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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視談話節目的發展 

 

壹、電視談話節目的定義與特質 

 

  電視談話節目（television talk show）是二十世紀中極具代表性的媒體產物，

但在一九六○年代時，電視談話節目還沒有引起太大關注，仍被認為是像報紙一

樣，看完就可以隨手丟棄的一種媒體形式；直到九○年代早期，美國關於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的眾多文章才反映出社會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批評和學者對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研究興趣，這些文章都將重點放在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

美國政治層面的影響上，並批評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主持人取代了新聞工作者的

傳統社會功能（Timberg, 2002）。 

 

所謂的電視談話節目，意指電視節目全部由對話活動所組成，進行方式有四

個原則（Timberg, 2002）：第一個原則是由一位或是一個團體擔任電視談話節目

的主持人，主持人要負責整個節目的節奏與（討論）方向，並且針對來賓在現場

的發言給予指引或是限制。由此可知主持人在談話節目的角色相對重要，成功的

主持人不但形成自己的品牌，甚至能左右節目的存續（Timberg, 2002）。 

 

第二個原則是電視談話節目的對話，都具有現在式的力量。它能讓閱聽人坐

在房裡收看就有「參與者」的感受，即便討論的主題已經是過去的消息、災難、

運動事件、評論或選舉，但只要閱聽人收看，就還是能感受到節目當下的氣氛。

電視談話節目「現在式」的特點，必然會帶來「親密感」，即使是對著無數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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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說話，也能讓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感覺主持人只對自己說話，收看節目時的親

密感受進而使閱聽人與主持人像建立了一層關係一樣（Timberg, 2002）。 

 

第三個原則是電視談話節目是一項商業產品，而且是一項必須要和其他電視

商品競爭的產品，因此在主持人的選擇上就必須格外謹慎。尤其談話節目本身和

主持人都必須要證明自己是值得電視台和廣告商支付他們適當薪水的，因此為了

符合電視台長官和廣告商的要求，談話節目總有許多無形的規則必須遵守，例如

來賓需要經過挑選，探討的題目也要先行討論。最後一個原則，是電視談話節目

的本質是互相協調的。也就是說，節目的呈現是在被周詳規劃的狀況下，還必須

要看似自然發生（Timberg, 2002）。 

 

  在電視談話節目發展近五十年後，電視談話節目無疑已經具備下列的特色：

上述(1) 以主持人為中心，並由主持人界定（host-centered and defined）、(2) 偽

裝的現在式（forged in the present tense）、(3) 周詳規劃下的自然（spontaneous but 

highly structured）、(4) 嚴格規定的把關（churned out within the strict formulas）

和(5) 為最大多數的可能觀眾設計節目（designed to air topics appealing to the 

widest possible audience）等（Timberg, 2002）。這些原則與特色顯示電視談話節

目其實挑戰了現行電視節目的「類型」（genre）概念，特別是娛樂與時事、觀

點與情緒、辯論與論述間的區別，在電視談話節目中已經不再明顯。電視談話

節目中有娛樂也有公共事務，是情緒亦是理性，所以 Livingstone 和 Lunt（1994）

就認為，電視談話節目是獨立於其他媒體型式的文本，雖然本身最大的特色是

提供「公共」服務，但實際上也提供「商業」服務，使其無法依既有的節目類

型來分類，可以說是一個和其他媒體形式產生互文關係（intertextual），具有資

訊娛樂化（infotainment）性質的新媒體（Livingstone & Lunt, 199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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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談話節目的分類 

 

Himmelsteim（1994: 343-352）曾依據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題，將電視談話節

目分為五種型態，分別是：（一）娛樂名流談話綜藝（entertainer-celebrity-talk-variety 

form），以名人瑣事訪談為特色；（二）名人訪問型（visit-to-the-famous），將攝

影機深入名人家中，探訪他的私人生活空間，有時還以 live 進行個人側寫；（三）

輪流談話型態（long-form-round-talk），主要由政治人物、知識份子討論實質社會

和文化議題；（四）性別談話型式（sex-talk-form），以性別為主要訴求，如八〇

年代興盛的女性談話節目，以及（五）電視審問談話型態（the-video-talk-trial），

以一般人的英勇事蹟、卑劣需求、私人悲劇，甚至怪異發明為節目討論焦點，參

與節目者必須在觀眾面前接受質詢並回答問題（Himmelsteim, 1994）。 

 

Carbaugh 則以電視談話節目的形式來分，認為可區分為人物形式

（personality-type）以及議題形式（issue-type）兩種。人物形式的電視談話節目

著重於談話者雙方的相互對話，議題形式的電視談話節目則著重在團體式的討

論，團體討論的形式又可以再細分為只有專家參加、一般人與專家參加和只有一

般人參加等三種形式（Livingstone & Lunt, 1994: 38）。 

 

若由播出時間來區分，電視談話節目可以約略分成三類，包含深夜娛樂談話

節目（late night entertainment talk show）、日間觀眾參與式節目（daytime 

audience-participation show）和早晨新聞雜誌談話節目（early-morning news talk 

magazine show）（Timberg, 2002）。 

 

其中，深夜娛樂談話節目是由單一主持人與一位來賓進行插科打諢式的聊

天，最基本的例如 1950 年播出的【百老匯露天劇場】（Broadway Open House），



 13

或在 1957 年播出的【今夜】（Tonight），簡單的幾張桌椅和長沙發營造出隨意親

切的環境，主持人對表演嘉賓的現場採訪，讓觀眾在融洽的氣氛中，得以窺見明

星私人生活的真實面貌（Scott, 1996／苗棣譯，1999）。 

 

而日間觀眾參與式節目的形式是觀眾可以和來訪專家或名人一同坐在攝影

棚內，由主持人協調觀眾向來賓提問，例如 1967 年開播的【唐納休秀】（Donahue 

Show），主持人、來賓與觀眾一起針對各類聳動話題，如墮胎、同性戀、亂倫、

變性人或女婿娶岳母等等議題進行討論（盧非易，1997）。 

 

早晨新聞雜誌談話節目特別針對日益減少閱報人口所設計，早晨新聞雜誌談

話節目具有日報的功能，播出時間大約從早上的七點到九點，內容多是今日的重

要新聞剪輯、氣象、當月活動預報，以及對名人和新聞人物所做的輕鬆訪談，例

如 1952 年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電視台所播出的【今天】（Today）即屬

此類（Matelski, 1991／邱紫穎譯，1997；盧非易，1997）。 

 

綜上所述，電視談話節目可以依據討論主題、參與形式或播出時間來分類，

並沒有絕對唯一的分類標準可依循。國內的研究者對於電視談話性節目的分類，

傾向於在參考國外分類方式後，針對國內的節目特性與節目內容之呈現方式，再

做出較適切的分類。 

 

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第三人效果，因此以下本研究將

焦點置於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二、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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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談話節目其實發軔自廣播談話節目，廣播談話節目因成本低廉又叫好叫

座，在電視逐漸普及之後，廣播談話節目製作人即開始構思將廣播談話節目進一

步在電視中播放，不過在發展之初，從廣播搬上電視的過程並不平順，由於廣播

談話節目事先寫好劇本且套過招的立即採訪方式，並不適合電視這個新興媒體的

視覺空間，所以需要有另一種即興的方式來呈現，但因而也就造成各電視網耗時

多年去實驗各種談話節目的形式，來提高其受歡迎的程度（Matelski, 1991／邱紫

穎譯，1997）。 

 

廣播談話節目中，以新聞，尤其是政治新聞為訪談重點的談話廣播，最早可

溯及四○年代，是由一位天主教 Charles Coughlin 神父所主持的，以評論當時美

國羅斯福總統相關新政政策（New Deal）為主的政論性談話廣播，Coughlin 神父

在當時有「收音機神父」的美名，在每週一次的廣播節目中，聽眾就高達一千萬

人（林博文，2004）。而隨後由羅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主持

的政論性談話廣播──著名的「爐邊談話」（fireside chat），在當時有收音機的家

庭也得到了 38.7%的收聽率（Davis, 1997）。 

 

此外，自一九三○年代起，美國教育性的政論性談話廣播就已經提供聽眾參

與時事（current issues）辯論，如 1938 年至 1952 年哥倫比亞廣播公司（CBS）

播出的節目【民眾講堂】（The People’s Platform），固定安排四位來賓，包括主持

人、當天話題的專家、聽眾及評論人，以現場播出的方式對議題進行辯論，顯見

談話性辯論（debate）的節目內容，從很早就開始了（Munson, 1993）。 

 

回到電視談話節目方面，雖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只是電視談話節目的一種

（Liebes, 1999），但是追溯電視談話節目的源頭，卻可以發現最早的電視談話節

目型式就是以討論政治議題的基本雛形來開展。例如以邀請政要和新聞界人士一

起討論政治事件或經濟趨勢，在 1947 年 NBC 的【會見新聞界】（Meet th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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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說是第一個電視談話節目，同時【會見新聞界】也是第一個電視政論性談

話節目，和 1954 年 CBS 隨後播出的【面對國家】（Face the Nation），兩者同樣

都有不錯的收視率（Matelski, 1991／邱紫穎譯，1997）。 

 

 

三、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定義 

 

不過，到底何謂「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political call-in program）？美國

的學者 Erler 和 Timberg（2002）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有許多形式，因此

定義非常廣泛，在他們的定義中，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由電視網的新聞從業人

員針對時事提出立即性的分析評論，在攝影棚內彼此討論出對事件的同異觀點

（Erler & Timberg, 2002），而 Jones（2005）則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學有

專精的專家在電視節目中，發表對於事件的意見，目的是為了告知民眾資訊或是

教育觀眾觀念，並沒有其他政治傳播上的目的（Jones, 2005）。 

 

  以參與成員來分類，國外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約可分為三類：第一種為報

紙或廣播記者訪問政府官員或是當天的新聞人物，如上述的【會見新聞界】和【面

對國家】；第二種為新聞記者的圓桌討論，如 1969 年播出，Martin Agronsky 主

持的【艾根史基和公司】（Agronsky and Company）；第三種則是前二種的混合，

即由一到二位的評論家主持，並和來賓進行討論，如由 William F. Buckley 擔任

主持人的【火線】（Firing Line）（Jones, 2005）。 

 

台灣的情況方面，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形式也非常多元，主持人方面，有

單一主持人或是多位主持人之分，觀眾參與部分，也有有無 call-in 之別，盧世祥

等人（2004）就曾廣泛諮詢學者、專家和節目製作人等，力圖整理出「電視政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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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談話節目」的定義（見表 2-1）。 

 

 

表 2-1：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定義 

姓名 職稱 電視政論性談話性節目的定義 

胡婉玲 民視新聞部副理 討論政治議題的談話性節目。 

李如芳 
【大話新聞】 

製作人 
針對政治新聞或政治事件做討論評論的節目。 

劉俊磷 
【台灣心聲】 

監製 
談論政治及社會公共議題的談話性節目。 

謝志佳 
【謝志偉嗆聲】 

製作人 

1. 顧名思義，廣義的政治議題，不僅是政策、政

黨、民間議題及國家公共事務做為政論談話性主

題。 

2. 凡與台灣有關，從台灣立場看美中、美台，評

論台灣與世界的立場或沒立場的節目。 

何啟聖 
【訐譙選舉】 

主持人 

以政治議題為討論的主要內容，邀請相關專家學

者、政治人物，甚至直接參與政策決策人士，藉

由討論，使觀眾更加了解正反雙方所持立場及意

見者。 

匿名 

學者 
大學新聞系教授 

以政治做議題，發表意見，請幾位與談人談論，

以意見為主，並非報導新聞。 

陳維修 
【訐譙選舉】 

製作人 
評論時事政治的節目。 

李秀珠 
國立交通大學 

傅播研究所教授 
節目中的談話內容有關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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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電視政論性談話性節目的定義 

馮建三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系教授 

「概括式的」定義較難，倒不如用「列舉式」的

定義，也就是報告中直接說明定義的「政論節

目」，而不是去描述內涵。 

王嵩音 
國立中正大學 

傳播系系主任 

應分兩種： 

1. 「政論性節目」：具嚴肅性，針對公共事務或

政治相關事務進行評論。 

2. 「談話性節目」：通常具娛樂性，節目內容可

能以恢諧、八卦、調侃呈現。 

蔡念中 
世新大學 

廣電系教授 
以政論性議題為主的談話性節目。 

方蘭生 
文化大學 

新聞系教授 

有關政治性議題，請專家學者進行溝通，建立共

識，然後將溝通的共識傅播出去。 

楊意菁 
世新大學公共 

廣告系助理教授 
以政治議題為主的談話性節目。 

蔣安國 
銘傅大學 

廣電系系主任 

跟政治、政策事務相關的公共議題，可以作為政

策民意探尋的評論性節目，是可集思廣益及蒐集

討論性質的節目。 

陳炳宏 
輔仁大學大眾傳

播研究所副教授 
選擇政治議題，以對談或討論方式進行之節目。

徐永明 

中研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 

助理研究員 

以時事、政治新聞作為討論內容，邀請相關媒體

代表、政治人物、學者專家進行討論，透過意見

的呈述、討論作為節目的主要內容。 

陳清河 
國立政治大學廣

播電視系副教授 
嚴肅的討論公共事務的政論或法律議題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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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電視政論性談話性節目的定義 

羅燦英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所長 

電子媒體的談話節目中，以談論政治相關議題為

主的談話性節目。 

管中祥 
世新大學廣播 

電視系助理教授 
評論政治事件的談話性節目。 

楊憲宏 資深政治觀察家 

由電視公司計畫、派員主持，邀請不同政治色彩

及客觀人士一起主持，就政治議題做評論或分析

的節目。 

陳立宏 News98 主持人 以當下政治議題為主題的電視談話性節目 

王雅各 
國立台北大學 

社會系教授 

不管有沒有主持人，在節目參與的人，所談論的

事務是公共事務，即為政論性談話性節目。 

林朝億 
《台灣日報》 

記者 

電子媒體以邀請對相關議題了解或可以代表提

出呼論者，對當前政治現象、政治活動或政治人

物提出評論的節目。 

彭文正 
國立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教授 

由節目主持人一人（或以上）或含來賓、或含現

場，或 call-in 或 call-out，對有關政治、社會議題

作任何形式的評論或討論的節目。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電子媒體以討論話題為主要內容的節目，可以包

括一個人獨白而穿插新聞或檔案畫面，或一個主

持人外加若干來賓的談話等方式進行，也可開放

或不開放 call-in 讓人參與討論。 

莊伯仲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系助理教授 

以政治性新聞議題為主要探討對象的談話性節

目。 

資料來源：廣電基金（轉引自盧世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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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世祥等人（2004）總結整理後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基本上應為「以

討論公共事務的政治新聞、事件或法律議題之節目」，本研究延續其定義，認為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專門討論公共事務以及政治新聞的談話節目，節目的型式

──call-in 與否、訪談方式或是戶外開講，以及主持人特色──都是為了實現公

開辯論的目的而調整，只是顯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互動程度和節目特色，並

非必要的定義條件。 

 

依據楊意菁（2002）的分類，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概可分為以下兩種

類型： 

 

（一）新聞性談話節目 

 

