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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嘗試分析社會家庭鑲嵌的第三人效果，問卷調查實

證統計發現大致上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不僅家庭數位科

技的瞭解與使用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鑲嵌於不同家庭權力關係

中的男女也對數位家庭影響做出迥異的人我評估。人我認知差

距對行為層面的影響也有男女之別：男性傾向因他人與自己之

間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增加而更支持數位家庭發展，女性則

不因任何人我影響比較而改變支持度。 

 

 

 

 

 

 

 

 

 

 

 

 

 

關鍵詞： 第三人效果、數位家庭、社會家庭鑲嵌、性別、文化

研究、人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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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家庭的主流論調大多從產業資本積累、全球競爭或科技決定的

立場探討家庭中個人的普遍利益，忽略不同家庭與成員的權力關係與影

響評估差異，企圖均質化數位家庭的影響，掩飾數位傳播科技進入不同

性別權力關係的家庭時，家庭與數位科技都在變動與互相形塑的實踐過

程中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強調人我影響評估差異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也受

限於追求放諸四海皆準的心理機制，將自己與家庭內外重要他者的參考

比較去脈絡化，無視於自我與他人的定義與差異必須於具體關係中建構

確認，而家庭正是具體關係型塑的最原初場域。 

不管是數位家庭還是第三人效果研究都捨近求遠，多未從家庭現場

的權力關係差異著手切入，誤認性別為先天的本質差異，甚至逕自假設

家人之間地位平等、資源相去不遠（胡幼慧，1994），汲汲營營於抽象

模式法則的建立。相對於此，本研究以「鑲嵌」（embeddedness）的概

念，結合家庭閱聽人的文化研究（Morley, 1992, 2000）與具社會學觀點

之第三人效果分析，關注新媒體科技使用與家庭權力關係的交錯複雜作

用。社會家庭環境的「鑲嵌」使閱聽人的能動性（agency）不致過度樂

觀地天馬行空，也提供閱聽人自我評估與人我比較時具體的參考座標。

本文嘗試發展出社會家庭鑲嵌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取向，彰顯數位家庭的

影響評估如何與家中性別權力差異相呼應，與既有的傳播與性別理論對

話，分析家庭成員如何實際使用與看待數位產品，思索性別差異重新畫

界的可能，希望能瞭解第三人效果與未來數位家庭支持度的關連，並開

展多元異質家庭成員對數位家庭的批判與想像。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數位家庭的說法在晚近媒體報導中越來越頻繁出現，而產官學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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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家庭的鼓吹也逐漸加溫，視之為數位商機的最後決戰場。景氣低迷

時，家庭是提供「補足明天氣力」的再生產機制，是失業緩衝的社會福

利替代網，也是刺激消費的主要戰場，在新世紀伊始，更是令人眼花撩

亂的無數新娛樂資訊科技所許下的美好未來。 

台灣數位科技業多年來的成長「靠得真的是每個家庭的客廳」（官

振萱，2003 年 4 月），隨著全球科技泡沫化後，企業用戶與一般 PC 業

績直落，連微軟、英特爾等大廠都先後搶進家庭多媒體市場，而近幾年

由產官學合力所推動的數位家庭概念更成為科技產業的長期產品佈局重

點。儘管實際發展有些落差，數位家庭的理想概念架構是透過各種有

線、無線或寬頻網路傳輸式，將外在資訊匯整到家庭內的控制平台與數

位家電設備，再透過彼此間的連接，即可享受數位生活（詹偉雄，

2005）。 

在產官學的合力促銷下，主流媒體充斥著因新數位傳播科技而掀起

「家庭革命」的說法。雖然全方位的數位家庭實踐大多還停留在微軟總

裁 Bill Gates 東華盛頓湖畔 Smart Home 的實驗宣示階段，但是「後 PC

時代」轉向家庭數位消費產品的產業牟利企圖是相當明顯的。台灣的家

用多媒體電腦銷售也早在 1996 年就超過商用電腦，媒體並開始宣稱

「資訊時代到家了」，倡導電腦家電化，幫電腦在客廳找到位置，淡化

電腦運算色彩，強調多媒體娛樂與居家服務（李明哲，2005）。隨著寬

頻與數位互動科技進佔客廳，後續期待直接對家庭成員銷售的美好遠

景，更鼓勵了一波波的資金與論述投注在數位家庭上。 

數位科技進入家庭引起的可能改變當然不只是消費新商機，工業革

命以來所建構的工作／家庭對立與男性／女性工作角色差別的概念也遭

到挑戰。什麼是家庭越來越決定於成員們做什麼，而不是成員們是什

麼，人們在不同的數位環境中使用或不使用某些數位科技，日常生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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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定義了各自的家庭，也賦予數位科技脈絡化的意義（Silva & Smart, 

1999）。因此，數位家庭不適合以單一的、水平的公／私領域劃分來定

義，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重疊交錯的階級、種族、性別等層次區隔

（layering; Little, 2000）。 

當代的家庭湧入越來越多的數位科技媒體，對這些新媒體在家庭關

係與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麼影響，卻仍然所知不多。少數研究

也是相當選擇性的多集中於家庭近用媒體的狀況、家長對小孩媒體近用

的管制、環繞媒體的家庭互動等三領域（Gordon, 2007; Gripsrud, 2010; 

Jennings & Wartella, 2004; Wartella, Vandewater, & Rideout, 2005）。至

於家庭內整體數位環境如何影響成員生活，如何維持與改變人們對家庭

的定義與對家人、他人的感知，又如何在家庭權力關係的脈絡中思考數

位家庭的影響，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明確答案（Haddon, 2006; Hartmann, 

Berker, Punie, & Ward, 2005）。結合文化研究以建構具有社會學觀點的

第三人效果分析，本研究將探討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如何實際使用與看

待數位產品，分析性別與科技的連結與想像如何鑲嵌於家庭權力關係

中，瞭解不同結構位置的女性如何呈現人我影響評估的差異，而人我比

較又如何可能導致未來的行動。研究目的不僅企圖彰顯家庭使用數位科

技的多元異質樣貌，補強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社會脈絡意涵，還期待透過

更具性別平權意識的科技實踐，尋求更平等的家庭關係與更適合的數位

家庭模式。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從反省心理學主導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出發，探討

數位傳播科技影響分析的侷限，為解決目前研究發現眾說紛紜、本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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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差異的窘境，將借鏡文化研究中強調脈絡性的家庭閱聽人民族誌分

析以及具女性主義色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打開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社會

學視野，突顯媒體效果人我評估比較的社會鑲嵌基礎。生活在現實的數

位家庭中，男女並非單純理性地思考與行為，而是在眾多既有的、強弱

不一的人際網絡、法律規範、文化價值、習慣偏見與制度組織包圍滲透

下斟酌、判斷與行動，家庭內不同的性別權力關係可能限制、也可能豐

富家庭成員的媒體選擇與使用經驗。主流第三人效果研究強調媒體影響

的人我評估比較，雖然在意互動、關注他人，卻常以己為度衡量世界，

如果以社會鑲嵌的觀點翻轉理論的焦距與景深，反身注意自我看待與想

像他人的結構位置並非抽空的阿基米得點，正視家庭性別政治與媒體科

技家用化互相形塑的過程，也許可以描繪出不一樣的數位家庭面貌。 

一、心理學主導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第三人效果研究是傳播領域的顯學之一，30 年來成果豐碩，從電

視暴力節目、色情媒體內容、負面文宣與廣告，到賭博與電玩，研究題

材眾多。研究者幾乎都發現，人們因應媒體訊息而採取行動的原因不一

定是媒體對自己的直接影響，反而媒體對他人產生的作用是人們行動與

否的主要依據（Jung & Jo, 2013）。學者回顧文獻或進行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後宣稱，第三人效果確實存在且多屬中等強度

（Perloff, 2002; Sun, Pan, & Shen, 2008）。第三人效果的理論假設某種

程度上承認受影響者的自主判斷與選擇，既符合民主社會的公民形象，

也回應文化研究學者正視閱聽人解碼能力的呼籲，甚至可能與評估眾多

行動者合作競爭策略的博弈理論（Game Theory）接軌，超越極大化個

人利益的自我計算，而能通盤考量實際參與的行動者、擁有的資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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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行動方案與行動後果的不同接受度，進一步演繹推導出一套均衡策

略（equilibrium strategies），從而解釋預測某些行為與後果。 

傳播研究的耶魯學派早在上世紀中葉就企圖打開媒體刺激與人們反

應之間的黑盒子，第三人效果研究繼承此一傳統，並帶入人我比較的社

會心理因素。第三人效果假設的提出者 Davison（1983）曾發現二次大

戰日本空投的傳單對美國黑人士兵無影響，卻使白人軍官擔心黑人士兵

會受影響而叛逃，因而決定撤軍。也就是說，不一定自覺受影響才會採

取行動，可能會因為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不切實際的樂觀

（unrealistic optimism）、虛幻的優越感（illusory superiority）、媒體暴

露程度評估（perceived media exposure）、基本歸因誤謬（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社會認同與自我分類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elf-categorization）等心理的影響造成人我比

