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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關切焦點在於「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包括

實體政治參與和網路政治參與）以及「社會資產」的關係，推

論在探討「網路使用」的功與過時，必須區分「網路使用」的

量與質。本研究分以「使用時間」與「使用動機」切入：在

「使用時間」部份進一步依使用性質差異區分為「工作上網時

間」與「休閒上網時間」，而在「使用動機」部份則區分為

「資訊蒐集」、「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本研究主要分

析不同類型「使用時間」與不同類型「使用動機」和網友實體

「政治參與」與「社會資產」之間的可能正向或負向關係。此

外，本研究認為網路提供另類形式的政治參與，包括「政治資

訊蒐集」、「政治意見交換」與「政治意見表達」，因此本文

也進一步的探討網路使用與這些另類政治參與的關係。 

關鍵詞：社會資產、政治參與、網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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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主國家的正常運作有賴民眾的積極參與。除了探討政治參與如何

直接關係到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外，近幾年也有學者提出「社會資產」

（social capital）概念（Putnam, 1995a, 1995b, 1996, 2000）。社會資產

重視人際與社區的概念，其關切焦點在於人際的信任與社區的參與。同

時，社會資產被認為是政治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基礎，與政治參與間有

顯著正向關係（Wilkins, 2000）。由於網路使用可能造成人際疏離，探

討網路和人際信任與社區公民參與的可能關係有其重要性。基於此點考

量，本文探討網路與政治參與的關係時，也將網路與社會資產的關係一

併納入考量。 

媒介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傳播學者因此關切媒介使

用對於「政治參與」與「社會資產」的可能影響，如 Norris（1996）發

現，民眾使用電視的時間愈長，其政治參與程度愈低。Putnam 在上述

文獻提出社會資產概念時，曾將降低社會資產的方式指向電視，其他相

關研究也陸續鎖定觀看電視是否造成社會疏離（e.g., Hooghe, 2002; 

Moy, Scheufele, & Holbert, 1999）。近幾年來，隨著網路的興起與普

遍，研究焦點則從電視的影響擴及到網路，不少政治傳播學者憂心民主

政治賴以正常運作的重要機制與元素（主要包括政治參與與社會資產）

可能受到網路普及的破壞，因而引發學者對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及社會

資產關係的探討（Bimber, 1998; Jennings & Zeitner, 2003; Uslaner, 

2004）。 

關於網路使用可能降低政治參與或社會資產的焦慮主要來自三個推

論（Jennings & Zeitner, 2003）：第一、網路使用可能加深政治資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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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鴻溝，因為原就擁有較多政治資訊資源的民眾可能也是網路使用

者；第二、網路提供多元的娛樂內容，降低網友接觸政治資訊的時間與

意願；第三、網路使用造成人際疏離，降低人際信賴，同時也可能降低

傳統團體組織對於政治運作的正面影響。 

另個論點則將政治參與及社會資產的降低歸咎於網路使用，並從

「時間取代」（time displacement）觀點出發，強調由於時間資源的有

限性，網路媒體使用時間一旦增加，傳統媒體的使用時間與可能性自然

降低（Putnam, 1995a, 1995b, 1996, 2000）。傳統媒體（如報紙）一般認

為是提升政治議題知識的重要管道，因此增加網路媒體的使用時間自然

相對降低民眾透過傳統媒體接觸政治議題相關資訊的可能性（The Pew 

Research Center, 1999；轉引自 McLeod, 2000），不利於政治運作。 

另外，民眾接觸網路媒體時間愈久，其人際交流隨之降低，包括：

減少與親人互動、侷限社交範圍、較低與其他社群的接觸機會，最後還

有可能因此產生憂慮與疏離感，導致個人生活滿意度降低（Kraut, 

Patterson, & Lundmark, 1998）。同時，人際疏離也有可能降低其對人際

關係的信任，但影響最鉅者則是一旦人們生活被上網這件事佔據，就會

沒有時間與餘力參與社區義務工作（Shah, McLeod, & Yoon, 2001）。 

然而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網路的普及提升了政治資訊的傳散

數量與速度，因而也降低了知識獲得的成本，間接鼓勵民眾的政治參與

（Bimber, 1998, 2000）。這派觀點的核心前提是：政治資訊的有效傳散

可以增進政治參與並使民主政治更加正常運作，網路的便利性也提供網

友 接 觸 他 人 藉 以 溝 通 與 討 論 政 治 議 題 的另類管道（Bimber, 1998, 

2000）。 

從以上兩個面向的討論看來，網路使用時間與使用內容與性質似同

是影響政治參與的重要因素，值得一併考量。唯有深入剖析網路使用內



網路的功與過 

 ‧49‧

容與性質的差異，才有可能清楚瞭解網路使用可能產生的負面或正面效

益。 

在台灣，探討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的關係應有其重要意義。根據台

灣網路資訊中心的調查資料顯示（2004），台灣上網率現已高達

61.17%，上網人口成長到 1,274 萬人。另據全球網際網路測量公司

NetValue 公佈之 2002 年 4 月份台灣網際網路研究報告（NetValue, 

2002），介於 15 至 24 歲年齡層間的網路使用者佔網路族群的 37.9%，

25 至 34 歲之間佔 28.2%，而 35 至 49 歲佔 27.9%，可見網路族群仍以

年輕人為主體。年輕人為未來社會接班人，其政治社會化過程值得關

切，以瞭解網路媒介使用對其政治參與及社會資產是否產生任何負面影

響。 

其次，一般人常認為年輕世代似乎對於政治高度冷感（Sax, Astin, 

Korn, & Mahoney, 1997; Zukin, 1997）。根據美國相關研究顯示，年輕

人的政治參與行為近年來有降低趨勢（Delli Carpini, 2000），原因有

三：第一、年輕人的政治效能感較低；第二、年輕人缺乏公民參與機

會；第三、年輕人欠缺公民參與能力。由於年輕族群正是網路主要使用

族群，基於網路媒體的特殊性，網路對這個參與動機較弱也較欠缺參與

管道的族群而言可能可以扮演正面鼓勵角色，值得探討。 

綜而言之，本研究探討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的可能正向或負向關

係，試圖提出以下新觀點。第一、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將上網時間區分為

「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網路與其他媒介最大的差異在

於網路媒介已經成為一般人工作時必須倚賴的媒介，但這兩種時間使用

之內容性質甚有差異。若單就上網時間長短來分析，其結果將易有所誤

導。 

第二、本研究嘗試從網路媒介的多元特性出發，探討網路在政治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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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程中可能扮演的正面角色。正如學者所言（如 Bucy, D’Angelo, & 

Newhagen, 1999），網路媒體可能提供多元且更便利的政治參與方式，

網友上網時間愈長，就愈可能發展出專屬於網路的另類政治參與模式。

依此，本研究將網路政治參與形式區分為「政治資訊蒐集」、「政治意

見的交換」與「政治意見的表達」等三類。 

第三、除了提出網路參與的可能形式外，本研究在實體政治參與部

分同時關照兩種層次。除了傳統政治參與外，另一探討焦點是以人際關

係與社區參與為核心的「社會資產」。本研究以 Shah, Kwak 與 Holbert 

（2001）及 Shah, McLeod 與 Yoon（2001）的研究為基礎，探討社會資

產的三個相關指標，分別是「個人生活滿意度」、「人際關係信任度」

與「公民參與程度」。 

第四、本研究也將進一步分析「上網動機」的差異，試圖瞭解其與

網友之網路政治參與或社會資產是否有不同關係。正如 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指出，過去網路研究僅探討使用時間長短而未瞭解上