播出時間多在午間或晚間，以「議題」與「新聞時事」為討論標的，這類節

目的主持人通常先與討論來賓針對新聞議題進行討論，有時還會加入觀眾的

call-in 討論，午間時段的例如中天新聞台的【新台灣星光大道】、三立新聞台的

【新台灣論壇】，晚間時段則有如 TVBS 的【2100 全民開講】、東森 S 台的【關

鍵時刻】等。 

 

（二）名人性談話節目 

 

節目雖以討論政治時事議題，但與上述新聞性談話節目不同的是，雖然並非

以娛樂為主，但談話性質卻是較為輕鬆幽默的，現場並不開放call-in，純粹邀請

名人（大多是政治人物以及資深媒體人士）針對事件共同參與討論。如TVBS的

【新聞夜總會】、TVBS的【新聞不一樣】或是超級電視台的【新聞挖挖哇】等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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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本研究將分述美國和台灣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歷史發展，以對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做進一步的探究，下將先整理美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脈

絡。 

 

 

貳、美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概況 

 

  根據 Timberg（2002）的研究，他將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發展分為五個時朝，

第一個時期從 1948 年到 1962 年為止，第二個時期從 1962 年到 1974 年為止，第

三個時期從 1974 年到 1980 年為止，第四個時期從 1980 年到 1990 年為止，第五

個時期從 1990 年到 2000 年為止，本研究依循他的研究結果以下逐期介紹，並特

別提出各時期重要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一、第一個時期：1948 年到 1962 年 

 

  在還沒有「談話節目」或是「談話節目主持人」這些詞彙以前，就已經有了

「談話節目名人」（talk personality）這種現象，這些名人在電視還沒有播出談話

節目以前，早已活躍於廣播談話節目中。二○和三○年代，當廣播發展臻於成熟，

成為普及的大眾媒介之後，廣告商、製作人和主持人就決定將廣播既有的談話節

目形式，搬到電視中繼續製作。1948 年到 1953 年間，美國擁有電視機的家庭數

只佔 53%，到了五○年代末期，美國家庭電視的普及率已經高達 90%，幾乎成

為「圍繞在電視下的國家」（one nation under television）。在電視機大量普及的情

況下，電視談話節目也就在四○年代晚期、五○年代早期之時，正式出現在螢光

幕前。即使電視談話節目會在當時盛行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之下，被

電視台高層官員嚴格檢查或受廣告商謹慎規範，但這些名主持人明白，能在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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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服務聽眾的談話節目，一樣也能在電視中服務觀眾，電視能給他們新的戰場

（Timberg, 2002）。 

 

  在發展電視談話節目雛型的第一個時期，1948 年到 1962 年，各大電視網開

始實驗、創造各種形式的談話節目以探索閱聽大眾的喜好，並廣邀具有影響力、

可以信賴的主持人來主持節目，往後許多電視談話節目的形式都在這個時候有了

基本樣貌。例如 Edward R. Murrow 主持以討論新聞為主的【現在請看】（See it 

Now）；融合新聞、各種表演以及演員和嘉賓的幽默談話，是由 Dave Garroway

主持的【今天】（Today）；【家】（Home）則針對家庭主婦收視群，充滿主持人

Arlene Francis 和來賓的輕鬆對談；或如 Jack Paar 擔綱的【今夜】（Tonight），則

混雜新聞、訪談及喜劇表演（Scott, 1996／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由於本研究以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第三人效果為研究重點，因此以下著重

介紹各時期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在第一個時期，有如 NBC 電視台於 1947

年播出，討論嚴肅的公共事務【會見新聞界】（Meet the Press），節目由新聞工作

者代替民眾詢問官員有關當日新聞事件的相關問題。新聞界來賓出席的原因在於

利用其記者探查採訪的身份，還有對相關新聞的認識，能與政策制定者就議題進

行深度討論，直接將對話情形呈現給閱聽大眾。圓桌討論（roundtable news 

discussion）的進行方式使政策不但能在民間公開場合被辯論，也能提供民眾對

政治情勢和國家政策的分析觀點，與 1954 年 CBS 播出的【面對國家】（Face the 

Nation）都具有提供民眾時事識讀的意義（Matelski, 1991／邱紫穎譯，1997；游

明儀，2003）。 

 

  1951 年，原來在廣播界已經主持熱門談話節目【現在請聽】（Listen in Now）

而頗具影響力的 Edward R. Murrow，跨足主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現在請看】，

節目內容包括對第一手新聞（first-person news）的討論，也有調查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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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ve reporting）和政要名人的訪問（celebrity interview），同時因為同軸

電纜的發展，節目得以運用分鏡技術促成隔海對談（trans-oceanic dialogue），觀

眾同時可以看到紐約和舊金山攝影棚，拉近了美國東西兩岸間的距離（Scott, 1996

／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二、第二個時期：1962 年到 1974 年 

 

  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年代，單單 1957 一年仍賣出六百萬台電視機，這為談

話節目在第二個時期，從 1962 年到 1974 年為止，提供了良好的發展基礎。尤其

1960 年秋天，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總統選

舉電視辯論中，美國民眾透過螢幕看到尼克森缺乏自信的模樣，與甘迺迪精力充

沛、知識淵博、自信、能言善道對比明顯，最後甘迺迪當選總統，也奠定電視的

影像影響力在美國政治傳播史上的重要意義，當然，這也證明相較於只聞其聲不

見其人的廣播談話節目，電視談話節目在感官層次上，兼具有影像和聲音的雙重

優勢（Scott, 1996／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1967 年時，彩色電視機的銷售數量首度成長到與黑白電視機的銷售量相

當，有許多家庭甚至擁有一台以上的電視，由於電視普及，不但深夜的談話節目

和早晨談話節目有所增加，廣告利潤也為電視台帶來可觀收入，不過這個時期電

視台高層依然控制節目，電視談話節目不再能 live 播出，以確保節目不會使贊助

者或廣告商不悅。不過，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如 Johnny Carson（【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主持人）、Barbara Walters（【溫柔陷阱】(The Tender Trap)主持人）

或 Mike Wallace（【大審判】(The Grand Inquisitor)主持人），他們個人持續的毅力、

耐心、訪問技巧和商業敏銳度，依然讓他們能在嚴肅的電視環境中發展，具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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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節目的主持經驗的他們很快成為名主持人，不同於第一個時期專注於嘗試各種

電視談話節目形式的年代，六○年代開始，主持人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主持風

格，獨特的風格使他們成為電視台中不可或缺的角色，長期的耕耘為自己的節目

建立了品牌，也替電視台帶來持續穩定的獲益（Timberg, 2002）。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方面，例如在 1965 年首播，由 Joe Pyne 主持的【喬․

派恩秀】（The Joe Pyne Show）就是當時頗受歡迎卻爭議不斷的節目，最高峰時

期曾在美國 85 個電視台播出。Joe Pyne 原來是一位廣播談話節目主持人，曾參

與海軍陸戰隊的他，奉行保守主義，常邀請一些理念看法較傾向自由主義的嘉賓

來現場與他討論政治議題，並在現場的激辯中，以辯倒、嘲笑對方為樂（Scott, 1996

／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又如從 1966 年播到 1999 年，由 William F. Buckley 擔任主持人的【火線】

（Firing Line）。在當時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爭執不休的時代氛圍之中，傾向保守

主義的 William F. Buckley，常邀請一些激進自由派的來賓到節目中，再加上一些

提問人和評論人，彼此論辯對政治事件的觀點，不過在進入七○年代以後，節目

氣氛已經較為平和，多是就一些政治問題進行探索性的意見交換（Scott, 1996／

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六○年代晚期，由 Phil Donahue 主持的節目【唐納

休秀】（The Phil Donahue Show），開啟了電視談話節目讓觀眾到攝影棚現場參

與討論的先驅，此種節目又可稱之為觀眾參與式節目（audience participation 

program）。由於節目強調觀眾對現今時事議題的討論，而非商業性的閒談

（business chitchat），於是在觀眾參與討論的前提下，以議題為取向

（issues-oriented）的電視談話類型節目也就此產生（Priest, 1995）。如同 Rose

（1985）所認為的，【唐納休秀】和其他白天時段談話節目最大的不同，即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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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藉由開放觀眾參與提問，進而探討社會中各個議題的方式，已經使它成為一個

公共論壇（Rose, 1985）。 

 

  雖然電視談話節目在所有的電視節目中只佔小部分，不過這個時期的電視談

話節目，在社會上充斥對青少年文化、民權運動、女性主義和反越戰運動的討論

聲浪中，儘管如【唐納休秀】為滿足觀眾好奇的心理，常討論聳動的未婚媽媽、

少女母親及性倒錯等曝露社會扭曲面的主題，引起搧風點火、剝削社會議題的批

評，因而被視為是「垃圾電視」（盧非易，1995），不過在當時社會問題常遭壓

抑，沒有公開討論環境的同時，至少這樣的節目，也提醒了民眾社會問題的存在，

透過節目中眾人的討論，也反映了當代美國文化變遷的軌跡（Timberg，2002）。 

 

 

三、第三個時期：1974 年到 1980 年 

 

  第三個時期從 1974 年到 1980 年，雖然各大電視網依舊支配談話節目，但時

勢所趨，他們也開始接受新的競爭者，例如新聞聯營機構（syndication）1、獨立

電視集團（independent station groups）、有線電視（cable）和公視（PBS）的挑

戰。如自五○年代開始，新聞聯營機構中的製作人（syndicatior）就開始在自己

的攝影棚製作電視談話節目，再將節目便宜的出售給區域獨立電視台或全國電視

網的普通時段，1969 年以後，由於新聞聯營的模式運作成熟，加上製作節目的

新技術（便宜的攝影棚和低廉的製作成本）、播送節目的新方法（運用人造衛星）、

                                                 
1 新聞聯營（syndicate）此種模式是指將某機構採製或採寫的節目、文章或照片等有償出售給多

家電視台、電台、報刊同時播出或發表。在此一營運模式中，被出售的節目、文章或照片的商業

價值的大小往往透過價格的高低直接呈現。新聞聯營模式改變了節目製作者與播出者的工作方式

與經營方式，創作者可以只負責製作，播出者可以只管播出，分工明確讓製作者只需專心製作出

良好的節目，播出者也只需全力負責播出相關事宜；生產成本以多家分擔取代獨家承擔，經營管

道以多個取代一個，使播出者可以以更低的成本獲得同樣或是更好的作品來播出。新聞聯營模式

創造節目市場、創造競爭，也創造優秀節目，創造了最大化的利潤，構成了良好的運作機制（鍾

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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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播出系統（HBO 等有線電視）以及聯邦傳播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關鍵性決定──增加談話性節目的利潤以吸引

更多的投資者，都加速了談話節目的發展、成熟。 

 

  這一時期的重要談話節目如【唐納休秀】，雖然首播於 1967 年，但 Phil 

Donahue 沒有威嚴、親切、熱情的主持風格，使節目到了七○年代依然大紅大紫；

或如 Mike Douglas 的【麥克․道格拉斯秀】（The Mike Douglas Show），在週間

播出，以報導當地事務和探討在地事件為主，深獲觀眾認同；Bill Moyers 則在公

視領域中開創出與知識份子共同討論重要公眾事務為主的電視談話節目。此外，

女性如 Barbara Walters 和 Dinah Shore 也在傳統幾乎全由男性掌握的電視談話節

目中嶄露頭角，而且節目內容並不侷限在私領域中的時尚或家庭生活，公領域如

法院、國會、工廠或城市裡貧民問題等政治、社會層面現況或是公共政策都可以

是探討的議題。但不能避免的是，這些節目所討論的議題，仍然以主流價值觀為

主軸，代表著美國大多數的中產階級的看法（Scott, 1996／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 

 

 

四、第四個時期：1980 年到 1990 年 

 

  延續第三個時期各大電視網與有線電視競爭的氛圍，在進入第四個時期，

1980 年到 1990 年間，兩者的競爭更加明顯，有線電視的影響力也已經越來越大。

這個時期，收聽廣播的人口從 90%降到 65%，但有線電視的普及率卻由 22%上

升至超過 60%，電視網不得不繼續在節目形式上推陳出新，以爭取廣大閱聽眾。

例如在夜間時段，美國廣播公司（ABC）播出 Ted Koppel 主持的【夜線】

（Nightline），以及在 NBC 播出，由 David Lettermen 擔綱的【與大衛․雷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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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度深夜】（Late Night with David Letterman）；午間時段則有 Geraldo Rivera 的【葛

拉多秀】（Geraldo Show），Joan Rivers 的【瓊․瑞佛秀】（Joan Rivers Show），或

是著名的 Oprah Winfrey 的【歐普拉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等談話節目。

雖然談話節目越來越多，但不可避免的，部份良莠不齊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引

發政界人士、新聞工作者、學者和談話藝術專家的批評，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

目對社會有不良的影響（Timberg, 2002）。 

 

  從八○年代早期開始，社會大眾對於娛樂的需求也越來越高，為了滿足各種

閱聽眾，談話節目不再只關注中產階級白人的喜好而開始走向分眾化，例如針對

女性和少數種族閱聽人的喜好，有了以西班牙裔（如 Sally Jessy Raphaël 和 Geraldo 

Rivera）和非洲裔（如 Oprah Winfrey 和 Arsenio Hall）為主持人的談話節目。而

因為尼爾森（Nielsen）收視率調查顯示，中低階級或是藍領階級是電視談話節目

的重度收視者（heavy television watcher）和廣告商品的重要消費者，為了滿足這

群收視人口，談話節目開始走向資訊娛樂化（infotainment），甚至引發批評者評

為「垃圾談話」（”trash talk”）（Timberg, 2002）。 

 

  此時期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方面，代表的是在 ABC 播出，由 Ted Koppel 主

持的【夜線】（Nightline）。Ted Koppel 原來是一位資深外交特派員，在新聞領域

的優秀表現讓人無法把他跟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相連，不過當他一跨入電視政論

談話節目的領域，中立的節目立場，立刻打敗同時段播出的【今夜】。 

 

  由被稱為「電視中最聰明的男人（the smartest man in television）」的 Ted 

Koppel 擔任主持人，獲獎無數的【夜線】節目流程是先由 Ted Koppel 作個簡短

的開場白，接著播出四到七分鐘相關報導的新聞片段，然後 Ted Koppel 會宣布

誰將在廣告後擔任來賓，廣告回來後，先由資深記者對話題作精簡的基本事實及

分析報導，接著由 Ted Koppel 輪流向兩三位相關人物來賓提問，來賓的鏡頭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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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切換，但給每人的時間大致相等，以反映節目的中間立場。之後莫約有三十分

鐘的時間，讓來賓對主持人的問題或新聞事件發表看法，進行方式有點類似小組

座談（panelist），有時還會接聽 call-in 電話。然而在這一段時間中，任何辯論都

受到限制，主持人 Ted Koppel 站在公眾角度發問，並於發言或辯論離題時將拉

回來，因此，可以說【夜線】由於只提供觀點，開放閱聽人談論與思考的空間，

所以擁有不同政黨的觀眾（Scott, 1996／苗棣譯，1999；Timberg, 2002；盧世祥，

2004）。 

 