較的差異，認為他人比較容易受到媒體影響而採取行動（林素真，

2013；胡幼偉，1998；彭文正，2007；羅文輝，2000；Gunther & 

Mundy, 1993; Henriksen & Flora, 1999）。 

有實驗結果顯示，即使明白告知被實驗對象自利偏差等心理因素，

「第三人效果認知」（訊息對他人的影響顯著地高於對自己的影響）仍

然非常顯著，可見第三人效果假設並非只是研究方法上的建構變項，可

能是人類進行社會判斷時的慣常認知偏向（David, Liu, & Myser, 

2004）。Gunther（1995）進一步建議「第三人效果認知」是預測支持

限制媒體的最重要變項。雖然許多研究發現支持 Gunther 的看法

（Diefenbach & West, 2007; Rojas, Shah, & Faber, 1996; Salwen & 

Driscoll, 1997），卻也有許多分歧、矛盾、多變的研究結果無法全然地

以第三人效果理論解釋（Zhang, 2010）。從人我差距認知到行動之間的

影響因素更是眾說紛紜，可能是傷害補償與懲罰的動機導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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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her, 1991），也可能出於「大家長保護心態」（paternalism）預

先行動以保護其他無知者受到傷害（Shah, Faber, & Yuon, 1999），或是

新社會運動追求新集體認同價值使然（陳志賢、陳志萍，2007）。某些

情況下，被動地因應人我差異而採取「配合式反應」（accommodation 

reaction）也會出現在相對弱勢的評估者身上，如自認未受媒體影響的

女大學生卻往往需配合受媒體影響較多的男性友人之身材期待（Chia & 

Wen, 2010; Goodman & Walsh-Childers, 2004; Gunther, Bolt, Borzekowski, 

Liebhart, & Dillard, 2006）。 

「第三人效果認知」對行為層面的影響似乎也不如假設預期，多只

能影響消極的媒體規範，難以預測積極性的媒體介入行動（林素真，

2013；陳志賢、陳志萍，2007；Xu & Gonzenbach, 2008）。有些研究者

建議改以第一人效果（推測訊息對自己的影響）、第三人效果（推測訊

息對他人的影響）、第二人效果（第三人效果加上第一人效果）或所謂

的鑽石模式（Diamond Model）同時採用第三人效果加上第一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減第一人效果兩建構變項分析行為層面影響（Jung & Jo, 

2013; Lee & Tamborini, 2005; Lo & Wei, 2002; Scharrer & Leone, 

2008）。 

有些研究則質疑「第一人效果認知」的信度與效度（Sun et al., 

2008）。根據自利偏差、不切實際的樂觀或虛幻的優越感等理論假設，

負面訊息將導致「第三人效果認知」，而正面訊息則引發「第一人效果

認知」，推測訊息對自己的影響顯著地高於對他人的影響（David et al., 

2004）。然而針對正面訊息，人們有時出現「第一人效果認知」，有時

出現較弱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有時則全無，發現分歧（Zhang, 

2010）。而接觸負面訊息時，也不見得都會出現「第三人效果認知」，

相信色情內容有害身心的男性受測者就展現「自貶的第一人效果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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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f-effacing first-person perception），坦承自己比他人看容易受色

情撩撥刺激（Reid, Byrne, Brundidge, Shoham, & Marlow, 2007）。受測

的美國女大學生也認為，自己和他人一樣容易受媒體苗條女性影像影

響，而且比約會中的男友更容易被媒體扭曲心中理想的身體形象（Park, 

Yun, McSweeney, & Gunther, 2007），出現第一人效果的男性與女性則

傾向於不滿意自己的身材，並有高度意願採取瘦身或美容行動（Chia & 

Wen, 2010）。 

媒體效果的人我影響評估多變不定，更何況正負面訊息的評估往往

流於主觀模糊，尤其重要公共事務議題大多不容易釐清利弊得失，訊息

內容正負夾雜、充滿爭議性，可惜過去的第三人效果研究常侷限於黑白

二分的內容，簡化了人們訊息處理的複雜度（Taylor, Bell, & Kravitz, 

2011）。 

二、數位傳播媒體的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研究過去多半分析傳統媒體，未深入探索網路、社群媒

體與媒體匯流環境的互動性、客製性與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等特質將如何影響訊息效果的人我比較。晚近一些研究者開始

運用第三人效果理論檢驗數位媒體的影響評估，大致上支持理論假設，

但也發現若干人我比較過程的干擾變項。 

例如，網購美酒時，即使訊息內容一模一樣，接觸專業性網站的受

測者會比接觸綜合性網站的他人展現更顯著的「第一人效果認知」，專

業網站的權威形象暗示增加受測者的信任感，也影響人們系統處理訊息

的模式（Koh & Sundar, 2010）。面對抗憂鬱症藥物的直銷廣告，憂鬱

症患者的線上支持團體成員相信本身不太受影響，會受影響的是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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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支持團體的一般憂鬱症患者，這種「第三人效果認知」又與受測者

對該直銷廣告的討厭程度呈正相關，但是也會隨患者症狀的嚴重程度而

遞減（Taylor et al., 2011）。 

評估使用臉書對人際關係、就業機會與隱私的負面影響時，受測者

皆顯現出顯著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儘管如此，「第三人效果認知」

卻不是預測支持臉書管制行動的穩定變項，只有某些負面影響與某些比

較團體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才有較高的標準迴歸係數（Paradise & 

Sullivan, 2012）。另外，網路股票交易訊息傳遞的影響評估也出現「第

三人效果認知」，人我比較時，這些訊息對股市生手的他人所產生之

「第三人效果認知」遠比對股海老手的他人來得大，而自己是專業股市

交易員的受測者又比自己是外行人時顯露更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

（Jung & Jo, 2013）。 

儘管越來越多研究分析數位環境下的第三人效果現象，主流研究取

向還是依循傳統心理學觀點，尚未帶進互動的社會文化因素。既有的心理

學觀點又包括三種模式，即自我提升解釋（ self-enhancement 

explanation）、訊息暴露假設（exposure hypothesis）與自我分類理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Reid et al., 2007）。 

自我提升解釋認為，人們傾向於維持或提昇自己的正面形象，而承

認媒體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不符合社會對理性主動閱聽人的期待，因此

比較不能獲得閱聽人的認可，也使閱聽人傾向認為媒體對他人產生的負

面影響較大，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媒體訊息的社會需要性越高（如

公益與公共安全訊息）則會減少第三人效果認知，有時甚至會造成「第

一人效果認知」：閱聽人會認為社會需要的媒體訊息對自己的影響較

大，對他人的影響較小（David et al., 2004; Gunther, 1995）。不過自我

提升的動機並非放諸四海皆準，有些族群反倒有自我貶抑傾向，如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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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患者（Taylor et al, 2011） 

訊息暴露假設則將「第三人效果認知」與訊息暴露量結合分析，結

果相當分歧。有研究顯示，與中度與重度收看者相比，電視看最少的閱

聽眾有最高的「第三人效果認知」（Innes & Zeitz, 1988）。但是媒體差

異是一重要變數，廣播的訊息暴露量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關係以中

度閱聽眾最顯著，而報紙雜誌的暴露量多寡與「第三人效果認知」無顯

著相關（Duck & Mullin, 1995）。其他研究則顯示訊息暴露假設能預測

「第三人效果認知」，不過無法有效地預測「第一人效果認知」

（Meirick, 2005）。從訊息暴露的品質來看，其他研究者則發現第三人

效果比較容易出現在訊息缺乏或不確定的狀態下，如果能掌握可信度較

高的資訊、較瞭解互相比較之團體的特性，受訪者不見得一定會採取第

三人效果之類的認知權宜策略（Paek, Pan, Sun, Abisaid, & Houden, 

2005）。 

根據自我分類理論，人們會判斷團體分類的方便性、脈絡符合性與

常規符合性而採取某種模糊且相對的團體立場，或稱之為原始圖像

（prototype），並據此圖像而定義內外團體，對內團體有利的訊息易出

現「第一人效果認知」，而對外團體有害的訊息則出現「第三人效果認

知」（林素真，2013；Elder, Douglas, & Sutton, 2006; Zhang, 2010）。

在既定的情況下，人們會某種程度地以內團體特質做為自我定義與人我

比較的基礎。例如，比較色情訊息的影響時，性別是常被採取的團體立

場，而固著在此立場的一些刻板概念（男性易被撩起情慾、女性會感到

厭惡與被冒犯）往往成為某些人自我歸類時不假思索的認同。因此，接

觸色情訊息的男性若以抽象的男性團體為認同對象與比較基礎，就容易

有撩起情慾的「第一人效果認知」，相反地，感到厭惡與被冒犯的影響

評估上則出現「第三人效果認知」，而且內團體成員間的影響差異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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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外團體之間的影響差異（Reid & Hogg, 2005）。 