網動機，無異假設人的媒體使用經驗一致。基於網路所提供的內容多樣

性，區分網友之網路使用動機有其必要性。 

貳、文獻與假設 

一、政治參與 

政治參與泛指「一般民眾影響或試圖影響政治運作與結果的行為」

（Kasse & Marsh, 1979: 42）。Brady（1999）認為政治參與雖然定義繁

多，但可綜合歸納出四大要素，分別是「行為」、「市民」、「影響」

與「政治結果」。又政治參與的面向十分多元，Conway（1991）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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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參與區分成消極面與積極面，前者指政治資訊蒐集與接觸，而積極面

則包括投票、加入政黨、參與選舉造勢活動、對捐獻金錢給政黨或候選

人或擔任義工、說服他人之投票意向、向民意代表反應意見等（Verba 

& Nie, 1972）。本研究也將以多元取徑為基礎，探討網路使用與政治參

與不同面向的關係。 

二、網路使用時間類型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如前述，人的時間資源有限，因此媒體使用會瓜分其他活動的時

間。根據「時間替代」理論，網路使用將減少可供支配的閒暇時間，並

大幅降低網友對實體社會的政治參與。然而研究結果迄今仍十分分歧，

如 Lin 與 Lim（2002）在韓國進行的研究雖發現網路使用降低政治信任

（為政治參與的重要預測變數），Bucy, D’Angelo 與 Newhagen（

1999）的研究卻發現造訪政治相關網站的網友政治興趣較高，而經常投

票的選民的使用網路情形也較普遍。此外，Jennings 與 Zeitner（2003）

的研究也顯示網路使用與政治興趣有正向關係。 

由於投票本身即是政治參與的實際表現，且政治興趣也是政治參與

的正向指標，因此 Bucy et al.（1999）和 Jennings 與 Zeitner（2003）的

研究結果意味著網路使用應對政治參與具正面影響力。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過去研究呈現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

大部分研究沒有清楚區分「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的差

異。由於政治參與主要在非工作時間進行，從「時間取代論」的角度觀

之，網路使用若替代政治參與，應只適用於工作之餘的網路使用時間而

與工作時間上網較無關連。 

第二、上網時間之目的不同，所接觸到的網路資訊應也有差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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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視為例，不少研究曾指出不應將其視為是高同質性之媒體，實證研

究結果也顯示雖然觀看娛樂節目與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間呈

現負向相關，電視新聞的觀看與政治效能感則有正向關係（Newhagen, 

1994）。這樣的結果意味著內容與時間同樣重要，因而本研究推論，

「工作上網時間」主要應為資訊蒐集導向，而「休閒上網時間」則為娛

樂導向，此時網友接觸到政治相關資訊的意願或可能性均相對較低。 

根據以上討論，本研究認為在探討上網時間多寡與政治參與之關係

時，應先區分上網時間長短與工作之外上網時間多寡之本質異同。基於

以上兩個可能理由，本研究推論「休閒上網時間」可以有效預測網友政

治參與的低落，而「工作上網時間」對於政治參與的預測力則不顯著。 

 

假設一：「休閒上網時間」愈高，政治參與情形愈低；「工作上網

時間」則與政治參與間無顯著關係。 

三、網路之另類政治參與 

Bimber（1998）認為，網路可以方便網友進行更直接的另類政治參

與。一般民眾過去參與政治活動時需要倚賴政黨組織或民意代表有效動

員，而政治資訊的獲得也倚賴新聞組織運作。網路普及後雖然降低了組

織所扮演的重要功能，卻也增加了民眾無須透過組織中介就可直接參與

的可能性。根據 Bimber（1998）的說法，當人民愈有機會直接與政府

溝通，則愈有可能參與政治活動；相對地，個人對於政治的影響力也因

此提升。 

另有學者強調（Corrado & Firestone, 1996），藉由電子信件串起的

人際網絡反更可有效進行組織動員，從而鼓勵政治參與。雖說網路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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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掉真實世界中參與社區活動與政治活動的時間，但網路所帶來的便

利有可能更利於動員與溝通，並有利於民主運作。 

一些研究早已發現網路是年輕人獲得政治資訊的最重要管道。根據

一項美國研究計畫結果顯示（Project Vote Smart, 1999），有 70% 的年

輕人認為網路是提供政治相關議題知識的有效管道，重要性更勝於電視

新聞、報紙、廣告、雜誌、人際溝通與直郵。基於政治知識可以有效增

進政治效能（Braima, Johnson, & Sothirajah, 1999），我們不難理解網路

的使用對於倚賴網路作為主要政治資訊來源的網友應有正面效益。 

網路除了可以幫助政治菁英動員與溝通外，對於政治參與較不積極

的選民也可能扮演重要角色。Delli Carpini（2000）即曾分析，網路除

了提供政治菁英建立社會網絡管道藉以提升溝通與動員的機會外，對於

積極參與的公民也可降低參與成本，提供其更加多元化的參與管道。最

重要的是，網路也能有效地接觸到一些對於政治參與較不積極的年輕族

群提供相關資訊，以利其使用另類有效方式從事政治參與。 

何況，網路提供的一些政治參與、溝通與回應方式明顯異於傳統的

政治參與模式。Delli Carpini（2000）曾以環保議題為例討論專屬網路

的另類參與方式，認為網路上的環保議題討論區可以使用超鏈結方式連

接到相關網站，也能提供投書對象（如立委、政府官員等）的電子郵件

信箱，或是可供充任環保義工服務單位以支持環保行動。這樣的作法不

但減低參與成本，更提供多項可能性管道。此外，Delli Carpini（

2000）強調網路另類參與的優勢，在於提升政治相關資訊的傳散速度與

數量，藉此有效凝聚一些散居於四面八方但在政治層面興趣相投的網

友。 

Chang（2002）在台灣進行的研究也顯示，大學生透過網路表達政

治議題看法的情形高於其他媒體（如報紙投書、call-in 廣播或電視政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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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節目、參與電視媒體的電話投票）。這個研究結果似乎呼應上述

Delli Carpini（2000）的觀點，即對網路使用頻繁的年輕人而言，網際

網路提供了另類政治參與的有效管道。 

一般而言，政治資訊的獲得、政治意見的交換、政治意見的表達是

政治運作的核心元素。從 Bimber（1998）與 Delli Carpini（2000）的討

論可以歸納出網路提供與上述三種面向相關的政治參與模式：第一、網

路可讓選民更方便地搜尋到政府政策資訊；第二、網路提供與他人討論

政治議題的管道；第三、網路提供聯絡選區民意代表以表達意見的管

道。 

據此，本研究提出網路政治參與的三種形式，分別為「政治資訊蒐

集」、「政治意見交換」與「政治意見表達」。其中，「政治資訊蒐

集」指透過網路搜尋以獲得政治相關知識，「政治意見交換」指透過網

路與網友∕朋友討論相關政治議題，「政治意見表達」指透過網路直接

向媒體組織、政治組織或民意代表聯繫並表達意見。 

四、網路使用時間類型與網路另類政治參與的關係 

如上節所述，網路參與主要透過網路進行，因此網路使用時間之長

短應與三種形式的網路政治參與有一定關係，然而究竟是「工作上網時

間」抑或「休閒上網時間」可有效預測上述三種形式的網路政治參與，

則是本研究的關切焦點。 

從時間使用角度來看，兩種上網時間都可能與網路政治參與相關。

另外，從「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的性質觀之，前者主要

為資訊搜尋導向，較有可能接觸到政治相關議題資訊；「休閒上網時

間」主要為娛樂或社交導向，接觸到政治相關議題資訊的可能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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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去並無相關實證研究可以輔助我們推論這兩種上網時間類型與另