  電視評論家 William Henry 就表示，【夜線】之所以會成功，除了深具個人魅

力的 Ted Koppel 同時擔任記者和評論者角色之外（both reporter and 

commentator），【夜線】也是第一個針對深夜高社經地位觀眾的商業性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commercial TV news talk show）。Henry 進一步說明，忙於工作的高

社經地位者通常到了深夜十一點半時，才能利用睡前餘暇看一些電視節目，此時

他們若想深入了解國內外大事，就是選擇收看【夜線】，而這些高社經地位閱聽

人也是【夜線】一開始就瞄準的目標觀眾（Timberg, 2002）。 

 

 

五、第五個時期：1990 年到 2000 年 

 

  美國社會在八○年代到九○年代早期，一連串政治、文化、經濟以及科技的

改變，促成了第五個時期，1990 年到 2000 年，完全「資訊娛樂化」電視談話節

目的發展（Jones, 2005）。 

 

  在政治的層面上，名人和政治間的界線已經變得模糊，電視談話節目習慣以

常識性的方式來思考、談論政治訴求，加上觀眾對政治不滿形成反政治的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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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populist），閱聽人因而傾向觀察政客在具有娛樂意義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中的表現。此外，觀眾也可以藉由 call-in 向候選人提問，當然，節目中候選人的

回應也是以常識性（commonsensical）、可理解的（accessible）語言來表達（Jones, 

2005）。 

 

  在科技的層面上，網際網路的進步加速了上述政治層面上的改變，時空差距

被克服，政治菁英與普羅大眾間的界限也不再明顯，過去的觀眾參與式節目

（audience participation program）只有現場觀眾才能參與，現在由於 call-in 等通

訊技術的進步，讓更多閱聽人因為新傳播科技的賦權而能參與節目（Jones, 

2005）。 

 

  在文化的層面上，午間肥皂劇（soap opera）被議題取向的電視談話節目取

代，這些電視談話節目以討論個人議題為主，同時邀請專家及門外漢（outsiders）

參與對話，例如在【唐納休秀】中，觀眾就可以參與討論，Jones 等研究者更認

為在這類節目中，門外漢已經成功地對專家提出挑戰（Jones, 2005）。 

 

  在經濟的層面上，製作人嘗試要製作成本低廉又迎合觀眾口味的節目，由於

同時間廣播談話節目的成功以及互動式科技的發展，有線電視業者製作了許多電

視談話節目，在內容上呈現一般民眾常識性的評論，並利用互動科技加強和觀眾

間的連結（Jones, 2005）。 

 

  在上述的背景之下，進入 1990 年到 2000 年，電視後網路時代（post-network 

era of TV）的第五個時期，傳統新聞與娛樂的界線已經被打破，電視談話節目成

為資訊、新聞和娛樂的綜合體，收看電視談話節目的閱聽人已經無法區分資訊與

娛樂的不同，最明顯的例子，就是結合喜劇表演（comedy）、意見（opinion）和

公共事務討論（public-affairs discussion），由 Bill Maher 主持的【政治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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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ly Incorrect）（Timberg, 2002）。 

 

  除了混融喜劇演出和新聞的電視談話節目如【政治不正確】和 Garry 

Shandling 主持的【賴瑞․山德秀】（The Larry Sanders Show）外，九○年代的電

視談話節目還有幾個特色：其一是向過去的節目取經，例如 Larry King 的【賴瑞

金現場】（Larry King Live），節目形式便是從他播出許久的深夜廣播談話節目移

植過來的，而如 Jay Leno 主持的【今夜】（Tonight），其實是也延續著 Johnny Carson

當初主持【今夜】的風格。其二是改造過去節目，重新成為新節目的風格，如

Rosie O’Donnell 的節目【羅素․丹尼爾秀】（The Rosie O’Donnell Show），也自

七○年代由 Mike Douglas、Merv Griffin 和 Dinah Shore 等主持的節目中汲取養

分，重新創造出屬於九○年代談話節目（Timberg, 2002）。 

 

  其三如 Ricki Lake 和 Jerry Springer 主持，以議題取向為主的午間談話節目，

則依循六○、七○年代【唐納休秀】觀眾參與的節目形式，在節目中邀請觀眾一

起針對兩性問題進行討論。這類觀眾參與式節目，讓觀眾能夠對於電視談話節目

中的權威專家提出質疑、挑戰，除了呈現不同立場的論述外，由於觀眾的參與讓

平凡意見有被納入討論的可能，也能有機會運用日常語言及常識來思考議題及討

論解決方式，嚴肅（serious）與大眾／娛樂（popular / entertaining）對比的節目

進行方式在九○年代依然創造了出色的收視率（Timberg, 2002; Jones, 2005）。 

 

  此時期電視談話節目在內容方面朝向資訊娛樂化發展，大環境的背景因素是

九○年代電視台間的白熱化競爭。傳統的三大電視網──NBC、CBS 和 ABC，

以及第四個電視網 FOX 電視，在面臨有線電視的挑戰之下，彼此無不努力提升

廣告收益和閱聽人口，尤其數位技術的進展、應用，使得在頻道數量增多、電視

談話節目數量增加，但閱聽人使用媒介時間卻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提升電視談話

節目的收視率以及廣告收益，就成了各大電視網的首要目標，其中一個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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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製作最大眾（massest）的節目，以吸引最多的收視人口。例如 John Thornton 

Caldwell 就指出，電視網在競爭中求生存的方式，就是製作一連串在形式上創新

的節目，以期能讓觀眾留下對電視台深刻獨特的品牌印象（Jones, 2005）。當然，

隨著各個電視談話節目的開播以及其良好收視率，品質不好的電視談話節目開始

遭受對社會有不良影響的輿論批評，認為其是受到操作（operated）的公共領域

（public sphere），意見皆經過篩選後才傳送出去（filtering and channeling），對社

會意見表達的效果有限（Timberg, 2002）。 

 

  回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方面，在九○年代早期，美國人對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的興趣，是受到「候選人的談話節目策略」（”talk-show strategies candidates”）

所激發。1992年的2月20日，德州富商Ross Perot在CNN的【賴瑞金現場】中，藉

回應call-in觀眾的問題時，無預警的宣佈自己將以獨立候選人的身分參與當年的

總統大選，此舉也迫使他的對手柯林頓（Bill Clinton）不得不上【唐納休秀】、【阿

思諾秀】（The Arsenio Show）和MTV音樂電視台等暢談他的競選政見，柯林頓

最後擊敗眾人當選總統，他在電視談話節目上成功的論辯技巧，甚至使他被戲稱

為「電視談話節目總統」（talk-show President）。自此也確立了政治參與的「新」

型式，各政黨開始採取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現場討論來推銷其政黨候選人，往

後美國只要一到選舉，電視談話節目就成為新聞、娛樂和政治勢力聚集的場域。

當然，【賴瑞金現場】也成為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Erier & 

Timberg, 2002）。 

 

  自1985年起，Larry King在CNN的每個星期日晚上，主持了一個以名人和話

題人物訪問為主的電視訪談節目【賴瑞金現場】，並開放現場，讓全世界看節目

的觀眾，都可以call-in進來參與話題討論，由於節目在播出之後頗受歡迎，所以

在1994年6月已調整為每天帶狀的節目型態，同時在每天的深夜還有節目的重播

（轉引自康紀漢，2002）。【賴瑞金現場】的節目進行流程採取來賓訪問、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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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電話和新聞片段插播等方式來維持節目的生動性，這樣的模式類似Larry 

King之前的廣播談話節目（Scott, 1996／苗棣譯，1999）。對Larry King而言，電

視就像是「世界之窗」（window on the world），是呈現政治和真實世界的管道

（Timberg, 2002），他希望能藉由電視談話節目的公眾性質，探索受邀上節目來

賓對特定議題的個人看法（彭芸，2001）。 

 

  對於 call-in 進來的電話所提出的問題，【賴瑞金現場】並沒有限制，因此在

節目初期，沒有人願意上節目，call-in 來電使來賓覺得場面會不能控制，不過，

Larry King 運用他擅長的「壘球式」（softball）問話方式，給予來賓時間思考他

們的回應，在三十分鐘沒有廣告的完整時間內讓他們暢所欲言，如此不但消除了

名人的抗拒感，也吸引越來越多名人上節目。Larry King 的訪談技巧，更曾讓

Howard Krutz 稱讚為「閒談的藝術」（the art of the schmooze）（Timberg, 2002）。 

 

  John Thornton Caldwell 就強調，觀眾對於政治的評論及意見，透過 e-mail、

傳真、電話等方式已經成為節目的一部份，也就是說，電視節目市場的競爭除了

需要獨特的節目型式外，還要和觀眾有更強的連結，觀眾已經厭倦了以菁英為主

的政治及社會論述，因此對於能夠發表自己看法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自然產生

興趣（Jones, 2005）。彭芸（2001）就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盛行，在於

喜好發表的政治人物藉此找到舞台，閱聽人也發現除了新聞之外，有一種除了探

討時事、更提供 call-in 的節目，讓他們能有與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對話的機會。

盧非易（1995）也指出，【賴瑞金現場】的特色除了 Larry King 犀利的主持能力，

幽默而尖酸的嘲諷外，還包括訪談之後，讓觀眾打電話進來直接訪問來賓。政治

人物在此聽取觀眾的建議，也同時磨練、調整自己的回答，他們的「表演」使得

電視台收視率上升，自己本身也增加了知名度（彭芸，2001）。就像食物鏈（food 

chain）一樣，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和政治人物間彼此各取所需，保持平衡的生

態（Timber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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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八○年代開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風格就呈現資訊娛樂化的走向，將

新聞、公共事務和娛樂相互結合在節目中，不但拉近新聞和娛樂間的距離，有時

甚至已經無法區別什麼是新聞與真實世界，什麼又是娛樂、虛構與喜劇，尤其是

1996 年在喜劇頻道（Comedy Channel）播出的【政治不正確】，更是完全打破新

聞和喜劇演出的界線，甚至必須對「政治」和「大眾文化」重新定義（Timberg, 

2002）。 

 

  【政治不正確】以四人小組座談的方式處理嚴肅議題，有時也用喜劇呈現，

用門外漢和「常識性語言」的方式幽默討論嚴肅的公眾事務（Timberg, 2002）。

如此，這個節目已經不再是一個有意義的公眾論述（public discourse）領域，主

持人 Bill Maher 是位喜劇演員，他就表示，深夜的政治幽默電視談話節目只是要

提供觀眾一些無聊的玩笑（Jones, 2005）。 

 

  Bill Maher 為了回應新聞節目中許多經過操弄、瑣碎、愚蠢的新聞，開創出

具有自我風格的政治幽默電視談話節目【政治不正確】。【政治不正確】雖然是娛

樂性質的節目，卻直接、積極地談論政治議題，而且並非以專家身分，而是以門

外漢的姿態來談論政治，節目通常分為政治評論及來賓訪問兩個部份來進行，成

功的在政治及娛樂間取得平衡。這樣的進行方式為節目贏得許多肯定，曾得過多

次美國有線電視獎（Cable ACE Award）的最佳談話節目和最佳談話節目主持人

獎（Timberg, 2002; Jones, 2005）。 

 

  總結來說，檢視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發展，大致上可以瞭解美國的電視存在

許多不同類型的談話節目，它們不僅在日間或深夜各個不同的時段播出，同時節

目的目標、市場和閱聽眾的區隔也相當清楚。例如前述在午間時段播出，由Oprah 

Winfrey主持的【歐普拉秀】，節目主要關切人際關係的心理層次，因此節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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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較為通俗，偏向於社會、家庭和教育等軟性的議題；至於Larry King的【賴瑞

金現場】則完全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以新聞討論為主；另外，像是在深夜時

段播出的電視談話節目，Bill Maher主持的【政治不正確】，就以幽默、調侃政治

話題為主。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在過去的十年間不斷向娛樂靠近，對於批評者而言，充

斥娛樂意義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已經模糊了嚴肅、娛樂節目間的界線，使政治

成為沒有價值的事。但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而言，他們則認為這樣的

節目提供閱聽人衡量政治人物誠信的機會，以打擊政治領域中的各種虛假。但這

些資訊娛樂化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出現，同時也反映政治與大眾文化並非分離

的領域，兩者其實緊密相連：諸如普羅大眾可以直接在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中談

論政治；議題和事件並非以傳統的專家∕記者的取徑加以報導，而是提供另一種

門外漢的觀點；這些節目的目的在於揭發公眾生活及政治當中的虛假等（Jones, 

2005），都是第五個時期政論性談話節目不同於其他時期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幾個

特色。 

 

  電視談話節目在經濟氣候、商業趨勢、時尚、政治和社會運動中汲取養分，

型塑成各種各樣的形式。可以預見的是，接下來二十年談話節目的發展趨勢，節

目的定位將會顯得更重耍，不但必須同時具備新聞性與娛樂性的價值，更要注意

與閱聽人的互動，例如在網頁平台上建立溝通的管道等，使其真正發揮公共領域

的價值（Timberg, 2002）。 

 

  以上是美國電視談話性節目的概略發展，在每一個時期，本研究也著重介紹

該時期重要的政論性談話節目；下面則分期說明台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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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概況 

 

  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發展類似於美國，同樣源自於廣播政論性談話節

目，不過因為戒嚴的政治環境而開始發展的年代較晚；本研究以下的分期介紹，

依循簡余晏（2006）的研究，將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區分成「萌芽期」

（1989-1994 年）、「成長期」（1994-2002 年）和「蓬勃期」（2003 年迄今）三個

階段。 

 

一、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萌芽期：1989 年到 1994 年 

 

  台灣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發展與美國相同，也是發軔自地下電台的政論性

談話廣播。當收聽地下電台政論性談話廣播的聽眾越來越多以後，蓬勃的民意使

媒體人士開始思考將政論性談話廣播搬進電視播出的可能性，經過無線電視台和

地下有線電視台針對節目形式的實驗，1994 年台灣才真正有了第一個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總結來說，從 1989 年 11 月張俊宏主導的地下電視台「民主進步電

視台」成功發射電波，開始播出自製新聞等節目，到 1993 年有線電視合法後，

第一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2100 全民開講】於 1994 年 8 月開播，1989 年到

1994 年就是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萌芽期（簡余晏，2006）。 

 

  戒嚴時代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政府握有廣大的媒體資源以利對民眾進行政令

宣導，對於政治訊息的封閉，在野政治力量只能在體制外，以小眾媒體展開地下

游擊式的宣傳戰（歐陽聖思，1986；李祖琛，1987）。在廣播頻率尚未被釋出以

前，中廣、警廣、漢聲、復興等與黨政軍方情報局有關的廣播電台壟斷了國內絕

大多數的可用頻率（彭芸，1996），在當時媒體所處的戒嚴氛圍環繞之下，敏感

的政治話題和黨外的批判觀點並沒有辦法在合法的電視或電台播出，在野人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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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政府對於言論的控制和媒體的壟斷，為了突破媒體封鎖，表達不同政治訴求

的地下廣播電台紛紛開設，以政治評論為主的地下電台 call-in 政論性談話節目順

應而生（高瑞松，1996；黃莉雅，2007）。 

 

