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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闡釋觀看電視的感性心理，

依據邏輯推理程序提出前提，隨後逐次切

入前提以求演繹結論。本文主要論點在於

說明，電視觀看經驗是老人觀者情感向度

的驗證，好看或喜歡觀看與否的感覺，根

基於個人之審美意識，而此意識活動不僅

屬理性也是感性經驗。再者，感覺與情緒

係依個人人格相關程度選擇觀看對象（如

節目中的資訊或情感）。研究認為，電視

觀者的心理體驗過程不僅包括直覺與情

感，更是一種評鑑觀看對象與自我情感間

相關向度與相關程度的動態心理過程。研

究建議，閱聽人研究理應說明觀眾面對傳

播訊息時的感性經驗，以及此些經驗對其

所產生的意義、來源、歷程，以豐富過往

資訊傳布理論之全貌。 
 

關鍵字：電視、觀看、感覺、情緒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the emotion and affect aspects of 
television watching. It was expected to find 
clues for judging good programs for older 
adults. The method applied was by logic 
inferences. As premises and assumptions 
were argued, the research proposed that TV 

viewing among older adults reflect personal 
attitude toward programmed messages. Final 
judgment upon appeal of the program lays in 
individual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How- 
ever, as conscious relates to reason, it also 
relates to sensibility. It was this feeling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ity made decisions 
upon program appeals possible. As research 
confirmed the role of instinct and feeling in 
program selection, the need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 and dimension between…..was 
developed since these are infact dynam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ians…☺ 
 

Keywords: TV, viewing psychology, feeling, 
emotion 
 

二、緣由與目的 

 

電視/影研究過去多僅重視理性傳播

過程，常引用認知心理學之資訊傳布理論

解釋觀看敘事心理（見游惠貞、李顯立譯，

1994），很少觸及節目的藝術性或情感議

題。本文旨在辨識常被傳播界忽略的情緒

心理，討論老人觀眾之「感性觀看」如何

融入理性辯思，嘗試將感性加入觀看電視

的心理歷程，以解釋人們何以樂於收視如

柯賜海、許純美、林定勇等特異社會現象

或暴力、色情等內容。 

Hochschild指出（徐瑞珠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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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自社會學的研究往往忽略情感議題，

社會學理論家甚至否認情感是可以主張的

理論，而傳統上心理學家也將研究集中在

認知。然而研究情緒心理學的 Strongman

認為，「心理學的大部分層面都與情緒有

關」（引自游恆山譯，1993: 11）。 

本文採殷海光（1990）、劉增福（1982）

之邏輯推論演繹程序，在「前提」

（premises）中先行列舉真實經驗，然後

在「推演」（inference）1 部分提列相關

論點，最後透過演繹論點發展結論

（conclusion），以藉此得出有效論點（殷

海光，1990：20- 21）。具體而言，本文

提出「前提」、「立論」與「結論」等主

要段落（劉增福，1982）。「前提」中以

三項「設提」（assumptions）連結情緒經

驗與觀看心理，「立論」部分則從下述相

關論點推演、辯證老人觀眾觀賞電視的心

理歷程與感性的主觀意識與情緒。本文強

調電視觀看經驗係老人基於審美心理的體

驗，既屬理性並更是感性的意識活動，兩

者皆協助選擇觀看對象（節目內容）。本

文結論部分總結並解釋感性經驗與電視觀

看心理，同時延伸後續傳播研究相關議題。 

本文目的乃以邏輯方式推演主題：情

感作用於電視劇解讀方式，以期獲得有效

結論。作者們認為，在電視觀看情境中，

上項前提可由下述論點申述： 

一、電視觀看經驗是觀者情感向度上

的驗證；2 

二、是否「好看」或是否喜歡觀看的

感覺根基於個人審美意識，不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推理」（reasoning）係指思想的心理活動與