類網路政治參與的關係，在此以研究問題列出。 

 
研究問題一之一： 「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資訊蒐集」？ 

研究問題一之二： 「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意見交換」？ 

研究問題一之三： 「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意見表達」？ 

五、網路使用動機 

過去傳播相關研究指出（如 McLeod & Becker, 1981），儘管閱聽

人使用媒介的型態類似，但希冀透過媒介使用來獲得的滿足感卻不盡相

同。同樣基於網路內容的多樣性，若以單一角度﹙即網路使用之時間多

寡﹚檢驗網路使用的可能影響，則會忽略網路使用者彼此在性質（包括

內涵與動機）上的重要差異。因此，網路使用的時間長短固然是探討網

路使用影響的重要指標，網友的網路使用動機也應一併考量。使用與滿

足相關模式即強調閱聽眾其實並非被動媒體訊息接收者，使用各項媒介

或選擇不同媒介內容均當各有動機，包括：消遣娛樂（diversion）、人

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人際認同（personal identity）與環境偵

測（surveillance）（McQuail, Blumer, & Brown, 1972）。 

近年來迭有學者探討網路使用的動機。Norris 與 Jones（1998）曾

以使用與滿足理論出發，兼而考量網路與其他媒體之特性差異，提出網

路使用者之動機可區分為「研究者」（researchers）、「家庭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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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consumers）、「表達者」（political expressives）與「社交者」

（party animals）四者。「研究者」指透過網路收發 e-mails 並透過網路

蒐集工作與生活所需資訊的網路使用者，「家庭消費者」則指倚賴網路

理財消費的網路一族，「政治表達者」指偏愛在網路公共論域與他人交

換政治意見與資訊的網友，而「社交者」則為一群透過網路追求娛樂刺

激的網路使用者。 

Shah 與其同事（Shah, Kwak, Holbert, 2001）也曾分類網路使用動

機，將 11 項上網動機進行因素分析後獲得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產

品 消 費 」 （ product consumption ） 、 「 資 訊 交 換 」 （ information 

exchange）、「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與「社交娛樂」（

social recreation）。Shah, McLeod 與 Yoon（2001）等人則將上網動機

區分成「資訊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與「社群討論」（chat room participation）三個類型。 

上述消費與理財的上網動機與本文所要探討的政治參與較無直接關

連，因此不列於以下討論。整合前述 Norris 與 Jones（1998）、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與 Shah, McLeod 與 Yoon（2001）的分類，本

研究將探討網路使用動機的三個面向，分別為「資訊蒐集」、「人際互

動」與「娛樂消遣」。 

（一）「資訊蒐集」作為網路使用動機 

過去相關研究指出，大眾媒介的重要功能在於提供民眾政治社會相

關 資 訊 ， 而 這 些 資 訊 對 民 眾 的 公 民 參 與 有 正 面 功 能 （ 如 Norris, 

1996）。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的研究也發現，網路使用的重

要動機在於資料搜尋與獲取的方便性與即時性。以台灣為例，根據前述

全球網際網路測量公司 NetValue 的網路使用調查（NetValu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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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7.6% 的網友上網動機是為了獲得即時資訊，顯見「資訊蒐集」不

論中外皆為重要網路使用動機。 

（二）「人際互動」作為網路使用動機 

此外，網路「人際互動」之動機大致包括使用聊天討論區、及時傳

呼及與他人交換電子信件。如 BBS 匿名討論區自成社交天地，讓網友

隨時有談話溝通的對象，而 MSN 的普及更讓網路聊天對話的機會愈益

增加；電子郵件更是文件傳散的重要媒介。根據 2004 年台灣網路資訊

中心所公布的資料顯示（台灣網路資訊中心，2004），上網族群中有

19.21% 的上網動機是為了即時傳呼與聊天室，收發電子郵件更佔了

50.63%。在台灣，人際互動顯然是一項重要的網路使用動機。 

（三）「娛樂消遣」作為網路使用動機 

除了蒐集資訊與人際互動外，網友上網之另一主要動機在於追求娛

樂刺激與現實逃避（Shah, Kwak, & Holbert, 2001），包括使用線上遊戲

或造訪影音娛樂網站。網路上的影像兼具聲光效果，連線遊戲更增加遊

玩競爭的刺激。根據前述 2004 年台灣網路資訊中心所公布的資料顯

示，台灣上網族群中有 18.11% 的上網動機是為了使用線上遊戲，可見

「娛樂消遣」也是台灣網友上網的重要動機之一。 

六、網路使用動機與另類網路政治參與的關係 

過去研究認為，透過網路蒐集知識的網友其政治參與度較高（

Norris & Jones, 1998），其政治知識也較其他類型網友為高。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也認為，以蒐集資訊為動機而上網的網友應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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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藉由網路獲得政治相關資訊。然而這些研究並未實際測試這些推

論，因此本研究將直接檢測上網主要動機為「資訊蒐集」的網友其透過

網路進行「政治資訊蒐集」的程度是否愈高。 

 
假設二之一： 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路進行

「政治資訊蒐集」的程度愈高。 

 
此外，雖然 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等人發現，以「社群討

論」為動機上網的網友其在真實世界的公民參與度較低，但本研究認為

對於以「人際互動」為上網動機的族群而言，其上網既在尋找抒發意見

的機會，也應更有可能在網路上與他人討論政治話題。同時，經常在網

路上與他人互動的網友習於網路發聲，直接向民意代表或政府機關表達

政治意見的可能性也可能較高。因此本研究推衍出假設如下： 

 

假設二之二：愈以「人際互動」為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路進行

「政治意見交換」的程度愈高。 

假設二之三：愈以「人際互動」為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路進行

「政治意見表達」的程度愈高。 

七、社會資產 

除了直接探討政治參與外，也有學者指出社會資產間接影響到政治

參與（Putnam, 1993, 1995a, 1995b）；Wilkins（2000）的研究結果也證

實了公民參與（為社會資產的重要指標）愈高，政治參與也愈高。此

外，社會資產也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Brehm & Rahn, 1997）。因此

網路使用與社會資產的關係將是本研究另一個關切的核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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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Putnam（1993, 1995a, 1995b）有關社會資產的相關著作業

已引發多方討論。Putnam 認為，社會中的重要資產（如人際信任與人

際網絡等）提供市民合作與共同解決社區問題的重要基礎，亦為政治社

會正常運作的核心元素。Kraut 等人（1998）同樣認為，社會關係疏離

不但造成個人生活滿意度降低及憂鬱患者增加，從整體社會層次來看，

社會關係疏離更易造成沒有效率的政府；足見社會資產與政治運作間有

重要關連。 

Putnam（1995a）將社會資產定義為：「民眾賴以有效追求共同行

動的要素，包括人際網絡、社會規範與信任」（pp.664-5），其兩大組

成 要 素 為 「 人 際 信 任 」 （ social trust ） 與 「 公 民 參 與 」 （ civic 

engagement）。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也對「社會資產」有類

似定義：「社群中因應人們整合共同行為以達成共同動機所需的訊息、

規範與社會關係之資源」。他們也同意「社會資產」係一多元面向概

念，包括「人際關係的信任程度」（interpersonal trust）及「公民參與

程度」兩大要素，但更進一步提出「公民生活品質」概念，強調「公民

生活品質」除了包括 Putnam 針對社會資產提出的兩項指標外（即「人

際信任」與「公民參與」），還包括了「個人生活滿意程度」（life 

satisfaction）。本研究除了探討網路使用與「社會資產」的關係外，也

將一併研究網路使用與「個人生活滿意程度」的關係。 

八、網路使用時間類型與社會資產的關係 

根據 Putnam（1993, 1995a, 1995b），電視的發明與普及不但侵蝕

了社會信任，也降低社區人際網絡的重要性，更減少民眾參與公民團體

的程度，也降低民眾之公民生活品質。傳播學者認為這樣的論點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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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論到網路普及的當下社會，如 Kraut 等人（1998）認為網路使用

