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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YouTube 關心社會？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者的動機、行為與政治參與 
 

 
YouTube 近年成為接收新聞時事資訊的重要管道，超過四分之一（25%）

的美國成年人在 YouTube 上觀看新聞，且除了傳統新聞機構外，有 42% 的獨

立新聞頻道同樣受到歡迎，這些頻道多由平台原生創作者 ─「YouTuber」經營

（Pew Research Center, 2020）。台灣 YouTube 創作者與使用者在 2016 年後大幅

成長，以新聞、政治、社會議題等內容為主題的頻道也不斷發展，2020 年已有

41% 的台灣民眾透過 YouTube 消費新聞（Newman et al, 2020），甚至該年總統

大選時，各候選人無一不在此類影片中現身，引發大量討論，甚至躍上主流媒

體版面，顯示此類影片影響力逐漸擴大。 
本研究所關注之「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指由 YouTube 原生創作者製 0

作，以政治、時事為主題之影片，不包含由傳統媒體組織上傳至 YouTube 的電

視新聞、政論節目。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一方面近似於 Pew Research Center
所指的獨立新聞頻道內容，但又不完全以新聞為導向；一方面類似於電視上的

新聞性或政論性談話節目，能讓觀眾得知當下社會最關注的時事與議題，內容

性質卻與政論節目差距甚遠。此類異於過去形式且持續成長的影片內容，其使

用動機與行為會對使用者造成甚麼影響，是本研究的核心發問。 
過去新聞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一直是媒體和傳播研究的中心，近年

則有研究指出社群媒體的使用會影響政治參與行為（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Skoric & Poor, 2013），而近年興起的「YouTube 政治時事影

片」對使用者來說，不同於過往傳統媒體的政治時事資訊僅能以單向接收，且

內容形式也有所差距，故其使用行為、動機與造成的影響都可能與過往不同。

本研究主要目標有二：(1) 探究此類影片的使用動機與行為，對使用者政治參

與之影響；(2) 了解使用者以「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接收政治資訊，相較於

用傳統管道接收，對政治參與的關聯度有何差異。 
 

 

 
YouTube 是 2005 年於美國設立的線上影片平台網站，直至 2020 年其全球

使用者人數超過 10 億人。台灣中文版 YouTube 於 2007 年成立，2016 年後迎來

大幅成長，頻道數量大幅增加，2017 年國內七個頻道突破百萬訂閱，

「YouTuber」這個用詞開始廣為人知。根據 Google 與 Ipsos 調查，2018 年臺灣

每人平均一天花費近 2.5 小時觀看 YouTube；創作者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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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百萬訂閱的頻道已達到 65 個、超過十萬訂閱的頻道超過 1,250 個。如此快

速的發展，平台社群功能功不可沒，Burgess & Green（2009）認為 YouTube 不

只是一個線上影音服務，其實也是個社群網站，使用者彼此的互動不僅提升資

訊豐富度，也使產製內容更符合需求，頻道則能透過長期與使用者互動建立名

聲，進而讓使用者在不同社群網站接收頻道最新資訊（蕭廷芳，2020）。 
 

 
論及討論政治時事之節目，其實在 1940 年代的美國電視上就已出現政治性

談話節目，鼓勵觀眾參與討論，也能與政治人物辯論，成為當代電視政治參與

的核心（林莉琳、蘇蘅，2014）。張卿卿、羅文輝（2007）指出台灣的政論節目

中的議題與時事討論，是提升其資訊性的元素，民眾從其主題就可得知當下社

會上最關注的時事與議題，更能透過叩應（Call in）進行意見表達。不過，近

年國內此類節目已不像過去重視叩應參與和民意表達，甚至「變成少數政治評

論家或媒體人論述的舞台」（張卿卿、羅文輝，2007；林莉琳、蘇蘅，2014）。
隨著收視習慣轉變，有線電視訂戶數持續下滑，觀看電視政論節目逐漸成為

「五十歲以上人們的事」（台灣民意教育基金會，2018，頁 20）新聞組織也開

始將節目上網，如「有話好說」、「關鍵時刻」分別自 2009 年、2012 年起將節

目上傳至 YouTube，「新聞面對面」、「新聞追追追」等也陸續跟進。不過，同樣

以政治、時事、社會議題為主題，這些傳統政論節目在 YouTube 上面對的，是

近年開始在網路上出現、形式與之差異甚遠的新影片類型。 
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20）調查，在美國 377 個最受歡迎的

