等人 (1983) 所提出的涉入度理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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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真實」(代表值 1) 至「非

常真實」(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事件所寫的「內容」真實

度感受。 

5. 第五部分：個人對此事件的感受 

這個部分討論受眾所感受到的「不安」與「不確定性」兩個變數，最後並探討「訊

息內容的特性」，了解受測者對訊息的正負面感受，以及受眾對訊息的恐懼/希望評估等。 

問題 9.  受眾因為網路訊息所引起的不安 
問題 10.  受眾所因週遭事件所引起的情境不安 

對於「不安」這個名詞，本研究根據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的理

論，將操作定義修改為： 

因為個人「憂慮」所產生的一種「負面」感受，這種感受是來自於壓迫感，或是預期所聽聞的負面事

件可能即將發生所造成的  (A negtive affective state that is produced by apprehension about an 

impending, potentially negative, outcome)。(Rosnow, Esposito & Gibney, Factors influencing rumor 

spreading: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1988, p.33) 

由於不安產生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因為謠言所引起的不安，另一種為受眾因情境

影響所引起的不安，問題 9.與問題 10.分別評估這兩個指標變數，並參考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在謠言實驗時對於不安 (Anxiety) 所採用的衡量問題，將其加以

修改完成，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問卷填答時距離受測者接收訊息已有一段時間，故情

境不安的量測修改為受眾於「一般情境之下」對於謠言的感受情形。 

由於「不安」這個名詞對於一般中文使用者來說，並不是很容易領略，故問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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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問題 10.以「擔心」這個字眼來衡量受眾內心不安的感受強度，並同樣以七點李克

特尺度來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選擇「非常不擔心」(代表值 1) 至「非常擔心」(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事件所感受到的不安強度。 

問題 11.  受眾因為網路訊息內容所引起的不確定性 
問題 12.  受眾因為週遭事件所引起的情境不確定性 
問題 13.  受眾對於訊息所預言的事件無法面對或無力處理所引起的行為不確定性 

本研究的「不確定性」乃根據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的理論，將

操作定義修改為： 

人們天生有種求知性格，這種求知性格會對各種事物產生「懷疑」，於是形成一種渴望「厘清事實、

了解實情」的渴望與信念，這種渴望與信念就是不確定性。是其在面對的事情是不穩定、變化大，或是爭

議性高時，這種信念就愈強烈 (A belief of intellectual state that is produced by doubt, as when events are 

unstable, capricious, or problematical)(Rosnow, Esposito & Gibney, Factors influencing rumor spreading: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1988, p.33) 

造成不確定性的主要指標變數有三種：由「謠言內容所引起的不確定性」、由周

遭事件所引起的「情境不確定性」以及個人對於謠言所預言的事件無法面對或無力處理

所引起的「行為不確定性」。由於「不確定性」這個名詞對於一般中文使用者來說，非

常難以理解，故問題 11 以及問題 12 以「爭議性」與「執行規範的模糊性」來代表事件

的不穩定以及多變度，並用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同意」

(代表值 1) 至「非常同意」(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所感受到

的謠言以及情境不確定性。 

問題 13.則參考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等人 (1988) 衡量行為不確定性所採用

的問卷題目加以修改完成，直接詢問受眾是否有把握去避免訊息所提及的傷害，並將損

失減低到最小。與「情境不安」類似的是，由於受測者填答問卷時距離接收訊息已有一

段時間，故情境不確定的量測亦修改為受眾於「一般情境之下」對於謠言課題的感受情

形。 

問題 13 則同樣以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沒把握」(代表

值 7) 至「非常有把握」(代表值 1)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事件無法

掌握或處理的程度，由於此題為反向選擇題，故選擇「非常沒把握」者表示行為不確定

性很高，在統計分析計算時，其代表值以「7」為主；至於回答「非常有把握」者，表

示行為不確定性很低，其代表值以「1」為準。 

問題 14.  受眾對網路訊息的正負面感受 
問題 15.  受眾對網路訊息的恐懼/希望感受 

恐懼謠言描述的事件是讓人感到畏懼或害怕的；希望謠言是種帶來正面消息或希望

的陳述；中性謠言描述的事件則並無讓人感受到任何正負面後果 (Pendlet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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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問題 14.直接詢問填答者對於訊息內容的正負面感

覺，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負面」(代表值 1) 至「非常正面」(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

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訊息的正負面或是中性感受；問題 15 則以類似的方法來

詢問填答者對於訊息內容的恐懼/希望感覺，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令人害怕的」(代
表值 1) 至「非常帶來希望的」(代表值 7) 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實驗受眾對訊息

的正恐懼/希望感受。 

6. 第六部分：個人一般看法 

此一部份主要衡量受眾對於訊息內容所感受到的重要程度與涉入度，這個主題已有

許多相關研究理論提出解釋。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1988) 等學者認為 Allport 與 
Postman 謠言基本定律裡的主觀重要性 (Subjective importance) 和興趣 (Interest) 與涉

入度 (Involvement) 的概念是相似且互通的，本研究修改 Rosnow 等人 (1988) 研究謠言

重要性的問卷題目，作為衡量重要程度的標準，並以 Bloch (1981) 的涉入度評量尺度為

參考，訂定謠言涉入度的衡量題目。 

問題 16. 網路訊息對受眾的重要度 

此題參考 Rosnow, Esposito 及 Gibney (1988) 對於「重要性」這個變數的衡量題目

修改而成，Rosnow 等人所設計的題目為： 

若這個謠言是真的，你覺得它所說的結果或事件，和你有任何的相干嗎？(If true, what type of 

consequences would this rumor involve for you personally?) (Rosnow, Esposito & Gibney, Factors 

influencing rumor spreading: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1988, p.33) 

問題直接詢問訊息事件所述說的情形和結果，和受測者是否有任何的相干，並以七

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相干」(代表值 1) 至「非常相干」(代
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網路訊息對受眾的重要程度。 

問題 17.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愉悅」因素 
問題 18.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準備」因素 
問題 19.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活動興趣」因素 
問題 20.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自我表達」因素 
問題 21.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愛戀」因素 
問題 22. 受眾對訊息事件的涉入度衡量：「事件興趣」因素 

Bloch (1981) 在研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度時，以車子為商品設計出一套衡量的指

標，此一指標的應用性很廣，很適合推廣至各種產品與事物來評量受眾的涉入程度 
(Bloch, 1981)。本研究則參考 Bloch 衡量方式，發展出受眾對網路訊息內容的涉入度指

標，以期獲得更明確的受眾涉入度結果。 

Bloch (1981) 的涉入度指標總共有 17 題，可被歸納成六大指標變數，這六大指標

變數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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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標變數一：開車用車時所感受到的「愉悅」(Enjoyment of driving and usage of 
cars)。 

(2). 指標變數二：隨時「準備」好開啟與人談論車子的話題 (Readiness to talk to others 
about cars)。 

(3). 指標變數三：對賽車「活動」的「興趣」 (Interest in car racing activities)。 

(4). 指標變數四：車子是用來「自我表達」的工具 (Self-expression through one’s car)。 

(5). 指標變數五：對自己車子的「愛戀」程度 (Attachment to one’s car)。 

(6). 指標變數六：對「車子本身」的「興趣」(Interest in cars)。 

本研究則擷取這六個指標變數裡面因素負荷量最大的幾個題目來作為衡量涉入度

的參考題，並抓住六個指標變數的主要精髓，發展出適合衡量訊息涉入度的題目，所有

題目皆以七點李克特指標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同意」(代表值 1) 至「非

常同意」(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之一，由此來評估受眾的涉入程度。這六個題目分別為： 

(1). 「愉悅」指標變數代表題： 

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12 題 (因素負荷量=0.737) 改寫而成，主要強調受眾對於