與電視觀看之間具有許多雷同性。正如觀看電視，使用網路也會耗損時

間資源、降低社會活動並減少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雖然 Kraut 等人同

意網友似也可以透過某些形式的互動在網路上建立社會關係，但仍強調

這些透過非實體社會互動所建立起來的關係較為淺層，唯有深層的社會

互動與關係才是人們生活滿意度之重要基礎。 

Kraut 等人（1998）的長期實證研究也發現網路使用其實降低家庭

成員的溝通，並增加寂寞感與憂鬱程度。Nie 與 Erbring（2002）的問卷

調查結果也顯示網路使用時間的確佔據了社交與參與活動的時間，間接

暗示網路使用造成網友與整體社會更加疏離，關係更加薄弱。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發現網路使用並不對社會資產造成任何差異影

響（Uslaner, 2004）。過去探討電視觀看對於社會資產影響的相關研究

學者曾明確指出，並非所有電視觀看對社會資產造成負面影響，觀看不

同類型的電視台與觀看不同類型的節目所產生之影響有所不同（

Hooghe, 2002; Shah, 1998）。Hooghe（2002）的實證研究結果就發現，

觀看肥皂劇會鼓勵自掃門前雪的態度，觀看商業電台的節目會降低內在

效能，而觀看商業電台的節目與肥皂劇皆會增加生活不安感，但是新聞

節目的觀看反而會增加政治內在效能感並降低自掃門前雪的心態。 

同理，基於稍前關於網路使用動機的討論可知，網友上網的動機並

不全然相同，因此不能輕易斷定網路使用本身一定降低整體社會資產（

Shan, Kwak, & Holbert, 2001; Shan, McLeod, & Yoon 2001）。 

延續假設一的邏輯與基礎，本研究認為：第一、以時間取代論的觀

點而言，唯有當人們在工作之餘花費額外時間流連於網路才有可能降低

其在實體世界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從而間接造成人際疏離，導致「個人

生活滿意度」降低與「人際關係信任度」低落。同時，也唯有當休閒時



網路的功與過 

 ‧61‧

間被使用網路佔據才較有可能導致其在社區「公民參與」時間的減少。 

第二、「休閒上網時間」的增加雖然可以幫助網友在網路上與他人

建立關係，但是之前的討論指出，網路上的人際關係建立並非透過面對

面親身接觸，因而屬於較為淺層，信任基礎也較為薄弱。如將等同時間

用來營造真實社會的人際關係，所獲得的「個人生活滿意度」與「人際

關係信任度」相對來說應會較高，而高度的人際信任才有可能激發出

「公民參與」動機。由此： 

 
假設三之一： 「休閒上網時間」與「個人生活滿意度」有顯著負

向關係，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個人生活滿意

度」之間的關係則不顯著。 

假設三之二： 「休閒上網時間」與「人際關係信任度」有顯著負

向關係，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人際關係信任

度」之間的關係則不顯著。 

假設三之三： 「休閒上網時間」與「公民參與」有顯著負向關

係，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公民參與」之間的

關係則不顯著。 

九、網路使用動機與社會資產的關係 

過去研究發現，網路使用與社會資產間的多項指標關係依網友使用

網路動機不同而有異（Shah, Kwak, & Holbert, 2001; Shah, McLeod, & 

Yoon, 2001），其中「資訊交換」動機被認為是正向指標，而「人際互

動」與「娛樂消遣」動機則被發現為負向的指標。 

若網路使用以「資訊交換」為主，使用網路反倒會增加其「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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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滿意程度」、「人際關係信任程度」及「公民參與程度」﹙Shah, 

McLeod, & Yoon, 2001﹚。類似結果也在 Shah, Kwak 與 Holbert（

2001）研究獲得驗證，他們發現以「資訊交換」為上網動機的網友其

「人際關係信任程度」較高。 

相反地，Shah, McLeod 與 Yoon（2001）發現，沈溺於網路娛樂以

逃避真實生活的網友因與真實社群疏離而對真實世界的人際經營相對較

少，故其「個人生活滿意程度」、「人際關係信任程度」及「公民參與

程度」皆偏低。Shah, Kwak 與 Holbert（2001）的研究也同樣顯示，以

「社群討論」為主要使用動機的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程度」與「公

民參與程度」相對較低。 

根據過去研究結果，本研究推論就「個人生活滿意程度」而言，愈

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程度」應該愈高，而愈

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上網動機之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

程度」則愈低。就「人際關係信任程度」而言，愈以「資訊蒐集」為動

機的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程度」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

「娛樂消遣」為上網動機之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程度」則愈低。最

後，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公民參與的程度」愈高，而以

「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動機的網友，其「公民參與的程度」愈

低。故： 

 

假設四之一：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

度」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

遣」為上網動機之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度」則

愈低。 

假設四之二：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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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

遣」為上網動機之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度」則

愈低。 

假設四之三：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公民參與」的程

度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動

機的網友，其「公民參與」的程度愈低。 

 

茲將本研究架構與假設綜合整理如圖一。 

 

圖一：本研究架構 

網路使用時間 

   工作上網時間 

   休閒上網時間 

網路使用動機 

   資訊蒐集 

   人際互動 

   娛樂消遣 

網路政治參與 

   政治資訊蒐集 

   政治意見交換 

   政治意見表達 

實體政治參與 假設一

研究問題一

假設二

假設三

假設四

社會資產 

   個人生活滿意度 

   人際關係信任度 

   公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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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分析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第四期第四次大眾傳播組問卷資

料，本資料於 2003 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4 日完成。對於此資料的抽

樣、題項發展與前測等細節的深入說明，可參考章英華與傅仰止（

2004）。以下僅就抽樣部分擇重點摘錄說明（章英華、傅仰止，2004: 

14-17）。 

二、抽樣過程 

（一）抽樣原則 

本計畫以台灣地區年滿 18 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1984 年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料檔為抽樣名

冊（sampling frame），利用分層等機率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實際抽樣執行程序如下： 

利用羅啟宏（1992）所撰著之「台灣省鄉鎮發展類型之研究」，依

據人口特性、商業發展、公共設施、財政狀況、地理環境等相關指標，

將台灣各鄉鎮分為七層，再加上台北市、高雄市、省轄市各為一層，共

計十層。在抽樣時，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數，依其人口數比例

來分配各分層欲抽出之人數，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數多寡而抽取一定數

目的鄉鎮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數之多寡依照等距

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數目的村里。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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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中選的村里再同樣以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數目的受訪個案。 

此次研究問卷 Ι 大眾傳播組因需有更多網際網路使用者樣本，所以

自樣本戶中加抽「網際網路使用者」，其抽樣原則如下： 

1. 當成功樣本為「非網際網路使用者」時，就在該戶另外抽取一位

網際網路使用者。 

2. 詢問受訪者家中「18 歲以上（1985 年 7 月 31 前出生者）、在去

年一年內曾經有使用過網際網路者」之總人數，並記錄在樣本名

單上。 

3. 若受訪者家中僅有一位成員為網際網路使用者，則該成員即為加

抽之受訪者。 

4. 若該戶成員中，十八歲以上網際網路使用者超過一位，則採取下

列方式決定加抽之受訪者： 

⑴ 詢問該戶 18 歲以上成員中（以戶籍為準）能夠使用網際網路

者的出生月份，以與主樣本受訪者（即該成功樣本）月份距

離最近者，為網際網路受訪者。如果有二人與主樣本受訪者

出生月份距離相同者，則取月份較前面的一位。 

⑵ 如果主樣本受訪者不清楚其戶中網際網路使用者的出生月

份，則詢問其出生年次，出生年次與主樣本受訪者最近者，

為網際網路受訪者。如果有二人與主樣本受訪者出生年次距

離相同者，則取出生年較前面的一位。 

5. 抽戶中的網際網路樣本依一般訪問原則進行，無法成功者，則計

為失敗樣本， 註明失敗原因，且不再從該主樣本受訪者戶中另

行加抽網際網路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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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的代表性 