  陳昭如（1994）就認為，當時地下電台之所以會受到聽眾的青睞，主要是因

為大多數的地下電台政論性談話廣播，多以國內最近發生的重要新聞時事為重

點，節目中主持人的反對性格較強，他們嚴厲地批判國內社會種種的不公現象，

直陳國民黨內部的權力鬥爭和腐化等問題。由於這些言論在一般合法電台裡絕對

聽不到，同時這些言論又頗能切中一般民眾對於政治和社會中種種亂象的看法，

所以這些較具爭議和敏感性的話題，總能引起廣大聽眾熱烈的反應。再加上現場

call-in熱線的設置，讓蓬勃的民意能藉此來反應，除了滿足他們參與節目的慾望

外，也提供了聽眾相較主流媒體更民主的節目內容，這是地下電台之所以吸引人

的一大特色。因此，對聽眾來說，那時的地下電台，就成為他們溝通彼此和相互

交流的空間（陳昭如，1994）。 

 

  相較於地下電台 call-in 政論性談話廣播中蓬勃民意的展現，在合法無線電視

台的「民意」則顯得相對沉寂。其實早在解嚴前後，無線電視台就已經陸續出現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包括：【新聞眼】（1985）、【國際瞭望】（1985）、【問

題與對策】（1989）、【媒體面對面】（1990）、【國會春秋】（1991）、【從

今天到明天】（1991）、【集會遊行面面觀】（1991）、【有話要問】（1992）

等。這些節目就內容而言，多是邀請國內外學者與政府官員對時事發表議論，分

析、檢討重大新聞和政策，甚至是邀請新聞事件當事人與媒體記者面對面深入探

討，節目時間多半在週日早上現場播出（盧世祥，2004）。由於這些節目的主要

目的大多在傳達政令，替政府進行政策背書，節目形式較為嚴肅單調，節目也並

非在黃金時段播出，加上缺乏觀眾參與互動，因此，在當時較無影響力與重要性，

也較少研究者關注（紀佩君，2005；林政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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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值得一提的是由李濤主持的華視【華視新聞廣場】。首播於1987年11

月15日的【華視新聞廣場】是華視的第一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是台灣電視

史上最早的call-in節目，節目除了首開三台call-in風氣之外，在當時每週日晚間

十點的播出時段更掀起一陣新聞話題的旋風，不過為避免爭議，【華視新聞廣場】

採錄影後剪輯播出（楊軍良，1997），三台在政黨包袱下多製播政令宣導型的電

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開放民眾call-in參與的【華視新聞廣場】僅能稱之為特例。 

 

  相較於無線電視台政令宣導型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地下電視台裡的相關

政治性節目，則承襲地下電台政論性談話廣播的異議媒體2精神，力圖打破國民

黨長期以來對資訊的箝制，宣傳民進黨的政治理念，藉以平衡無線三台親國民黨

的報導（翁秀琪，1993）。 

 

早在 1989 年 11 月 30 日，張俊宏主導民進黨的地下電視台「民主進步電視

台」（以下簡稱民主台）就已經開播，而自 1990 年 3 月起，各家有線電視系統更

紛紛成立民主台，1990 年 10 月 15 日，二十四家民進黨籍的民主台業者共組「台

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聯合會」，其聯盟章程主張就是要「打破國民黨及其他媒

體壟斷，爭取言論自由」（翁秀琪，1993: 512）。當時許多民主台都自製新聞，也

提供有關立法院，地方議會質詢的實況，或是街頭運動、演講會的剪輯，雖然節

目品質較為粗糙，但因為言論內容有別於三台新聞，也吸引了不少具有共同政治

理念的人裝設收看，具有一定市場（翁秀琪，1993）。 

 

順此趨勢，至 1993 年有線電視合法化之後，有線電視頻道的出現，提供在

野黨和民眾了另一個發言的管道，新型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因應市場競爭隨之

                                                 
2 根據馮建三（1995）的定義，異議媒體是「以政治反對（國民黨）之運動及政治選舉為主要目

的創辨的媒體（馮建三，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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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成為有線電視台視為爭取收視率的一項新利器。不同於解嚴前後無線三台

為政策背書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非過去地下有線電視台人力、物力不足粗

製濫造的節目，有線電視「新型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指的是節目以討論政治

議題為主，採現場播出的方式，並在節目中安排現場 call-in，讓民眾得以直接參

與節目進行的節目形式（彭芸，2001）。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從地下廣播電台中汲取養分，歷經無線電視及地下有線

電視各種節目形式的實驗，閱聽人們也從過去噤聲的年代走出來，轉為一通電話

就可以 call-in 進廣播、電視的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評論。從 1989 年 11 月 30 日

張俊宏主導的地下電視台「民主進步電視台」電波發射器架設完成的那一刻，到

1994 年 8 月第一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2100 全民開講】首播前，這段從地下

到地上，從異議媒體到主流媒體的過程就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萌芽期（簡余

晏，2006）。 

 
 
 
 
 

二、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成長期：1994 年到 2002 年 

 

  走過萌芽時期地下異議媒體的時代，目前最老牌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由

李濤所主持，1994年8月1日在TVBS電視台播出的【2100全民開講】，象徵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邁向了新階段，亮眼的收視表現加上大小不斷的選舉，帶動其他電

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製播，例如八大電視有謝震武主持的【大家來審判】、魚夫

曾於三立新聞台主持的【八點大小聲】，在民視播出，由胡婉玲主持的【頭家來

開講】，或是陳文茜在中天資訊台擔綱的【文茜小妹大】等，各大電視台在此時

期順應各種大小選舉潮流，紛紛推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至2003年時為因應



 38

2004年總統大選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暴增之前，1994年到2002年是所謂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的成長期。 

 

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首推在命名之初，就懷抱著「讓

2100萬人民集聚來開講」的雄心，也自信於「節目不僅能吸引全國人民共同觀賞，

還能吸引大家共同參與（Shen, 1999: 145）」的【2100全民開講】。 

 

除了前述的【華視新聞廣場】外，李濤也曾在中廣新聞網開闢一個強調現場，

直接與聽眾面對面的【尖峰對話】，長期耕耘政治議題的李濤，順著地下電台關

注政治話題和call-in的熱潮，及至1993年有線電視合法化後，掌握社會追求言論

自由和縣市長選戰的時機，將【華視新聞廣場】和【尖峰對話】兩個節目的形式

進行移轉，於1993年11月3日，開始在TVBS主持【李濤廣場】。【李濤廣場】最

初採錄影播出，現場開放觀眾參與發問討論，在每週日一小時的塊狀節目中，探

討當時政治、社會、人文的爭議現象。1994年7月，改為現場直播，並增加民眾

call-in。基本上，【李濤廣場】是有線電視政論性談話性節目的先驅，同時也是

【2100全民開講】的前身（楊軍良，1997）。而為了因應民選第一屆省市長，【李

濤廣場】進行轉型，改成每週一至五晚上九點播出的帶狀節目，定名為【2100

全民開講】，於1994年8月1日首播（楊軍良，1997：26-27）。 

 

  Shen（1999）曾分別由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分析【2100全民開講】得以出

現並竄紅的主因。在政治方面，她認為台灣社會當時正處於民主轉型階段，包括

1996年的第一次總統直選，頻繁得幾乎是一年一次的選舉，民眾需要有更多政治

資訊來源來協助他們在眾多候選人中作出判斷。然而此時三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

目單調乏味的政令宣導並沒有辦法及時傳達複雜多變的政治脈動及觀點，作為當

時有線電視台唯一以討論政治話題為主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2100全民開講】

的出現適時填補民眾政治資訊來源匱乏的現況，因此一推出即造成轟動（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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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經濟方面，由於電視媒體正邁向自由市場之路，黨、政、軍勢力逐步退出老

三台，利潤最大化的商業邏輯逐漸抬頭，加上無線四台、公共電視與眾多有線電

視等許多新興電視台的競爭，各頻道必須製作出能吸引閱聽人收看的節目才能提

高商業收益。甫創台的TVBS在當時以「超級頻道」為目標，在已有張小燕、白

冰冰、苦苓及曹啟泰主持的軟性題材談話節目後，若再加上討論硬性政治話題的

【2100全民開講】，則完備了TVBS超級頻道、觸及最多閱聽人的頻道初始規劃

目標（Shen, 1999）。 

 

  社會層面上，自一九八○年代中期以後，民進黨等其他黨外政治份子就開始

利用媒體游擊戰的方式，企圖挑戰國民黨長期壟斷媒體的行為，一九九○年代中

期以後，許多地下電台（如許榮棋的【台灣之聲】等）更不斷藉由聽眾call-in而

成功取得共鳴。在民主政治的代議制度下，當民眾普遍感到個人對政治的影響力

日漸低下時，電視call-in政論性談話節目是能提供觀眾發表意見的新管道（彭芸，

1996：66），因此當【2100全民開講】開播，在李濤洗鍊的主持風格和熱門討論

議題的設定下，又有助長民眾參與感的call-in，自然能吸引閱聽人收看（Shen, 

1999）。 

 

【2100全民開講】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一開播即造成轟動，楊軍良（1997）

就指出，1995年TVBS的營業額超過十億元，其中單是李濤的【2100全民開講】

就佔廣告業績的20%，約在一億五千萬元左右，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有了閱聽人

的支持之後，自然廣告業績也能拉出長紅態勢（楊軍良，1997）。由於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的製作成本低，不但符合市場的需求，又可激發公共辯論，因而其他

各台紛紛仿傚【2100全民開講】開始製作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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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在2000年總統大選前，就有【2100全民開講】、中天的【相對論】、【八

點大小聲】、東森綜合台的【有話老實講】、【大家來審判】和環球電視台的【互

動新聞】等六個主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在討論總統大選（李清如，1999）；2001

年底，在管中祥對主要有線電視台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研究，即以【2100全民開

講】、中天【驚爆新聞眼】、【八點大小聲】、【頭家來開講】、【大家來審判】、

東森【新聞講明白】為研究對象（管中祥，2002）。由【2100全民開講】帶起電

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風潮之後，有線電視出現眾多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但也因

為收視率低迷或選戰階段性任務達成等各種因素而停播，成長期多個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中，較為值得介紹的，是由女性擔任主持人的【新聞夜總會】（李艷秋

主持，前身為【圓桌高峰會】）和【文茜小妹大】（由陳文茜擔任主持人）。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由於討論主題較為嚴肅，少由女性擔綱主持人，【新聞

夜總會】和首播於2001年【文茜小妹大】是比較特殊的兩個節目。李艷秋主持的

【新聞夜總會】，一般認為是「夫唱婦隨」，延續李濤【2100全民開講】累積的收

視群（林雅夫，2003），而陳文茜的【文茜小妹大】則著眼於陳文茜獨特的個人

魅力，不同於【新聞夜總會】與朋友插科打諢輕鬆聊政治的風格，【文茜小妹大】

則開創出一種以女性特質深入評析政治的空間（李雪莉，2006）。陳文茜以她獨

有的肢體語言、盛麗的打扮，嗲聲嗲氣卻又條理分明的表達方式（林瑩秋，2005），

在歷史、資料、檔案和數字支持下經營節目，也常邀請女性政治人物李永萍、雷

倩或是其他女性評論家如鄭麗文、陳鳳馨等上節目，在【文茜小妹大】中，陳文

茜細語呢喃的論述政治，顛覆了政治給人男性、嘶吼、灰色的印象（李雪莉，2006）。 

 

  從【2100 全民開講】於 1994 年首播，到 2003 年下半年電視政論性談話節

目數量快速成長前，1994 年到 2002 年正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成長期，有了

【2100 全民開講】的成功例子，各無線、有線電視台抓住趨勢與商機，紛紛推

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至 2000 年總統大選前後，就約同時有八、九個電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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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性談話節目播出（紀淑芳，2003a）。 

 

 

三、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蓬勃期：2003 年迄今 

 

  在【2100 全民開講】帶動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風潮，形成電視政論性談

話節目的成長期後，隨著三次總統大選、縣市長選舉與立委選舉帶動蓬勃的政治

活動，政治活動又帶動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另一波高潮，因而進入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的蓬勃期。上述 2000 年總統大選前後才約同時有八、九個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然而到了 2003 年底，因應 2004 年總統大選，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則

已高達二、三十個之多（紀淑芳，2003a），2003 年以後，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已經與台灣的政治氣氛逐漸結合，在頻繁的選舉活動和民眾的政治熱情中，蓬勃

發展（簡于晏，2006）。 

 

  此時期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數量繁雜，幾乎隨著是一年一次的選舉，電視

政論性談話節目就會不斷自我增生、變形，有了許多不同的樣貌。除了號稱中立

的主持人與三五來賓加上call-in觀眾的主流類型，如TVBS的【2100全民開講】、

三立新聞台的【大話新聞】、民視新聞台的【頭家來開講】，還有販賣個人政治

魅力的主持人與好友聊天抬槓的次要類型，如【文茜小妹大】、衛視中文台的【超

級新聞駭客】、年代MUCH台的【雞婆新聞】以及TVBS【新聞夜總會】；此外，

也有和執政者站在同一立場，做為政策宣傳工具的再次要類型，如民視的【挑戰

政策】等（黃莉雅，2007）。 

 

  以 2003 下半年為例，依據廣電人市場研究公司的收視率調查，可以發現即

使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為數眾多，卻仍能維持一定的收視率（林瑩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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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收視狀況 

排名 節目名稱 頻道 平均收視率 

1 2100 全民開講 TVBS 0.86 

2 台灣心聲 MUCH 0.85 

3 文茜小妹大 中視 0.81 

4 新聞夜總會 TVBS 0.52 

5 新聞駭客 衛視中文 0.48 

6 新聞挖挖哇 超視 0.48 

7 大話新聞 三立 0.46 

8 頭家來開講 民視 0.29 

9 台灣心希望 年代 0.27 

10 火線雙嬌 緯來 0.26 

11 新聞誰最大 東森 0.26 

12 大家來審判 八大 0.25 

13 台灣開講 年代 MUCH 0.24 

14 台灣 call-in 年代 MUCH 0.21 

15 中間選民 中天資訊 0.17 

資料來源：廣電人市場研究公司 2003 年 11 月初調查報告 
收視族群：四歲以上個人 

抽樣誤差：±0.55 

 

  表格中較值得關注的，是有別於以往以國語發音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2004 年總統大選前後，形成一股閩南語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風潮，閩南語為

主併用國語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如年代 MUCH 台【台灣心聲】、【台灣心希

望】、【大話新聞】、【頭家來開講】、TVBS【台灣放送】等。其中，【台灣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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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視率更曾異軍突起，長期突破晚間八點檔連續劇收視率，甚至吸引國際媒體

如美國《時代》雜誌和日本朝日電視台等進行採訪（簡余晏，2006）。 

 

蓬勃期間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突出的特色是，雖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數量

眾多，但已走向分眾時代，意即節目是「想講」的人說給「想聽（這種言論）」

的人（紀淑芳，2003b），閩南語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風潮即來自於此。成長期

雖然電視台製播許多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但言論都比較傾向泛藍一方（苗志

勵，2004），【台灣心聲】抓住南部民眾沒有發聲管道的壓抑情緒，加上總統大選

的選舉熱情，期待正港的本土聲音讓民眾抑鬱的心情得以宣洩，因而造就了一陣

「汪笨湖現象」、「台灣心聲現象」（簡余晏，2006）。 

 

