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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重要研究發現 

 

  在上一個章節中，本研究將社會變遷大傳組的部分題項進行統計分析，探討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在本章中，除了將上一章的研究發現

加以摘要整理之外，還將闡述研究發現的重要意涵，並以研究發現為基礎，針對

實務和未來研究進行建議，同時也將檢討本研究在文獻整理和研究方法的一些缺

失。首先，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研究發現： 

 

壹、就第三人效果方面，受訪者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較

大，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成功訪問了 1,980 位台灣民眾，最重要的研究發現，

是證明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會讓人們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絕大多數的受訪者認

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比較小，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比較

大。這樣的研究結發現，再一次證實 Davison（1983）的第三人效果假設。 

 

  為了測量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否會造成第三人效果認知，本研究設計的題

目，是請受訪者評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是否會對「自己」和「其他人」在（1）

對政治不信任，（2）對政治充滿無力感，（3）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等三個

層面產生負面影響。我們統計受訪民眾在每一個題項的平均分數和標準差並加以

比較，結果發現受訪民眾評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在（1）對政治不

信任，（2）對政治充滿無力感，（3）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的平均分數都比

較低，評估對「其他人」影響的的平均分數都比較高。這樣的結果顯示，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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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受訪者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在（1）對政治不信任，（2）對政

治充滿無力感，（3）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的負面影響比較小，對「其他人」

在這三個方面的負面影響比較大。 

 

  另一方面，本研究採用 paired t 檢定，比較「自己」與「其他人」在（1）對

政治不信任，（2）對政治充滿無力感，（3）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之望平均分

數的差異，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aired t 檢定的結果顯示，平均分數的

差異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這個結果可以證明，受訪民眾普遍認為，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比較小，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比較大。 

 

 

貳、就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需要性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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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來驗證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需要性和第三人效果

認知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社會越不需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第三

人效果認知越大，也就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在「對別人和自己」影響的認知差

距越大。 

 

  這樣的研究證實了其他學者的研究（Duck & Mullin, 1995；羅文輝，2000b）。

由此可以進一步推論，當受訪者越傾向社會不需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就會認

為電視政論性談節目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較大，這是因為當人們認

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內容不具有社會可欲性（desirable）時，人們為了迎合

社會規範，因而會認為其他人較容易受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負面內容的影響，

而認為自己比較不會受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負面內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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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就政治注意程度方面，對政治越注意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大。 

 

  本研究測量政治注意的題項是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政治的注意程度：（1）當

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報導時，您的注意程度為何，（2）當您閱讀報紙所報導

的政治新聞時，您的注意程度為何和（3）您平常收看電視上的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時有多注意，並以相關分析來驗證對政治的注意程度和對自己及其他人負面

影響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對政治的注意程度若越深的受訪者，傾向認為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就越大，不過對於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則兩者相

關不顯著。 

 

  這樣的研究結果和其他學者的研究相似（Rucinski & Salmon,1990; Wei, et al., 

2007）。由此可以進而推論，當受訪者對政治的關心程度高，接收的訊息較多、

想得也比較多，他們自然會越憂心電視政論性談節目的負面效果，認為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對自己有所影響，因而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政性談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

響較大。不過，與過去研究結果不同的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其他人的負面

影響和對政治的注意程度兩者相關並不顯著。 

 

 

肆、就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方面，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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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測量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分別詢問受訪者：（1）政府官員會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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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的人的看法，（2）政府官員想要做什麼時，會在意老百姓的想法，（3），

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利，以及（4）政府做重大決策時，會把「民眾的福

利」放在第一優先考慮的地位，並進行相關分析驗證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

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外在政治自我效能

感間的相關程度。 

 

  結果顯示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及「對其他人的負面

影響」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表示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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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小。 

 

  為了進一步驗證這個結果，本研究另外進行三次迴歸分析，分析檢驗外在政

治自我效能感是否能成為預測「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

「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顯著變項。三次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外在政治自我效能

感是預測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

的顯著變項，但並不能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也就是，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越高，

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小。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自我效能感中的內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在對「對自

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均不具顯著的預

測力。 

 

 