內外團體分類還可以衍生出社會距離的假設，第三人效果的強弱因

人我與內外團體之間的社會或心理距離而增減，一般而言，與自己或內

團體距離越遠、關係越不直接密切的他人或外團體，越可能被評估為受

負面訊息影響最深。部份研究結果支持社會距離假設，例如，分析

2000 年美國總統初選廣告，學者就發現選民通常認為政黨的廣告對自

己影響最小，對其他團體與整體大眾影響較大；估量自己與候選人的距

離越大，該候選人的訊息就對自己越沒有影響力；唯一出現「第一人效

果認知」是自黨競選廣告對自己的影響力較大，對敵方政黨選民的影響

力較小（Meirick, 2004）。 

Zhang & Daugherty（2009）也發現，大學生相信臉書的負面影響對

陌生的他人最強，熟悉的朋友次之，對自己最弱，而且這項「第三人效

果認知」有顯著的行為層面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越大者越

不會上朋友推薦的社群網站。但是其他研究則無法證實社會距離假設，

一些研究指出，面對媒體理想身體形象的訊息，新加坡男大學生認為自

己和男性同儕友人所受的影響沒有差異（Chia & Wen, 2010），而美國

女大學生則認為自己和同性或異性友人的影響程度都相去不遠（Park et 

al., 2007）。 

Chia, Lu 與 Mcleod（2004）以璩美鳳光碟事件為例，檢驗支持政府

限制光碟與本身不散佈光碟內容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發現，看過光碟的

大學生確實有「第三人效果認知」，覺得光碟對一般人的負面影響比對

朋友們高，對朋友們的負面影響又比對自己來得高；不過那些覺得光碟

有正面影響的大學生卻有「第一人效果認知」，樂觀地認為自己看過光

碟得到的好處比他人得到的多。此研究結果同時支持自我提升解釋、自

我分類理論與社會距離假設。另外，推測自身所受的負面影響可預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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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介入，但是推測他人所受的負面影響與行動介入與否則無太大關係。 

另一份第三人效果研究也支持自我提升解釋與自我分類理論

（Zhang, 2010），研究者以性別刻板印象的職業陳述探究男女受測者的

人我影響評估，當職業陳述為中性、性別刻板印象較不明顯時，受測者

會對同性別有利的陳述產生「第一人效果認知」，而對異性有利的陳述

表現出「第三人效果認知」。不過當職業陳述採取某種性別刻板印象

時，性別刻板印象與內團體正面形象相符時產生顯著「第一人效果認

知」，而兩者相抵觸時，對同性有利的職業陳述只能產生有限的「第一

人效果認知」，對異性有利的職業陳述卻未出現「第三人效果認知」。

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採取雙重過程模式（dual-process model），兼重自

我提升的動機與自我分類的認知，並且特別指出人我比較並非在社會真

空狀態下進行，不管是自我提升或是自我分類的心理過程都是隨環境而

調整變動的，研究者必須正視刻板印象或常規等社會文化因素（Zhang, 

2010）。 

由於數位家庭的影響正負交雜、社會需要性不明確，本研究又屬於

初探性質，因此不具體假設「第一人效果認知」或「第三人效果認

知」，轉而開放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以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

數分析（a repeated-measures ANOVA），探討「數位家庭整體對家人的

影響」、「數位家庭整體對台灣社會其他人的影響」與「數位家庭整體

對自己的影響」之間的人我評估是否出現差異，檢驗第三人效果普遍存

在之假設。 

假設一： 數位家庭整體影響的人我評估比較存在顯著的「第三人效果認

知差距」。 

根據既有的心理學觀點，第三人效果現象有三種解釋模式，但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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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數位家庭研究時可能會遭遇一些麻煩——數位家庭發展目前正負影

響難定，社會需要性也很模糊，自我提升的心理機制如何運作還有待觀

察。訊息暴露假設則眾說紛紜，媒體類型與暴露質量的差異各說各話

外，處理當代多媒體多工使用的數位環境影響更是力有未逮，因此一些

研究者已經放棄此解釋模式（Zhang, 2010）。而自我分類理論雖然宣稱

可以彈性地依脈絡或常規發展內外團體認同比較標準，不過這類標準往

往因人時地物而多變，很難研究前就預設。數位家庭的目標受眾也不明

顯，缺乏有共識的社會比較基準點，不少研究結果就顯示，影響評估會

隨人我之間的社會或心理距離而增減的邏輯推論並不一定會獲得支持

（Jensen & Hurley, 2005; Lo & Wei, 2002）。 

本研究將進一步於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後進行事後檢定，確

認數位家庭對自己、家人、他人的影響按照親疏遠近距離而依序增減。

另外，在控制人口變項與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兩類變項的情況

下，以每天家庭數位科技的使用時數、數位家庭整體的正面影響程度與

數位家庭發展的社會需要性作為自變項，「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依

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考驗，檢視訊息暴露多寡、正負利弊程度與社

會需要性高低對第三人效果的解釋力。鑑於本研究設計重點並不在於直

接全面性地檢討第三人效果的心理成因，以及既有文獻處理此三種解釋

模式的複雜多樣性（Reid et al., 2007; Zhang, 2010），本研究這部份只能

初探式地呈現有限的資料數據，因此決定以研究問題的探詢代替具體假

設的考驗。 

研究問題一： 數位家庭的人我評估比較差異是否符合自我提升、訊息暴

露與自我分類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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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學觀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心理學取向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目前仍無法精準預測效果的方向與強

度，最糟糕的情況下，心理學解釋只能淪為後見之明（Hoffner & 

Buchanan, 2002）。一份以色列的研究就顯示，記者和一般大眾對媒體

的影響評價剛好相反，記者傾向於正面評價，而一般大眾則負面看待，

也因此記者評估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遠小於一般大眾的評估分

數，而媒體影響程度的高低評估又和記者部份的專業倫理信念、新聞教

育、年資與是否在地方媒體工作有關（Tsfati & Livio, 2008）。若不先

瞭解各族群團體的價值系統、詮釋架構與文化經驗，只以自我提升動

機、社會距離或社會認同與社會分類等概念進行分析，恐怕很難得到滿

意的解答。研究者不注意社會文化脈絡以致於無法瞭解為何同樣一個訊

息對某些人是正面的、符合常規的、自覺是目標受眾的，對其他人則

否，也無法理解內外團體的劃分並非單一或固定的，有時人們以政治意

識形態區隔，有時以階級、性／別、族群或世代等分別異己，另外狀況

下也可能多種劃分認同標準同時存在運作。被受測者認為是內團體或目

標受眾的人也許對此定義與詮釋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某次人我比較的基

礎可能在下一次就改弦易轍，執著於尋找普遍性的心理機制，反而會忽

略社會文化因素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性。 

社會學觀點之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貢獻是將具社會概念的人我比較作

為重要的中介變項，社會關係的資源分配與權力結構烙印在個人身體的

慣習（habitus）成為黑盒子裡不能迴避的關鍵機制。人我比較基礎的所

謂原始圖像其實是慣習的作用，是某脈絡下暫時凝固的心理狀態，會隨

著場域、資源、關係、互動而改變，也依行動者在結構中的位置差異而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四期  2015年 7 月 

‧132‧ 

有不同（Bourdieu & Wacquant, 1992）。從社會學觀點來看，第三人效

果研究要解決分歧、甚至矛盾發現的問題，就不能抽空談原始圖像或任

何本質化的心理機制，必須處理鑲嵌於結構網絡的「社會人」行動傾向

與實踐邏輯（Bonnewitz, 1997／孫智綺譯，2002）。 

研究者分析以色列決定從迦薩走廊撤除囤墾區的推測性媒體影響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時發現，仔細瞭解加薩走廊囤墾區的歷史

與居民背景，把政治意識型態、信仰與社會網絡的差異考慮進來，才能

瞭解推測性媒體影響可能引發的行動選擇（Tsfati & Cohen, 2005）。 

一份美國民眾在九一一事件之後評估媒體相關報導對人我影響差異

的研究中，也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未對行為層面產生顯著影響，影響行

動的是恐怖攻擊過後美國政治保守氛圍，相信人們一致反恐，所以為保

護他人而支持各種限制行動。研究者因此建議未來第三人效果研究必須

擴張範疇，將傳播、社會、心理等因素納入分析架構（Haridakis & 

Rubin, 2005, p. 57）。 

Jensen & Hurley（2005）討論環保訊息對美國地方居民產生的第三

人效果時也發現，不論假定他人會受到較強或較弱的訊息影響

（presumed influence），受訪者本人都缺乏行動介入的意願。研究者推

測原因可能是美國社會追求私利的個人主義文化，而具公共財性質的環

保運動成果又容易免費分享，自己參與行動的誘因就會降低。 

相對於追求私利的個人主義文化，台灣電視改革運動的動力則來自

於超越性別、階級與政黨、強調集體價值認同的新社會運動模式，而非

源於個人對抗媒體負面影響的反擊。問卷調查發現，電視改革支持者認

為電視對自己與他人的負面影響都低，第三人效果認知無法預測電視改

革的支持度，但是教育程度、電視產業瞭解程度、批判效能感與媒體管

制看法等變項都具顯著解釋力，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第三人效果研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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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注意議題背景脈絡、特殊社會行動邏輯與在地文化價值觀（陳志賢、