事件所感受到的「愉悅」程度如何，由於實驗訊息中所提到的「開罰單」讓一般人感覺

不快樂，所以本題改以反面陳述的方式，詢問受測者違規之後卻沒被開單，是否就會感

到愉悅快樂。 

(2). 「準備」指標變數代表題： 

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14 題 (因素負荷量=0.788) 改寫而成，主要衡量受眾對於

隨時與人開啟罰單話題的「準備」程度如何，問題詢問受眾在與朋友交談時，是否常常

會交換彼此的交通違規及罰單經驗。 

(3). 「活動興趣」指標變數代表題： 

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13 題 (因素負荷量=0.778) 改寫而成，主要衡量受眾對於

「看到別人被開罰單」這件事情的「興趣」。 

(4). 「自我表達」指標變數代表題： 

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1 題 (因素負荷量=0.702) 改寫而成，主要衡量受眾是否願

意付出「額外代價」去說服警察不要開罰單。由此問題來衡量此一構面主要是因為第 2
題的個人強烈的人格特質 (Strong personality of his own, 因素負荷量=0.724) 實在太難

應用在網路訊息的表達上，故改以次重負荷的第 1 題來改寫題目。 

(5). 「愛戀」指標變數代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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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15 題 (因素負荷量=0.697) 改寫而成，「愛戀」在本研究以

「在意」這個形容詞來表達，題目主要衡量受眾對於被開罰單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詢

問受眾在被開罰單之後，「耿耿於懷」的情形如何。 

(6). 「事件興趣」指標變數代表題： 

本題參考 Bloch Scale 第 9 題 (因素負荷量=0.815) 改寫而成，題目主要衡量受眾對

於罰單的相關規定與報導是否保持高度的「興趣」，以得知最新的消息。由於本題為反

向題，分數愈高表示涉入度愈低，故選擇「非常不同意」可得 7 分，選擇「非常同意」

者只得 1 分。 

7. 第七部分：對網路訊息的態度 

這部分主要在探討訊息接收者的「網路訊息惰性」與了解網路使用者對於「澄清謠

言」這類訊息的態度，以及散佈「澄清謠言」訊息的可能性與意願。 

問題 23. 受眾對一般網路訊息的相信程度 
問題 24. 受眾對一般網路訊息的轉寄情形 
問題 25. 受眾對一般網路訊息的閱讀仔細度 
問題 26. 受眾的刪信行為 
問題 27. 受眾對一般闢謠訊息的相信程度 
問題 28. 受眾對一般闢謠訊息的轉寄情形 

網路環境之下，大眾對於訊息的選擇性與懷疑度提高，「訊息惰性」出現使得閱聽

大眾愈來愈不相信自己所接收到的網路訊息，而對每個消息來源都漸漸的採行「忽略」

或是「刪除」的自我篩選過程。問題 23.~25.三題為評估網路訊息惰性的逆向指標，問

題 26 則為評估網路訊息惰性的正向指標，這四題皆以七點李克特指標來作為衡量的工

具。 

問題 23.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相信」(代表值 7) 至「非常相信」(代表值 1) 的
七個選項，由此來評估受眾對於收到一般網路訊息時的相信程度；第 24.題則讓受測者

勾選「完全不轉寄」(代表值 7) 至「幾乎都轉寄」(代表值 1) 的七個選項，了解受測者

對一般網路訊息的轉信態度與行為；第 25.題則有從「非常不仔細」(代表值 7) 至「非

常仔細」(代表值 1) 的七個選項，用以評量受眾對一般網路訊息的閱讀仔細度；問題 26.
為正向題，提供「非常不同意」(代表值 1) 至「非常同意」(代表值 7) 的七個選項，用

來理解網路使用者的刪信行為。 

問題 27 及 28 主要在了解一般網路使用者對於闢謠訊息的訊息相信程度與轉信行

為，藉以了解受試者對於闢謠訊息的感受與反映是否有所差異。此二題皆以七點李克特

尺度來衡量，讓問卷受測者勾選「非常不同意」(代表值 7) 至「非常同意」(代表值 1) 的
七個選項。由於本研究的主題除了謠言之外，還包括了闢謠訊息，是故在衡量網路訊息

惰性時，同時將受眾對闢謠訊息的相信度與轉寄情形貢獻入訊息惰性的指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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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六題指標的得分值愈高，則網路惰性愈高；得分愈低，則惰性愈低，故在探

討惰性的多變量分析時，將以此指標來衡量。 

8. 第八部分：網路轉信行為 

問題 29. 衡量受眾一般轉信名單人數 

這部分只有一個題目，主要衡量受眾在轉寄訊息時的名單的人數。問題的答案有七

個選項：0~30 人以 10 個人為單位間隔，總共有三個選項；31~70 人以 20 個人為單位間

隔，總共有二個選項；第六個選項則為 71~100 人，第七個選項則為超過 100 人。 

9. 第九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這部分的題目主要衡量受試者的「網路使用行為」與「人口統計因素」，以了解這

些變數是否會影響人們散佈網路訊息的意願與行為。 

Kapferer (1990) 的理論曾經提到，女性比男性容易散佈謠言，而且教育程度低的人

比教育程度高的人來得容易散佈謠言。問題 30.~33.則是由這些人口統計變數來了解散

佈謠言的行為是否會因為這些變數而有差異。 

問題 30. 受眾的性別 

本題有男、女兩個選項，為單選題。 

問題 31. 受眾的年齡 

本題採受測者自行填寫的方式，由受眾填寫自己的中華民國出生年次。 

問題 32. 受眾的學歷 

本題主要詢問受測者的教育程度，在學者則填寫目前的學歷，總共分為國中及以

下、高中及高職、專科、大學以及研究所以上等五個選項。 

問題 33. 受眾的職業 

本題主要用來了解受測者的個人職業背景，共有九個選項：學生、公教人員、一般

工商基層人員、公司或機構中級以上主管、專業人員 (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
職業軍人、農漁牧業者、家管以及其它。 

另外，網路是種新的傳播媒體，而受眾的網路使用行為，是否也會影響到網路訊息

的傳遞行為呢？問題 34.~36.則是用來了解受測者的網齡與使用頻率，研究不同的網路

使用情況是否會影響謠言以及闢謠訊息的散佈。 

問題 34. 受眾的網齡 

本題主要詢問受測者上網至今總共有多長的時間，選項有七個：1 年及以下、超過

1 年未滿 2 年、超過 2 年未滿 3 年、超過 3 年未滿 5 年、超過 5 年未滿 7 年、超過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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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10 年以及 10 年及以上。 

問題 35. 受眾一般工作日的網路使用頻率 

本題主要詢問受測者一般工作日使用網路的頻率，選項有六個：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8 小時、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4 小時但不到 8 小時、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2 小時但不到 4 小

時、平均每日使用超過 1 小時但不到 2 小時、平均每日使用不超過 1 小時以及從不使用。 

問題 36. 受眾假日的網路使用頻率 

本題主要詢問受測者在假日使用網路的頻率，由於有些人因為工作或是習慣的緣

故，假日與一般工作日的網路使用頻率會有差異，故設計此題來衡量，答案的選項有六

個：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8 小時、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4 小時但不到 8 小時、平均

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2 小時但不到 4 小時、平均每個假日使用超過 1 小時但不到 2 小時、

平均每個假日使用不超過 1 小時以及假日從不使用。 

問題 37. 受眾的電子郵件信箱 

此題為自由意願填寫題，主要是可以追溯受試者的電子郵件信箱，了解受試者對於

實驗標的訊息的接收狀況，也可以在發現問卷填答有若干問題時，直接以電子郵件聯絡

受試者，向其解釋問卷的題意與獲得更真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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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步驟與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方式，來觀察網路謠言的散佈情形，實驗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實驗一