【台灣心聲】節目宗旨宣稱「關心台灣、愛台灣」，節目打著「走透台灣基

層，跟人民借膽，向總統府發聲」旗號，全以閩南語發音，加上主持人汪笨湖江

湖味十足的主持風格，情緒性的語言搭配著俚語，親切的就像南部民眾平常說話

的方式，煽動性十足（劉伯姬，2004）。除了一般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中的口水

論戰之外，【台灣心聲】也常安排較為溫馨感人的專訪（李濠仲，2004），加上

節目清楚定位在「本土」、「親綠」，成功的和其他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做出品

牌區隔（張世嘉，2004），在2003年12月為例，節目的收視率大約介於0.6175到

1.07之間，天天都擠進有線電視收視率排行榜的前八十名（劉伯姬，2004）。 

 

  雖然汪笨湖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在 2004 年總統大選後相繼停播，但【台

灣心聲】所開創的閩南語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已經形成風潮，電視政論性談話節

目走向分眾市場成為趨勢。例如鄭弘儀主持的【大話新聞】每天晚上九點開播二

小時，以現場直播、接受觀眾 call-in 的方式，邀請固定名嘴議論時政，鄭弘儀略

帶本土色彩的外型，草根式的閩南語談吐，普遍得到泛綠閱聽人的支持，根據電

視研究機構 AGB 尼爾森媒體研究（AGB Nielsen Media Research）的收視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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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2006 年 12 月【大話新聞】的收視成績，幾乎都在 1.5 左右，同時段的【2100

全民開講】則幾乎都沒有超過 1（陳宗逸，2006）。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收視率高的原因，即在節目已經與台灣的政治氣氛逐漸

結合。例如 2005 年【2100 全民開講】的收視率在高捷弊案時，曾創下最高 3.99

的高鋒（林雪紅，2005），2006 年罷免總統案喧騰一時，【2100 全民開講】的收

視率也達 2.02（簡余晏，2005 年 11 月 2 日）。BBC 新聞網即報導指出，討論罷

免總統案時，原有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再加上增開的節目及新聞時段，爭相邀請

各方資深記者和評論員來談弊案、論時政，名嘴們穿梭在這些節目中成為搶手

貨，一個月就可以多賺新台幣十幾二十萬的車馬費（楊孟瑜，2006 年 7 月 13 日）。 

 

2003 年後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蓬勃發展，除了頻繁的政治活動帶動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節目也已與台灣的政治氣氛結合之外，在收視率掛帥的思維下，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走向分眾來回應閱聽人的喜好和需求，除了賽馬式的膚淺

選舉議題，更充斥強調衝突的省籍、統獨議題，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明顯的立

場傾向，也使得原本設定為民眾抒發意見的「公共論壇」角色，愈益受到懷疑與

挑戰（揭陽，2004），也因此社會各界批評聲浪不斷。 

 

 

肆、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影響 

 

  綜觀台灣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歷程：從早期（八○年代）的僅邀集數

位不同立場的學者專家上節目辯論，到（九○年代）基本上還是立場互異的與談

者，但卻 live 直播並加入觀眾討論的「call-in 節目」，再發展到如今，雖然仍保

留 live 和觀眾討論，卻演變成由一群立場大致相同「固定來賓」所組成的談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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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洪浩唐，2007 年 7 月 21 日），甚至在 2005 年的 10 月民進黨團立委宣布禁

止參加【2100 全民開講】之後，【2100 全民開講】的來賓就多為三傾藍一傾綠，

或多名傾藍來賓對一兩名弱綠來賓，正符合分眾市場法則：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立場極藍或極綠時，越容易受到自己所屬立場的群眾支持（簡余晏，2005 年 11

月 2 日）。節目中來賓論點大致相同，收看的閱聽人立場也類似，蔣安國就曾表

示，與會（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來賓多屬老面孔，來賓又往往對事理有偏執的

主張，特別對尖銳議題又不能提出健康論點，因而很容易激化社會對立的情緒（江

子芽，2001）。林照真也表示，存在於不同頻道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肆意地

在所屬時段為特定的政治利益搖旗吶喊，它們一直是偏執政治立場的複製者，導

致如今在媒體公共領域裡，只充斥意識形態的對壘（林照真，2008 年 4 月 1 日）。

陳炳宏（2004 年 4 月 7 日）曾據此提出批評： 

 

  ……真正在撕裂台灣的是政治意識形態，而助長意識形態對立的罪魁禍首，

正是台灣的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在選舉期間很特別的現象是，民眾一回

到家，馬上打開電視尋找跟自己意識形態相吻合的新聞與政論節目，透過偏激的

內容，不斷強化自己的立場，進而產生對立的政治意識。……新聞媒體發現，意

識形態是區隔收視市場的主要利器，因此在搶攻收視率的前提下，新聞媒體便不

顧媒體為何物，以各據立場的意識形態爭取觀眾，致使泛藍看中視，泛綠看民視，

種下撕裂台灣的禍因。…… 

 

  2004 年年底的立法委員選舉前，由文化界、社運界與媒體界第二、第三代

外省後裔所組成的「台灣外省人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與「台灣

促進和平基金會」就共同發起「三拒運動」，呼籲拒上、拒看、拒聽趙少康與汪

笨湖所主持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羅廣仁，2004 年 12 月 5 日）。 

 

  「台灣外省人協會」發起人代表馮賢賢就指出，媒體能夠藉由不斷炒作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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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收視率，都是因為「雙惡相生」的結果。一個偏頗的媒體，生出來另外一個

偏頗的媒體，一個偏激的言論，會導致更偏激的言論，「二個迎合市場的極端言

論」採取「責怪對方」的邏輯，相互合理化自己的存在，所有問題不是藍色陷阱

就是綠色陰謀，理性論述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同時，閱聽大眾不斷受到「敵我

分明」的暗示，各自尋找認同族群，然後透過兩組過度簡化的概念相互憎恨．長

此以往，原本並非如此的台灣社會，真會一分為二，塑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馮賢賢還強調，在民主國家中，媒體應扮演公共論壇角色，即使節目無法避免有

某種色彩，但至少要能成為提供不同意見的對話平台（羅廣仁，2004 年 12 月 5

日）。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飽受輿論批評的同時，節目的數量卻仍不斷膨脹。前述

之 2000 年總統大選前後政論性談話節目才約七、八個，但到 2003 年底時，已成

長至二、三十個節目（紀淑芳，2003a），江聰明就認為，「政論性節目從開播起

每集製作費十萬元出頭，卻走大家喜歡看的節目，製作費低又能傳達電視台老闆

或政黨的政治理念，難怪從早期的【全民開講】會發展到現在多達三十個政論性

節目」（江聰明，2003 年 12 月 5 日），民生報的〈政論節目多 台灣奇蹟〉一文

也指出，「每晚 8 到 12 時，任憑電視遙控器怎麼轉，就是無法對他們視而不見」、

「台灣政論節目氾濫，密度之高堪稱台灣奇蹟．原因是政論節目製作成本低廉，

不同動腦筋，只要有一個攝影棚、找個主持人抓幾位來賓就好。」（民生報，2004

年 12 月 22 日） 

 

  成本低廉商業效益卻龐大，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數量倍增的原因之一。林

麗雲也撰文指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其實是一項「本少利多」的好投資．製作

的成本非常低（主要是主持費與出席費），只要有 0.1%的收視率便能有賺頭，若

能衝到 1%的收視率，則坐收八位數的廣告業績。因此，雖然整體電視政論性談

話節目的市場佔有率只有 6.5%（選舉旺季約 10%），但自從 1994 年【2100 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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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開播以來，各台紛紛效法。林麗雲統計，在 2004 年三月大選期間，就有

28 個以上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搶食這塊市場大餅。為了取得特定的市場，電

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就不會中立與超然，因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死忠觀眾大多

熱衷政治，而且具有明頓的政治傾向，屬於社會中意見光譜上的兩個極端（林麗

雲，2004 年 5 月 5、6 日）。本研究整理後也發現，2008 年總統選舉前後，下午

時段加上晚上時段，更至少有高達 23 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偏頗言論激化社會對立，但低廉的製作成本、龐大的經

濟效益，仍電視讓政論性談話節目的數量不斷增加，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氾

濫，連身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參與者的簡余晏，也不得不喟嘆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已經成為附庸政治、附庸收視率的商業競爭邏輯下的產物，她說（簡余晏，

2005 年 11 月 2 日）： 

 

  ……傳播學者曾希望藉由政論節目理性溝通實踐哈伯瑪斯的公眾領域精

神。但最近看到政論專業來賓公開說：「只要能矇對一件事，胡亂指控也沒關係」、

或「呂副總統快來爆料，我知道你有在看 2100」…等言論，顯然政論產製受限

於商業邏輯，根據市場區隔設立言論立場，製造對立激化對方支持者而難以對

話。……台灣的政論節目形式上早已從「假代表制」的假平衡進一步到「朋黨化」，

是分眾的市場學與媒介政治經濟學的產物，……，政論節目既已成為附庸政治、

附庸收視率的商業競爭邏輯下的產物，那麼，當我們在面對政論節目時，是否也

得拋開嚴肅認真的心情，用收看連續劇的心情來重新面對呢？ 

 

  姚人多（2008）也曾撰文認為，就政治與社會的影響面來說，造成台灣今日

藍綠對決、社會空轉、價值淪喪的社會力量，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與電視名嘴絕

對是大多數人心中首選的答案（姚人多，2008），而根據新修正的《總統副總統

選罷法》，選舉前一個月起到投票日前一天，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若遭檢舉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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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例如只邀請一方來賓、節目內容偏頗或節目時間比例不公等，經中選會認定，

最重將裁罰 200 萬元（蘋果日報，2008 年 2 月 23 日）。學界和社會團體都曾公

開表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偏頗言論造成嚴重社會對立，循此脈絡，政府基

於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因而立法要求節目必須公正。這樣

的假設即基於第三人效果，也就是人們並不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會對他們的

認知、態度和行為有負面影響，卻擔心其他人會因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內容

而受到負面影響，進而支持政府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限制。由於過去未有

探討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第三人效果及其影響，本研究意欲探討電視政論性談

話節目是否有如此大的社會影響力？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否有第三人效果─

─大多數人認為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內容對別人影響大，對自己影響小，並且因為

擔心對他人的影響，進而支持立法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限制。 

 

  基於上述的推論，在分別檢視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定義及美國與台灣電視

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發展之後，本研究接下來將焦點轉移至第三人效果的相關研

究，分別從媒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內容、政治注意程度和政治自我效能等

面向探討第三人效果的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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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三人效果 

 

壹、第三人效果的起源 

 

  第三人效果假說（the third-person effect hypothesis）的提出者是美國哥倫比

亞大學社會學與新聞學教授 Davison，他認為閱聽人在接觸媒介訊息時，會認為

其他人所受的媒介影響大過對自己的媒介影響。為了檢測第三人效果假說，他在

發表正式論文提出假說之前，曾進行四個小型實驗來驗證第三人效果假說，證明

暴露在說服傳播訊息的個人，會認為傳播訊息對他人的影響大過對自己的影響。 

 

  第一個實驗在 1978 年執行，那時紐約州州長選舉已經結束，而紐約市主要

三家主要報紙因罷工而暫時關閉。Davison 以 33 位就讀哥倫比亞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的研究生為對象，問卷內容包括州長選舉和罷工議題，他並且將問卷分成兩部

分，一部分是請受訪者評估一般紐約民眾對這兩項議題的反應，一部分是請受訪

者個人回應這兩個議題。其中一個題項是問受訪者「競選連任的民主黨籍州長凱

利（Hugh Carey）要求競爭對手共和黨籍的杜依（Perry Duryea）先生公佈他的

繳稅紀錄，還利用杜依先生不願公布繳稅紀錄作為他的競選議題，請問您個人認

為凱利的這項競選策略影響紐約市民在這次州長選舉的投票行為有多大？」（量

表為 0 到 7 分，0 分表示完全沒有影響，7 分表示有很大的影響）。問卷的第二部

分則是問受訪者「對於州長凱利把強調杜依先生不願公布繳稅紀錄作為他的競選

議題，假設你是紐約市選民（或者你本來就是），請問您個人認為杜依的這項競

選策略影響您自己在這次州長選舉的投票行為有多大？」（量表為 0 到 7 分，0

分表示完全沒有影響，7 分表示有很大的影響）。結果顯示，有 48%的受訪者認

為，該競選策略對一般紐約市民影響較大（more influence on New York in 

general），只有 6%的受訪者認為對他自己的影響較大（more influence on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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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的受訪者則認為影響力相當（more influence on public and on self），9%的受

訪者沒有意見（No answer / no opinion）（Davison, 1983）。 

 

  第二個實驗是有關大眾媒介和社會化過程的研究。受訪對象是在 1981 年就

讀研究所的 25 位研究生。這次研究是請受訪者先評估大眾傳播對自己的影響，

再評估大眾傳播對他人的影響。測試題目是問受訪者「在童年時期，您是否因為

受電視廣告影響，而要求父母買東西給自己？」，接著問「一般兒童是否會因為

受到電視廣告影響，而要求父母買東西給自己？」。結果顯示，有 68%的受訪者

認為，電視廣告對其他的兒童影響較大，高於對自己的影響（32%）。若請受訪

者評估電視廣告對自己的影響時，36%的受訪者認為廣告對自己的影響不大（not 

very much）或沒有什麼影響（not at all），但只有 4%的受訪者認為廣告對其他兒

童的影響不大或沒有什麼影響。雖然樣本數不多，但 Davison 認為不論是改變問

題次序或提問方式，結果都可以證明第三人效果的存在（Davison, 1983）。 

 

  第三個實驗是請 25 位去聽紐約廣播博物館演講的民眾回答一份有關 1980

年美國總統大選與媒體角色的問卷。問卷的其中一個題項是問受訪者「新罕布爾

州的初選結果會不會影響您的投票傾向？」，間隔許多題項的兩頁後再問「您認

為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候選人雷根的影響有多大？」和「您認為新罕布爾州

的初選結果對候選人卡特的影響有多大？」。結果顯示，高達 72%的受訪者認為

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自己的投票傾向毫無影響（not at all），只有 24%的受訪

者認為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自己的投票傾向有一點影響（a little）（0%的受

訪者認為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自己的投票傾向有很大影響（quite a lot））；而

有 76%的受訪者認為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候選人雷根的選情有一些或很大

的影響，80%的受訪者認為新罕布爾州的初選結果對候選人卡特的選情有一些或

很大的影響（Davison, 1983）。從 Davison 的研究結果看來，新罕布爾州的初選

結果對其他選民投票傾向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投票傾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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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實驗和第三個實驗同時進行，是以另一群出席紐約廣播博物館演講的

聽眾為受訪對象，請受訪者評估美國總統雷根當時的強硬外交政策是否會影響受

訪者個人和其他選民的投票傾向。實驗結果也顯示，大多數受訪者認為雷根外交

政策對其他選民的投票影響會大於對自己投票傾向的影響（Davison, 1983）。 

 

  Davison 於是初步確認第三人效果在許多傳播過程與新聞議題中存在，並於

1983 年正式發表論文（Davison,1983）。自此以降，第三人效果概念廣泛引起傳

播學者高度興趣與重視，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胡幼偉，1998）。 

 