YouTube 頻道中，有 42% 非由傳統媒體組織經營的「獨立新聞頻道」受到許多

人喜愛，其中又有 57% 的頻道是由 YouTuber 經營，如報告中提及之 Philip 
DeFranco 即是美國頗受歡迎的政治時事影片頻道。而在台灣，有 41% 的民眾

透過 YouTube 消費新聞，僅次於 Line（49%）與臉書（47%）（Newman et al, 
2020），近年以政治與時事影片為主的頻道也開始愈加活躍，但是，這類影片相

較過去電視、網路中的新聞或政論節目，內容與型態都有所不同，在本研究

中，將此類影片稱為「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回顧台灣至今熱門的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頻道，2014 年創作者「林辰 Buchi」製作太陽花學運討論影片引

起廣大迴響；2016 年「卡提諾狂新聞」以嘲諷政治時事的影片迅速竄紅，受台

灣各大報網路媒體報導；2018 年「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頻道，開啟以「每日

更新」頻率推出政治時事影片的先河，同年度啟動的「博恩夜夜秀」更挑戰高

爭議性時事主題激起民眾與媒體討論，以社會議題帶動社群討論的行為，在當

年已經成為台灣 YouTube 上的熱門主題（INSIDE，2018 年 11 月 7 日）。2020
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三位總統候選人甚至現身志祺七七與博恩夜夜秀節目

中，顯見與社會時事、公眾議題相關的 YouTube 影片與頻道影響力持續擴大。

另外，此類影音內容的收視族群也可能較傳統政論節目年輕，國內媒體「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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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2019 年調查顯示，高中生主要透過網路吸收新聞訊息，且最主要的平台

為 YouTube（37%）。此類近年興起的「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受眾年輕，

且與過去研究關注的影音內容型態都有所不同。而隨著影音內容不同，其目標

社群、背後的社會交流與意義與次發行為的動機也可能有異（張卿卿，2016）。 
 

 
Shao（2009）研究使用者生產媒體（User‐generated media）的使用與滿

足，指出閱聽人是以消費（consuming）、參與（participating）和產製

（producing）三種方式使用此類內容。消費指僅觀看、閱讀或瀏覽但從不參

與；參與包括使用者彼此間的互動；產製則代表個人內容的製作與發佈。Khan
（2017）接著將「產製」併入「參與」中，並認為「閱讀評論」也是一種被動

的內容消費行為，將其納入消費面向，而「參與」則包含按喜歡或不喜歡、留

言評論、分享與上傳的行為。國內過去對 YouTube 的使用行為與動機研究，多

著重於觀看、分享傳散或產製上傳，對留言行為關注較少。但近年 YouTube 創

作門檻逐漸提高，網路媒體 INSIDE（2019 年 4 月 11 日）報導指出，在

YouTube 演算法調整下，新興創作者越來越難以競爭，內容創作從使用者生產

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轉為專業生產內容（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而本研究欲關注的是一般使用者，故不關注上傳行為，而是加入