語言的邏輯運作（見劉增福，1982: 2），包

括「論證」與「推演」。「論證」（argument）

須是「思想樣態的具象化或客觀化」，尤指

語言符號，與「推演」(inference)類似，也

由語言組合。但「推演」卻是由兩個以上語

句構成之序列，如「如果⋯則⋯；如果⋯則⋯」

（劉增福，1982: 8-9）。基本上，本文希望

經由邏輯程序在設提和結論間透過推論演繹

程序產生真確關連。 

 
2
 本文不排除傳統資訊傳布與接收心理的傳播理

論，如蔡琰（2000）書中第五章即曾討論認

知心理學之電視劇接收理論與審美心理。然

而本文仍然強調，解釋電視觀眾的心理必須

考慮觀眾的感性議題，過去看法有修飾必要。 

是理性也是感性的活動； 

三、感性意識與情緒依其與個人人格

相關程度選擇觀看對象。 

此三論點在統一主題（情感作用於電

視劇解讀方式）下相互延續與補充，說明

觀眾面對電視訊息時的感性經驗之意義、

感性經驗的來源、以及情感作用與選擇節

目的關係。 

研究的基本設提（assumptions）有

三：一、老人觀眾無時不在運用個人既有

意識，從社會、道德、或「美」的角度進

行理性批判，然後在情感上「涉入」節目

內容；如前所述，此時的觀看經驗並不能

完全以傳統資訊傳布理論或閱聽人使用與

滿足理論加以解釋。然而，觀眾所涉入的

電視節目不一定是「美」的，不僅因為電

視劇通常並不提供藝術性內涵，更因無涉

「美」否的哲學問題。3
 但無論如何，觀

看經驗始於觀看中暫時忘記外在事物〈如

物體、時間、空間和個人肉體〉，專注於

個人感性思維，觀眾此時持續比較著既有

認知與嶄新訊息間的同質或落差，以及其

後產生的批判及趣味；兩者都是個人感覺

情緒與理性思維互動的結果。 

本文第二個設提秉持不同觀察角度，

認為討論傳播效果（或接收心理）前首須

理解人們（即閱聽眾）面對傳播訊息的感

性經驗。 

本文最後一項設提在指出觀眾可設

定為「一群具個人特質及品味的詮釋主

體」。電視劇服務於特定目的下之符號及

其構成物，對於何謂「好看/值得看/喜歡

看」之視聽符號系統，一般閱聽大眾或難

取得共識，然而創作與觀看電視節目同屬

面對視聽符號的情感經歷及對此經驗的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論文無法論及「美與知識」的哲學問題，不僅

因為作者能力不足，現代建構主義且一再提

醒我們，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協商與和解

後的社會建構；至於新聞學的「美」的議題

可詳見另文（臧國仁/蔡琰，2001）。本文中，

「美」僅是本文作者與讀者溝通的名詞，但

因個人認知不同，或仍有客觀成分，但透過

互動，人們可以產生對所討論主題的某種程

度的共識。當人們討論美、知識、情緒等相

關議題時，個人主觀、文化習俗、社會經驗、

知識圖模都與建構語意脫不了關係，因此本

文無意涉及與「美及知識」有關之哲學性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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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即審美體驗）。4 整體而言，電視節

目故事迷人之處不僅在於其所傳布之資訊

內容，更在作者與觀者間之情感交流與發

抒，而資訊成品所渲染的喜怒哀樂等情

緒，應就是觀眾與電視節目間的最短距離。 
 

 

三、結果與討論 

 

情緒心理學對傳播研究而言尚屬陌生

領域，然而無論從製作電視節目或從接收/

詮釋的角度都不應忽視情緒在電視傳播過

程中扮演的角色。大眾傳播事業不僅是如

電視劇、電影、小說、流行歌曲等虛構敘

事普遍以「感動」觀眾為訴求，即連專以

「資訊傳布（或講求5W1H）」為主的新聞

節目也不曾忽視娛樂或感性題材及手法。

即便如此，可資參考的觀眾「情感傳布過

程」理論或研究仍屬少見。 

C. E. Izard與G. Mandler兩位近代

最具影響力的情緒理論家一致認為，情緒

包含了認知與主觀體驗兩者，既是評價也

是動機（引自安宗昇/韋喬治譯，1987：

100、120、127）。5 他們的理論將意識和

情緒同置於人類心靈，強調審美或觀看的

理性思維無法脫離感性而單獨存在。由此

我們或可從其理論得知情緒與意識的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紀實與虛構敘事雖在論述層面顯有不同，但在故