陳志萍，2007）。 

族群差異也是另一項影響第三人效果的複雜因素，例如，美國的非

裔女大學生觀看媒體上同族群模特兒會產生較高的第一人效果，可是美

國的白人女大學生卻沒有類似的社會距離評估反應（David, Morrison, 

Johnson, & Ross, 2002）。而十多年前 Gunther & Hwa（1996）就曾宣

稱，亞洲文化中的第三人效果幅度比西方文化中的來得小，但是直到最

近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才把社會文化脈絡納入實證檢驗，進行跨地區、跨

文化的比較。對照美國與韓國大學生在網路色情上的第三人效果，Lee 

& Tamborini（2005）就發現，儘管第三人效果假設仍然成立，集體主

義確實減低第三人效果與網路色情管制行動的支持。 

最近幾項研究皆探討東西方男女大學生對媒體理想身體形象影響的

人我評估，結論也不太一致，不容易以既有的第三人效果理論解釋。根

據 Park et al.（2007）等人的研究，一般美國男女大學生都高估了瘦身

形象對他人的影響，卻互不知悉彼此心中的理想女人身材其實很類似，

陷入屬於多數看法卻不自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情境。而約會中的

女大學生所推估的男朋友心中理想女人身材與實際男友的自我評估相當

類似，但是約會中的男大學生所推估的女朋友心中理想女人身材就比實

際女友的自我評估瘦很多。至於苗條理想身材的媒體影響評估，一般女

大學生自認和他人並無差異，不過約會中的女大學生則有顯著的「第一

人效果認知」，覺得媒體對她自己影響最大；男大學生的人我比較剛好

相反，一般男大學生對異性與同性他人都展現「第三人效果認知」，而

約會中的男大學生卻覺得媒體對自己與女友的影響一樣大部分。 

新加坡大學生的人我評估與美國大學生有些不同，新加坡男女大學

生都只在與異性他人相比時出現「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同性他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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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無顯著差異。根據研究者的事後猜測，美國與新加坡研究發現的不

一致可能是亞洲文化中自我的樂觀偏差（optimistic bias）較不明顯，也

可能是新加坡大學生較強的性別刻板印象作祟。儘管媒體中白人模特兒

比例偏高，兩國大學生都不會因模特兒的種族差異而出現不同的人我影

響評估，至於社會距離假設為何不能成立，研究者推測與全球瘦身與時

尚產業普及並標準化美貌身材有關，而新加坡媒體的高度西化也讓新加

坡大學生對西方模特兒習以為常（Chia, 2007; Chia & Wen, 2010）。 

由以上結果不一的研究來看，「第三人效果認知」其實是一複雜的

社會文化過程，很難用幾項表面看來放諸四海皆準的心理學概念即可完

全解釋。過去針對媒體管制行動的第三人效果文獻中，就有一些研究發

現推翻 Gunther 的假設（Lee & Yang, 1996, August; Salwen & Driscoll, 

1997）。而媒體管制之外，第三人效果導致媒體介入的假設更遭到許多

的挑戰（Chia et al., 2004; Tewksbury, Moy, & Weis, 2004），以致於一些

研究者懷疑第三人效果的行為影響只能適用在特定的脈絡與行動上

（Jensen & Hurley, 2005）。 

四、家庭中性別權力關係與數位科技家用化 

數位家庭推廣的同時，台灣的家庭面貌也正進行多方面的轉變：台

灣的家庭結構「變形、變小、變冷、變脆弱」，可取代性變高了（楊永

妙，2004 年 6 月）。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統計 1985

年到 2005 年間，結婚率與生育率不斷下降，離婚率則持續上升。傳統

威權家庭價值觀逐漸式微，改強調家庭和諧的相互性孝道。雖然女性仍

是家務主要承擔者，擁有較現代的家庭規範、高教育程度與職業成就，

已經提高許多女性的家庭決策權（伊慶春、章英華，2012）。家庭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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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家庭不再重要，而是家庭的定義不再拘泥於父母、子女、房子，

越來越多人擁抱非傳統的家庭型態，在另類的組成聯繫中尋找支持慰藉

與公平自由（周華欣，2004 年 6 月）。 

21 世紀台灣的家庭是階級、性別、種族等勢力交戰的舞台，數位

家庭更是知識與權力運作的手段與效果。Spigel（2001）追蹤分析過去

50 年美國「媒體家庭」概念的演進，從家庭戲院、移動家庭到電腦時

代的聰明家庭，研究顯示的不只是隨科技轉變而遞移的概念，還是不同

時期中產階級家庭意識型態如何與傳播科技使用模式共舞的精采戲碼。

如果以前研究家庭用餐與電視收視是瞭解個別家庭特殊互動規則的最好

切入點，數位科技的使用將是探索當代家庭特徵的理想試金石。 

自從 1960 年代以來，第二波的女性主義與新興的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突破人文與科技的界

線，反對過度簡化的科技決定論，深入科技實作、政策、隱喻、成本與

效益，致力挖掘科技、社會、性別互相纏繞形塑的歷史，開拓另類科技

社會的可能性（雷祥麟，2004）。Wajcman（2000）就歸納出兩派主要

研究途徑，一是強調社會資源賦予科技詮釋彈性的社會建構說（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另一為凸顯科技產品研發產製過程中銘刻

限制的主使者／網絡說（actor-network theory）。數位科技進入家庭以

後的家用化過程不必然強化父權體制，也不一定為女性賦權或有助性別

越界，性別與科技是互相形塑、在特定脈絡中彼此構連的。而家庭傳播

科技的使用越趨個人化，也可能重新定義家庭的意義（Cockburn & 

Furst-Dilic, 1994; van Zoonen, 2002）。 

具女性主義色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探討家庭中的數位科技使用，強調

階級、性別、種族等多重差異的認同交錯性（identity intersectionality）。

聆聽家庭成員各自的科技使用經驗，研究者會發現沒有任何一種認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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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能放諸四海皆準，因此性別的差異並非來自本質，而是來自所處的權

力關係特定脈絡（Morley, 1992, 2000）。數位科技的使用情況常與家庭

中的成員地位關係、作息習慣、溝通模式與接觸使用的優先順序有關，

這其中涉及家庭內權力問題。例如，父權體制的家庭中，父親與其他男

性成員往往掌握媒體遙控器、決定媒體內容，而這種家庭對女性來說不

是休閒的空間，是工作的場域，媒體使用不僅時間少，還經常是被動、

分心的（Lull, 1990; Morley, 1992）。但是在女主外的單薪家庭中，沒有

工作的男性往往禮讓女主人優先使用媒體，自己則錄下節目內容晚一點

再看。因此，男女在家庭的權力位置不能僅由生理性別決定，具社會意

義的工作賺錢養家才是界定陽剛氣質（masculinity）與權力關係的重要

判準（Morley, 1992, p. 148）。 

綜上所述，不同家庭結構位置的婦女所擁有的數位科技經驗必然大

不相同，所以科技本身並未必然地銘刻男性霸權或女性氣質，女性依然

可能利用既有資源與權力位置分享數位家庭的正面影響，更何況數位科

技的個人化、輕巧化、普及化趨勢也提高了家庭成員各自擁有、近用科

技的可能性。研究者應注意多重複雜交錯的結構與經驗，避免輕率做出

同質性的結論（Kennedy, 2005）。因此本研究不選擇數位科技使用上男

性優於女性之類的全稱式假設，改以初探式的開放性研究問題，正視性

別差異與數位科技家用化之間的複雜樣貌。 

研究問題二： 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影響效果評估、人我影

響評估比較與數位家庭支持度上，有哪些顯著的性別差異？ 

釐清家庭數位科技使用的大致男女性別差異後，本研究呼應具女性

主義意識的文化研究與 STS 研究，避免抽空或同質化性別，將性別重

新置入家庭權力關係中，以家庭收入類型（多薪或雙薪家庭、男主外單

薪家庭、女主外單薪家庭）與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的優先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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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低）為社會家庭鑲嵌的指標，凸顯同一性別內的差異，檢驗

