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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負面管教新聞的第三人效果及其後續行為之研究 －以新北市國民小學教

師為例 摘要 本研究探討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閱讀負面管教新聞後的第三

人效果及其後續行為之現況，並探討不同人口變項、媒介暴露度、議題

涉入度和第三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後續行為之差異與關係情形，透過問

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編



制內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正式教師 600 人為樣本，以回收有效問卷 504

份所得資料，運用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簡單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依據分析結

果，本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教師接收新聞的管道來源已由報紙媒體

轉變為電視媒體和網路媒體 二、教師涉入教育議題深 三、國小教師認為

校園負面管教新聞對自己影響較小，對他人影響較大 四、資深的教師比

資淺的教師易產生第三人效果 五、涉入教育議題的較深的教師認為負面

管教新聞對自身的影響大於對家長 六、教師的媒介暴露度與第三人效果

之關聯性小 七、教師認為家長比教育工作者更容易受負面管教新聞的影

響 八、認為負面管教新聞對其他教師影響較大的國小教師不一定會規勸

同事的行為 關鍵字：第三人效果、負面管教新聞、媒介暴露度、議題涉

入度、社會距離  

摘要

(英) 

The Impac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Its’ Consequal on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New Taipei City Primary Teacher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understanding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its’ consequal after 

New Taipei City primary teachers reading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volvement, media 

exposure and social distance with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its’ consequal was 

testifi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as adopted to implement the study. By 

applying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600 teachers from the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targets. From the retrieval of 504 

valid questionnaires,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y-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is study had acquir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Furthermore, suggestions were addressed toward the 

educator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1.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are the main news resources of the teachers. 2. Teachers’ issue 

involvement are deep. 3. Primary teachers think that they are less affected by 

school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and the others are more affected. 4. Teachers with 

higher seniority are easier to hav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than less experienced 

teachers. 5. Teachers who have deeper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al issues think 

school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affect themselves more than the parents. 6. 

Teachers’ media exposur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person effect. 7.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parents are easier to be affected by school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8. Teachers who hav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toward the other teachers are not 

necessarily having the third-person effect’s consequal. Keywords: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negative discipline news, media exposure, involvement, social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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