在所有受訪個案抽出後，利用 2000 年普查資料進行樣本代表性檢

定（goodness of fit），以查核抽出樣本的個人人口特徵分佈是否與母體

資料一致，檢定項目包括性別、年齡、年齡與性別等五分組，檢定結果

呈現樣本與母體一致。檢定結果請參見表一。 

表一：樣本代表性檢測* 
大眾傳播組 

  樣本數 期望值 卡方值 p 值 
男 1845 1899.5 性 

別 女 1879 1824.5 
3.19 0.07 

20 歲以下 156 157.6 
20-29 歲 873 850.1 
30-39 歲 784 831.3 
40-49 歲 816 774.5 
50-59 歲 462 468.4 

年 
 

齡 

60 歲以上 633 642.0 

5.76 0.33 

男 20 歲以下 85 81.2 
男 20-29 歲 447 429.2 
男 30-39 歲 390 422.7 
男 40-49 歲 397 392.4 
男 50-59 歲 210 234.7 
男 60 歲以上 316 327.5 
女 20 歲以下 71 76.4 
女 20-29 歲 426 421.0 
女 30-39 歲 394 408.6 
女 40-49 歲 419 382.2 
女 50-59 歲 252 233.7 

性 
別 
＊ 
年 
齡 

女 60 歲以上 317 314.6 

12.46 0.33 

*N = 3724 
資料來源：章英華與傅仰止，200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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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樣本數與網際網路樣本數 

本計畫大眾傳播組於第一階段抽取 3,724 案。該組除了需訪問之主

樣本外，尚包含加抽戶之網際網路使用者，但總數仍未達預定完成之案

數 2,000 案。隨後又加抽 650 案，共抽取 4,374 案，又因有戶中加抽網

際網路者樣本 278 案，總樣本數為 4,652 案，共計完成 2,161 案，包括

主樣本完成 1,946 案，加訪樣本完成 215 案。 

本研究主要針對訪問主樣本中有使用網路者，再加上戶中加抽網際

網路者樣本 278 案，共計 1,026 位有效樣本。 

三、變數的定義與測量 

以下變數測量除上網時間外，皆採五點李克氏量表，分數愈高代表

同意程度愈高。 

（一）上網時間 

以兩個題項測量受訪者的「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測量

「上網時間」的題項為：「您平均每天上網多久」，測量「休閒上網時

間」的題項為：「除了工作與學業的需求外，您平均每天上網的時間大

約有多久？」。選項皆為開放式（﹍﹍時﹍﹍分），受訪者依實際狀況

回答。分析時，則將資料全部轉換成以「分」為單位，再將「上網時

間」扣掉「休閒上網時間」以獲得「工作上網時間」。 

（二）政治參與 

政治參與變項主要參考過去文獻（Brady, 1999）以 11 個題項來測

量，並以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選出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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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參與」、「競選參與」與「消極參與」，其中有五個題項在「積極參

與」這個因素上有較高負荷值，分別為：「我會投書報紙或雜誌表達我

對政治議題的看法」、「我會向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反映我對議題的意

見」、「我會參加示威遊行」與「我會叩應（call in）廣播或電視上的

政論性節目，來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與「我會參與電視媒體的電

話投票，來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其 Cronbach’s reliability alpha

為 .82。 

另有三個題項在「競選參與」上有較高負荷值，包括「我會說服朋

友支持我喜歡的候選人」、「我會參加競選造勢活動」、「我會幫我支

持的候選人拉票」，其 Cronbach’s alpha 為 .82。最後，有三個題項在

「消極參與」上有較高負荷值，分別是「我會閱讀報紙來獲得政治相關

資訊」、「我會和朋友討論政治話題」與「過去的公職選舉，我經常會

去投票」。 

由於部份受訪者在上次公職選舉時並無投票權，因此針對公職選舉

過去投票行為的測量題項部份係以受訪者全部的平均值替代。這三個題

項的 Cronbach’s alpha 雖然為 .50，但題項間的相關係數仍達顯著（all 

Pearson’s r > .19,  ps < .01），因此仍將此三個題項加總平均作為「消

極參與」的指標。 

（三）網路政治參與的形式 

本研究探討「政治資訊蒐集」、「政治意見交換」與「政治意見表

達」等三種網路政治參與形式：「政治資訊蒐集」以兩個題項測量，分

別是「我會閱讀電子報來獲得政治相關資訊」與「我可以輕易透過網路

獲得政治議題之資訊」，兩者之皮爾森相關係數為 .42（p < .01）。

「政治意見交換」以兩個題項測量，分別是「我會透過網路和朋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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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話題」與「我可以輕易透過網路與他人討論政治議題」，皮爾森相

關係數為 .44（p < .01）。最後，「政治意見表達」指的是「我會透過

網路向媒體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我會透過網路向民意代表或

政治人物反映我對政治議題的意見」與「我會在網路上（BBS、網路留

言版…等）表達我對政治議題的看法」，Cronbach’s reliability alpha 

為 .88，在可接受範圍。 

（四）上網動機 

本研究探討「資訊蒐集」、「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等三個網

路使用動機：「資訊蒐集」以兩個題項測量，分別是「想要找有用的資

訊」與「想要學習新事物」，皮爾森相關係數為 .43（p < .01）。「人

際互動」以四個題項測量，分別是「想要參與討論」、「想要表達自己

的意見」、「想要說平時不敢說的話」與「想要扮演與現實生活中不同

的身分」，Cronbach’s reliability alpha 為 .85，在可接受範圍。最後，

「娛樂消遣」動機以兩個題項測量，分別為：「想要獲得娛樂」與「想

要打發時間」，皮爾森相關係數為 .57（p < .01）。 

（五）社會資產 

本研究探討三個社會資產的相關指標：「個人生活滿意度」、「人

際關係信任度」與「公民參與」。「個人生活滿意度」以三個題項測

量，分別是「在過去一年中，您覺得生活都很好」、「在過去一年中，

您常希望過完全不一樣的生活」與「在過去一年中，您常覺得不能掌握

生活的方向」（第二與第三題為反向題，反轉後分析），Cronbach’s 

alpha 為 .59，題項間相關係數仍達顯著（all Pearson’s r > .26,  ps 

< .01），因此仍將此三個題項加總平均作為「個人生活滿意度」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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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人際關係信任度」以三個題項測量，分別是「您認為大多數的人

如果有機會都會想佔您的便宜」、「您認為大多數的人都會以助人為

樂」、「大致而言，您認為大多數人是可以信任的」（第一題為反向

題，反轉後分析），Cronbach’s alpha 為 .50，但題項間的相關係數仍達

顯著（all Pearson’s r > .12,  ps < .01），因此仍將此三個題項加總平均

作為「人際關係信任度」的指標。 

最後，「公民參與」以四個題項測量，分別為：「參與地方改造工

作（如向鄰里長反映社區問題、美化社區環境、抗議焚化爐興建

等）」、「擔任義工（例如幫助清掃社區、學校交通安全導護、垃圾回

收宣導）」、「參加地方性質的集會或活動（例如公寓大樓委員會、鄰

里集會、鄉、鎮、市、村里民大會、農漁民集會、社區婦女、家長集

會）」與「參加地方上的政治性社團活動（如地方之政黨集會、地方政

治人物服務處、後援會等，但不包括政黨內部的選舉投票）」，

Cronbach’s alpha 為 .68，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肆、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上網時間」類型的推論有個核心前提假設，那就是

「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除了所替代時間不同外（後者替

代政治參與時間），兩者的性質也有異。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這樣的前

提假設應屬正確：「工作上網時間」與「資訊蒐集」動機呈現預期的正

向相關（Pearson’s r = .19,  p < .01），但「工作上網時間與「人際互

動」（Pearson’s r = .05,  p = .14）與「娛樂消遣」（Pearson’s r = -.02,  

p = .45）動機無顯著相關。相反地，「休閒上網時間」與「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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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s r = .20,  p < .0）以及「娛樂消遣」（Pearson’s r = .27,  p 