以操弄四則謠言進行，分九個階段完成，實驗步驟概念如圖 3-4-1 所示；實驗二則比較

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散佈行為差異，主要分為七個階段，實驗步驟概念如圖 3-4-2 所示。 

 

 

 

 

 

 

 

 

 

 

 

 

 

 

 

 

 

 

 

 

圖 3-4-1 本研究實驗一之步驟概念圖：四則謠言操弄 

實驗最後，對所有的受測者發出謠言澄清信，將
實驗所使用之標的謠言失效化，使本實驗可能造成的
道德爭議與傷害減低到最小，並將實驗作個完整的結
束。 

步驟九 

散佈闢謠文章結束實驗 

利用電子郵件及全球資訊網所收集的問卷資料，
以統計分析軟體計算與討論結果，並觀察計數器的人
數累計，了解謠言散佈的速度與情形，將資料以圖形
分析，求出數學近似模式，以數理模型來解釋謠言散
佈的動態形貌。

謠言散佈實驗進行一星期之後，本研究使用
HTML 語言編輯問卷，並以電子郵件法直接接觸實驗
受眾，徵求填答；問卷回收一星期之後，再以電子郵
件催收問卷，並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將問卷置於網路
上，通知受眾網址並邀請填寫。

將前測操弄完成的四則謠言以Html語言編輯成電
子信件，並使用 Site Meter, Inc.的計數器附在郵件當
中，利用 MS Outlook 郵寄給四組結構類似的受眾，利
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觀察謠言散播的受眾數目與速度。 

利用 BBS 徵求網路志願者參與實驗，共徵得 16
名志願者，而電子郵件名單總數為 1148 人。其中包括
比較會散佈網路消息的名單 68 人。實驗則將名單分成
四組，每組 287 人，每組包括較會傳遞網路訊息的 17
人，隨機分配名單。

第三次前測亦利用網路問卷，將前測 (II) 謠言的
操弄差異加大，最後將不確定性與不安這兩個變數結
合成為「渾沌不安」這個變數，使謠言的操弄變成四
則 (2X2)，此次的操弄確定四則謠言的可相信度與渾
沌不安皆差異顯著。

第二次前測同樣利用網路問卷，將步驟二所選出
之標的謠言，以三個變數修改內容，操弄出八則謠言 
(2X2X2)，並以隨機選取問卷方式讓受試者填答，由本
次的調查來了解變數的操弄是否顯著，並根據結果來
擬定修改謠言的方向，使操弄達到明顯差異。 

利用網路問卷的方式，以三個變數來操弄兩則候
選的謠言，故總共有十六則謠言 (2X2X2X2)，本研究
以隨機選取問卷的方式讓前測受試者填答，由前測的
結果了解變數的操弄是否顯著，並選擇出其中的一則
謠言作為實驗的標的謠言。

透過網路選取幾則常見的謠言，並依本研究的謠
言選取原則，在不違反道德規範與傷害他人的方式之
下，選出兩則候選標的謠言來作文字操弄，依可相信
度、不安與不確定性三個構面，設計本實驗的「操作
謠言」。

步驟八 

步驟七 

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步驟六 

實驗：四則謠言散佈實驗進行

步驟五 

徵詢網路志願者與電郵名單 

步驟四 

前測 (III)：底定四則操弄謠言

步驟三 

前測 (II)：修改與操弄標的謠言

步驟二 

前測 (I)：決定標的謠言  

步驟一 

選擇候選標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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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本研究實驗二之步驟概念圖：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比較 

 

本小節將由實驗一的各階段談起，將各步驟的詳細方法與初步結果作完整的比較，

包括標的謠言的選擇方式、三次前測的調查、電子郵件名單的分類原則、散佈實驗的進

行與模式發展等。至於正式實驗的結果與模式的發展，則留待第四章討論。 

 

實驗最後，將謠言的澄清信發給謠言組所有成
員，讓實驗所使用之標的謠言失效化，使本實驗可能
造成的道德爭議與傷害減低到最小，並將實驗作個完
整的結束。 

步驟七 

散佈闢謠文章結束實驗 

利用電子郵件及全球資訊網所收集的問卷資料，
以統計分析軟體計算與討論結果，並觀察計數器的人
數累計，了解謠言與闢謠訊息散佈的速度與情形，將
資料用圖形分析，對照實驗一求出的數學模式與分析
比較。 

本研究使用 Html 語言編輯問卷，並以電子郵件法
直接接觸受眾，徵求填答；問卷回收一星期之後，再
以電子郵件催收，並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將問卷置於
網路上，通知受眾網址並邀請填寫。 

謠言散佈一週之後，謠言組直接進入步驟五進行
網路問卷調查，闢謠組則依步驟三謠言散佈的方式，
將闢謠訊息散播予闢謠組的受眾，在闢謠訊息傳佈一
個星期之後，進入步驟五進行問卷調查。 

 
將步驟一選擇的謠言。以 Html 語言編輯，並使用

Site Meter, Inc.的計數器附加在郵件中，用 MS Outlook
將謠言散佈至闢謠組與謠言組各 332 個樣本當中，利
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觀察謠言散播的受眾數目與速度。 

名單來自於作者本身通信的好友群，以及生活型
態分析網意見表達團名單，總共 664 人。其中包括比
較會散佈網路消息的名單 12 人。實驗則將名單分成兩
組，每組 332 人，各組包括較會傳遞網路訊息的 6 人，
隨機分配名單。 

 
透過網路選取一則廣為流傳的謠言，以及澄清謠

言的訊息，而這則謠言的訊息必須與實驗一的謠言主
題相關，以利兩個實驗的對照比較。 

步驟六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步驟五 

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步驟四 

實驗：闢謠訊息散佈 

步驟三 

實驗：標的謠言散佈實驗進行

步驟二 

整理實驗用的電郵名單 

步驟一 

選擇標的謠言與闢謠訊息 
謠言

謠
言
組 

闢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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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一：四則謠言操弄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的目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與不安 (Anxiety) 是
謠言散播的主要影響變數，而可相信度 (Credulity) 在謠言的傳播鏈中是個中介變數 
(Mediating factor) (Difonzo et al., 1994)，為了瞭解這三個因素如何影響謠言的散佈，實驗

一利用組間比較 (Between comparison) 的方法，以文字敘述來操弄這三個變數，並先以

前測選擇操弄的訊息。 

本研究的前測有三個階段，前測 (I) 之目的主要是決定標的謠言，由原先所選擇出

的兩則候選謠言當中，擇一較適合者；前測 (II) 之目的則在修改與操弄標的謠言，測

試謠言的操弄是否效果顯著；前測 (III) 之目的在底定最後標的謠言，將謠言的文字操

弄加重，讓謠言的差異更顯著，最後並選出四則代表性謠言來進行實驗。以下本研究將

由謠言的選擇與操弄談起，而各項前測的方式、過程與結果，亦將詳述如下： 

1. 謠言的選擇 

本研究所選擇的所有網路謠言，主要皆來自於東森新聞網―「網路追追追」

(http://www.ettoday.com/etrumor/index.htm)。「網路追追追」彙整了台灣網路上常見的許

多謠言，並具有報案窗口與破案闢謠的相關訊息，將謠言分類為消費後窗、醫療科技、

社會名人與啥米攏有等四大部分，隨時更新最近的訊息與追蹤報導，是台灣目前較具規

模與公信力的謠言蒐集與澄清網站。由於該站資料豐富，並有相對於謠言的闢謠訊息，

對實驗來說有相當大的助益，故擇訂此網站作為本研究選擇標的謠言的主要來源。 

由於謠言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爭議，也會對當事者造成相當的傷害與名譽損失，而太