「留言評論」行為做討論。 
使用動機部分，Haridakis & Hanson（2009）研究大學生在 YouTube 上選

擇和觀看影片的原因，發現部份與電視的收看原因相同，如「娛樂」與「資訊

尋求」；張卿卿（2016）也發現國內無論是成年人或青少年，促發線上影音觀看

的主要動機為內在心理的「娛樂放鬆」與外在的「環境偵測」（資訊尋求）動

機。針對政治時事相關影片的收看動機，張卿卿、羅文輝（2007）指出政論節

目最主要的收視動機是為了增加知識，與「資訊尋求」動機類似，另外尋求認

同、消遣娛樂動機也能預測其收視。在社群網路時代，除了單純的影片觀看，

其他多元行為背後的動機也需一併探討，如 Khan（2017）認為使用者不僅透過

觀看影片來尋求資訊與娛樂，也透過「閱讀評論」滿足同樣動機；Hanson& 
Haridakis（2008）發現「人際溝通」動機能顯著預測新聞類影片的「分享」行

為，張卿卿（2016）則指出「社會互動」能顯著預測分享，其代表透過社群媒

體與他人交流與互動的動機（Whiting & Williams, 2013）；而對於青少年，希望

讓其他人印象深刻，感受自己重要性（Khan, 2017）的「自我展現」意圖也能

預測分享，「留言評論」的行為則與「社會互動」的關係最強。由上述對於線上

影音、政論節目的使用動機研究中，可發現「資訊尋求」是眾多研究指出的一

大動機，人們需要知識與資訊來掌控外在環境並在社會中生存，而「娛樂放

鬆」則是能夠為內在帶來樂趣的重要動機。另外，與他人相關的「自我展現」、

「社會互動」多能預測網路影音的分享等行為。本研究後續將綜合上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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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四項動機納入研究架構中。 
 

 
過往許多傳播學者對電視新聞、政論性談話節目研究中，常關注其收視行

為與閱聽人的政治或公共參與的關係（例如：Hofstetter, 1998；張卿卿，

2002），社群媒體興起後，陸續也有學者探究社群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相關行為

的關聯（例如：Boulianne, 2015；王嵩音，2017）。另外，隨著網路與行動裝置

的發展，網路政治參與、網路政治討論等概念也在近年的研究中出現。以下回

顧政治參與相關變項從傳統新聞、政論節目到社群網路時代的相關研究，以了

解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適合的研究架構。 
 

（一）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與政治參與 
 
媒介的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一直以來常受到學者的關注，如 Miller & 

Reese（1982）發現報紙與電視的新聞暴露，與政治活動參與顯著正相關；張卿

卿（2002）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包含電視、報紙、網路、節目等政治新聞

媒體的使用，能提升大學生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效能；但也有學者發現傳統媒介

暴露與使用無法預測選舉的參與，而是電視上的政論性叩應節目的收看能預測

選舉參與（彭芸，2000），可見在傳統新聞外，政論性節目也對民眾的政治參與

有所影響，彭芸（2001）後續研究指出政論性談話節目的接收與選民的政治參

與顯著正相關，張卿卿、羅文輝（2007）則發現對於實際叩應至政論節目的民

眾，只有「政治參與」動機能預測其叩應頻率。 
 

（二）社群媒體政治時事資訊使用與政治參與 
 
網路發展初期，有些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關係不大，甚至會降低

民眾的政治參與（彭芸，2000；Jennings & Zeitner, 2003）。不過，隨著網路發

展與社群平台興起，民眾的政治參與管道漸趨多元，Bimber（1998）指出網路

將低了民眾接近政治資訊的成本，加速了動員團體參與政治行動的過程。隨後

臉書等社群媒體興起，學者 Boulianne（2015）回顧 36 篇社群媒體使用對公民

參與影響的文獻，發現 80% 的結果為顯著正相關。此外，隨著網路功能提升，

政治參與已有新的參與形式，網路上的政治參與也逐漸受到關注（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Pei Zheng, 2014）。 

本文關注的 YouTube 本身即具社群媒體特性，且政治時事型影片也如新

聞、政論節目等影片可能提供政治議題的資訊，故本研究推測 YouTube 政治時

事型影片的使用能影響政治參與。而現今究竟傳統媒體還是社群網路媒體對政

治參與較有影響？至今研究結果不一，如 Skoric & Poor（2013）發現社群媒體

只能預測傳統政治參與，而傳統媒體對線上、線下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卻依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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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但 Bakker & Vreese（2011）則發現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正相關，而傳統媒