事的人物、事件層面則具一致效果，也均屬

作者與觀眾之情感經歷。如新聞、紀錄片等

紀實敘事與小說、廣告、電視劇、電影等虛

構敘事均在描述具體或抽象主題（如親情、

戰爭、仁義等），透過人物（無論係虛構人

物或如許純美、陳水扁等真實人物）而以特

定論述形式再現故事（見蔡琰、臧國仁，

1998；臧國仁、蔡琰，2001；蔡琰、臧國仁，

2003a）。 
5
 研究者對感覺、情緒一直提出不同意見，本文僅

介紹目前較具影響力的意見。如根據榮格，

感覺是自成一類的獨立心理功能，發生在自

我與某一特定內容間，是在接納或拒斥（如

喜歡或反感）給予某一內容以特定價值。總

之，目前與情緒相關的理論複雜而多元，且

各個理論內容分歧，其大致共通部分在於：

1.人類有幾種分立的情緒；2.情緒是反應也

是動機；3.有些情緒由先天決定，有些經由

後天歷練；4.情緒有可能加以控制；5.情緒

系統與其他心理系統互動；6.情緒是人格發

展的必要條件（見安宗昇、韋喬治譯，1987：

55-56）。 

葛，從而理解情緒乃是觀看電視無法排斥

的認知議題。 

依據論及電視節目觀看心理歷程（包

括意識、情緒、自我、人格）或可推論，

電視觀看情境中之「好看」固有其客觀存

在對象，但是觀看心理乃係依據觀者主觀

感受投入的情感直覺著資訊的類型。當觀

者情感上與電視訊息認知相合，即能經驗

智慧。無論是憂傷、高興、孤寂、悲痛、

憤怒、不肖、懷疑或是害怕、緊張、興奮，

都是觀看電視節目當時（不僅是觀看後）

除了資訊外最真確的感受。當這些感覺在

自我中直覺地被感受或被評鑑式地描述，

某種層次的「好看」與否、有趣與否、或

滿足與否即在意識當中發生，而感覺與情

緒在決定是否延續觀看節目的選擇上具有

不容忽視的功能。 

本文旨從情感面向追述老人觀眾喜好

特定訊息的原因，期望理解觀眾為何以不

同方式思維並以不同情感詮釋電視節目。

本研究認為，電視觀者的心理體驗過程理

應包括直覺和情感，乃屬一種評鑑觀看對
象與自我情感之間相關向度和相關程度的
動態心理過程。 

情緒理論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歷史，

但是到一九六零年代才開始發展相關研

究。情緒與理智對立是近代科學建立之前

的理性主義學說之一，認為人是明智且有

理性的，如Strongman即稱理智是「冷靜

地和有分析地作判斷與選擇」，而情緒是

行為基礎，由於情緒的作用，「人們作出

的反應將比不帶有情緒時更缺乏理性」

（引自安宗昇、韋喬治譯，1987: 2, 4）。

此種理性主義有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的傳

統，更有十七世紀笛卡爾分離心靈與肉體

的二元表述，認為情緒之作用在保持人體

內適當的活力，以應付外在環境的變化。

此外， Aumont（1997：89）認為情緒多由

故事引發，而觀眾的想像、對虛構故事的

暫時參與、及對故事人物面對情境的認同

三者最能引發情感，相關議題迄今均少被

研究（still very rarely studied）。

Aumont相信，觀者對影像的愉悅感並非來

自冰冷的眼睛器官，而美學領域正尋找認

知以外的歡樂來源；無論答案為何，觀者

與創作者的歡樂應屬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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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論點都引發我們思考：觀看電