廣為流傳或是目標群眾過小的謠言，對於實驗的操弄又會造成難以執行的遺憾，故本研

究依循以下的原則與標準，試圖將爭議與負面效果降至最低，並評量適合實驗進行的標

的謠言： 

(1). 謠言的內容不涉及嚴重毀謗或傷害個人、團體以及企業； 

(2). 謠言的內容不超越倫理道德的界線與批判社會規範； 

(3). 謠言的內容不會造成人心動亂與社會恐慌； 

(4). 謠言必須是已經存在的，而非完全憑空捏造的； 

(5). 謠言必須是具有求證結果，可以事後澄清的； 

(6). 謠言未經由大眾媒體報導或澄清，閱聽人仍舊不清楚真相者； 

(7). 謠言的內容與課題必須是跟大部分網路受眾有興趣的； 

(8). 謠言必須要容易以文字操弄的； 

(9). 謠言必須要以中文為主，長短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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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謠言儘量選擇新奇少見但代表性高的，避免讓受眾以刻板印象來衡量； 

依照上述的十項原則，本研究選擇了「網路駭客」(附錄一) 與「冤枉受罰」(附錄

二) 兩則謠言作為候選標的。這兩則謠言皆不涉及嚴重的毀謗，也不超過倫理道德的底

線，謠言內容也不煽動，而網路上對於駭客、病毒、罰單的謠言十分的眾多，這兩則謠

言代表性很強，且早已流傳存在，但卻未完全流通，故一般網路受眾仍會覺得新奇，而

謠言的內容與一般網路的使用者關係亦非常密切 (都要上網、都可能被罰)，並且操弄容

易，算是適合的候選謠言。而操弄謠言的目的，主要是要讓不同的謠言有不同的屬性，

以利於實驗的控制操縱。本研究以不同的文字語意去表達相同精髓的同一則謠言，以期

獲得長度、結構與外觀類似的謠言組，操弄的主要原則為： 

(1). 每則謠言的文字數、段落長度要類似； 

(2). 每則謠言的操弄結構要能對照與類似； 

(3). 操弄的重點文字儘量放在文章前、段落前以及結語； 

(4). 文章的主旨亦為操弄的重點； 

(5). 謠言的主旨與內容精髓要保存，文字只是加重/輕受眾對謠言的感覺； 

(6). 操弄後的謠言字數與長度要適當，不要過於冗長； 

(7). 操弄後的謠言亦必須符合道德原則，減少爭議與適合實驗進行； 

2. 前測 (I) ― 決定標的謠言 

由於前測 (I) 的目的主要在選出標的謠言，故如何將謠言作適當的操弄，使得問卷

調查出來的結果具有明顯差異鑑別度，則謠言的操弄方式非常的重要。以下則由前測 (I) 
謠言的操弄方式談起，並將詳細的過程與方法、樣本回收以及結果等作一清楚的介紹與

分析。 

(1). 謠言操弄的方式 

而為使本研究所選擇的兩則候選謠言能具有不同的顯著差異效果，達到實驗控制

變因的目的，所以本研究在作謠言的文句與內容變化時，特別注意文字的操弄方式，

並歸納出幾個重要規則，如表3-4-1及表3-4-2所示，其操弄內容則詳見附錄一、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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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前測 (I)：「網路駭客」謠言操弄規則 

      操弄
方式

操弄 
變數 

高 低 

可相信度 
 消息來自國內最大的防毒軟

體公司 
 消息由寄件者第一人稱陳述

不安 
 感染病毒、資料全毀、資訊

被偷、成績被改 
 駭客沒那麼容易破壞資料

庫，需要時間破解 

不確定性 
 即使拔掉網路線，也無法百

分之百杜絕駭客 
 網路安全無法被保證 

 只要拔掉網路線，就能夠百分

之百杜絕駭客 
 拔線方式是最安全的防火牆

 

表3-4-2 前測 (I)：「冤枉受罰」謠言操弄規則 

      操弄
方式

操弄 
變數 

高 低 

可相信度 
 消息來自某知名有線新聞台

 國道警察隊回應解釋 

 消息來自寄件者的一個公司

同事 
 根據相關規定解釋 

不安 
 罰3000元 
 加開兩張罰單 
 妨礙公務 

 罰600元 
 未被刁難 
 未被處以最高罰金 

不確定性 
 人民無力與警察開單對抗 
 警察執法規則、紀律沒有一

定程序標準 

 人民可以經由申訴管道獲得

平反 
 不與警察衝突、維護自己權利

可獲得合理裁決 

 

(2). 前測 (I) 進行的步驟與過程 

經選擇出「網路駭客」與「冤枉受罰」兩則謠言之後，前測 (I) 根據各謠言的操弄

規則，以文字操弄出總共十六則不同的謠言訊息，每則皆具有不同的可相信度、不安與

不確定性，而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的資料，針對兩則謠言各發展出一份調查問卷 (詳見

附錄四)，問卷主要鑑定的變數除了上述的三個變數之外，還包括訊息的傳播行為、涉

入程度與基本資料等。 

前測 (I) 以全球資訊網法來作問卷的調查與回收，而問卷主要以HTML與ASP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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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並輔以MS Access資料庫系統，收集受試者所填寫的資料。首頁置於政大企研所

別蓮蒂老師行銷資訊網 (http://gsba.nccu.edu.tw/lienti/rumor/index.asp)，進入首頁之後先

表明問卷設計者的身分與前言，再以隨機的方式，讓問卷填寫者進入填寫兩則謠言的各

一則操弄 (每則謠言各有八則操弄)，也就是每個填答者都被設計必須填寫一份「網路駭

客」以及一份「冤枉受罰」謠言操弄之後的問卷 (網路問卷的版面與設計請參考附錄三)。 

問卷進行的時間自20002年9月17日起至2002年9月24日止，樣本主要是以政大企研

所碩士班第35、36、37屆學生 (包括一般生與在職生) 為主，還包括某外商特化品公司

與一家國內的貿易公司，總共約300人左右，另外並在台大椰林BBS心理系版、管理學

院版，政大貓空BBS企管系版等刊登徵求問卷填寫的廣告，經由篩選及過濾之後，總計

回收有效樣本包括「網路駭客」謠言134份、「冤枉受罰」謠言123份。 

(3). 前測 (I) 結果與分析 

資料回收之後，本研就利用雙尾T檢定的方法，將可相信度、不安以及不確定性三

個變數對應實驗中所操弄的方式，分析謠言的操弄是否效果顯著。可相信度的指標則以

第6、7、8三題平均值為量度；不安的指標以第9、10題的平均值評量；不確定性則以第

11、12題的平均值來評估。 

分析發現，「網路駭客」謠言的操弄結果在三個變數構面皆不顯著，其詳細結果如

表3-4-3所示，可相信度方面，t值=-0.9809，可見文字的操弄效果必須加強；至於不安與

不確定性方面，兩者的操弄度差異性皆十分的低，t值分別為0.5083與0.6067，操弄度低

的平均值甚至還超過操弄度高的平均值，可見「網路駭客」謠言的操弄結果並不理想。 

 
表3-4-3 前測 (I)：「網路駭客」謠言的t檢定結果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p值 

高 3.5820 1.3652 
可相信度 

低 3.3521 1.3415 
-0.9809 0.3285 

高 3.9254 1.2800 
不安 

低 4.0448 1.4348 
0.5083 0.6121 

高 4.3000 1.1347 不確定性 

低 4.4130 1.0144 
0.6067 0.5452 

(N=134) 

 

「冤枉受罰」謠言的操弄結果在三個變數構面也同樣皆不顯著，其詳細結果如表

3-4-4所示，可相信度方面與不確定性方面，t值分別為0.0809與0.2299，操弄度低的平均

值都超過操弄度高的平均值，可見這兩個變數操弄並不理想。而不安的操弄度t值則達到

-0.9804，同樣也未達顯著水準，可見「冤枉受罰」謠言的操弄結果同樣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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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 前測 (I)：「冤枉受罰」謠言的t檢定結果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p值 