< .01）動機呈現正向相關，但與「資訊蒐集」動機無顯著關係（

Pearson’s r = -.04,  p = .22）。 

一、上網時間類型與實體政治參與 

假設一提出「休閒上網時間」愈多，政治參與情形愈低，「工作上

網時間」與政治參與間的關係則不顯著。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政治參

與將從三個面向來分析，分別為「積極參與」、「競選參與」與「消極

參與」。 

首先就「積極參與」進行分析。迴歸分析結果（請參見表二）顯示

「休閒上網時間」愈多，其「積極參與」愈低（β = -.10,  t = -3.32,  p 

= .01），而「工作上網時間」並不能顯著預測「積極參與」行為。當

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先置入考量時，只有性別與年紀與

「積極參與」有顯著關係，即男性與年紀較長者之「積極參與」程度較

高，同時「休閒上網時間」對於「積極參與」仍是屬顯著負向預測變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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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人口變項與上網時間類型之於政治參與的迴歸分析結果 
積極參與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β  B SE B β  B SE β  
性別         -.09 .04 -.08 ** 
年紀         -.01 .01 -.17 ** 
教育程度         -.01 .01 -.03  
R-square         .04**    
上網時間 -.01 .01 -.04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4  .01 .01 .05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10 ** -.01 .01 -.07 ** 
Final R-square .01    .01**    .05**    
競選參與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4 .04 -.04  
年紀         -.01 .01 -.23 ** 
教育程度         -.01 .01 -.07 * 
R-square         .07**    
上網時間 -.01 .01 -.08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1  .01 .01 .02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11 ** -.01 .01 -.05  
Final R-square .01**    .01**    .07**    
消極參與  

 Model 7  Model 7  Model 8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7 .04 -.05 ** 
年紀         -.03 .01 -.39  
教育程度         .02 .01 .11 ** 
R-square         .18**    
上網時間 -.01 .01 -.14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2  -.01 .01 -.01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20 ** -.01 .01 -.10 ** 
Final R-square .02**    .04**    .19**    

N = 1,026，* p < .05; ** p < .01 
註：變項編碼方式：性別（女＝1，男＝0）；年紀（依出生西元年輸入，因此數值

愈大，年紀愈小）；教育程度（無＝1，自修＝2，小學＝3，國初中＝4，初職

＝5，高中普通科＝5，高中職業科＝7，高職＝8，士官學校＝9，五專＝10，

二專＝11，三專＝12，軍警專修班＝13，軍警專科班＝14，空中行專＝15，軍

警官學校＝16，大學＝17，碩士＝18，博士＝19）；上網時間單位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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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競選參與」進行分析。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休閒上網時

間」愈多，其「競選參與」愈低（β = -.11,  t = -3.61,  p = .01），而

「工作上網時間」則非顯著預測變項。當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

程度）先置入分析時，只有年紀、教育程度與「競選參與」之間是顯著

關係，即年紀較長與教育程度較低者之「競選參與」愈高，而「休閒上

網時間」則不再是顯著預測變數。 

最後就「消極參與」進行分析。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休閒上網時

間」愈多，其「消極參與」愈低（β = -.20,  t = -6.66,  p = .01），而

「工作上網時間」則非顯著預測變數。當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

程度）先置入考量時，只有年紀與教育程度與「消極參與」之間是顯著

關係，即年紀較長者與教育程度較低者之「消極參與」愈高，「休閒上

網時間」與「消極參與」的關係仍然顯著。 

二、上網時間類型與網路另類政治參與 

研究問題一之一探討「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資訊蒐集」。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工作上網時間」

愈高，「政治資訊蒐集」愈高，β =.21,  t = 6.96,  p = .01，而「休閒上

網時間」則無法顯著地預測「政治資訊蒐集」（請參見表三）。當人口

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先置入考量時，只有教育程度與「政治

資訊蒐集」之間的關係是顯著的，教育程度高者其網路「政治資訊蒐

集」愈高，同時「工作上網時間」仍然是一個顯著的預測變數。 

研究問題一之二探討「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意見交換」。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前者預測力顯著（

β = .08,  t = 2.59,  p = .01），而「休閒上網時間」對網路「政治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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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人口變項與上網時間類型之於網路政治參與的迴歸分析結果 
   政治資訊蒐集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9 .05 -.05  
年紀         -.01 .01 -.04  
教育程度          .03 .01 .18 ** 
R-square          .05**    
上網時間 -.01 .01 .11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21 **  .01 .01 .17 **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4  -.01 .01 -.04  
Incremental R-square         .03    
Final R-square .01**    .05**     .08**    
   政治意見交換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3 .04 -.09 ** 
年紀          .01 .02 .13 ** 
教育程度          .01 .05 .04  
R-square          .03**    
上網時間 .01 .01 .09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8 **  .01 .01 .07 *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7 *  .01 .01 .01  
Incremental R-square         .004    
Final R-square .01**    .01**     .034**    
   政治意見表達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4 .04 -.11 ** 
年紀         .01 .01 .04  
教育程度         .01 .01 .03  
R-square         .013**    
上網時間 .01 .01 .05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8 * .01 .01 .07 *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1  -.01 .01 -.03  
Incremental R-square        .005    
Final R-square .01**    .01*    .018**    

N = 1,026. * p < .05; ** p < .01. 
註：變項編碼方式請參考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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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也呈現正向相關（β =.07,  t = 2.14,  p = .03）。然而當人口變項

（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先置入分析時，性別與年紀與「政治意見交

換」間仍有顯著相關，即男生與年紀較輕網友之網路「政治意見交換」

程度較高。雖然「工作上網時間」仍能顯著預測「政治意見交換」，

「休閒上網時間」的預測力則不再顯著。 

研究問題一之三探討「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何者可

以預測網路「政治意見表達」。迴歸分析顯示，「工作上網時間」愈長

則「政治意見表達」程度愈高（β =.08, t = 2.49,  p = .01），而「休閒

上網時間」則非顯著預測變數。當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

先置入考量時，性別是顯著預測變數，即男生較女生可能透過網路表達

政治意見，而「工作上網時間」仍與「政治意見表達」呈現正向顯著關

係。 

三、上網動機與網路另類政治參與 

假設二之一指出，愈以「資訊蒐集」為上網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

路進行「政治資訊蒐集」的程度愈高。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時

間」與「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資訊蒐集」動機（β =.30,  t = 

9.56,  p = .01）、「人際互動」動機（β =.07,  t = 2.15,  p = .03） 與

「娛樂消遣」動機（β =.07,  t = 2.11,  p = .04）皆以正向預測「政治資

訊蒐集」程度（參見表四）。如將人口變項一併考量時，只有教育程度

的預測力顯著，即教育程度高者其網路「政治資訊蒐集」程度較高。此

外，「資訊蒐集」動機（β =.27,  t = 8.41,  p = .01）、「人際互動」動

機（β =.08,  t = 2.36,  p = .02）與「娛樂消遣」動機（β =.09,  t = 

2.78,  p = .01）的預測力仍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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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人口變項、上網時間類型與上網動機之於政治參與的迴歸分析結果 
 政治資訊蒐集  
 Model 1  Model 2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9 .05 -.06  
年紀     -.01 .01 -.06  
教育程度     .02 .01 .13 ** 
R-square     .05**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16 ** .01 .01 .13 **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6  -.01 .01 -.06  
資訊蒐集 .52 .06 .30 ** .47 .06 .27 ** 
人際互動 .08 .04 .07 * .09 .04 .08 * 
娛樂消遣 .07 .04 .07 * .11 .04 .09 ** 
Incremental R-square    .013**    
Final R-square .16**    .18**    
 政治意見交換  
 Model 1  Model 2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1 .04 -.08 ** 
年紀     .01 .01 .09 ** 
教育程度     .01 .01 .03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6 * .01 .01 .05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1  -.01 .01 -.04  
R-square     .03**   
資訊蒐集 .07 .05 .05  .08 .05 .06  
人際互動 .30 .03 .30 ** .29 .03 .29 ** 
娛樂消遣 .04 .03 .04  .02 .03 .02  
Incremental R-square    .10**    
Final R-square .12**    .13**    
 政治意見表達  
 Model 1  Model 2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2 .04 -.09 ** 
年紀     .01 .01 .01  
教育程度     .01 .01 .03  
R-square   .01**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6 * .01 .01 .05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1  -.01 .01 -.07 * 
資訊蒐集 .07 .05 .05  .02 .04 .02  
人際互動 .30 .03 .30 ** .27 .03 .30 ** 
娛樂消遣 .04 .03 .04  -.01 .3 -.01  
Incremental R-square    .09**    
Final R-square .12**    .10**    
註：變項編碼方式請參考表二。 