體使用雖仍能預測政治參與，但解釋力較弱。此方面研究結果依舊分歧，故本

研究也欲一併探討。綜本段所述，提出以下假設與問題： 
 
假設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使用者的「政治參與」顯著正相

關 
問題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傳統政治時事資訊使用」，何

者較能預測使用者的「政治參與」？  
問題二：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個別「使用行為」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為何？ 
 

（三）網路媒體使用動機與政治參與 
 
若要瞭解網路、公民生活和民主運作間的關聯，有學者認為必須要關注個

人是如何利用這種新媒體，而不僅僅討論媒體對閱聽人做了甚麼（Shah, Kwak 
& Holbert, 2001）。張卿卿（2006）發現人際互動與資訊蒐集動機，可以預測不

同類型的網路政治參與，且人際互動意圖也對線下的公民參與有所影響；王泰

俐（2013）研究顯示自我表達與互動需求、娛樂需求、政治資訊需求等動機與

政治參與正相關。但以自我表達以及互動社交需求預測力最強。另外，施琮仁

（2016）也提醒，提高公共事務參與並非社群網站主要功能，人們使用新媒體

可能有不同目的與方式，故建議進一步探討動機在社群網路媒體使用與公民參

與中的調節作用。准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與問題： 
 
問題三：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各項「使用動機」與「政治參與」間關

係為何？ 
問題四：「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因

為「使用動機」而有所不同？ 
 
（四）政治討論與政治參與 
 

雖過去文獻指出傳統的、網路的媒介有可能影響政治參與，但也有研究顯

示政治參與還有其他重要的預測指標，政治討論即是其中重要的中介變項。

Scheufele（2002）發現無論是傳統新聞或網路的公共時事內容，都會促進政治

討論與網路公民資訊交流，進而促進公民參與。林淑芳（2018）則發現社群網

路的使用不能直接預測線下政治公民參與，但若透過網路政治討論的中介，還

是能間接影響線下政治公民參與；林聰吉、張一彬與黃妍甄（2020）指出政治

興趣會很大程度地透過網路表意與討論間接影響公民運動參與。有鑑於此，在

預測政治參與時，政治討論變項可能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且本文欲討的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能讓觀眾在影片下留言討論，也能輕易分享至其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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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與朋友交流，實須考量此變項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政治討論」為「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及「政治參與」中

介變項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提出三個研究問題與兩項研究假設，建立起本文的

研究架構，架構圖呈現於圖 1。此部分也整理各項問題與假設如下： 
 
假設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顯著正相關 
問題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傳統媒體政治時事資訊使

用」，何者較能預測「政治參與」？ 
問題二：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個別「使用行為」與「政治參與」的關

係為何？ 
問題三：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各項「使用動機」與「政治參與」間關

係為何？ 
問題四：「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因

為「使用動機」而有所不同？ 
假設二：「政治討論」為「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及「政治參與」之

中介變項 
 

圖 1：本文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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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頻道的使用者。本研究界定

的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頻道，指任何以政治、新聞時事等資訊傳遞或評論

為主題的頻道，惟不包含傳統新聞組織（如中天、東森、三立等）的官方頻道

或相關節目頻道。在受訪者的問卷上，綜合 YouTube 分析工具 Noxinfluencer 的
「新聞與政治」排行榜與研究者自身的篩選、增補，列出政治時事型影片頻道

的參考列表供受訪者參考。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者，根據臺灣傳播調查

資料庫 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18-29 歲的台灣民眾中，經常收看 
YouTube 的人比例相較其他年齡層最高（75%），故選擇多為此年齡層的大學生