高 4.2859 0.1214 
可相信度 

低 4.3018 0.1586 
0.0809 0.9356 

高 4.4143 1.1857 
不安 

低 4.2049 1.1488 
-0.9804 0.3289 

高 3.6935 0.8462 
不確定性 

低 3.7295 0.8878 
0.2299 0.8186 

(N=123) 

 

根據文獻探討的可知，由於不安與不確定性是謠言散佈的重要變數，加上操弄這兩

個變數實有道德上的限制，在文字操弄上是比可相信度謹慎困難的。尤其人們對於不安

與不確定性的感受比可相信度來得模糊，故選擇一則能在「不安」與「不確定性」上能

有操弄差異的謠言對於接下來的加深操弄是比較適合的。由兩則謠言的操弄結果比較得

知，「冤枉受罰」謠言在不安此一變數的t值已達-0.9804，進一步擴大操弄得差異比起

「網路駭客」謠言來得容易，故在兩者權衡之下，本研究選擇「冤枉受罰」謠言來作為

下一階段修改與操弄的標的謠言。 

接著進行問卷的信效度檢定，「冤枉受罰」謠言問卷第4~8題的Cronbach’s α值皆大

於0.7，在衡量不安與不確定性時，屬於高信度的問題；第15~20題衡量涉入度的α值則

偏低，整體來說並未達0.35的門檻標準，只有第17題與第20題高於0.35，尤其是第18題

的α值只有0.0684，十分偏低，於是在進入前測 (2) 之後，將重新修改此題，進行測試。 

3. 前測 (II) ― 修改與操弄標的謠言 

前測 (II) 的目的主要在選出標的謠言之後，將標的謠言作深化的操弄，使得各則

操弄差異明顯。由於前測 (I) 所選出的「冤枉受罰」謠言在可信度、不安以及不確定性

的操弄差異度都尚未達到顯著水準，於是前測 (II) 必須加深這幾則謠言的文字操弄與

變化，以期達到操弄效果。 

(1). 謠言深化操弄的方式 

為使前測 (I) 所選出的八則「冤枉受罰」謠言皆能達操弄顯著標準，前測 (II) 使
用以下幾個操弄的規則與方式，加大各變數的差異效果，如表3-4-5所示，其操弄內容則

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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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 前測 (II)： 「冤枉受罰」謠言深化操弄的規則 

      操弄 
方式 

操弄 
變數 

高 低 

 
可相信度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高的

某有線新聞台日前的追蹤報

導 
 國道警察隊回應解釋 
 正確的罰則、罰鍰金額與文

句用詞等 

 我公司業務部門的一個

同事最近告訴我一件事 
 根據相關規定解釋 
 錯誤的罰則、罰鍰金額與

文句用詞等 

 
不安 

 

 罰3000元 
 被刁難、加重處罰 
 污辱、妨礙公務 
 警察開罰單的壓力與高額罰

金造成民眾不安 

 罰1200元 
 未被刁難、減輕處罰 
 未被處以最高罰金 
 守法與正確態度可以減

低不安 

 
不確定性 

 

 暗處偷拍與充滿不確定性的

開單標準 
 警察執法規則、紀律沒有一

定程序標準 
 申訴無用 
 人民愈到警察只能自認倒

楣，躲也躲不了 

 警察雖有業績壓力但是

執法仍有一定程序 
 人民可以經由申訴管道

獲得平反 
 將近一半的裁決成功 
 不與警察衝突、維護自己

權利可獲得合理裁決 

 

 

(2). 前測 (II) 進行的步驟與過程 

經深化操弄之後，前測 (II) 將八則謠言套用在新的問卷上面，本次問卷有23題，

比前測 (I) 少了五題，主要剔除了訊息內容的正負面與恐懼/希望感受這兩題 (因為並非

本研究主要的操弄課題)，以及信件轉寄者的可信度、收信與轉信行為等三題 (因為此三

題於正式謠言實驗時才必須考慮)，至於原本前測 (I) 問卷的第1題「在x年x月x日之前

是否看過上面這則網路訊息」，則修改為前測 (II) 問卷的第15題「請問你在填答這份

問卷之前，是否已經看過這則網路訊息」；前測 (I) 第18題的「被開罰單之後，若能跟

警察求情或是買通關係來消掉罰單，即使要付出一點代價也是值得的」則修改為前測 (II) 
第12題「即使低聲下氣、耗時費力，我也會盡量想辦法說服警察不要開單」。原本的第

一部份「訊息的接受」則移到第五部分，避免讓填答者誤會要看過相關訊息的人才能填

答，因而減低了填答的可能性與意願，也能減少受眾對於問卷所產生的文意誤解。(詳
細問卷請參考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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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II) 同樣以全球資訊網法來作問卷的調查與回收，收集受試者所填寫的資

料。首頁則同樣置於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別蓮蒂老師所設置的行銷資訊網 
(http://gsba.nccu.edu.tw/lienti/rumor/index.asp)，進入首頁之後先表明問卷設計者的身分與

前言，再以隨機的方式，讓問卷填寫者進入填寫八則謠言中的其中一則。 

問卷進行的時間自20002年10月4日起至2002年10月8日止，樣本主要以醫療從業人

員 (約20人)、外貿協會 (約30人)、網路上徵求問卷 (包括政大貓空BBS心理系版，師大

化學系站BBS，台大批踢踢實業坊BBS政大MBA校友會版以及便利網路徵求填答志願者) 
為主，經由篩選及過濾之後，總計回收有效樣本83份。 

(3). 前測 (II) 結果與分析 

前測 (II) 同樣用雙尾t檢定來分析可相信度、不安以及不確定性三個變數經加深操

弄後是否效果顯著。可相信度以第2、3、4三題平均值為量度；不安的指標以第5、6題
的平均值評量；不確定性則以第7、8題的平均值來評估。 

分析結果發現，「冤枉受罰」謠言在加深操弄之後，三個變數構面差異效果仍舊不

顯著，其詳細結果如表3-4-6所示。可相信度方面，t值=-1.1913，比起前測 (I) 的0.0809
高出許多，可見文字的深化操弄在此一構面雖然不顯著，但已達加強效果，而且十分明

顯；至於不安方面，t值=-0.4048，比起前測 (I) 的t值-0.9804結果差了許多，可見不安

的加深操弄並沒有拉大差異，反而讓操弄的效果變差，這部分有必要再檢討與加大差

異；不確定性方面，t值已達-0.3105，操弄的效果比起前測 (I) 的0.2299已有擴大的趨勢，

但同樣未達顯著標準。由上述可知，三個變數的操弄皆未達標準，必須再次修改謠言，

進入前測 (III) 來檢驗新的操弄結果。 

 

表3-4-6 前測 (II)： 謠言的t檢定結果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p值 

高 4.2358 1.0910 
可相信度 

低 3.9524 1.0759 
-1.1913 0.2370 

高 4.1081 1.1434 
不安 

低 4.0000 1.2867 
-0.4048 0.6867 

高 4.4419 1.1963 
不確定性 

低 4.3625 1.1322 
-0.3105 0.7570 

(N=83) 

 

至於問卷的信效度檢定方面，前測 (II) 衡量可相信度問卷第1~4題的Cronbach’s α
值依舊全部大於0.7，屬於高信度的問題；問題第9~14題的α值則仍然偏低，皆未達0.35，
第12題在修改題目之後，依舊只達-0.0136的水準。為了解決衡量信效度的問卷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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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擬在前測 (III) 加入Rosnow, Esposito & Gibney (1988) 對於「重要性」衡量的題目，