  第三人效果其實存在於許多傳播情境。約在 1949 或 1950 年時，普林斯頓大

學的歷史教授埃思禮（Jeter Isely）發現，第二次大戰期間，日軍發現美軍駐紮在

硫磺島（Iwo Jima Island）的部隊是由白人軍官和黑人士兵所組成的，於是日本

便空投心戰傳單，內容強調這是一場白人的戰爭，與黑人無關，黑人士兵不要為

白人犧牲性命，快找機會投降或逃命。這個說服宣傳也許對美國黑人士兵並沒有

影響，但卻對白人軍官造成了影響，擔心黑人士兵會受影響而叛逃，因而導致第

二天美軍就從硫磺島撤軍了（Davison, 1983）。 

 

  同樣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英美兩國為了要影響德國空軍的作戰效率，在廣播

中散播德軍飛行員紛紛已向盟軍投誠的消息，並且讓播音員不時假裝漏出口風，

暗示德國官方認為遭到盟軍擊毀的戰機，其實已經安全降落在英國，這也因此讓

德軍高層開始懷疑他們飛行員的忠誠度，而使得飛行員的士氣大受影響（Davison, 

1983）。 

 

  Davison 另外舉了兩個實例說明從受眾的角度，何謂傳播的第三人效果。他

將焦點置於報社言論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力，探討有關戰後西德政府制定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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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過程中，西德報社記者如何評價報紙社論對讀者的影響力。結果報社的編輯

和記者最常回答「報紙社論對於像你、我這類人的影響力很小，但對一般民眾可

能產生很大的影響。」，顯示出報紙編輯和記者認為社論對傳播業者他們的影響

較小，對社會大眾的影響力較大（Davison, 1983）。這項研究完成不久後，在一

場美國全國大選中，Davison 加入自己支持候選人的競選組織，卻在投票前兩天，

收到來自敵方陣營傳單，他認為這些製作精美的文宣會影響其他選民，於是沒有

多想就立即加緊發送己方文宣。但在非正式的選後分析指出，雙方陣營的文宣品

對選民並沒有造成很大影響，Davison 也自問「為什麼他當時會認為敵方文宣會

發生很大的影響力呢？」（Davison, 1983） 

 

  Davison 在整理第三人效果的文獻中，也從其他研究中發現關於第三人效果

的研究發現。例如在 1977 年，美國曾播出一部探討黑奴問題的電視影集──「根」

（Roots），在當時因為創下 1 億 3 千萬收視人口的超高收視率，所以 Howard, 

Rothbart 及 Sloan（1978）、Hur 及 Robinson（1978）和 Surlin（1978）都曾做過

相關閱聽人研究，分析影集對美國民眾的影響。這些研究發現，大多數受訪者會

預期看完這部影集後會對黑人與白人會產生態度上的改變，受訪者認為白人對黑

人的容忍度與同情心會增加；黑人對白人則會感到更憤怒、更痛苦與仇恨。然而

在另一項實證研究中，研究者詢問受訪者這部影集對他們的影響時，不論是黑人

或白人觀眾，絕大多數的受訪者都認為看完「根」後，最主要的影響是讓他們產

生一些感傷，有關黑白種族問題的態度卻稱不上產生任何影響（Davison, 1983）。 

 

  經過實例觀察與幾個試驗的結果，Davison正式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假說。其

中假說有兩個重點，其一是人們傾向高估（overestimate）媒體對他人在態度和

行為上的影響力。更明確地說，當受眾接觸到勸服訊息時（無論訊息本身是否有

勸服意圖），會預期該訊息對他人的影響力大於對自己的影響力。其二是當人們

預期該傳播訊息會對其他人產生較大影響時，會使他們採取一些行動，以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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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受負面的訊息所影響（Davison, 1983）。 

 

 

貳、第三人效果的理論背景 

 

  究竟為什麼閱聽人會在接觸媒介訊息後產生第三人效果？尤其不同的訊息

是因為不同的社會心理概念而產生不同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值得研究者進一歩思

考。 

 

  過去的相關研究曾經提出了幾個影響第三人效果的重要概念，包括歸因理論

（Attribution Theory）（Rucinski & Salmon, 1990; Gunther, 1991）、判斷偏見

（judgment bias）（Rucinski & Salmon, 1990; Gunther, 1991）、自我服務偏見

（self-serving bias）（Zuckerman, 1979; Brown, 1986; Lasorsa, 1989; Gunther, 1991; 

Perloff, 1993; McLeod et al., 1997）、自我膨脹（self-enhancement）（Weinstein, 1980; 

Svenson, 1981; Henrisksen & Flora, 1999; White & Dillon, 2000; Reid & Hogg, 

2005）、不易受傷害的錯誤觀念（illusions of unique invulnerability）（Weinsten, 

1980; Duck & Mullin, 1995; Perloff & Fetzer, 1986）、社會比較過程（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Brown, 1986; Duck & Mullin, 1995; Perloff & Fetzer, 1986; 

Peiser& Peter, 2001）以及不切實際的樂觀主義（biased optimism）（Weinstein, 1980, 

1989; Gunther & Mundy, 1993; Chapin, 2000）等。其實這些概念間彼此並非是獨

立存在，而具有某種程度的相互關聯性。 

 

  在關於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中，許多研究將「歸因理論」視為引起第三人效果

的原因，並不斷地檢視其合理性（Gunther, 1991）。Gunther（1991）在他有關第

三人效果產生及其影響成因的研究中，以Hider在1958年所提出的歸因理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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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解釋第三人效果的原因。Hider提出的歸因理論表示，個人在解釋自己的行

為和他人的行為時，通常是有一些因素使然：一個是情境因素（situational 

causes），即外在原因，一個是因為當事者的個性因素（dispositional cause），

也就是內在原因；他的研究發現，個體在解釋自身行動時，經常是對環境以及情

境的一種回應，然而卻將他人的行動，視為是個體本身習性的一種體現，這類判

斷偏見（judgment bias）可以在歸因理論的相關研究中普遍發現（Rucinski & 

Salmon, 1990）。 

 

  Gunther（1991）即用此概念來解釋傳播訊息造成第三人效果的原因。在他

的研究中，他假設人們較可能高估傳播訊息對他人的影響，而比較不會低估傳播

訊息對自己的影響。他在1988年把128位明尼蘇達大學傳播系的學生分成三組，

以公眾人物誹謗報導的新聞做為實驗刺激，控制組只要回答關於幾位公眾人物表

現的中立問題，而兩組實驗組則閱讀相同的誹謗內容，但一篇標榜取自質報《紐

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篇取自小報《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

結果顯示，不論閱讀的是取自《紐約時報》或《國家詢問報》的新聞，受試者產

生的第三者效果認知都是因為人們傾向高估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響，而較不會低

估訊息對自己的影響。為什麼人們傾向低估訊息對自己的影響？這或許是因為人

們相信自己比其他人更能辨識可能影響個人行為的環境因素，亦即被問到面對環

境因素──具有說服意圖或是可能對自己帶來負面影響的媒介訊息──的影響

時，個人因為有這項辨識能力，就會採取不承認（disowning）策略，表示自己

「沒有受到影響」。而既然人們認定他人較不能辨識可能影響個人態度或行為的

環境因素，因此在預測媒介內容對他人的影響時，就會傾向高估媒介訊息對他人

的影響（Gunther，1991；胡幼偉，1998）。 

 

  因此，當人們執行歸因理論時，就往往會形成「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以維持「我比其他人聰明」的樂觀偏見，因而傾向強調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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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對於他人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的影響（胡幼偉，1998）。McLeod等人（2001）

就發現個人在理解自己和他人受影響的原因時，會用不同的理由來詮釋。他針對

359位在德拉威大學修過初級大眾傳播課程的學生，詢問他們對於暴力饒舌樂、

表達厭惡女性的饒舌樂、具有暴力與恐怖特點的快節奏金屬樂和表達厭惡女性的

快節奏金屬樂等傷害性刺激素材（harmful stimulus material）的看法，除了檢驗

負面音樂的第三人效果之外，他們也需要評估自己和其他人會因為什麼原因而支

持對負面音樂進行管制。研究結果顯示，負面音樂影響自己的原因在於個人對音

樂常識（common sense）的認知和對歌詞的反社會性（perceived antisocial lyrics）

的認知，負面音樂影響他人的原因在於他人收聽音樂的狀況和大家長主義

（paternalism）3（McLeod,Detenber, & Eveland, 2001）。 

 

  由以上的研究發現看來，若單純的以歸因理論來解釋行為產生的因果關係，

則會顯得過分簡單。這除了忽略情境因素對其他人的影響及高估內在和個人原因

的影響外，還包括社會成員本身所持的偏見、所處的社會地位、個人特質等等，

都可能使得大眾對其他人的狀況產生錯誤解讀（陳潔寧，2004）。 

 

  過去的研究也顯示，人們會有「虛幻的優越感」（illusory superiority），是指

人們會用一種比較正面的方式，使自己看起來高人一等或比別人幸運（羅文輝，

2000b），也就是說，人們總認為自己較他人之處理能力更好，而且傾向將自己放

在比較優越的位置，所以當面對勸服訊息時常傾向預期該訊息對他人的影響力，

比對自己的影響力大（Davison, 1983）。 

 

 
                                                 
3 大家長主義認為一般人並沒有審查媒介內容的能力，因此，假如人們暴露於負面訊息之中，將

會受到傷害。也就是說，這些具有大家長主義的人相信，媒介內容對自己並不具有殺傷力，因為

他們具有免疫能力得以不受影響，但是，其他人則缺乏自我控制力、知識、智慧以及才能，為了

保護其他無知的人免於受到傷害，「家長」需要保護這些人而不得不進行損害控制預防或限制他

人某些權利 (Salmon, 1986; Shah, Faber, & Yu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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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第三人效果的認知效果 

 

  自從 Davison 在 1983 年提出第三人效果假說以後，第三人效果概念廣泛引

起傳播學者高度興趣與重視，相關研究紛紛出現，依據 Perloff（1993, 1999）的

整理，從 Davison 提出第三人效果的 1983 年到 1999 年，國際上已經有超過 45

篇關於第三人效果的著作與研討會論文，而且領域不僅在大眾傳播領域，更橫跨

社會心理、政治心理與民意研究，理論上遍佈政治傳播與說服心理 

（Innes & Zeitz, 1988; Mutz, 1989; Perloff, 1989; Rucinski & Salmon, 1990, Cohen 

& Davis, 1991; Gunther, 1991; Atwood, 1994; Dunk & Mullin, 1993; Duck, et al., 

1995; Salwen & Driscoll, 1997; Perloff, 1999; Tewkksbury, 2002; Perloff, 2002; 

Jensen & Hurley, 2005; Lee & Tamborini, 2005; Gunther et al., 2006; Diefenbach et 

al., 2007 等）。 

 

  Davison 的第三人效果假說在其實具有認知和行為兩個層次。認知部分，就

是檢驗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設，也就是說，承認媒體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其實不

符合社會對理性主動閱聽人的期待，因此較不能獲得閱聽人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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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her, 1995; 

Lo & Paddon, 1999），相關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也紛紛加以檢證。 

 

  早期的研究如Innes和Zeitz（1988）曾以澳洲主要城市與郊區商圈中心進行

街角立意抽樣，針對政治競選活動（political campaign）、電視暴力（violence on 

television）和開車不喝酒的電視廣告（stop drink driving）三個議題，詢問受訪者

認為媒體對自己的影響以及對其他不同背景的人們有什麼影響來驗證第三者效

果，在得到的171份有效樣本中，顯示這三個議題都出現第三者效果認知，其中

電視暴力的議題認知最為強烈，因為電視暴力較不具有社會期望（socially 



 57

desirable）的性質，也就是說，承認自己受到電視暴力的影響並不符合社會期望，

因此電視暴力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最大（Innes & Zeitz, 1988）。 

 

例如 Gunther 與 Mundy（1993）曾以 73 位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為實驗對象，

要求他們閱讀八組剪報，每組剪報包括討論某個主題的一則新聞和一個廣告。這

八種訊息均曾刊登在報紙或雜誌上，其中四種可能對個人有利的訊息（beneficial 

messages）為：開車使用安全帶的建議、安全日光浴秘訣（safe tanning）、高血

壓的危險警示和建議每天吃燕麥以降低膽固醇；四種可能對個人有害的訊息

（harmful messages）為：樂透賭博與獲獎技巧、家庭郵購事業能迅速致富的消

息、睡覺減肥的藥丸（slimming pill）的新聞和蛋白乳液（hair lotion）能強化髮

質的文章。研究者要求受試者評估四種可能有利的訊息及四種可能有害的訊息對

自己和其他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這四種可能有利的訊息，有兩

種（開車使用安全帶的建議和安全日光浴秘訣）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

響，另外兩種則對自己和別人的影響差距不大；但對四種可能有害的訊息，受試

者均認為這些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Gunther & Mundy, 1993）。 

 

  另外，有些研究指出，有些人會有第三者效果認知，但另一些人會有所謂的

「第一者效果」（first-person effect），亦即受眾認為傳播訊息對自己的影響，

比對他人的影響更大（Cohen & Davis, 1991; Gunther & Thorson, 1992; Atwood, 

1994）。 

 

  如 Meirick（2005）用具說服意涵的廣告檢證第三人效果。他從香菸廣告

（cigarette advertising）、反菸廣告（antitobacco advertising）和反酒駕公益廣告

（drunk-driving PSAs）等三個訊息的勸服效果為例，詢問美國西南部一所大學的

323 名大學生這三種媒介內容對他們自身的影響，並且推測這三種媒介內容對其



 58

他人的影響為何。結果顯示，受試者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

其他人的影響較大，再度證實了第三人效果的存在，即所有受訪者傾向評估負面

訊息對其他人影響較大，但對自己影響較小；而當訊息為親社會（prosocial）或

可能導致正面結果時，受試者會認為自己受到正面訊息的影響會大於其他人，對

其他人的影響較小（Meirick, 2005）。 

 

  不過仍有少數研究結果並未支持者第三者效果假設，如Glynn和Ostman

（1988）的研究，第三者效果假設便沒有得到明顯支持。他們在1984年抽樣訪問

了285位居住在美國喬治亞州雅典市的民眾，詢問他們對民意（public opinion）

是否會有第三人效果認知。他們的研究結果並沒有支持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設，

也就是說，統計結果顯示，民意對其他人的影響和對自己的影響，兩者的差異並

沒有達到顯著。但是Glynn和Ostman從進一歩的資料分析中卻發現，285位受訪

者中，的確有一部分受訪者認為民意對其他人的影響會大過對自己的影響，這些

人在傳播行為上的特徵是較常收看電視談話節目（television talk shows），還有

年齡較大、教育程度較高的受訪者也認為民意對其他人的影響會大過對自己的影

響。而經常收看地方電視新聞（television local news）的一部分受訪者則會認為

民意對自己的影響會大過對其他人的影響（Glynn & Ostman, 1988）。 

 

  儘管如此，學者們對第三者效果假設還是頗具興趣的，因為大部分的研究結

果都支持第三者效果假設，而且在學者們的研究中，不管是使用實驗法（如

Meirick, 2005）或調查法（如 Paek, et al., 2005），第三者效果的基本假設都獲得

支持。由於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絕大多數的受訪者均會認為媒介對他人的影

響，比對自己的影響大，此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假設為： 

假設一：受訪者會傾向評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大，對自己

的負面影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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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第三人效果強弱的中介因素 