伍、就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方面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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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越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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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測量受訪者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方法，是分別詢問受訪者

「如果台灣各界正在討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民眾的影響，您會不會採取下列

行動」：（1）簽名支持要求政論性談話節目言論維持公正，（2）抵制不看不公正

的政論性談話節目，（3）支持政府懲罰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和（4）支持政

府禁止播出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並進行相關分析檢驗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三人效果認知與「支持限制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相關程度。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負

面影響越大，越傾向支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而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越小，也越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為了進一步驗證這個結果，本研究另外進行兩次迴歸分析，分檢驗「對自己

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三人效果認知」能否成為預測「支

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顯著變項。兩次階層迴歸分析顯示，受訪者認為

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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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越小，也越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

性談話節目，這個研究結果和過去研究的發現相似（Gunther, 1995）。 

 

 

陸、就基本的人口變項而言，男性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

的負面影響較小；而年齡越大的人，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

他人的負面影響較小。 

 

從人口變項中得知，男性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負

面影響較小，這樣的研究結果並非特例，在探討第三人效果和性別的研究中，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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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 Rucinski 和 Salmon（1990）的研究中，性別與第三人效果的相關並不明顯，

不過，Milbrath 和 Goel 就曾發現男性及高社經地位者比女性及社經地位低者，

因為較常接觸媒介中的政治訊息，對於政治事務也自認有比較佳的判斷力

（Milbrath & Goel, 1977），而如 Johansson 的研究中也指出，性別和第三人效果

僅有低度關聯，但結果顯示男性較易受自己的經驗影響，而女性則較易受媒介的

影響（Johansson, 2002），這可以進一步推論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可能因為常

接觸政治訊息，對政治事務熟悉因而容易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

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較小。 

 

而在年齡方面，研究結果顯示，年齡越大的人，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小，這個研究結果呼應 Rucinski 和 Salmon

（1990）的研究結果。他們針對 261 位威斯康辛州丹郡（Dane County）的居民

進行調查，請他們評估選舉訊息（包括選舉新聞、一般競選廣告、負面廣告和候

選人電視辯論）對自己和他人投票傾向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年齡越輕

者，越傾向認為選舉訊息對自己和他人的投票傾向都有影響，而年齡越大者，則

越傾向選舉訊息對自己的投票傾向沒有影響（Rucinski & Salmon, 1990）。 

 

而在 Lambe 和 McLeod 的研究中，他們將研究者區分為 18-24 歲的年輕組和

40-50 歲的年長組，進行第三人效果認知的比較研究，結果也證明年齡較輕者受

到第三人效果認知影響的確大於年長者（Lambe & McLeod, 2005）。 

 

Tiedge 等人（1991）曾據此提出解釋，認為是因為人們隨著年齡增長，學會

運用多元管道及觀點來吸收資訊，因此、年長者自認為比較懂得如何評估媒介的

傳播效果，因此自認為自己對具有說服意圖的媒介較具免疫力（Tiedge, Silverblatt, 

Havice, & Rosenfeld, 1991）。本研究的結果的確顯示年齡越大的人，越傾向認為

自己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較具有免疫力，因此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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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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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的意涵 

 

  自從 Davison 在 1983 年提出第三人效果假說後，許多傳播學者就針對不同

的媒介訊息進行相關研究。許多國外的相關文獻證明，廣告（Gunther & Thorson, 

1992; Gunther, et al., 2006）、公關（Park & Salmon, 2005）、政治競選資訊（Rucinski 

& Salmon, 1990; Meirick, 2005; Paek, et al., 2005）、色情訊息（Gunther, 1995; Lee & 

Tamborini, 2005）、音樂（McLeod, et al., 1997）、電視收視行為（Peiser & Peter, 2000, 

2001）、性愛 VCD（偷拍光碟）（Chia, et al., 2004）、槍枝管制訊息（Douglas & Sutton, 

2004）以及健康訊息（Diefenbach, 2007）等，均存在第三人效果。 

 