冀望對涉入度的衡量能有所助益。 

4. 前測 (III) ― 底定四則操弄謠言 

前測 (III) 的目的主要在底定最後標的謠言，由前測 (II) 的結果得知，可相信度、

不安與不確定性的操弄差異仍未達顯著標準，有必要將標的謠言作更深化的操弄，使得

各則操弄差異明顯。 

(1). 謠言更深化操弄的方式 

為使前測 (II) 操弄過後的八則謠言能夠擴大差異以達顯著水準，前測 (III) 使用以

下幾個更深化操弄的規則與方式，加大各變數的差異效果，如表3-4-7所示，其操弄內容

則詳見附錄六。 

 

表3-4-7 前測 (III)：「冤枉受罰」謠言深化操弄的規則 

      操弄 
方式  

操弄 
變數 

高 低 

 
可相信度 

 

 消息來自台灣收視率最

高的某有線新聞台日前

的追蹤報導 
 受害者為中和的一位黃

先生 
 國道警察隊回應解釋 
 正確的罰則、罰鍰金額與

文句用詞等 

 這個消息是我公司業務

部門的一個同事最近告

訴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不

是真的 
 受害者為同事的一位朋

友 
 根據相關規定解釋 
 錯誤的罰則、罰鍰金額與

文句用詞等 

 
不安 

 

 罰將近5000元 
 被刁難、加重處罰 
 污辱、妨礙公務 
 強押至警察局偵訊、訴訟

 罰單林林種種 
 警察開罰單的壓力與高

額罰金造成民眾焦慮 
 謠言主旨加強不安感 

 罰600元 
 未被刁難、減輕處罰 
 未被處以最高罰金 
 警察從輕量刑、態度好 
 罰金不高且效果有限 
 守法與正確態度可以減

低焦慮 
 謠言主旨降低不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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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4-7 前測 (III)：「冤枉受罰」謠言深化操弄的規則 

      操弄 
方式  

操弄 
變數 

高 低 

 
不確定性 

 

 爭議罰單很多，充滿陷阱

的規則讓民眾無所適從

 警察執法公正不一、沒有

一定程序標準 
 申訴無用 
 人民愈到警察只能自認

倒楣，躲也躲不了 
 謠言主旨加強不確定感

 罰單爭議可以平反 
 警察雖有業績壓力但是

執法仍有一定程序 
 人民可以經由申訴管道

獲得平反 
 不與警察衝突、維護自己

權利可獲得合理裁決 
 謠言主旨降低確定感 

 

 

(2). 前測 (III) 進行的步驟與過程 

不僅八則謠言再次的深化操弄，前測 (III) 的問卷增加到26題，詳細問卷請參考附

錄七。與前測 (II) 比較起來，其主要的不同與改變有： 

i. 將前測 (II) 問卷的第2、第3題合併成前測 (III) 問卷的第2題，主要是將消息來

源可信度以單一問題來衡量； 

ii. 在評估人心的不安時，將「焦慮不安」這個字眼換成「擔心」，並以「看到這件

事情之後」以及「一般來說」兩個字眼來區別訊息引起的不安和情境不安； 

iii. 將衡量情境不確定性的題目加入，成為問卷第7題，並以「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以及「一般來說」兩個字眼來區別訊息引起的不確定性和情境不確定性； 

iv. 修改前測 (II) 問卷中調查行為不確定性的第8題，將「訊息中所述的傷害」改成

前測 (III) 問卷裡面的「冤枉而遭開單」，讓問卷主題更明確易瞭； 

v. 前測 (II) 剔除了訊息內容的正負面與恐懼/希望感受這兩題，當初因為這兩個變

數並非本研究主要的操弄課題，而且為了讓問卷簡短，故將其刪除；但前測 (III) 
由於已經是最後的測試了，故重新將其納入，觀察受測者的看法； 

vi. 前測 (III) 問卷加入了事件是否與自己相干的主題 (第11題)，用來衡量謠言對受

眾的「重要度」； 

前測 (III) 仍以全球資訊網法來作問卷調查，首頁置於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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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蓮蒂老師行銷資訊網 (http://gsba.nccu.edu.tw/lienti/rumor/index.asp)，進入首頁之後

先表明問卷設計者的身分與前言，再以隨機的方式，讓問卷填寫者進入填寫八則加深操

弄謠言中的其中一則。 

問卷進行的時間自20002年10月15日起至2002年10月22日止，樣本主要以網路上徵

求問卷填答為主 (包括各BBS雲嘉校友會版、利用KKCity、台大椰林與政大貓空在名片

檔上徵求問卷填寫等)，以及台灣生技名錄與政大企研所校友等名單，經由篩選及過濾

之後，總計回收有效樣本162份。 

(3). 前測 (III) 結果與分析 

前測 (III) 同樣以雙尾t檢定來分析可相信度、不安以及不確定性三個變數的操弄效

果。可相信度的指標則以第2、3題平均值為量度；不安的指標以第4、5題的平均值評量；

不確定性則以第6、7、8題的平均值來評估。 

分析之後，其詳細結果如表3-4-8所示，結果發現謠言再次加深操弄之後，可相信

度方面的t值=-2.6522，已達顯著標準；至於不安方面，t值=-1.4173，比起前測 (II) 的t
值-0.4048高出許多，也比前測 (I) 的-0.9804結果高，可見不安的加深操弄的確拉大差

異，但並未達顯著；不確定性方面，t值已達-1.2497，比起前測 (II) 的-0.3105，操弄的

效果也大幅擴大，但亦未達顯著標準。 

 

表3-4-8 前測 (III) ：謠言的t檢定結果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p值 

高 4.4259 1.0929 
可相信度 

低 3.9630 1.1285 
-2.6522 0.0088** 

高 4.4444 1.3601 
不安 

低 4.1420 1.3561 
-1.4173 0.1583 

高 4.4875 1.1238 
不確定性 

低 4.2764 1.0221 
-1.2497 0.2132 

(N=162, *p<0.05, **p<0.01, ***p<0.001) 

 

由於前測經過三次的操弄之後，可相信度雖然已經達到顯著效果，但不安與不確定

性仍未跨過顯著水準的門檻，因此，本研究決定參考Esposito與Rosnow (1984) 的謠言散

佈模型 (詳見本文第2-54頁)，將不安×不確定性作為衡量謠言散佈的一個變數 (如圖

2-5-2所示)，我們將這個變數稱為「渾沌不安」，也就是人們處於對事件的不確定感與不

安感受的一種心理狀態，而這種狀態則以「平撫內心不安的刺激」與「個人的知識結構」

為具體的基礎，影響人們散佈謠言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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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本研究將變數縮減為2，由原本的八則謠言刪除四則，只留下謠言3-FINE01、
謠言3-FINE03、謠言3-FINE06與謠言3-FINE08等操弄 (如表3-4-9所示)，同樣進行雙尾t
檢定，以檢查兩個變數操弄下效果是否能達到顯著。 

 

表3-4-9 前測 (III) 謠言的變數縮減情形 

  受眾所感受到的混沌不安 

  受眾的不確定性+不安 
高 

受眾的不確定性+不安

低 

可相信度 
高 

謠言 3-FINE01 
(謠言 A) 

謠言 3-FINE06 
(謠言 C) 

謠言可相信度 
可相信度 

低 
謠言 3-FINE03 

(謠言 B) 
謠言 3-FINE08 

(謠言 D) 

 

 

分析之後，其詳細情形如表3-4-10所示，結果發現謠言變數縮減後，可相信度方面

的t值=-2.6522，已達顯著標準；至於渾沌不安方面，t值=-2.3587，也同樣達到顯著水準，

可見變數縮減之後，四則謠言的操弄效果已經達到差異顯著的目的，於是本研究將這四

則謠言正式命名為謠言A、謠言B、謠言C與謠言D，作為實驗一的操作標的謠言，其內

容詳見附錄八。 

 

表3-4-10 前測 (III) ：謠言變數縮減後的t檢定結果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 p值 