 

  自從 Davison 在 1983 年提出第三人效果假說以後，除了少數研究沒有驗證

第三人效果以外（例如 Glynn & Ostman, 1988），後續的第三人效果研究除了繼

續檢證第三人效果以外，也致力於探討其他影響第三人效果的中介變項，本研究

即欲以閱聽人對媒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需要性、政治注意程度和政

治自我效能等可能影響第三人效果強度的變項進一步探討之。 

 

壹、媒介的社會需要性（desirability） 

 

  在過去的研究中，「訊息的社會需要性」（desirable）是第三人效果被認為

具有影響性的因素之一（Meirick, 2005），也就是說，如果大眾媒介的訊息是負

面或是不需要的，人們會傾向認為該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

較大，這是因為媒介的負面內容不符合社會規範，具有社會不需要性

（undesirability）的要素，人們為了迎合社會規範，因而會認為他人較容易受到

媒介負面內容的影響，並認為自己比較不會受到媒介負面內容的影響（羅文輝，

2003）。 

 

也就是說，當人們認為「這個訊息對我不利」（this message may not be so good 

for me），或是「承認我受這個節目影響似乎不太好」（it’s not cool to admit you’re 

influenced by this media program）時，會較不願意（loathe）承認他們受到訊息的

負面影響，此時人們會傾向認為他人所受的影響會比自己所受的影響來得大

（Perloff,1999）。媒介訊息的社會需要性是指社會容許、需要的媒介訊息，過去

的研究顯示，人們會認同符合社會需要的媒介訊息。對於自己而言，個人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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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什麼是社會需要的行為，並宣稱自己的行為符合社會的需要，以展現迎合社

會主流價值的態度（Gunther & Thorson, 1992）。因此，使得人們會傾向認為自己

受到這類具社會需要性訊息的影響較大。例如，公益廣告因為符合社會的需要

性，比較能夠使閱聽人認為這類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Gunther & 

Thorson, 1992）。 

 

  在 Gunther 與 Thorson（1992）的研究中就以 29 位大學生進行實驗，依廣告

內容能引起的情感反應為區分，請他們收看四則中性廣告（即一般商品廣告，如

汽油廣告），四則能引起正面情感反應的廣告（為公益廣告，如基金會廣告）後，

評估自己和他人被廣告內容影響的程度。結果顯示，受試者在評估一般商品廣告

對自己與他人之影響時，的確會引發第三人效果，也就是認為廣告訊息對他人的

影響大過於對自己的影響；但在評估公益廣告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時，卻沒有如

期產生第三人效果，反而產生第一人效果（first-person effect）。研究者認為，

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因公益廣告的說服性訊息合乎社會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也就是個人認為廣告訊息對自己的影響不下於對他人的影響。由

上述文獻可以看出，第三人效果的產生與否其實可能會受到媒介訊息的社會需要

性（desirability of the message）所影響（Gunther & Thorson, 1992）。 

 

  澳洲研究者 Duck 與 Mullin（1995）則在澳洲進行兩項第三人效果的相關實

驗。第一個實驗以 112 位澳洲大學生為受試對象，要求他們比較三種媒介內容，

分別是負面議題（negative media issues，包含暴力、性別歧視和種族偏見三種內

容）、正面議題（positive media issues，包含抵制不良的社會運動、推廣社會良

好風氣及善用同理心關懷他人三種內容）及公共服務宣導議題（public service 

campaigns，包含避免酒後駕車、宣導安全性行為和推廣乘車繫安全帶三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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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類議題對自己和別人的影響。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公共服務宣導內容對自己

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此外，受試者也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和正面內容對別

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不過負面的內容所產生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比正

面的內容所造成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大（Duck & Mullin, 1995）。 

 

在第二個實驗中，Duck 與 Mullin 在一個購物中心用隨機抽取的方式，抽出

64 位澳洲民眾為受試對象，要求受試者比較媒介暴力內容（violence in the media）

和酒醉駕車宣導內容（drink-driving campaigns）對自己和別人的影響，結果發現

受試者認為媒介暴力內容對其他人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的影響，不過酒醉駕車的

宣導內容對自己和其他人的影響則沒有太大的差異。簡單來說，媒介暴力內容比

酒醉駕車宣導內容會產生較大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Duck & Mullin, 

1995）。換句話說，當人們認為接受傳播訊息對自己有利時，第三者效果認知的

強度會減弱，反之，當人們認為接受某種傳播訊息對自己有害時，第三者效果認

知的強度會增加（胡幼偉，1998）。 

 

  另一項相關研究，是 Hoorens 和 Ruiter（1996）在荷蘭進行的研究，他們以

120 位提爾伯格大學（Tilburg University）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是要了

解受試者面對需要的媒介內容（desirable messages）與不需要的媒介內容

（undesirable messages）時，所產生的第三人效果。他們選擇六種需要的訊息（包

括交通安全、犯罪預防、器官捐贈、環保、人權組織和慢性病研究基金）及六種

不需要的訊息（軍火業交易、調製雞尾酒、極端右翼政黨、誹謗重要政客的訊息、

清潔劑和把開發中國家當成豪華的渡假去處）。他們的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不

需要的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需要的訊息則會造成顛倒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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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效果（reverse third person effect）──受試者會認為這些需要的訊息對自己的

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Hoorens & Ruiter, 1996）。 

 

至於羅文輝（2000b）的研究則是在十所高中（職）及十所大學中，隨機抽

出 2,713 位學生進行訪問，探討媒介負面內容（包括有線電視色情及電視暴力、

靈異節目）越負面，可能造成的不良影響越嚴重，人們會是不是會越傾向認為該

媒介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也就是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

的不良影響越大，第三人效果認知越大（羅文輝，2000b）。 

研究結果顯示，無論高中或大學受訪學生都認為有線電視色情及電視暴力、

靈異節目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驗證第三人效果假設之外，研

究也證明無論是對「其他同學和自己」影響的認知差距，或對「年紀較小學生和

自己」影響的認知差距，在高中生、大學生及全部樣本中，有線電視色情節目所

造成的認知差距均最大，電視暴力節目次之，電視靈異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均

為最小，而且所有的差距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顯示，媒介內容

的負面程度會影響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媒介內容的負面程度越高，所產生

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越強，第三人效果認知越大，而媒介的負面程度越低，所

產生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就越弱，第三人效果認知也越小（羅文輝，2000b）。 

 

以上的相關文獻均指出，媒介訊息的社會不需要性越強烈，所產生的第三人

效果認知越大。媒介訊息的社會需要性（desirability）則會減少第三人效果認知，

有時甚至會造成顛倒的第三人效果認知（Duck & Mullin, 1995; Hoorens & Ruiter, 

1996）。Gunther 與 Thorson 在 1992 年的研究中提出「反轉的第三人效果」（reverse 

third person effect）之說（Gunther & Thorson,1992），也就是 Atwood（1994）所

稱之「第一人效果」，就是認為如果個人認為傳播訊息對自己有利且能產生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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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反轉的第三人效果就可能應運而生，受眾傾向認為該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大

於對他人的影響。根據之前的文獻結論，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二為： 

 

假設二：受訪者若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需要性越低，第三人效果認知

越大。 

 

 

貳、注意程度（attention） 

 

一、第三人效果與注意 

 

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中，關於個人的媒介注意程度和第三人效果間的相關探

討並不多，最早的研究可能是 Rucinski 和 Salmon 於 1990 年進行的研究。他們

在 1988 年美國總統大選前夕，以電話抽樣調查訪問 261 位威斯康辛州丹郡（Dane 

County）的居民進行抽樣訪問，以了解受訪者在接觸具有說服意圖和不具說服意

圖的訊息，包括選舉新聞（news）、一般競選廣告（political advertisements）、

負面廣告（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ements）和候選人電視辯論（debates）時，

是否會有不同程度的第三人效果認知。研究並同時探討電視公共資訊和報紙公共

資訊的接觸頻次和注意程度與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對電視公共資訊

的注意程度，並不會影響受訪者如何評估媒介對自己和其他人投票的影響，不

過，對報紙公共資訊較為注意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媒介對自己和其他人的投票

傾向有影響，尤其是對自己的投票傾向又有更大影響，也就是，對報紙公共資訊

注意程度，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呈現負相關（Rucinski & Salmon,1990）。 

 

Rucinski 和 Salmon 針對報紙公共資訊注意程度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呈現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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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這個研究結果提出解釋表示，受訪者可能認為，注意報紙的公共資訊，並根據

報紙的公共事務訊息決定個人投票傾向，表示個人很關心公共事務，這是一種符

合社會期望的事，因此，並不需要否認自己因為注意報紙公共事務資訊而決定投

票傾向，於是，越注意報紙公共事務資訊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報紙公共事務對

自己和其他人的投票傾向的影響越大，因而第三人效果認知也越小。Rucinski 和

Salmon（1990）曾針對這樣的研究結果提出「自我認知理論」（self-perception 

theory）來解釋，表示人們會從自己的行為中去推論態度，也就是說，受訪者可

能會由自己高度關注報紙公共事務資訊的行為去推論，自己的投票傾向必定已經

受到報紙公共事務資訊的影響，既然關心報紙公共事務資訊符合社會期望，因此

也就沒有必要去否認報紙公共事務資訊對個人的影響（Rucinski & 

Salmon,1990）。 

 

除了 Rucinski 和 Salmon 的研究，後續針對媒介的注意程度是否會影響第三

人效果認知的研究不多，其中一個是 Neuwirth、Frederick 和 Mayo 在 2002 年發

表，以 2000 年美國密西西比州州旗爭議4為背景，討論啟發系統性資訊處理模式

（Heuristic-Systematic Processing model, HSM）下，出現第一人效果、第二人效

果和第三人效果等三種認知差異的研究。這項研究使用電話隨機訪問居住在密西

西比州南部兩個郡的 520 位 18 歲以上的居民（樣本中 81%為白人，14%為非裔

美人），詢問他們針對改變州旗的看法，並請他們評估相關新聞中州旗事件的報

導，是否會影響他們對白人及非裔美人的負面看法。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州旗

事件的報導，不論是在對白人或是非裔美人的負面認知和負面情感上，對其他人

的影響均大於對自己的影響，證實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假設。此外，研究也發現越

注意報紙和電視新聞州旗事件報導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媒介的報導對其他人在

                                                 
4 爭議起自州長和商界領袖主張由二十顆星星圖案（代表密西西比州是加入美國的第二十州）取

代原本州旗左上角代表南北內戰的邦聯（美利堅聯盟國）徽號標誌，不過最後投票結果顯示，65%
的民眾投票贊成保留原有的旗幟，35%贊成換用新旗，從而否決了提出換用新旗的建議（Neuwirth,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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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白人或是非裔美人的負面認知影響越小，對自己的負面認知影響越大，反而出

現了第一人效果。針對這個研究結果，由於研究主軸在討論啟發系統性資訊處理

模式為何會造成三種認知差異，因此研究只將注意程度視為是在啟發系統性資訊

處理模式中的重要變項之一，並沒有將注意與第三人效果間這一部分的發現多做

解釋（Neuwirth, Frederick, & Mayo, 2002）。 

 

另一個對本研究較具啟發性的，是 Wei、Lo 和 Lu（2007）的研究。Wei 等

人以禽流感新聞報導（bird flu news）為例，問卷訪問了 1,107 位台北市的大學生，

請他們評估禽流感新聞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影響（包括對疫情更為擔心及受到報導

的影響）。結果顯示，受訪大學生表示，禽流感新聞對其他人的影響，明顯大過

於對自己的影響。此外，研究者也發現對禽流感新聞越注意的受訪者，越傾向認

為禽流感新對自己和其他人的影響較大，同時，對禽流感相關新聞的注意程度，

則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呈現負相關。這一項發現和 Rucinski 及 Salmon 的研究類

似，不過針對這個結果，Wei 等人提出的解釋是，個人既然在資訊（禽流感新聞）

處理過程中，投入較多的注意力去詮釋禽流感新聞，自然也就會對禽流感新聞的

意義及其對自己和其他人造成的影響也想得較多，因此，受訪者越深入理解禽流

感新聞資訊，也就認為禽流感新聞對自己和其他人的影響越大，因而第三人效果

認知越小（Wei, Lo, & Lu, 2007）。 

 

二、注意的意涵 

 

為什麼注意（attention）會成為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的變項？其實，所謂的「注

意」，是來自認知心理學的重要概念。從訊息處理的角度而言，注意是一種認知

過程的內部機制，透過對某一件事物的注意，個體因而能夠對眾多影響其行為的

刺激物加以選擇，並進而理解甚至是記憶。因此，注意程度可以說是資訊處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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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重要變項，沒有注意，也就沒有後續的認知處理程序（Dember & Warm, 

1979; Dodd & White, 1980）。 

 

人的心理活動常常有選擇地集中於對他最有意義的事物上，因此，當個人有

很高的動機去處理該訊息，他就會對該訊息有比較高的注意程度（Wei, et al., 

2007）。同時，注意並不是一種獨立的心理過程，而是心理過程的一種共同特性，

人在注意著什麼的時候，總是在感知著、記憶著、思考著、想像著或體驗著什麼

（Dember & Warm, 1979; Dodd & White, 1980），因此對一個訊息有比較高的注意

程度，也就表示人們認為自己對這個訊息關心程度高，也會想得比較多，自然更

容易認為這個訊息會對自己和其他人造成較大的影響（Wei, et al., 2007）。 

 

三、注意與涉入感（involvement） 

 

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與注意程度相關的心理概念──「涉入感」（involvement）

則是經常被拿來探討的變項。涉入感此一概念在1947年提出後，廣被其他學門所

運用，不同的學者依據不同的研究目的，也對涉入感作了更細緻、更多元的定義，

如Leigh及Menon（1987）就將涉入感定義為一個訊息對接收者的重要性與攸關

程度，並且會由接收者對訊息的注意程度和處理深度所表現出來（Andrews, 

Durvasula & Akhter, 1990），因此「注意」可以說是涉入感的一個面向，個人如果

沒有對訊息加以「注意」，就根本不可能進而對訊息產生「涉入」。 

 

在 Flynn 和 Ronald 於 1993 的研究中，認為我們對於和自己有高度相關或具

有吸引力的訊息，較會產生和其他事物不同的涉入程度，例如與個人有關的事務

通常會引起較高的注意程度，因而有較高的涉入感（Flynn & Ronald, 1993）。例

如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中，Millar 及 Millar（2000）就曾針對居住在美國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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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 14 位民眾和 264 位研究生，共 278 位受試者進行安全駕駛議題與涉入感