視、電影或是聆聽歌曲、故事是否只有資

訊的傳遞與轉移效果？閱聽眾普遍追求的

難道不也包含情感的悸動？那些讓我們喜

歡或讓我們要一看再看的電視新聞人物與

節目故事，是因為內容資訊還是因為其所

觸發的觀看情感呢？ 

直到目前，研究顯示從感性層面定義

節目好看/滿意與否似不公平。對文學家而

言，情緒有其特定重要性（見陳梅英譯，

1981：65）。如柯立芝認為感覺是強烈的

情緒，總是行動在藝術的統一與控制下。

J. S. Mill6 認為，詩的目的是依照情感

行動，散文致力表現情感，而事實和科學

探討的是真相。我們不見得要將電視和藝

術或文學歸為一類，但也不至於將電視節

目與科學真相比，只是不否認情感在商業

電視台可能扮演的角色。 
 

四、計畫成果自評 

 

如鄭翰林指出，傳播研究者已經從驗

證電視（涵化）效果的存在，走到解釋電

視觀看，更提出「研究的焦點已不再是回

答電視暴力內容有或沒有效果的問題，而

在於回答：為什麼電視暴力內容為何會有

這種效果？」（鄭翰林編譯，1993:196）。

本研究相當程度地藉著反覆辯證，認識了

研究主題：情感作用於電視劇解讀的方

式。研究說明了訊息如何能夠從情感角度

打動閱聽人的原因。這應該是傳播領域中

較少的研究對象，值得繼續進行。然而研

究在尋找「好看」的線索時，其實只有「一

般觀眾」心理的文獻可資參考，老人族群

有多大一部份被分離於一般觀眾，一直是

一個未知。另一方面，即使本文累積著「好

看」的原理原則，若能從實務角度補充電

視節目的創作理論，當使研究當更具價值。 

「人能命令自己的運動系統伸手拿

杯子，卻不能以同樣的方式控制自己的情

感」（陳信宏譯，2001：49）。本文探討

情緒與感覺在觀看節目時所扮演角色和其

心理構成，注意到目前傳播領域研究情緒

心理尚屬不足的事實，而情感和人腦的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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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關於彌爾的論述可見陳梅英翻譯之介紹。 

成關係，仍然藉由生理學研究繼續發展之

中。此外，本研究認識到，媒介與記憶的

互動似乎應該置於研究中考量，而本研究

卻完全未涉及媒介作用與記憶內容的部

分。這些狀況都使研究者有心繼續鑽研相

關題旨，認為未來研究應基於最新的心理

學與生物醫學研究發現，繼續從媒介、記

憶/認知、情感互動的狀況下，再解釋為何

人們觀看同一則新聞、同一齣戲劇，總是

有人生氣、有人喝采。研究者或可在未來

更深入解釋情感、記憶、認知作用於接收

與詮釋訊息的方式。 
 

五、參考文獻 

Aumont, J. (1997). The Image [translated by Claire 
Pajackowska].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安宗昇、韋喬治譯（1987）。《情緒心理學》。[K. 
T. Strongman（ 1978） .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Chi Chester, NY: Wiley, 2nd Ed.]. 台
北：五洲。 

徐瑞珠譯（1992）。《情緒管理的探索》。[A.R. 
Hochschild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台北：桂冠。 

殷海光（1990）。《邏輯究竟是什麼》。台北：

水牛（六版）。 

陳信宏譯（2001）。《愛在大腦深處》。[T. Lewis; 
F. Amini; R. Lannon (2000). A General Theory 
of Lo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台北：究
竟。 

陳梅英譯（1981）。《幻想力與想像力》。[R. L. Brett 
(1969), Fancy and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台北：黎明。 

臧國仁/蔡琰（2001）。新聞美學 -- 試論美學對

新聞研究與實務的啟示。新聞學研究，66，

29-60。（出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9-2412-H-004-020-K8。） 

蔡琰（2000）。《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

台北：三民。 

蔡琰\臧國仁（1998）。新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

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58，1-28。（出

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9-2412-H-004-011。） 

蔡琰/臧國仁（2003a）。由災難報導檢討新聞美

學的「感性認識」：兼談新聞研究向美學轉

向的幾個想法。新聞學研究，74：95-119。

（出自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9-2412-H-004-020-K8。） 



 6

劉增福（1982）。《邏輯與設基法》。台北：東

大。 

鄭翰林編譯（1993）。《大眾傳播理論Q & A》。

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