高 4.4872 1.1892 
可相信度 

低 3.8000 1.3243 

-2.4279 0.0175* 

高 4.5077 0.9914 
渾沌不安 

低 4.0150 0.8586 
-2.3587 0.0209* 

(N=79,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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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定四則謠言之後，接著進行問卷的信效度檢定，衡量可相信度的問卷第1~3題

Cronbach’s α值全部大於0.7，整體α值高達0.874，皆為高信度；問題4~8為衡量渾沌不安

的五個題目，α值最小的第7題也達0.5697，整體α值也高達0.724，故其信度亦可接受：

至於涉入度的評估方面，六個因素的整體α值為0.415，也達勉強接受標準，至此前測 (III) 
的問卷經修正後已大致底定，可以運用在正式實驗當中。 

正式實驗的問卷由於必須評估人們散佈謠言的意願與謠言的散佈情形，於是除了前

測 (III) 的所有問題之外，另外加入了傳播訊息的可能性 (第1題)、訊息的傳遞 (第2、3
題)、轉信者的可信度 (第6題)、對網路訊息的態度 (第23~28題) 以及網路轉信行為 (第
29題)，詳細問卷請參考本章第三節第四段的「問卷設計」部分。 

5. 徵詢網路志願者與電郵名單 

為了獲取足夠四則謠言散佈實驗的電子郵件信箱名單 (E-mail list)，本研究於2002
年11月1日至2002年11月6日期間，利用台大椰林BBS與政大貓空BBS的JOB版刊登徵求

網路實驗志願參加者的佈告，最後共有16名志願者參加本次的實驗，而這些志願者是只

是名單的提供者，並不參與實驗的進行，故不會出現事先知悉謠言的情形，影響實驗的

結果。 

16位志願者提供了1148人的名單，其中包含比較會散佈網路消息的名單68人。由於

參加者所提供的名單皆為最近一個月之內曾經通信往來的人，而且所有的名單皆不重

複，也刪除了BBS的郵件信箱，而所有參加的人除了兩位為政大學姊妹關係之外，其餘

皆互不認識，而且本研究經過完整的電子郵件信箱比對、刪除曾經參加過前試者以及重

複的名單，所以保證所有的名單皆為獨立且不受干擾。 

至於參加者的條件並無特別限制，理想中的志願者必須是電子郵件的使用者、且郵

件信箱裡面的朋友很多、喜歡使用網路、年紀稍大且最好是在職人士。但由於參加者採

志願方式，故無法完全篩選以達到理想要求的目標，仍有偏多的學生志願者，但由於網

路使用者目前仍以年輕族群與學生為主，故此一現象亦可獲得理解。對於網路使用者樣

本的均勻度來說，由表3-4-11所有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與其提供的名單來看，有七位志願

者在職，九位是學生，提供的名單總數是1148人，其中比較會轉信的人數是68人。 

至於發信者的選擇方面，由於志願者Zoekiwi本身的在職身分與網路企劃背景，加

上其為重度的電子郵件者，而且信箱裡的親友名單很多，故被選為實驗一謠言信件的發

信人，所有的謠言轉寄文章皆以「小學二年級zoe」署名，以供信件接收人辨識散佈者

的身分。名單則以隨機平均分配方式分為四組，每組人數287人，其中包括較會散佈訊

息的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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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1 實驗 (一) 參與者基本資料與提供電郵名單人數 

姓名 
性

別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職業 學歷 網齡

電子郵

件使用

頻率

提供的名單 
背景 

提供名

單總人

數 

較會轉

信者人

數 

Zoekiwi** 女 1978 台北市 
網路活動

企劃 
大學 7.5 年 重度

朋友、同學、同

事 
100 28 

小慧 女 1980 台南縣 老師 大學 4 年 重度

朋友、同學、同

事、實習老師通

訊錄名單 

44 4 

May 女 1979 台北縣 貿易公司 二專 4 年 中度

朋友、同學、醫

院護士、補習班

老師與同學 

96 - 

Story 男 1974 桃園縣 企管顧問 大學 10 年 中度 公司同事、朋友 36 4 

提摩西 男 1969

台北市 

(現居美

國) 

電 子 公

司，目前

進修中 

大學 10 年 重度
自己的親人、網

友與朋友 
92 - 

T 君 男 1976 台南市 
電腦軟體

公司 

研究

所
8 年 重度

自己的同事、下

屬與經銷商 
60 - 

W 君 男 1972 台北市 傳播 大學 8 年 中度
廣 告 公 司 同

事、朋友 
20 4 

J 君 男 1974 台北縣 
役畢、企

管研究所

研究

所
5 年 重度

朋友、同學、同

事 
92 - 

小米 男 1977 台北市 心理系 大學 6 年 中度 同學、朋友 64 12 

阿朱 女 1982 台北市 
大學在學

生 
大學 5 年 中度

自己的同學 、 

網友 
20 4 

Z 君 男 1977 台北縣 研究生 
研究

所
6 年 中度

同學 、朋友、 

網友 
60 4 

小貓咪* 女 1979 台北市 研究所 碩士 6 年 重度
自己的同學 、

家人、網友 
32 - 

S 君* 女 1981 台北市 大學 大學 5 年 重度
自己的同學 、

家人、網友 
40 - 

N 君 男 1980 台北縣 大專 大專 5 年 重度

朋友、同學、

BBS 網友、校友

會名單、通訊錄 

320 - 

R 君 男 1980 台北 大學 大學 6 年 重度 朋友、同學 44 4 

A 君 男 1981 台北 大學 大學 6 年 中度 朋友、同學 28 4 

總數 1148 68 
註一：Zoekiwi**為本實驗的發信者，所有的謠言信件署名皆為「小學二年級 zoe 」。 

註二：小貓咪* 與 S 君*兩人為學姊學妹關係。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32

6. 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 

決定好操弄謠言、問卷以及電子郵件名單之後，接下來就是實驗 (一) 的進行，本

實驗採用MS Outlook作為發信的工具，並以Site Meter, Inc.所提供的隱形網路計數器追蹤

謠言散佈的情形，詳細的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如圖3-4-3所示： 

         步驟與程序      施行時間 

 

 

 

 

 

 

 

 

 

 

 

 

 

 

 

 

 

 

 

 

圖 3-4-3 本研究實驗一之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 

散佈四則謠言訊息信件

用電子郵件法 
發出問卷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

訊網法催收問卷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

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散佈闢言文章 
結束實驗 

2002 年 11 月 8 日 
中午 12:00 

2002 年 11 月 15 日 

中午 12:00 

2002 年 11 月 20 日 

中午 12:00 

2002 年 11 月 25 日 

下午 2:00 

2002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2:00  

2002 年 11 月 30 日 

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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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散佈四則謠言訊息信件 

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8 日中午 12:00 發出謠言信件，將不同的四則操弄謠言，散

佈給之前分配完成的四組電郵名單。 

(2) 用電子郵件法發出問卷 

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00 發出問卷，將不同的四份問卷發給不同的四

個實驗群組，問卷以 HTML 格式直接寄給實驗群組 (電子郵件法)，受試者在填完問卷

後按下「填完送出」，會直接將答案送回作者的電子信箱。 

(3)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首波問卷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20 日中午 12:00 發出催收信

件，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也就是在電子郵件內容中以誠懇的語氣徵

求問卷填答，並附上問卷的全球資訊網網址，讓收信者前往網址填答，如此可以一邊以

文字打動收信者、增加填答意願，另一方面可以使信件的檔案大小減少很多，避免信箱

收件時超容或是因為內容太長而減低受試者填答的意願。 

(4)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催收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2:00 發出第二次的催收

信件。 

(5)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經過問卷的回收與計數器的回溯之後，本研究2002年11月30日中午12:00結束所有