不同家庭結構位置的女性或男性所擁有的數位科技經驗。本研究推論，

身為家庭最主要經濟來源者、家庭數位科技最優先使用者的女性或男

性，擁有較多的資源與權力，較容易從數位家庭獲利，因此傾向於評估

數位家庭對自己的影響高於對他人的影響。反之，身為家庭經濟依賴

者、家庭數位科技落後使用者的女性或男性，擁有相對較少的資源與權

力，較不容易從數位家庭獲利，因此比較不會認為數位家庭對自己的影

響高於對他人的影響。 

假設二 a： 女性出外工作的家庭收入類型中，女性受訪者會出現顯著的

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只倚賴男性出外工作的

家庭收入類型中，女性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

響第一人效果認知。 

假設二 b： 男性出外工作的家庭收入類型中，男性受訪者有顯著的家庭

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只倚賴女性出外工作的家庭

收入類型中，男性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

一人效果認知。 

假設三 a： 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高度優先使用之女性受訪者有顯著的家

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低度

優先使用之女性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

人效果認知。 

假設三 b： 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高度優先使用之男性受訪者有顯著的家

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低度

優先使用之男性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

人效果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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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第三人效果理論，如果人們評估數位家庭對於自己及他人

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可能會進一步基於此認知差距而採取對應行動。為

了考驗第三人效果的行為層面影響，本研究分別以第一人效果（推測訊

息對自己的影響）、第三人效果（推測訊息對他人的影響）、第二人效

果（第三人效果加上第一人效果）、「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第三人

效果減第一人效果）與鑽石模式（同時採用第三人效果加上第一人效

果、第三人效果減第一人效果）預測受訪者未來對數位家庭發展的支持

行動。由於過去第三人效果的行為層面影響多出現在消極的媒體規範

上，屬於積極性的數位家庭支持行動是否能被引發是假設考驗重點。除

此之外，受限於既有第三人效果文獻缺乏性別與行動之間關係的一致發

現，本研究暫時基於性別差異假設，推論「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對數

位家庭支持度的預測力男女有別。 

假設四： 控制人口特徵、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以及影響效

果評估等變項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預測數位家庭支持

度有顯著性別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與調查過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訪問台灣地區居民，為了建構此一部份之問

卷，本研究除了參考數位家庭、家庭閱聽人研究與第三人效果理論之文

獻，前測先訪問了 20 位民眾，瞭解他們對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程度、

使用情況與效果評估。前測訪談結果作為本問卷設計的參考基礎，經項

目分析的預試題目適切性評估，並考量電話問卷調查的問卷長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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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 13 題，最後保留 26 題問卷內容，共涵蓋基本人口特徵、家庭數位

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影響效果評估、人我影響評估比較與數位家庭

支持度等五大類研究變項。 

本研究於 2013 年 2 月進行電話訪談，一共由 50 位受過訪員訓練的

電訪員來進行電訪工作。研究之初先收集了各縣市最新之電話簿，然

後，根據各縣市之人口比例，採用分層抽樣之方法，以系統隨機抽樣方

式抽出電話號碼。為了避免電話簿的缺陷，本研究參考學者之建議，採

取電話號碼最後二碼代之以隨機亂數方式，來選取本研究實際訪談的電

話號碼，既可增加涵蓋率又能降低空號率（洪永泰，2001；Wimmer & 

Dominick, 1991／李天任、藍莘譯，1995）。扣除空號、商業等機構用

戶、傳真機及停機之電話，本研究共打了 2,472 個電話，其中成功接受

訪談之有效問卷為 960 份，訪問完成率為 38.83%，問卷完成率偏低在

某種程度上可能影響了本研究的外在效度。儘管如此，相較於其他種抽

樣方式，全國性分層隨機抽樣的誤差小、外推代表性也較高。本研究之

電話訪談於 201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4 日進行，週一至週五每天晚間 6

點半至 9 點半，而週末則從下午 2 點至晚間 9 點半進行訪談，電話訪談

前後共經歷了 2 個星期的時間。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聚焦於家庭權力關係中數位科技影響評估的性別差異，因此

生理的性別與家庭鑲嵌的性別是重要的自變項，而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

與使用情況、影響效果評估、人我影響評估比較與數位家庭支持度等則

是依變項。最後為瞭解第三人效果的行為層面影響，控制其他研究變項

後，本研究再以多元迴歸分析檢驗不同模式的人我影響評估對數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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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度的解釋力。以下簡單說明相關的六大類研究變項： 

（一）人口變項 

除生理的性別外，主要人口變項還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

況、家庭人口總數與家庭平均每月收入。其中年齡、人口總數與家庭收

入為量尺測量，教育程度是次序測量，其他則為名義測量。為了適合迴

歸分析的要求，本研究另外建立新的生理性別虛擬變項（男性 = 1，女

性 = 0）、新的婚姻狀況虛擬變項（未婚 = 1，其他 = 0）；而教育程

度則選擇以大學及研究所肄業或畢業為高教育程度組，合併其他選項為

低教育程度組，然後建立新的教育程度虛擬變項（高教育程度組 = 1，

低教育程度組 = 0）。 

（二）家庭鑲嵌的性別 

經濟社會學上的鑲嵌強調人類經濟行為與組織的社會基礎，反對抽

空的個人「理性選擇」（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1944），本研究借

用此概念以探討男女受訪者使用與評估家庭數位科技所承受的不同家庭

環境制度影響，在操作上則以家庭收入類型與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使用

之優先性作為性別的家庭鑲嵌指標。家庭收入類型扣除如依賴退休金、

子女奉養、無業、無收入等其他收入類型家庭後，共分為六類：男主外

單薪家庭中的男性、男主外單薪家庭中的女性、雙薪家庭中的男性、雙

薪家庭中的女性、女主外單薪家庭中的男性，以及女主外單薪家庭中的

女性。使用優先性也分為六組：低度優先性的男性、低度優先性的女

性、中度優先性的男性、中度優先性的女性、高度優先性的男性，以及

高度優先性的女性。為了適合迴歸分析的要求，本研究另外建立新的家

庭經濟倚賴男性程度變項（男主外單薪家庭 = 1，多薪或雙薪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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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女主外單薪家庭 = -1）。 

（三）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 

本研究請受訪者估算過去一星期平均一天於家庭中使用數位科技產

品的時數。另外，在一至七的 Likert 量尺上，受訪者自我評量家庭數位

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分數愈高代表程度愈強。問卷包括五項相關問

題：家庭數位科技的重要程度、優先使用程度、使用熟悉程度、新科技

產品接納程度，以及數位家庭的整體瞭解程度。 

（四）影響效果評估 

家庭數位科技的影響效果評估包含五項指標：對生活作息、家務分

工、職業工作與休閒娛樂等四方面的正面影響程度，以及數位家庭發展

的社會需要性。受訪者同樣在一至七的 Likert 量尺上評量，分數愈高代

表正面影響程度愈高或社會需要性愈高。 

（五）人我影響評估 

根據第三人效果理論，本研究請受訪者在一至七的 Likert 量尺上進

行人我影響評估，估計數位家庭整體對自己、家人與他人產生的影響。

由於數位家庭的需求性與正負面複雜未定，因此決定不預設其價值方

向，以七分代表負面影響程度非常低而正面影響程度非常高，一分代表

負面影響程度非常高而正面影響程度非常低，中間值四分則代表正負影

響各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第三人效果和第一人效果之間的比

較，也就是「數位家庭整體對家人與台灣社會其他人的影響」和「數位

家庭整體對自己的影響」間的認知差距。計算方式是把「對自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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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得分減「對家人／他人的影響」的得分，就是「第一人效果認知

差距」（Atwood, 1994）。把「對家人／他人的影響」的得分減「對自

己的影響」的得分，就是「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Gunther & Mundy, 

1993）。 

（六）數位家庭支持度 

支持度的測量是詢問受訪者未來是否會支持數位家庭的政策推廣與

產業發展，同樣在一至七的 Likert 量尺上評量，分數愈高代表支持程度

越強。 

肆、研究發現 

一、描述性統計 

本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960 份樣本，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男性

44.2%、女性 55.8%；年齡平均 39.54 歲；未婚 51.7%、結婚 44.9%、離

婚與喪偶 3.4%；教育程度大專以下 51.4%、大專畢業或肄業 43.1%、研

究所 5.5%；多薪或雙薪家庭 61.1%、男主外單薪家庭 21.8%、女主外單

薪家庭 5.0%、其他收入類型家庭 12.1%；家庭人口平均 4.39 人；家庭

平均每月收入 77,793.79 元。 

根據初步描述統計顯示，2013 年受訪家庭每天平均使用這些數位

產品的時間是 3.55 小時。本研究以 Likert 七點量尺測量家庭數位科技的

瞭解與使用情況，「數位家庭的整體瞭解程度」平均得分最低，不到四

分（M = 3.87, SD = 1.48），其他題項得分雖然超過四分，卻都不滿五

分。得分高低依序是「新科技產品接納程度」（M = 4.95,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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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家庭數位科技使用熟悉程度」（M = 4.90, SD = 1.68）、「家