網路的功與過 

 ‧77‧

假設二之二指出，愈以「人際互動」為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路進

行「政治意見交換」的程度愈高。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時間」

與「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只有「人際互動」動機可以有效預測

「政治意見交換」（β =.30,  t = 8.93,  p = .01）。然而當人口變項一併

考量時，性別與年齡的預測力顯著，即男性與年紀輕的網友透過網路進

行「政治意見交換」的程度較高，且「人際互動」動機仍顯著預測「政

治意見交換」（β =.29,  t =8.70,  p = .01）。 

假設二之三指出，愈以「人際互動」為動機的網友，其透過網路進

行「政治意見表達」的程度愈高。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時間」

與「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人際互動」動機顯著預測「政治意

見表達」（β =.30,  t = 8.93,  p = .01）。若將人口變項一併考量，則性

別為顯著變數，即男性透過網路進行「政治意見表達」的程度較高，且

「人際互動」動機仍然顯著預測「政治意見表達」（β =.30,  t = 8.78,  

p = .01）。 

四、上網時間類型與社會資產 

研究問題三之一指出，「休閒上網時間」愈高，其「個人生活滿意

程度」愈低，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個人生活滿意程度」無關。若

以整體上網時間分析，結果發現「上網時間」對於「個人生活滿意程

度」的預測力不顯著（參見表五）。當「上網時間」以「工作上網時

間」與「休閒上網時間」取代時，迴歸分析顯示兩者皆無法預測其「個

人生活滿意程度」。若將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先置入考

量時，性別、年紀與教育程度為顯著預測變數，即女性、年紀高與教育

程度高者，其個人生活滿意度愈高。此外，「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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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人口變項與上網時間類型之於社會資產的迴歸分析結果 

個人生活滿意度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2 .04 .10 ** 
年紀         -.01 .01 -.10 ** 
教育程度          .01 .01 .07 * 
R-square          .02**    
上網時間 -.01 .01 -.03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1  -.01 .01 -.01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4   .01 .01 .01  
Final R-square .01    .01     .02**    

人際關係信任度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3 .04 .03  
年紀         -.01 .01 -.14 ** 
教育程度          .01 .01 .06  
R-square          .02**    
上網時間 -.01 .01 -.06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3   .01 .01 .02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10 ** -.01 .01 -.06  
Final R-square .01     .01**     .03**    

公民參與 
 Model 7  Model 8  Model 9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性別          .01 .03 .01  
年紀         -.01 .01 -.25 ** 
教育程度          .01 .01 .01  
R-square          .07**    
上網時間 -.01 .01 -.09 **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2   .01 .01 .02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14 **  .01 .01 -.06  
Final R-square .01**    .02    .08**    

N = 1,026. * p < .05; ** p < .01 
註：變項編碼方式請參考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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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時間」的預測力仍不顯著。 

研究問題三之二指出，「休閒上網時間」愈高，其「人際關係信任

度」愈低，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人際關係信任度」則無顯著關

係。若以整體上網時間分析，結果發現「上網時間」無法預測「個人生

活滿意程度」。但若將「上網時間」以「工作上網時間」與「休閒上網

時間」取代時，迴歸分析顯示「休閒上網時間」愈長，「人際關係信任

度」愈低（β = -.10,  t = -3.31,  p = .01）。「工作上網時間」長短則與

「人際關係信任度」無顯著關係。當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育程

度）先置入考量時，年紀為顯著預測變數，即年紀愈高，其「人際關係

信任度」愈高。若將人口變項一併考量時，「休閒上網時間」與「人際

關係信任度」間的關係則只有接近顯著（β = -.06,  t = -1.70,  p 

= .09），「工作上網時間」則仍非顯著預測變數。 

研究問題三之三指出，「休閒上網時間」愈高，其「公民參與」愈

低，但是「工作上網時間」與「公民參與」則無顯著關係。首先若以整

體上網時間分析，結果發現「上網時間」對於「公民參與」的關係是負

面且顯著（β =-.09,  t = -2.82,  p = .01）。當「上網時間」以「工作上

網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取代時，迴歸分析顯示只有「休閒上網時

間」為負面預測變數（β = -.14,  t = -4.58,  p = .01），「工作上網時

間」長短與「公民參與」則無顯著關係。當人口變項（性別、年紀與教

育程度）先置入考量時，年紀是顯著預測變數，即年紀愈高其「公民參

與」愈高。但是「休閒上網時間」與「公民參與」間的關係僅有接近顯

著（β = -.06,  t = -1.84,  p = .07）；「工作上網時間」則仍無法顯著地

預測「公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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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網動機與社會資產 

假設四之一指出，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個人生活

滿意度」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上網動機之

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度」愈低。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時

