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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欲對近年來政治傳播研究中的第三人效應再做進一步的

本土實證研究。本研究將以公元 2000 年台灣總統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全

國選民面對有關總統選舉的新聞媒體報導、候選人競選廣告及民意調查等



媒體訊息時，是否會在認知面向上產生第三人效應，進而因認知上的第三

人效應而導致選民傾向在選舉期間對媒體訊息的監督管制進行探討。 研

究結果發現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有關選舉的新聞媒體報導、候選人競選廣

告及民意調查均在選民的認知上有第三人效應存在。台北市有五成左右的

選民認為新聞媒體報導具「中度可信度」；五成左右的選民認為候選人競

選廣告具「低度可信度」；至於在民意調查部份，則約有六成左右的台北

市選民認為民意調查是「低度可信度」。除了新聞媒體報導未達顯著水準

外，候選人競選廣告及民意調查均顯示，選民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和選民

媒體訊息可信度有關。選民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與選民的新聞媒體報導、

候選人競選廣告及民意調查等媒體訊息的曝露度並無關聯性存在；也就是

說，選民對該媒體訊息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和選民對該媒體訊息的曝露程

度無關。在選舉活動涉入度部分，除了選民新聞媒體報導認知上的第三人

效應與選民的選舉活動涉入度有關外，選民候選人競選廣告及民意調查認

知上的第三人效應則與選民的選舉活動涉入度之間並無關聯性存在。 在

選民第三人效應後續行為層面的研究部分，不管在新聞媒體報導、候選人

競選廣告或是民意調查，選民對該媒體訊息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並不會

影響選民是否贊成在選舉期間對該媒體訊息加以監督管制。本研究雖未完

全驗證出選民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會直接導致選民是否贊成對該媒體訊息

的監督管制，但卻發現，選民認知上認為其他人受到該媒體訊息影響程度

評估，卻會導致選民傾向贊成對該媒體訊息的監督管制。在採取管道申訴

抗議及參與全民簽名連署的選民行為表徵部份，只有選民在候選人競選廣

告上的第三人效應會影響選民是否願意參與全民簽名連署活動外，其餘選

民對該媒體訊息的第三人效應認知在本研究結果中，則顯示並不會導致選

民是否會對覺得內容有誤的媒體訊息採取管道申訴抗議以及是否願意參與

全民簽名連署活動。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選民對選舉媒

體訊息的可信度評估，雖會影響選民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但並不會影響

選民行為層面上的反應；而選民認知上的第三人效應，除了候選人競選廣

告外，選民在新聞媒體報導及民意調查上的第三人效應並不會導致選民行

為層面會對覺得內容有誤的媒體訊息採取管道申訴抗議以及願意參與支持

媒體訊息監督管制的全民簽名連署。 也就是說，本研究在選民認知上第

三人效應會導致選民行為層面上有後續反應的假設，並未獲得完全的支

持。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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