間關聯的實驗。他們隨機分配受試者閱讀負面交通訊息（loss messages）和正面

交通訊息（gain messages），研究結果發現，對安全駕駛議題涉入感越高的人，

從正面文本中得到的資訊越多，而議題涉入感較低者，因為本身對該議題沒有興

趣，閱讀文本時也不會多加注意其中訊息，因此得到的資訊較少。研究者進一歩

發現，對於安全駕駛議題低涉入者，多半有樂觀偏差（optimism bias）。樂觀偏

差是強調閱聽人對媒介負面內容的影響，往往會有「它不會發生在我身上」（it 

can't happen to me）的心態，以社會心理學家的定義，這就是「不切實際的樂觀

主義」（unrealistic optimism）。樂觀主義者認為，自己面對各種問題時總比其

他人有較佳的處理能力，且這種優質潛能讓自己不太會碰到災難，所有壞事皆不

可能上身，這種樂觀也可能間接影響了其在評估媒介說服訊息對自己影響時所衍

生的判斷偏見──「自己不會受影響，只有他人會受影響」（Weinstein, 1980）。

也因此，針對安全駕駛的公共宣導對他們的效果其實也並不大。 

 

Millar 等人研究顯示，當媒介討論的是我們關心或是不關心的議題時，個體

會因為關心這個議題，接收到較多關於這個議題的資訊，而對這個議題較不關心

的人，接受到的訊息也比較少（Millar & Millar, 2000）。 

 

  因此，依據以上的相關文獻顯示，個人因為自己對議題的關心程度高，接收

的訊息較多，因而想得也比較多，自然會認為議題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所影響，因

此在接觸和該議題有關的訊息時，就容易傾向認為自己和其他人都容易受到傳播

訊息的影響，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即立基於這樣的概念： 

 

假設三：政治注意程度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及

其他人產生的負面影響較大。 

 



 68

 

参、政治自我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self-efficacy） 

 

一、政治效能感 

 

  Campbell、Gurin和Miller（1954）首度提出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的概念，他們把政治效能感定義為「個人認為其政治行動對於政治過

程有一定或能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履行公民責任是值得的。這是一種

感覺，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而身為一位公民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

來促成這樣的改變。」（feeling that individual political action dies have, or can have, 

an impact upo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e., that it is worthwhile to perform one’s civic 

duties. It is the feeling that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s possible, and that the 

individual citizen can play a part in bringing about this change.）（Campbell,et al., 

1954: 187）。簡單的說，政治效能感是一種個人認為自己有能力去影響政治決定

的感覺，而當一個人相信他有能力去影響政府運作或公眾議題時，他就會認為他

在政治方面是有能力（competent）的（Milbrath, 1977）。 

 

  自從政治效能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此一概念在 1954 年被 Campbell

等人提出，他們發現政治效能感高的人有比較高政治參與程度後，在相關政治態

度的研究中都可以發現不斷有學者持續討論這個概念，類似的同意字如政治效能

（political efficacy）、政治能力（political competence）、政治自我信心（political 

self-confidence）、公民信心（civic confidence）或公民能力（civic competence）

等，其界定標準與內涵意義也隨著學者的研究目的有一些不同（Craig, Niemi, & 

Silver, 1990）。例如 Almond 和 Verba（1963）對政治效能感的定義著重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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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政治能力感（political competence），Knoke（1999）的定義則認為政治效

能感是個人對自己影響政治系統的能力感受。但大體而言，這些研究都肯定政治

效能是民眾個人心理對政治體制的感受以及本身對政治影響能力的評估，是民眾

政治參與的重要心理成分（吳重禮、湯京平、黃紀，1999）。 

 

  根據Campbell等人（1954）提出的定義，後來的研究者發現政治效能感應該

是一個多面向的概念。Lane（1959: 149）最先提出政治效能感應該區分成兩個層

面，一個層面是對自身影響力的評估，一個是對民主政府回應性的評估。近年來

就有不少學者把政治效能感視為是兩個面向的概念。例如Balch（1974）質疑

Campbell等人認為政治效能感是「單一面向」（unidimensional）的觀點並不正確，

他認為政治效能感是一個「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的概念，包括「內在效

能感」（internal efficacy）或稱之為「輸入效能感」（input efficacy），指個人相

信自己擁有能力能夠瞭解政治事務、認知政治過程的全貌、參與政治活動的程

度，而「外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或稱之為「輸出效能感」（output efficacy），

指的是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所反應與重視的程度（Balch, 1974）。

Singles（1981）也將此效能感區分成「內在效能感」（internal efficacy）和「系

統導向效能感」（system-based efficacy），系統導向效能感就是指「外在效能感」；

Abramson和Aldrich（1982）也認為「內在政治效能感」（feelings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是指個人相信自己有能力參與政治、具有應付政治系統的能

力，「外在政治效能感」（feelings of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則是一種覺知

政治功能的能力，亦即民眾相信政府會考慮民眾的需要。Hollander（1997）的研

究也將政治效能區分成「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系統效能感」

（system-efficacy）兩種，其中「自我效能感」與「內在效能感」的意涵相近，

「系統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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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政治效能感是由「認為自己有能力影響政府」與「政府具有回應

性」兩大認知自我政治效能的要素所形成的，前者指的是人們認為自己是否有能

力參與政治的運作並使其產生改變，以及是否能理解整體政治運作的過程；後者

指的則是個人對政治體制的信念，亦即人們是否相信政府會有效回應民眾的需

求，以民眾的福利為施政的依歸（Pinkleton, Austin, & Fortman, 1998），而不論

名稱上的繁簡有異，政治效能感仍如 Balch 或 Hollender 等學者的看法，應區分

成內在或外在，個人或系統兩個層次的個人政治效能感受。因此，本研究依循過

去的研究（Craig, et al., 1990），將政治效能分為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self-efficacy）和內在政治自我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self-efficacy）兩

種。 

 

 

二、政治自我效能感與第三人效果 

 

  根據社會認知理論（Bandura, 1997: 3），「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並不

是指實際的技能（skill），指陳的是個人認為自己有能力去成功處理一件事的信

念（the belief “in one's capabilities to organize and execute the courses of action 

required to produce given attainments”.）。也就是說，自我效能感是一種自我評價

（self-evaluation），影響個人的行動決定、努力狀況和面對挫折時的堅持程度

（Bandura, 1982; 1997），是對於自我能力（capable）、效率（effective）及控制能

力（control）的評估（Tafarodi & Swann, 1995；羅文輝、牛隆光，2003），因此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對自己能力的評價較高，也對自己能成功達成目標也較具有自

信（Eastin & LaRose, 2000；羅文輝、牛隆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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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Branden（1994）的分析，自我效能感是一種對自身心智運作、思考能

力、理解力、學習力、選擇及決斷力所持的信心，常常是對自身能力的肯定或否

定，也是一種對自我能力（self-competence）或自我信心（self-confidence）的評

估（Branden, 1969; 1994）。自我效能感比較高的人對自己能力的評價較高，自我

效能感比較低的人對自我能力的評價較低，而第三人效果就與這份對自我能力的

信心很有關聯，因為自我效能感影響的是人們對於自己抵抗媒介負面內容能力的

評估，相較於自我效能感低的人，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傾向認為自己能夠抗拒媒介

內容的負面影響（羅文輝、牛隆光，2003）。不過在第三人效果的相關研究中，

探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並不多。 

 

  Chia、Lu和McLeod（2004）以及Lee和Tamborini（2005）的研究都將自我效

能感的重心放在電腦的使用方面，如會不會拷貝光碟、是否會使用網路等，探討

個人自我感知電腦／網路使用能力和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Chanpin（2007）的

研究則將自我效能感操作定義化為個人的專業辨識能力，探討其如何影響第三人

效果認知。在Chia等人的研究中，因為研究重點在於檢驗支持政府限制璩美鳳光

碟與個人不散佈光碟的第三人效果，兩類行動的背後動機是預防性還是懲罰性，

因此研究者對於自我效能感的討論不多，研究結果顯示，自認具有拷貝光碟能力

的大學生比較為不熟稔燒錄光碟的人，更願意幫助不認識的人複製光碟（散佈光

碟）（Chia et al., 2004）。Chanpin的研究則關注對個人在醫學領域的專業自我效

能感是否會影響個人的第三人效果認知，研究結果顯示，兩個訪問結果中，其中

一個訪問結論是當受訪者對專業的自我效能感越高，第三人效果認知就越低，但

另一個訪問兩者的關聯卻不明顯，面對不一的結果作者並沒有提出解釋，只建議

未來研究可以繼續探討深層原因（Chanpin, 2007）。 

 

  跟本研究比較有關的，是Lee和Tamborini的研究。研究者首先定義網路自我

效能感（Internet self-efficacy）是一種相信自己能夠控制（control）網路使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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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後果的信念（brief）。研究者認為網路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會認為負面網路使用

經驗（negative experience），較常發生在他人身上，因此當人們評估自己的網路

使用能力（Internet use capability）比較高時，他們會認為自己能控制網路所帶來

的負面影響，因此傾向認為其他人較容易受到網路色情的影響，也就是說，網路

自我效能高的人容易產生樂觀偏見，認為自己比較不會受到負面訊息的影響（Lee 

& Tamborini, 2005）。 

 

  而在政治傳播的領域中，最常被探討的自我效能感是內在政治自我效能感

（張卿卿，2002），相較於個人相信政府的回應程度的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內

在政治自我效能更重視的是個體層次的心理特質，也就是個人的政治能力感，不

過，由於過去研究並未針對政治自我效能感和第三人效果的關係間進行驗證，本

研究作為政治自我效能感在第三人效果間的初探研究，因此仍以政治自我效能感

作為個人心理層次的變項之一。而根據先前研究結果推論，本研究認為，政治自

我效能感越高的人，越認為自己有能力去控制政論性節目所帶來的負面影響，因

此會傾向於認為自己和其他人都不容易受到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負面影響，據此，

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為： 

 

假設四：政治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

及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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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早在 Davison 在 1983 年提出第三人效果假說時就曾認為，此第三人效果很

可能有其行為效果，如導致支持媒體訊息的規範（Perloff, 1993）。也就是說，第

三者效果不只是一種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更重要的，若是人們不但傾向

於認為大眾傳播訊息對他人較能發揮說服效果，而且會認為他人被某些傳播訊息

說服後所產生的行動會影響自己的權益或福利，而如果研判結果真是如此，也就

是人們高估媒體對他人的負面影響，因而為了保護他人或維護自我利益，就可能

採取行動介入，此屬「第三人效果的行為層面」（Davison, 1983, Gunther, 1995, Chia, 

et al., 2004）。在 Davison 提出該假說後，陸續也有不少研究者著手檢測第三人效

果的行為效應。 

 

  在第三人效果對行為的影響方面，以 Gunther（1995）的研究最具影響力，

在這個討論色情媒體對人們的影響的研究中，他採隨機抽樣，用電話訪問 648

位 18 歲以上的美國成年人，以探討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色情媒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大多數受訪者認為色情媒介對別人的不良影響較大，對自己的不良影

響較小（Gunther, 1995）。 

 

  為了分析第三人效果對行為的影響，Gunther 用「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

的認知差距」來預測人們對限制色情媒介的支持程度。Gunther 認為，「第一人效

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會導致某些態度和行為的反應，也就是說，當人們

覺得媒介內容對「自己的負面效果」和對「他人的負面效果」間的距離加大，便

會認為媒介內容的負面社會效果擴大，因而覺得必須採取行動限制媒介內容。因

此，他認為是「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促使人們採取行動來限

制媒介內容（Gunth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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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更進一步分析「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對支持限制媒介

的影響力，他選擇樣本中認為色情媒介對別人的影響比對自己的影響大的受訪

者，進行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所有的預測變項中，「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

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最有力變項（Gunther, 1995）。 

 

  在 Gunther 發表這篇論文後，後續研究幾乎全部用「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

果的認知差距」來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態度與行為。例如 Rojas、Shah 和 Faber

在 1996 年的研究，就以 133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第三人效果和支持限制

媒介的態度與行為間的關聯性。研究的其中一個依變項為「支持限制媒介的態

度」，分別檢驗支持限制「一般媒介」、支持限制「電視的暴力內容」及支持限制

「色情媒介」三種媒介內容。另一個依變項則是「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行為」，

Rojas 等人詢問受訪者：「如果在一個鄰近的社區中，採用公民投票來決定是否禁

止色情素材，你會投票贊成或反對禁止色情素材？」其它的行動則包括和別人討

論、寫信給政府官員、參加活動、抗議、抵制或其它限制色情素材的活動（Rojas, 

Shah, & Faber, 1996）。 

 

  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人口變項、媒介使用、宗教、女權主義、權威、保守

等態度變項的情形下，「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如同 Gunther 的

研究一樣，同樣也是預測支持限制「一般媒介」、「電影暴力內容」、「色情媒介」

的顯著預測變項（Rojas, et al., 1996）。 

 

  而在Salwen（1998）的研究中，他針對1996年美國大選的媒體訊息，以電話

問卷調查法訪問549位美國選民，詢問受訪者評估報紙、廣播和電視選舉新聞對

自己與對其他選民對候選人的認知影響。同時並詢問受訪者是否支持由政府組成

一個獨立運作的委員會（a government commission “with the legal power to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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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air”）來管制報導不公的選舉新聞。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報紙、

廣播及電視選舉新聞對他人的影響大過對自己的影響，第三人效果均得到了驗

證。此外，對於選舉新聞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越強者，越傾向支持政府對不公平

新聞、有關總統候選人的不公平廣告和民意調查的管制，Salwen認為此舉除了維

護個人權益外，更重要的是在保護其他社會成員免於受到負面選舉訊息的影響

（Salwen, 1998）。 

 

此外，例如Hoffner等人（1999）的研究也證實受訪者若認為電視暴力的負

面影響越大，越傾向支持對電視暴力進行限制（Hoffner, Buchanan, Anderson, 

Hubbs, Kamigaki, Kowalczyk, Pastorek, Plotkin, & Silberg, 1999），而Young（2000）

在驗證對賭博性廣告進行限制的研究中，也證實受訪者若認為賭博性廣告的負面

影響越大，則越傾向對賭博性廣告進行限制（Young, 2000）。 

 

  或是在Huh、Delorme和Reid（2004）的研究中，曾以居住在美國喬治亞州

東北部的600位成年人為調查對象，研究者用採取消費者直銷行銷

（Direct-to-Consumer）的處方藥品廣告為例，除了請受訪者評估處方藥品廣告對

自己和其他人的影響以外，更檢證受訪者對處方藥品廣告的態度及其支持政府進

行限制行為的關聯。研究結果除了證實第三人效果之外，也發現受訪者若認為處

方藥品廣告訊息會造成負面影響，或是不信任處方藥品廣告訊息的受訪者，第三

人效果將成為預測他們支持政府進行限制行為的重要因子之一。由此可以進一步

推論，當人們接受媒體訊息時，對於該訊息正面或負面的態度，才是他們是否支

持限制行為的重要解釋原因之一（Huh, Delorme, & Reid, 2004）。 

 

從以上相關研究得知，媒介傳播訊息的影響面，才是一個決定是否進行限制

的原因，尤其當人們認知到媒介所傳播的是負面訊息內容時，更為顯著。如同

Perloff 提到的，因為人們會認為負面的媒介內容會影響到他人，因使傾向必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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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適當的行為進行限制來因應，因此，當認知到對他人的負面影響較大時，較傾

向在行為上採取所謂限制行動；反之，若認為媒介訊息是中性或是較為正面的，

在行為面上則相關性並不顯著（Perloff, 2002）。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五即為： 

 

假設五：受訪者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及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大，越

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越小，越傾向支持

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