  國內的相關研究主題，包括選舉議題（胡幼偉，1997）、民意調查（王旭，

1996；胡幼偉等，2000）、媒介負面內容（羅文輝，2000b；羅文輝、牛隆光，2003）、

情色研究（羅文輝，2000a）、同性戀新聞（蔡宜倩，2003）、電視犯罪新聞（陳

潔寧，2004）、警政負面新聞（陳瑞南，2007）和反菸廣告（宋德貞，2007）等，

也都證實第三人效果。 

 

  本研究證實，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有「第三人效果」。綜觀國內外的相關

文獻，並沒有任何研究專門探討電視或廣播政論性談話節目與第三人效果之間的

關係，目前國外關於談話節目的討論，多數集中在涵化效果方面（Davis & Mares, 

1998, Rossler & Brosius, 2001, Glynn, et al., 2007），國內關於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的研究，主題多環繞在其內容（彭芸，2001；楊意菁，2002，盛治仁；2005）、

閱聽人的觀看滿足（張卿卿、羅文輝，2007）或是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之收視影

響（張卿卿、羅文輝，2009）。本研究是第一個以「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為主

題的第三人效果研究，而且證實「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存在第三人效果。這

項研究擴展了過去有關「政治訊息」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範疇，也豐富第三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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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題，這是本研究的第一個重要意義。 

 

其次，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證實媒介內容的社會不需要

性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社會不需要性越強烈，第三人效果認知就會越大

（r=-.10，p<0.1）。過去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媒介內容的社會需要性一直是一

個核心變數，如果媒介內容具社會需要性，第三人效果認知會縮小，甚至有些受

訪者會認為該媒介內容對他人影響小，對自己影響大，而產生第一人效果；如果

媒介內容不具社會需要性，受訪者則會認為該媒體內容對自己影響小，對他人影

響大，而產生較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過去絕大多數研究都證實，具社會不需要

性元素的訊息，例如色情（Lee & Tamborini, 2005）、香煙廣告（Henriksen & Flora, 

1999）、電視暴力內容（Rojas et al., 1996），以及包括本研究所測量的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等，都會造成較大的第三效果認知。 

 

越具社會不需要性的媒介內容，之所以會造成較強烈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其

實是因為人們有一種「自我膨脹」（self-enhancement）的傾向，人們會傾向認為

自己比其他人更能抗拒負面訊息，因此更不容易受到負面訊息的影響（Gunther & 

Mundy, 1993; Henriksen & Flora, 1999）。這種「自我膨脹」的傾向，會使人們覺

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聰明，進而強化自尊及自我的價值，因此也就認為自

己更能抗拒媒介內容的負面影響。因此，當媒介內容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越大，

人們會更傾向認為自己的免疫力較高，比較不容易受到媒介內容的不良影響，這

個研究結果在本研究嘗試檢證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中，再度獲得證實。 

 

再者，本研究是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中，首度以「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做

為研究變項的研究。本研究除了發現受訪者的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偏低（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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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2.59，介於「不同意」和「無所謂同不同意」間）之外，也探討外在政治自

我效能感的高低是否會影響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第三人效果。 

 

過去的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中，並沒有以「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做為研究

變項的研究，較為相關的研究，是例如羅文輝、牛隆光（2003）探討自尊、第三

人效果和支持限制媒介關聯性的研究。其中，研究者將自尊區分成「自我尊重」

和「自我效能」兩個層面，並發現「自我效能」程度較高者，常會認為自己有能

力抵抗媒介負面內容的影響，比較不會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也較不主張限制媒

介負面內容。這個研究結果可與本研究結果呼應，本研究同樣也發現受訪者外在

政治自我效能感越高，就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負面

影響越小。 

 

過去研究指出，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是一種覺知政治功能的能力，是民眾相

信政府會考慮民眾需要的感覺，本研究結果顯示，民眾的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越

高，也就是個人越相信政府施政以民眾為依歸，會以民眾的福利為第一考量，就

越傾向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小。據此推論，就

心理層面而言，即使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中充斥批評政府的負面言論，但可能由

於個人對政治體制的信念，人們會認為這些批評反而對社會有益，因此，雖然自

己和其他人不可避免會受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中的負面訊息所影響，但無傷大

雅，這一份信任政府的感覺，讓個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都能抵抗媒介的負面影

響，比較不會受到負面訊息的影響。 

 