庭數位科技的重要程度」（M = 4.67, SD = 1.65）與「家庭數位科技優

先使用程度」（M = 4.63, SD = 1.81）。數據顯示，民眾對數位家庭的

發展大多不甚瞭解，家庭數位科技的使用情況也稱不上蓬勃發展。 

二、數位家庭發展的正面影響程度與社會需要性檢測 

雖然產官學界大力鼓吹數位家庭的好處與社會需求，實際發展的限

制與親身的體驗卻不時傳出抱怨與批評。為確認數位家庭在民眾認知中

的價值定位，本研究問卷請受訪者以 Likert 七點量尺評估「數位家庭發

展的社會需要性」，分數愈高代表社會需要性愈高，結果平均數為 3.95

（SD = 1.41）。有關數位家庭對生活作息、家務分工、職業工作與休閒

娛樂等四方面的正面影響程度，受訪者同樣在一至七的 Likert 量尺上評

量，分數愈高代表正面影響程度愈高。得分總和除以四，建構「數位家

庭整體正面影響程度」一新變項，平均數是 3.91（SD = 1.21, Cronbach’s 

Alpha = .76）。兩項數據都顯示數位家庭的確是評價曖昧、社會需求性

模糊的議題。 

細部逐題來看，除了在休閒娛樂安排上有較明顯正面影響外（M = 

4.60, SD = 1.63），其他方面平均得分都低於四分，最低的是「對家務

分工安排正面影響程度」（M = 3.26, SD = 1.58），其次依序為「對職

業工作安排正面影響程度」（M = 3.26, SD = 1.58）與「對生活作息安

排正面影響程度」（M = 3.26, SD = 1.58）。在受訪者眼裡，台灣數位

家庭的發展似乎還有頗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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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考驗結果與研究問題分析 

（一）「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考驗與人我影響評估差異之

成因探索 

表一：以訊息暴露假設與自我提升假設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之多元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1 

（家人-自己）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2 

（他人-自己）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 

人口變項 

教育程度 -.074 -.052 

家庭人口總數  .025  .045 

家庭平均月收入 -.006 -.067 

年齡 .099 .079 

婚姻狀況 -.090  .074 

性別  .042 -.045 

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 

家庭數位科技的重要程度  .029 -.047 

家庭數位科技優先使用程度 -.134* -.087 

家庭數位科技使用熟悉程度 -.017 -.055 

新科技產品接納程度 -.075 -.045 

數位家庭瞭解程度  .051 -.033 

訊息暴露假設與自我提升假設 

每天使用家庭數位產品時數 -.102* -.069 

數位家庭整體的正面影響程度  .071 -.100 

數位家庭發展的社會需要性 -.051  .069 

R² 

Adjusted R² 

F 

.115,  

.088, 

4.347(14,469)*** 

.107,  

.080, 

3.898(14,455)***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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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假設一，本研究以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a repeated-

measures ANOVA），比較「數位家庭整體對家人的影響」（M = 4.48, 

SD = 1.34）、「數位家庭整體對台灣社會其他人的影響」（M = 4.66, 

SD = 1.32）與「數位家庭整體對自己的影響」（M = 4.84, SD = 1.40）

三項分數的差異。首先確定此一相依樣本未違反球形檢定（Mauchly’s 

W = .99, χ² = 1.98, p > .05），因此不需修正。而三組的平均數差異達顯

著水準，組間效果 F（2, 1756）= 26.57（p < .001, η² = .06），代表人我

影響評估之間確實存在認知差距，假設一成立。 

本研究進一步以 Bonferroni 法進行兩兩成對比較發現，受訪者傾向

認為數位家庭對自己的影響大於他人（M= .18, SE= .05），而更大於對

家人的影響（M= .36, SE= .05），組間差異皆達統計顯著水準（p 

< .001），但差異卻不是按照社會親疏遠近距離而依序增減。換句話

說，自我分類理論的社會距離假設並不適合解釋台灣數位家庭的第三人

效果現象。 

為探索自我提升與訊息暴露假設的解釋力，表一的多元迴歸分析先

控制人口特徵與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兩類變項，再檢視「每天家

庭數位產品的使用時數」、「數位家庭整體的正面影響程度」與「數位

家庭發展的社會需要性」三個自變項對兩種「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

解釋程度。統計資料顯示，「每天家庭數位產品的使用時數」能解釋家

人與自己之間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Beta = -.102, p < .05），數

位產品接觸越多者，越認為數位家庭對自己的正面影響大於對家人的影

響，但無法解釋他人與自己之間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因而訊息

暴露假設僅部份獲得支持。 

也許因為數位家庭議題的模糊曖昧特質，「數位家庭整體的正面影

響程度」與「數位家庭發展的社會需要性」兩變項無法解釋任何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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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受訪者並不會因為正面影響程度高與社會需要性

強就傾向於評估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家人或他人的影響。既有的證據無

法支持自我提升解釋，而且綜合來看，研究問題一的三種解釋模式似乎

大多不符合台灣民眾評估數位家庭影響的實際作法。 

（二）數位家庭與第三人效果的的性別差異與家庭鑲嵌假設

考驗 

當然不能單憑假設一與研究問題一的結果就推翻心理學觀點的第三

人效果理論，本研究只是嘗試在面對歷來眾多不一致的研究發現時，提

供另類的家庭鑲嵌第三人效果假設，設法在脈絡化的家庭權力關係中，

找出台灣家庭成員看待數位科技人我影響的邏輯機制。接下來的統計考

驗希望能彰顯家庭鑲嵌的（ family-embedded）、非本質化（ non-

essentialist）的性別概念解釋力，指出處於不同結構位置、擁有不同權

力資源的男女如何從相對關係座標中進行人我影響比較。 

表二先以 t 檢定分析受訪者得分的性別差異。在家庭數位科技的瞭

解程度與使用情況的六個變項中，只有「家庭數位科技的重要性」沒有

顯著性別差異，其餘五個變項的平均得分都是男高於女，而且具統計顯

著性。影響效果評估與人我影響評估比較的十二個變項中，性別差異達

統計顯著的只有「對職業工作安排正面影響程度」與「對休閒娛樂安排

正面影響程度」，不過換成女高於男。其餘都沒有男女差別。數位家庭

支持度也沒有性別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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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影響效果評估、 

人我影響比較與支持度之性別差異 

         數位家庭項目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自由度） 

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 

每天使用家庭數位產品時數    男性 
                            女性 

3.89 
3.29 

3.811 
3.122 

2.581(899)* 

家庭數位科技的重要程度      男性 
                            女性 

4.74 
4.63 

1.662 
1.635 

1.061(896) 

家庭數位科技優先使用程度    男性 
                            女性 

4.90 
4.41 

1.783 
1.800 

4.040(888)*** 

家庭數位科技使用熟悉程度    男性 
                            女性 

5.13 
4.72 

1.702 
1.639 

3.695(903)*** 

新科技產品接納程度          男性 

                            女性 

5.11 

4.84 

1.456 

1.529 

2.725(901)** 

數位家庭瞭解程度            男性 
                            女性 

4.06 
3.73 

1.552 
1.400 

3.344(944)** 

影響效果評估 

對生活作息安排正面影響程度  男性 
                            女性 

4.00 
3.97 

1.529 
1.621 

 .242(901) 

對家務分工安排正面影響程度  男性 
                            女性 

3.21 
3.31 

1.515 
1.628 

-.942(894) 

對職業工作安排正面影響程度  男性 
                            女性 

3.61 
3.91 

1.812 
1.787 

-2.482(896)* 

對休閒娛樂安排正面影響程度  男性 
                            女性 

4.45 
4.70 

1.616 
1.636 

-2.263(900)* 

數位家庭發展的社會需要性    男性 
                            女性 

3.88 
4.00 

1.384 
1.420 

-1.283(933) 

人我影響比較 

整體對自己產生的影響        男性 
                            女性 

4.86 
4.81 

1.434 
1.377 

 .556(902) 

整體對家人產生的影響        男性 
                            女性 

4.42 
4.54 

1.400 
1.271 

-1.343(899) 

整體對他人產生的影響        男性 
                            女性 

4.63 
4.70 

1.335 
1.315 

-.749(875) 

第一人效果認知差距 1         男性 
     （自己-家人）           女性 

.44 

.27 
1.417 
1.459 

1.832(898) 

第一人效果認知差距 2         男性 
     （自己-他人）           女性 

.22 

.13 
1.512 
1.496 

.876(875) 

支持度 

對推動數位家庭的支持度      男性 
                            女性 

4.77 
4.63 

1.620 
1.560 

1.308(938)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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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二的探索結果發現，男性受訪者比女性受訪者更瞭解、也

