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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國內外勤警務人員，以及立法委員對於台灣犯罪新聞

報導內容（包括電視和報紙等媒介）的認知作為調查情境。主要目的是希望

了解，「國內立法委員（政策制定者）與警務人員（執法人員）對於電視/

報紙犯罪新聞報導，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又「受訪者支持監督犯罪

新聞報導負面內容的行動，究竟是由第三人效果所引起的，抑或是由受訪者

對於犯罪新聞報導的傷害性影響認知所引發的」。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同

時針對第五屆 225 位立法委員，以及服務於台北縣、市共 500 位警務人員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在扣除無效問卷後，在立法委員部份，實際取得之有效問

卷共 191 份。警務人員部份之實際取得有效問卷，則為 422 份。 研究發

現，國內立法委員（政策制定者）與警務人員（執法人員）對於電視/報紙

犯罪新聞報導，均存在第三人效果認知。而立法委員支持監督報紙犯罪新聞

報導的行為，與警務人員支持監督電視/報紙犯罪新聞報導的行為，均是導

因於對犯罪新聞報導的傷害性影響認知。僅立法委員支持監督電視犯罪新聞

報導的行為，主要是由電視犯罪新聞報導第三人效果認知所引發。此外，在

本研究相關影響因素中，以立法委員與警務人員對犯罪新聞報導的「傷害性

影響認知」，最能夠有效預測其電視/報紙犯罪新聞報導第三人效果。 研究

結果亦顯示，就支持監督電視/報紙犯罪新聞報導的程度比較上，雖然受訪

者均傾向於支持監督電視/報紙犯罪新聞報導，但是，警務人員支持監督電

視/報紙犯罪新聞報導的程度，均大過於立法委員支持監督電視/報紙犯罪新



聞報導的程度。而就對犯罪新聞報導的涉入度上，驗證了本研究最初之指

陳，警務人員對犯罪新聞報導之涉入度，確實顯著的高過於立法委員對犯罪

新聞報導之涉入度。最後，就對犯罪新聞報導傷害性影響的認知上，警務人

員與立法委員均傾向於認為，犯罪新聞報導確實具有傷害性影響，且認知程

度上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本研究與過去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本研究不僅

將傷害性影響視為一個獨立變項，且研究發現亦與過去研究有所差異。本研

究發現，犯罪新聞報導第三人效果認知，不一定能夠有效地預測受訪者是否

支持監督犯罪新聞報導，反而是受訪者對犯罪新聞報導的傷害性影響認知，

對受訪者是否支持監督犯罪新聞報導，具有較佳的預測力。也就是說，當媒

介訊息對於閱聽眾以外的人、事、物若具有明顯的傷害性影響時，傷害性影

響認知對支持監督媒體行動的預測能力，可能大過於第三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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