最後，在受訪者的行為層面中，本研究證實受訪者若認為電視政論性談話節

目對自己和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越大，就越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而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越小，也越傾向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這個研究結果也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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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三人效果認知」為什麼會導致支持限制媒介的相關行為，根據 Park

和 Salmon 的研究顯示，第三人效果的行動層次其背後成因，其中之一是為了防

阻有害訊息的擴散（Park & Salmon, 2005），本研究也認為，可以以「大家長保

護心態」（paternalism）來解釋這些相信「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個人，在為了保

護其他無知的人免受負面媒介內容的影響，因此支持限制媒介的內容。也就是

說，為了避免其他人受到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負面傷害，人們可能會支持政府

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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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第一個以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為主題的第三人效果研究，雖然研究

題材創新，不過在問卷題項的建構以及執行問卷調查的過程中，均存在一些值得

檢討與改進的問題。 

 

  首先，本研究基於時間限制，僅能概略整理美國與台灣的談話節目。在國外

的談話節目方面，本研究只選擇美國的談話節目進行整理，未來研究可嘗試介紹

更多國家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一步將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發展做更清楚的

描繪。台灣部分，由於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數量眾多繁雜，在本研究進行的一年

半中，時有舊節目停播，時有新節目開播，因此僅只能選擇幾個較有特色，或播

出時間較長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作介紹，未能更清楚詳細的描述出台灣電視政

論性談話節目的歷史演變與發展，這是本研究的第一個限制。 

 

在題項的建構上，針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社會需要性方面，本研究只用

下列提項來詢問受訪者：「您個人認為，社會是否需要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一

般而言，「好／正面」的訊息基本上會被認為具社會需要性，「壞／負面」的訊息

基本上也會被認為不具社會需要性，不過由於題數的限制，本研究只設計一個題

目來判別受訪者對媒介內容正負面的認定，而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也可能同時具

備「需要性」與「不需要性」兩種特質，因人而異。為了能更釐清受訪者對於媒

介內容的認定，未來研究應考慮將題目設計成兩題，一題詢問受訪者對媒介內容

正、負面的看法，一題則詢問受訪者對媒介內容具不具社會需要性的看法，這將

會使媒介內容變項的意涵變得更加清楚，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在研究設計方面，由於社會變遷大傳組問卷題項數目的限制，本研究只能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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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題設計 15 個題目，因此在研究設計的題項數量上，不得不折衷精簡。例如

在支持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限制的題項方面，本研究共有（1）簽名支持

要求政論性談話節目言論維持公正，（2）抵制不看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3）

支持政府懲罰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和（4）支持政府禁止播出不公正的政論

性談話節目四個題項，嚴格說來，除了第 1 題和第 2 題是真正屬「行為意圖」的

題目之外，第 3 題和第 4 題其實是屬於「態度」層面的題項，因此，如能依據過

去研究（如 Lo & Wei, 2002），增加「打電話到言論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抗

議」和「向有關單位投訴，抗議不公正的政論性談話節目」等行為題項，將可使

支持限制媒介（打電話抗議、投訴相關單位）的量表更為適切，也較符合第三人

效果「行為效應」的意涵。 

 

其次，第三人效果之所以廣受學術和實務上重視，就是因為第三人效果認知

可能引起的後續行為效應。本研究在支持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限制題項方

面，僅能就統計結果得知「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

三人效果認知」，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變項，不過，除了「支

持限制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外，相關的後續行為似乎也應該包括一些積極支持

媒體改革的行為（Jensen & Hurley, 2005; Peak et al., 2005），本研究未探討這些可

能的後續行為（例如參與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監督與改革行動等），也是本研

究的另一限制。 

 

而在第三人效果認知方面，本研究僅就統計結果得知如果受訪者的第三人效

果認知越小，就越傾向對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進行限制，不過，根據羅文輝

（2000b）的研究，如果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較小，可能有兩種情形：第一種是