更常使用家庭數位科技，但是效果影響卻似乎男女相差不遠，甚至女性

更受惠多些。如果未來女性受訪者逐漸瞭解、並更常使用家庭數位科

技，數位家庭對女性的正面影響是否會更顯著？這究竟是女性自我感覺

良好，還是數位科技的使用真能賦權女性？其中緣由有待更多研究深入

探討。 

乍看之下，男女似乎在人我影響評估上沒有顯著差異，表二中不論

男女都認為家庭數位科技整體而言對自己的影響最大、他人次之、家人

再次之。實際上，許多數位科技家用化的性別差異被隱藏在同質化的家

庭假象下。表三與表四即分別以家庭收入類型與家庭內數位科技優先使

用程度為區隔指標，檢驗不同權力關係的家庭類型與家庭成員之間是否

存在脈絡化的性別差異。 

當自己與家人相比時，脈絡化的性別差異非常明顯。本研究以單因

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種家庭收入類型內數位家庭整體對家

人、他人與自己的影響之性別差異。表三顯示男女皆工作的雙薪家庭與

女主外的單薪家庭中，女性受訪者確實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

人效果認知；而男主外的單薪家庭中，女性受訪者則符合假設，沒有顯

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另一方面，男女皆工作的雙薪

家庭與男主外的單薪家庭中，男性受訪者也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

第一人效果認知；而女主外的單薪家庭中，男性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

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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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第一人效果認知差距形成之家庭鑲嵌假設驗證（一） 

 (I) (J) (I-J)平均差異數 標準差 

家庭收入類型     

男主外單薪家庭 自己（男） 家人 .315* .157 

  他人 .241 .166 

 家人 他人 -.074 .178 

男主外單薪家庭 自己（女） 家人 -.048 .142 

  他人 .078 .148 

 家人 他人 .126 .151 

男女雙薪家庭 自己（男） 家人 .544*** .089 

  他人 .262* .095 

 家人 他人 -.282* .097 

男女雙薪家庭 自己（女） 家人 .296*** .074 

  他人 .118 .080 

 家人 他人 -.178* .082 

女主外單薪家庭 自己（男） 家人 .500 .417 

  他人 -.083 .434 

 家人 他人 -.583 .435 

女主外單薪家庭 自己（女） 家人 .690* .300 

  他人 .500 .290 

 家人 他人 -.190 .297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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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第一人效果認知差距形成之家庭鑲嵌假設驗證（二） 

 (I) (J) (I-J)平均差異數 標準差 

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 

使用之優先性 
    

低度優先性 自己（男） 家人 -.224 .173 

  他人 -.506* .194 

 家人 他人 -.282 .188 

低度優先性 自己（女） 家人 -.247 .108 

  他人 -.320* .123 

 家人 他人 -.073 .116 

中度優先性 自己（男） 家人  .720*** .100 

  他人  .356** .111 

 家人 他人 -.364** .137 

中度優先性 自己（女） 家人  .412*** .090 

  他人  .310** .099 

 家人 他人 -.102 .094 

高度優先性 自己（男） 家人  .558*** .114 

  他人  .497*** .110 

 家人 他人 -.061 .112 

高度優先性 自己（女） 家人  .713*** .137 

  他人  .378* .130 

 家人 他人 -.336 .117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由此可見，男女評估家庭數位科技的人我影響時，會以自己在具體

家庭權力關係座標中的相對位置作為參照點，而不是以抽象的性別刻板

印象或社會距離當判準，當自己是家庭經濟麵包賺取者時，不分男女皆

認為數位家庭對自己的正面影響大於家人，當自己是經濟仰賴者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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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皆不會出現第一人效果認知。因此假設 2a 與 2b 皆獲得支持。不過

家庭收入類型的社會鑲嵌限制只對自己與家人的人我影響評估有效，當

自己與家人之外的他人相比時，除了雙薪家庭的男性受訪者外，其他家

庭收入形態的男女受訪者皆未出現第一人效果認知。 

根據表四，不論自己與家人相比或是自己與他人相比，假設三 a 與

三 b 皆獲得支持：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高度優先使用之男女受訪者都有

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知，而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低度

優先使用之男女受訪者則沒有顯著的家庭數位科技影響第一人效果認

知。甚至當自己與他人相比時，數位家庭產品或服務低度優先使用之男

女受訪者還出現顯著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認為家庭數位科技對他人的正

面影響（男性：M = 4.29, SD = 1.41；女性：M = 4.48, SD = 1.37）遠大

於對自己產生的益處（男性：M = 3.88, SD = 1.42；女性：M = 4.16, SD 

= 1.25）。結果發現證實，性別差異並非本質的不同，性別與科技的關

係也非一成不變，優先掌握遙控器與 3C 家庭數位科技的女性自覺受益

比家人、他人多，而在家中較無法優先使用數位產品的男性則無從自

傲，甚而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從數位家庭得到的正面影響比自己來得高。 

（三）「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之行為層面影響考驗 

表五的多元迴歸統計部份證實了假設四，當控制人口特徵、家庭數

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情況、影響效果評估等變項時，他人與自己相比的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能預測數位家庭支持度（模式二中 Beta = .150, 

p < .05，模式三中 Beta = .154, p < .05）。不過這只對男性受訪者達到統

計顯著水準，女性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就不能顯著預測數

位家庭支持度，家人與自己相比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則無法預測

男女受訪者的數位家庭支持度。而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是正值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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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人與自己相比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越顯著時，數位家庭的

支持度就越高，認為數位家庭對他人造成的影響比對自己的影響來得高

的男性，傾向於支持數位家庭發展；越覺得自己受影響程度比他人高的

男性則對數位家庭的支持度就越低。 

表五的模式一與模式四目的是考驗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模式

二與模式五是考驗「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模式三與模式六原本計畫

考驗所謂的「鑽石模式」，同時放入第三人效果加上第一人效果、第三

人效果減第一人效果兩類建構變項，礙於共線性問題，最後捨棄家人與

自己比較的部份，只保留他人與自己比較的數據。 

多種模式檢驗顯示，不論是第一人效果（推測訊息對自己的影

響）、第三人效果（推測訊息對他人的影響）、第二人效果（第三人效

果加上第一人效果），對數位家庭支持度的預測力都比不上模式二與模

式三中第三人效果減第一人效果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即使如

此，「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對積極性數位家庭支持行動的影響還是男

女有別，在模式五與模式六中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另外，在第三人效果的行為層面影響預測的其他變項中，也可見顯

著的性別差異：對男性受訪者而言，年齡越大、新科技產品接納度越

高、數位家庭瞭解度越高、覺得數位家庭對生活作息安排越有正面影響

者，越傾向於支持數位家庭發展。對女性受訪者而言，家庭經濟越不依

賴男性、平均一天使用數位產品的時間越多、數位家庭瞭解度越高、覺

得數位家庭對休閒娛樂安排越有正面影響者，越傾向於支持數位家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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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以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預測數位家庭支持度之多元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 

男性模式一 男性模式二 男性模式三 女性模式四 女性模式五 女性模式六 
人口變項 
教育程度 -.129 -.128 -.129 .042 .040 .040 

家庭人口總數 .070 .067 .072 .029 .032 .028 

家庭平均月收入 .062 .062 .062 -.012 -.012 -.010 

年齡 .181* .179* .183* -.006 -.003 -.006 

婚姻狀況 -.043 -.047 -.053 -.127 -.123 -.109 

家庭經濟倚賴 

男性程度 

-.076 -.077 -.079 -.126* -.129* -.128* 

科技的瞭解與使用程度 
每天使用家庭數位 

產品時數 

.124 .123 .118 .166* .174** .166* 

家庭數位科技的重 

要程度 

-.165 -.161 -.153 .040 .038 .039 

家庭數位科技優先 

使用程度 

.078 .075 .073 -.018 -.018 -.021 

家庭數位科技使用 

熟悉程度 

.161 .164 .172 -.009 -.008 -.010 

新科技產品接納程 

度 

.205* .207* .195* .088 .096 .091 

數位家庭瞭解程度 

 

.190* .190* .193* .202** .199*** .203** 

影響效果評估 
對生活作息安排正 

面影響程度 

.225** .228** .221** .125 .136 .126 

對家務分工安排正 

面影響程度 

.055 .061 .061 -.086 -.083 -.085 

對職業工作安排正 

面影響程度 

-.011 -.014 -.005 .030 .042 .037 

對休閒娛樂安排正 

面影響程度 

.057 .067 .064 .169* .181* .173* 

數位家庭發展的社 

會需要性 

.070 .070 .066 .124 .124 .123 

人我影響比較 
整體對自己產生的 

影響 

-.144   -.078   

整體對家人產生的 

影響 

.074   .027   

整體對他人產生的 

影響 

.127   .123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 

距 1（家人-自己） 

 .060   .001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 

距 2（他人-自己） 

 .150* .154*  .116 .111 

第二人效果（他人 

+自己） 

  .003   .045 

R² 
Adjusted R² 

F 

.325, 

.245, 
4.089(20, 170)*** 

.324, 

.249, 
4.319(19, 171)*** 

.322, 

.247, 
4.296(19, 172)*** 

.291, 

.225, 
4.412(20, 215)*** 

.289, 

.227, 
4.623(19, 216)*** 

.291, 

.228, 
4.656(19, 216)***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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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主流的論述往往去脈絡化第三人效果理論與數位家庭的發展，忽略