間」與「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資訊蒐集」動機與「個人生活

滿意度」無顯著關係（參見表六），但愈以「人際互動」（β = -.08,  t 

= -2.28,  p = .02）與「娛樂消遣」（β = -.10,  t = -3.00,  p = .01）為上

網動機之網友，其「個人生活滿意度」則愈低。當人口變項同時考量

時，只有性別與教育為顯著變數，即女性與年長者之「個人生活滿意

度」較高。此外，「人際互動」動機愈高，其「個人生活滿意度」愈低

（β = -.07,  t = -1.92,  p = .05），「娛樂消遣」動機愈高，其「個人生

活滿意度」也愈低（β = -.08,  t = 2.34,  p = .02）；但「資訊搜尋」動

機與「個人生活滿意度」的關係則不顯著。 

假設四之二指出，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人際關係

信任程度」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上網動機

之網友，其「人際關係信任程度」愈低。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

時間」與「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資訊蒐集」動機愈高者其

「人際關係信任度」愈高（β =.07,  t = 2.13,  p = .03）；其他動機則與

「人際關係信任程度」無顯著關係。若將人口變項一併考量時，只有年

紀的預測力顯著，即年紀愈高信任度愈高；「資訊搜尋」動機、「娛樂

消遣」動機與「人際互動」動機則無法顯著預測「人際關係信任程

度」。 

假設四之三指出，愈以「資訊蒐集」為動機的網友，其「公民參

與」應該愈高，而愈以「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為上網動機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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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人口變項、上網時間類型與上網動機之於社會資產的迴歸分析結果 
 個人生活滿意度  
 Model 1  Model 2  
 B SE β  B SE β  
性別     .12 .04 .09 ** 
年紀     -.01 .01 -.06  
教育程度     .01 .01 .07 * 
R-square     .02**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1 ** .01 .01 .03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2  .01 .01 .01  
資訊蒐集 -.03 .04 -.02  -.06 .05 -.05  
人際互動 -.07 .03 -.08 * -.05 .03 -.07 * 
娛樂消遣 -.08 .03 -.10 ** -.07 .03 -.08 * 
Incremental R-square    .02**    
Final R-square .03**    .04**    
 人際關係信任度  
 Model 1  Model 2  
 B SE B β  B SE B β  
性別     .03 .04 .03  
年紀     -.01 .02 -.13 ** 
教育程度     .01 .01 .05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2  .01 .01 .01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09 ** -.01 .01 -.06  
R-square     .02**   
資訊蒐集 .08 .04 .07 * .05 .04 .05  
人際互動 -.01 .03 -.01  .01 .03 .01  
娛樂消遣 -.02 .03 -.04  .01 .03 .01  
Incremental R-square    .01**    
Final R-square .02**    .03**    
 公民參與  
 Model 1  Model 2  
 B SE B β  B SE B β  
性別     .01 .03 .01  
年紀     -.01 .01 .26 ** 
教育程度     .01 .01 .01  
R-square   .07**   
工作上網時間 -.01 .01 -.06  .01 .01 .01  
休閒上網時間 -.01 .01 -.12 ** -.01 .01 -.06  
資訊蒐集 .08 .04 .09 * .06 .04 .06  
人際互動 -.01 .03 -.01  .02 .02 .01  
娛樂消遣 -.03 .03 -.05  .01 .02 .03  
Incremental R-square    .01**    
Final R-square .03**    .08**    
註：變項編碼方式請參考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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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其「公民參與」則愈低。迴歸分析顯示，當「工作上網時間」與

「休閒上網時間」同時考量時，「資訊蒐集」動機愈高，其「公民參

與」愈高（β =.09,  t = 2.58,  p = .01）；其他動機與「公民參與」間的

關係則不顯著。若將人口變項一併考量，年紀為顯著預測變數，即年紀

愈高參與程度愈高。此外，「資訊搜尋」與「公民參與」間的關係僅接

近顯著，而「娛樂消遣」動機與「人際互動」動機皆非顯著預測變數。 

伍、結論與討論 

政治傳播學者近年來開始探討網路媒介興起及愈形普遍後對於政治

傳播有何影響，主要研究焦點在於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或「社會資

產」的關係。雖有學者從媒體取代或時間取代的角度指出，基於時間資

源的有限性，網路使用時間的增加會降低報紙閱讀的時間，減少人際互

動，間接降低其「政治參與」與「社會資產」，然而另有學者持相反觀

點，認為網路的普及降低了知識獲得的成本，間接鼓勵民眾的「公民參

與」與「政治參與」（Bimber, 2000）。基於這些尚不一致的研究結

果，加上各地國情文化有異，本研究以台灣為例進行實證性探討，試圖

釐清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或「社會資產」間的可能正向或負向關

係。 

有異於過去研究的變項類目，本研究提出在探討上網時間多寡與政

治參與以及社會資產的關係時，首要工作是區分上網時間長短與工作之

外上網時間多寡的差異，研究結果也支持區分此兩項時間變項的重要

性。針對政治參與部份，本研究發現只有「休閒上網時間」與政治參與

間有負向顯著關係（「積極參與」與「消極參與」）。此外，針對三個

面向的網路另類參與，本研究發現「工作上網時間」與在網路上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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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資訊蒐集」、「政治意見交換」與「政治意見表達」之間為正向

且顯著關係。簡言之，「休閒上網時間」與政治參與間呈現負向關係，

而「工作上網時間」與網路政治參與呈現正向關係。 

這樣的結果有兩個重要意涵：第一、「休閒上網時間」愈多的確有

可能瓜分實體世界的政治參與時間。站在時間資源有限的角度來看，當

休閒時間為網路使用替代時，將會不利於整體政治參與的正常運作。第

二、網路的便利性提供更多元的參與管道與方式，以資訊搜尋主導的

「工作上網時間」可能鼓勵網路另類政治參與。這樣的研究結果與

Bimber（2000）及 Delli Carpirni（2000）的推論一致，即網路其實提供

了政治參與更方便與多元的管道，政治參與無須受限於媒介實體。整體

而言，區分這兩種網路使用時間幫助我們更加釐清網路使用時間的差異

所可能造成的負面（降低「政治參與」）或正面（增加「網路政治參

與」）效益。 

過去關於網路參與類型欠缺實證探討，本研究整合 Bimber（

2000）與 Delli Carpirni（2000）等人針對網路政治參與的討論，將此概

念分成三個不同類型，而研究分析結果也顯示區分這三種類型政治參與

有其必要。尤當民眾上網動機不同時，其透過網路參與政治的方式也因

而有異。 

Shak, McLeod 與 Yoon（2000）及 Shak, Kwak 與 Holbert（2001）

等學者首先提出上網動機差異影響政治相關態度，本研究也顯示不同網

路使用動機與不同類型的網路政治參與程度的確有所差異：「資訊蒐

集」、「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動機可以有效預測網友的「政治資

訊蒐集」，而「人際互動」動機可以有效地預測其「政治意見交換」與

「政治意見表達」。此外，網路使用與「社會資產」的三項指標（「個

人生活滿意程度」、「人際關係信任程度」、「公民參與程度」）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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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而有異。分析結果顯示，「資訊蒐集」動機愈高，其「人際關係信

任度」與「公民參與」愈高；相反地，「人際互動」與「娛樂消遣」動

機愈高，其「個人生活滿意度」則愈低。 

從以上結果可以發現，以「資訊蒐集」為上網動機的網友，不論在

網路上的「政治資訊搜尋」或「社會資產」（「人際關係信任程度」以

及「公民參與程度」）面向都有較高評分，顯示積極地使用網路有其正

面效益。但是儘管「人際互動」動機可以有效地預測其網路「政治意見

交換」與「政治意見表達」，以「人際互動」為動機上網的網友，其

「個人生活滿意度」卻是較低。 

較為令人擔憂的，則是上網「娛樂消遣」一族不僅沒有因其對於網

路接觸頻繁而積極從事各項網路政治參與，其「個人生活滿意度」也較

低。因此，如何增加這個族群的政治參與，未來將是重要研究課題。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網路使用與「政治參與」與「社會資

產」的關係因使用者何時使用網路以及其使用網路之動機而異。網路的

可能影響並非全然正面或全然負面，端賴個人使用情境與使用動機而

論。網路的使用時間類型固然是重要指標，網路的使用動機也是重要的

影響要項。 

陸、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二手資料為分析對象，而此問卷中測量社會變遷與政

治參與所使用量表之信度偏低。這些相關量表皆由美國相關文獻中的量

表翻譯得來，有可能因翻譯誤差造成量表信度偏低。此外，基於美國與

台灣文化的差異，未來學者可以深入探討在台灣社會之「社會資產」與

「政治參與」概念是否與國外研究所述之內涵有異，進而發展出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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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測量工具。 

以政治參與而言，選舉參與在美國屬於積極的政治參與項目，但在

投票率較高的台灣則歸屬於較為消極的政治參與。以社會資產而言，社

區參與概念在美國十分普遍，但在台灣卻只有少數地區的居民有較高社

區意識。因此，在社區意識不夠彰顯地區討論公民參與可能與在社區意

識高張或社區活動頻繁的地區有不同意義。未來相關研究或可深入討論

屬於台灣社會獨有之社會資產概念形貌為何。 

有異於傳統媒體，網路媒體兼具影像訊息載具以外的功能，包括提

供電子郵件、即時傳呼與聊天室等資訊交換與社交功能，同時網路媒體

也可以是觀看電視與接收廣播的媒介。基於網路媒體功能之多樣性，僅

就兩種上網時間類型與三種上網時間來探討網路使用的影響顯有不足。

未來研究應針對網路使用內涵進行更深入探討，唯有如此方能釐清網路

使用可能造成的政治或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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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 propos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ternet use, and accordingly, this study examines 
two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Internet use: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and 
motives for Internet use.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is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for work and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for 
pleasure.  Motives for Internet use include information search,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and Internet use motiv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is examined.  Moreover,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Internet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media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time and motives and the three unique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ia the Internet is explore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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