問卷的回收，進行資料統計分析，藉使用多變量分析方法，研究各變數的關係；另外並

採用創新散播理論模式，套用在謠言傳佈模型的數學模擬上，以期獲得謠言散佈情形的

詳細構貌。 

(6) 散佈闢言文章、結束實驗 

經過所有的問卷回收與結果分析之後，為減低本實驗可能造成的道德爭議，本研究

於2002年12月20日中午12:00對所有的實驗對象發出一封謠言的澄清信函 (如附錄十

二)，結束所有的實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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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二：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比較 

實驗一主要是利用操弄渾沌不安與可相信度等變數，藉由觀察與問卷方式，了解其

如何影響謠言的散佈；實驗二則主要利用實驗一前測所發展出來的問卷與模式，對應在

闢謠效果的衡量與探討，藉由比較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散佈情形，提供一組完整的對照與

策略建議。以下本研究將由謠言以及闢謠訊息的選擇談起，再將闢謠組與謠言組的分組

情形與實驗進行的步驟流程等，作一總括的完整介紹。 

1. 謠言與闢謠訊息的選擇 

實驗二所選擇的謠言與闢謠訊息同樣來自東森新聞網―「網路追追追」，本研究擇

定了一則作者於10月18日上午9:50分所接收到的網路訊息作為標的謠言，此封謠言信件

的標題為「紅燈右轉---$5400!!」，經透過東森新聞網―「網路追追追」的查證之後，得

知此則謠言已經追查且獲得澄清33。由於此則謠言符合本研究所提到的謠言選擇原則 
(參考本文p.3-19)，且同時具有闢謠訊息，又與實驗一的「冤枉受罰」訊息類似，故可以

將實驗一所發展出的問卷與模式運用於其上，十分適合實驗二的進行，於是最終擇訂此

則謠言與闢謠訊息作為實驗標的，其內容則詳見附錄十。 

2. 實驗受眾的電郵名單 

實驗二的實驗受眾則主要來自作者自己本身的親朋好友、校友以及生活型態分析網

意見表達團的成員，名單總共有664人，其中包含比較會散佈網路消息的名單12人。作

者本身的親朋好友名單皆曾在最近一個月之內通信往來，至於校友與生活型態網的表達

成員，雖然無法確定是否仍有人使用該電子郵件信箱，但經由濾信軟體的過濾之後，已

將無用或不存在的信箱名單剔除，再加上隨機分組的結果，可確定闢謠組與謠言組的電

郵名單結構是類似的。而所有的名單也經過確認，與三個前測與實驗一皆無重複，也刪

除了BBS的郵件信箱，所以保證所有的名單皆為獨立且不受干擾。 

表3-4-12為實驗二所有的電子郵件名單背景，主要包括特別會散佈網路訊息的朋

友、常常書信往來的朋友、一般朋友、社團同學校友、生活型態分析網意見表達團等五

大部分，由作者以「鍾宏彬」本人署名發信，以供信件接收人辨識散佈者的身分。名單

則以隨機平均分配方式分為闢謠組與謠言組兩組，每組人數332人，其中包括較會散佈

訊息的各6人。 

 

 

 

 

                                                 
33 詳情請見東森新聞網―網路追追追，2002/08/04，「紅燈右轉罰 5400 有影無？」，Available at: 

http://www.ettoday.com/2002/08/05/519-1335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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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2 實驗 (二) 電郵名單背景與人數 

電子郵件名單 名單成員背景 人數 

特別會散佈網路

訊息的朋友 
大學社團朋友、同事、當兵同儕、網友 12 

常常書信往來的

朋友 
大學社團朋友、同事、當兵同儕、網友 40 

一般朋友 
曾有書信往來但不頻繁的同事、當兵同儕、網

友 
60 

社團同學校友 
高中同學、大學嘉友會、社團名單、研討會名

單 
60 

生活型態分析網

意見表達團 
成員來自於社會各階層，主要為進行生活型態

調查時，自願加入成員團者 
492 

總數  664 

 

3. 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 

決定好問卷以及電子郵件名單之後，接下來就是實驗 (二) 的進行，實驗二同樣採用

MS Outlook作為發信的工具，並以Site Meter, Inc.所提供的隱形網路計數器追蹤謠言散佈

的情形，詳細的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如圖3-4-3所示： 

(1). 謠言組施行步驟與程序 

i. 散佈謠言訊息信件 

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5 日上午 10:30 發出謠言信件，將相同的一則謠言，同

時散佈給闢謠組與謠言組的電郵名單。 

ii. 用電子郵件法發出問卷 

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10:30 發出問卷予謠言組，問卷以 HTML 格

式直接寄送 (電子郵件法)，受試者在填完問卷按下「瑱完送出」，會直接將答

案送回作者的電子信箱。 

iii.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首波問卷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10:30 發出催收

信件，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也就是在電子郵件內容中以誠

懇的語氣徵求問卷填答，並附上問卷的全球資訊網網址，讓收信者前往網址填

答，如此可以一邊以文字打動收信者、增加填答意願，另一方面可以使信件的

內容大小減少很多，避免信箱收件時超容或是因為內容太長而減低受試者填答

的意願。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36

闢謠組施行時間         步驟與程序     謠言組施行時間 

 

     

 

 

 

 

 

 

 

 

 

 

 

 

 

 

 

 

 

 

 

 

 

 

圖 3-4-3 本研究實驗二之實驗進行步驟與程序 

散佈謠言訊息信件 

散佈闢謠訊息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 
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 

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散佈闢言文章 
結束實驗 

闢謠組

用電子郵件法 
發出問卷 

用電子郵件法 
發出問卷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

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

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謠言組

2002 年 11 月 5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1 月 12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1 月 19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1 月 26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2 月 1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2 月 6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1 月 17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1 月 22 日

上午 10:30 

2002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2:00  

資料分析 
與 

模式研究 

資料分析 
與 

模式研究 

2002 年 12 月 11 日 
中午 12:00 

2002 年 11 月 27 日

中午 12:00 

比
較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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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催收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30 發出第二次的

催收信件。 

v.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經過問卷的回收與計數器的回溯之後，本研究2002年11月27日中午12:00結束謠

言組問卷的回收，進行資料統計分析，藉使用多變量分析方法，研究各變數的

關係；另外並採用創新散佈模式，套用在謠言傳佈模型的數學模擬上，以期獲

得謠言散佈情形的詳細構貌。 

vi. 散佈闢言文章 

經過所有的問卷回收與結果分析之後，為減低本實驗可能造成的道德爭議，本

研究於2002年12月20日中午12:00對所有的謠言組的實驗對象發出闢謠的澄清

訊息，結束所有的實驗程序 (闢謠組則因為已經以闢謠訊息作為研究的標的，

故不重複發澄清信)。 

(2). 闢謠組施行步驟與程序 

i. 散佈謠言訊息信件 

本研究已於 2002 年 11 月 5 日上午 10:30 發出謠言信件，將相同的一則謠言，

同時散佈給闢謠組與謠言組的電郵名單。 

ii. 散佈闢謠訊息信件 

本研究於 2002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30 發出闢謠訊息信件，將闢謠訊息散佈給

闢謠組的電郵名單。 

iii. 用電子郵件法發出問卷 

本研究於2002年11月26日上午10:30發出問卷予闢謠組，問卷以HTML格式直接

寄送 (電子郵件法)。 

iv.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首波問卷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2002年12月1日上午10:30發出催收信

件，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催收問卷。 

v. 用電子郵件輔以全球資訊網法再次催收問卷 

催收發出經過五天之後，本研究於 2002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30 發出第二次的

催收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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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資料分析與模式研究 

本研究於2002年12月11日中午12:00結束闢謠組問卷的回收，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與數學模擬，並將謠言組的結果一併分析比較，以了解謠言與闢謠訊息的散佈

情形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