認為媒介對自己及其他人都有很大負面影響的受訪者，則第三人效果減去第一人

效果的第三人效果認知數值會較小，另一類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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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受訪者，其第三人效果減去第一人效果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也會數值較小。

本研究如同過去的研究採用第三人效果認知來預測支持限制媒介，並未考慮此一

變項無法區分兩類受訪者，此亦是本研究限制。 

 

再者，本研究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與行為間的關係，但並未探討哪些因素可

能從中影響影響認知與行為的關係。Perloff 就曾表示，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導致行

為的說法太過簡略，忽略認知與行為的中介過程之可能機制（Perloff, 2002）。例

如，涉入感（involvemet）就可能是影響第三人效果與行為間的關係變項，在

Mutz（1989）的研究中就發現，受訪者若越認為南非議題重要，就對南非議題

有比較高的涉入感，自然會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想得更多，也更了解議題本質，因

此，接觸和該議題相關的訊息時，就不會像其他人那麼容易受到傳播訊息的影

響，因而有較強的第三人效果認知（Mutz, 1988）。未來研究應該持續探討哪些

中介變項可能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與行為間的關係。 

 

  此外，媒體除了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也應該有其正面影響。第三人效果相

關研究過去都檢證媒介負面內容的負面影響，鮮少檢證其可能也有的正面影響。

例如本研究描述統計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認為社會需要電視政論性談話

節目（平均數=3.44，介於「普通」和「有些需要」之間），這個結果是本研究在

構思之初始料未及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經常將特定訊息直接歸類為負面訊

息，本研究在設計時，也根據過去相關資料，將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內容歸於

「負面媒介內容」，然而在多元價值社會中，這樣的二分法未必符合現實，訊息

的正面／負面、具社會需要性／不具社會需要性可能因人而異，本研究也僅只探

討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負面影響，未來研究可以嘗試同時探討媒介內容的正面

影響，進一步發掘第三人效果的所有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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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首先，根據相關政治自我效能感文獻結論，政治自我效能感可以區分為內在

政治我效能感與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兩個層面的政治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可能因

為內在政治自我效能感題項不足的情況下，導致內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在迴歸分析

中，預測對「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和第三人效果認知的

影響上，並沒有得到顯著的統計結果。建議未來研究可以將政治自我效能感中，

內在和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的兩個層面的意涵設計足夠題項進行分析，以比較內

在和外在政治自我效能感對第三人效果的預測力。此外未來研究也可以將政治自

我效能感運用至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以外的相關媒介內容，例如探討政治自我效

能對廣播政論性談話節目第三人效果的影響，以擴大政治自我效能感在第三人效

果的研究範圍。 

 

其次，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社會距離（social distance）是影響第三人效果

強弱的一項重要因素，當「第三人」的範圍越廣泛或地理距離越遠（Cohen, 

1988），或是心理距離越遠（Perloff, 1989），個人會認為媒介內容對他人與對

自己的影響差距越大。也就是，人們傾向於將自己的意見投射到和自己背景類

似，或者是社會距離和自己相近的人身上，而往往會認為與自己關係越疏遠的

人，也就是和自己社會距離較遠的其他人，與自己的想法及對議題的觀點較不相

同，大眾媒體的訊息也將對他們產生更大的影響，而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強度將會

隨著受訪者與第三人社會距離的由近而遠而逐漸增強（胡幼偉，1998）。 

 

未來的研究如果探討的是政治訊息，建議可以進一步考慮把社會距離列為研

究變項之一。例如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收視動機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閱聽人認

為收看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的動機之一是尋求認同（張卿卿、羅文輝，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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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為了尋求認同，政黨傾向會造成泛藍支持者會收看支持泛藍的電視政論性

談話節目，泛綠支持者會收看支持泛綠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由於政黨認同會影響閱聽人選擇收看不同政黨立場的電視政論性談話節目

（張卿卿、羅文輝，2007），因此，人們很可能會將「其他人」，區分成「與自

己政黨傾向相同的人」和「與自己政黨傾向不同的人」兩類，並認為「與自己政

黨傾向相同的人」與自己的社會距離較近，因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較小。這種

設計可進一步探討政黨認同（社會距離）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值得未來的研究

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