使用家庭數位科技並進行人我影響評估的人是「社會人」、是家庭權力

關係中佔據不同資源位置的人。評估比較的參考架構其實是依循具體的

社會家庭權力關係中的生活經驗而動態調整。如果不將社會帶回（bring 

the social back in）傳播效果的討論，如果不進入家庭性別關係的現場，

第三人效果假設的考驗與發現將可能繼續眾說紛紜、充斥瑣碎的數據、

矛盾與權宜的宣稱此起彼落。儘管心理學觀點開拓了傳播理論的視野，

卻也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盲點，本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即在於提供不一樣的

想像，從家庭性別權力關係分析第三人效果：不是人們心理如何進行推

估忖測而導致人我影響差異，而是社會家庭結構如何限制評估比較才出

現不同的傳播效果。 

本研究以這幾年熱門的議題數位家庭的發展與影響評估為分析對

象，理由有三項：首先它是產官學界致力推動的未來藍圖，卻鮮少詢問

置身數位化家庭環境的男女切身經驗，誰獲利、誰受害，仍莫衷一是。

其次，過去第三人效果研究偏向於單一媒體或單一事件的訊息影響分

析，忽略多媒體多工已經是當前傳播環境的常態，而數位家庭影響評估

正是寫實地綜合多樣傳播效果的極佳研究題材。第三，數位家庭等重大

公共議題多是評價正負交雜、社會需要性南轅北轍、很難尋求具共識的

比較參考點，以致於心理學的成因解釋左支右絀，以此為研究對象可凸

顯尋求另類觀點之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迫切性。 

實證統計發現大致上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社會學觀點第三人效果假

設：不僅家庭數位科技的瞭解與使用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鑲嵌於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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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權力關係中的男女也對數位家庭影響做出迥異的人我評估。若不考慮

家庭經濟來源、不注意數位科技的家中優先使用權等社會因素，就難以

理解為何有些女性有第一人效果認知、其他女性則沒有、又為何有些女

性甚至出現顯著的第三人效果認知。眾多的個別差異讓心理學觀點的第

三人效果研究陷入窘境，一旦放回家庭權力關係脈絡時，雜亂的數據才

展現清楚的眉目與規則，原來人們評估人我影響的差異是參照具體的社

會家庭權力相對位置，對於數位家庭的影響，弱勢者傾向於認為家人或

他人獲益比自己多，而相對強勢者則傾向於相信自己得利比其他人高，

佔有不同資源與權力的女性當然會做出不一樣的傳媒效果判斷。 

文化研究早已經在媒體家用化上累積許多豐富質性資料與發現

（Lull, 1991; Morley, 1986; Radway, 1984; 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2），Morley（1992, 2000）的家庭閱聽人民族誌法研究也被運用探

討台灣家庭內權力關係與詮釋策略立場（方念萱，2003 年 9 月；林芳

玫，1994；孫秀蕙，1996 年 7 月）。本研究嘗試結合質性與量化研

究，運用文化研究探討家庭閱聽人所累積的論點與發現，設計不一樣的

社會學觀點第三人效果假設考驗，希望拋磚引玉，未來能見到更多研究

者投入，跨領域發想提出更周延貼切的新時代傳播效果分析。 

表一與表二顯示，一個抽象的性別概念並無法解釋人我影響評估與

比較的差異，一旦將性別置入具體家庭權力關係中，如表三與表四所展

現，才會較清楚看到性別展演的脈絡性與異質性。家庭中媒體使用與影

響評估的差異並不是男女本質的個人不同，而是複雜文化、社會與空間

安排中不同主體位置的結果。有研究就發現，女同志家庭比較會平等使

用電視遙控器，廣告時常會關小音量以方便進行互動交談（Walker, 

1996）。換言之，媒體科技的家用化涉及家庭權力關係，性別的差異經

常是在家庭日常的權力協商對抗中被建構、維持、或顛覆（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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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而媒體的使用與影響評估則是性別差異形塑與展演的戰場。 

過去第三人效果研究不是沒注意性別因素，但是性別差異常流於刻

板印象或有同質化的傾向（如對色情訊息男性易被撩起情慾、女性易感

到厭惡與被冒犯，而且評估影響時常以同性反應做為參考比較基準點；

Reid & Hogg, 2005），忽略不同結構位置的男女可能因應權力資源差異

而有不同的反應與參考比較基準點。在本研究中，負責家庭經濟責任與

掌握家中數位產品優先使用權的女性對數位家庭影響的人我評估，明顯

不同於家庭經濟倚賴男性、無法優先使用家中數位產品的女性，雖然同

樣是生理上的女性，前者的人我影響評估參考比較基準點也許更接近於

社會文化上的陽剛氣質（Fejes, 1992）。相對地，女主外單薪家庭中無

法優先使用家中數位產品的男性，其人我影響評估參考比較基準點也許

是社會文化上的陰柔氣質（femininity），傾向貶低自己的受益程度，而

高估他人的獲利。 

根據勞動社會學的文獻，家庭勞動與家務參與的性別差異有三種解

釋：相對資源說、時間可得性說與性別角色態度說。家庭性別分工形態

可能因男女擁有的權力資源差異而有所不同，也可能因彼此擁有空閒的

時段與時間多寡而導致不同的勞動分配，而社會化學習來的性別認同角

色觀念往往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發揮影響力。三種說法解釋程度不一，但

是台灣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傾向於支持相對資源說（張晉芬，2011）。

本研究的發現某種程度證實相對資源論的假設，數位家庭內的媒體使用

與影響評估差異來自於天生抽象性別概念者少，來自於家庭權力關係相

對性別位置者多。 

表二與表五對照來看，原本人我影響比較與數位家庭支持度上並沒

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然而控制其他人口與家庭特徵、數位科技的瞭解與

使用與影響效果評估後，男女受訪者採取支持行動的原因卻有明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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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再次證明抽象的性別概念沒有太大解釋力，但是重回具體家庭脈絡

的性別不只能檢驗第一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存在，還能展現不同的行為層

面影響力。 

相較於其他人我影響比較的變項（如第一人效果、第二人效果與第

三人效果），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仍是較有效預測行動的指標。不過這

預測效果只限於男性受訪者，台灣女性似乎直接以自身權力資源掌握度

來決定數位家庭支持度，不需揣測整體對人我的影響或人我影響的差

距。而男性行動與否固然考量人我影響比較，卻不像一般消極的媒體管

制行動訴諸於預防或懲罰式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亦即他人受害比自己

高），相反的，男性受訪者認為他人受益比自己高時，越傾向於採取數

位家庭支持行動。是不是積極性的媒體介入行動與消極性的媒體管制行

動有不同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機制，還有待更多研究探討。 

問卷數據顯示，數位家庭的影響正負交雜、社會需求性模糊、也找

不到明顯受眾當參考比較基準點，在這種狀態下，過往第三人效果研究

的三種心理成因解釋模式遭遇嚴峻的解釋力考驗。雖然如此，本研究的

整體研究設計與數據尚不足以推翻心理學觀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例

如：自我提升解釋的考驗只要求受訪者評估數位家庭對生活作息、家務

分工、職業工作與休閒娛樂等安排的正面影響，忽略對身份地位、自我

形象、團體認同與社群關係等方面的影響評估；訊息暴露假設的考驗以

受訪者自己宣稱的科技使用時間當預測變項，也不同於過往研究以受測

者對他人訊息暴露程度的感知（Eveland Jr, Nathanson, Detenber, & 

McLeod, 1999）或人我之相對暴露程度差異（McLeod, Eveland Jr, & 

Nathanson, 1997）的設計安排；而考驗自我分類假設前未先瞭解受訪者

對內組（in-group）與外組（out-group）的區隔，就逕自假定家人為內

組、他人為外組，輕忽數位科技重組社會領域親疏遠近的能力，導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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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雖然發現受訪者推估家庭數位科技對他人的影響大於家人，卻無把握

就此推翻自我分類假設。 

除了上述考量外，不少研究者仍然以實證數據支持某些心理解釋模

式（Reid et al., 2007; Zhang, 2010），在還未更嚴謹、更有系統地檢驗之

前，本研究僅能被視為不同觀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而不能貿然宣稱取

代既有研究傳統。建議將來研究者同時考驗心理學與社會學觀點的第三

人效果假設，累積足夠實證資料，再來評估不同觀點的理論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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