進行調查。近年台灣網路普及率提升，據 2019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台灣網

路報告顯示，全國家戶上網比例達 90.1%，因此本研究認為學校地理位置對 
YouTube 影音使用影響較小，故只針對台北市大學進行調查。 

本研究參考陳憶寧（2015）之抽樣方式，根據教育部 108 學年度大專院校

一覽表，先透過集群抽樣（cluster sampling）將台北市 15 間大學分為公立與私

立兩群，從中分別抽出公立的政治大學、台灣大學，與私立的世新大學、臺北

醫學大學等四間學校，再以立意抽樣，選擇各校一堂授課教師同意且時間允許

之通識課做調查。選擇通識課的原因為其包括不同系所與年級的學生，較能顧

及集群內部的異質性。然而，有幾點需要加以說明：世新大學第一堂通識課收

集的樣本數較少，故後續決定再多調查一堂課；而臺北醫學大學通識課單堂樣

本數也較他校少，但因研究時程限制難以多做調查，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三）執行過程 
 
研究者自 2020 年 12 月 10 日起聯絡各校通識課老師，以電子郵件詢問外，

並請認識該校通識課老師的同儕協助詢問，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間至各校進行調查。課堂上發放問卷前，由研究者簡短說明目的、保密

事宜並提醒問卷與課程成績無關，接著讓學生以手機掃描 QR code 填寫以網路

調查平台 SurveyCake 設計之問卷，並提供抽獎提高填答意願。最後共收集 366
份問卷，過濾無效問卷後，取得有效問卷 32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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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依本研究欲探討的各項問題，將變項的測量、分類等概念化操作過程

詳述如下： 
 

（一）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行為 
 
此部分題項改寫自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4 年第一期第三次調查計畫：

媒體的娛樂與社交功能」之題項，並採納 Khan（2017）之觀點，將「閱讀留

言」行為加入題項中。題項總共四項，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內 (1)「您有多常

觀看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2)「您有多常閱讀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

片下的留言？」；(3)「您有多常分享或轉貼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4)
「您有多常在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下方發表留言，或回覆其他人的留

言？」。所有題項以四點量表測量：「1」= 從來沒有、「2」= 很少、「3」= 有
時、「4」= 經常。 

 
（二）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動機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整理出四項 YouTube 使用相關動機：娛樂放鬆、資訊尋

求、自我展現與社會互動，參考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三次題項改寫。

四項題目分別詢問受訪者同不同意使用 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可以：(1)「讓

您感到開心與放鬆？」；(2)「讓您知道現在社會上發生什麼事？」；(3)「讓別人

知道您的興趣與價值？」；(4)「讓您和他人互動交流？」。題項以五點量表測

量：「1」=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3」= 同意、「4」= 非常同意。 
 

（三）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 
 
本部分題項參考自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5 年第一期第四次調查計畫：

政治傳播與公民傳播」當中的「媒介類型與政治資訊接收」題組，四個題項分

別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內透過 (1)「電視」；(2)「報紙」、(3)「廣播」接收政治

與時事資訊的頻率，並以四點量表測量：「1」= 從來沒有、「2」= 很少、「3」
= 有時、「4」= 經常。 

 
（四）政治討論 

 
政治討論題項同樣修改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四次調查計畫中的

「網路媒體和政治或公共事務討論」題項。另外，近年有研究（李宗亞、羅文

輝、盧鴻毅、魏然，2019）認為人際政治討論與網路政治討論的其群體規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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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性都不同，故將兩者區分探討，因此本研究也分別詢問此二面向，再將其

加總做為政治討論變項。總共兩個題項，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內有多常 (1)
「透過網路（如：臉書、YouTube、Dcard、IG、PTT、Line 等），與家人和朋

友討論『政治或公共事務』話題？」；(2)「當面與家人和朋友討論『政治或公

共事務』話題？」，以前述五點量表測量。 
 

（五）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之題項綜合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研究公民權組「2014 年第六期第

五次：公民權組」、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媒

體使用的個人功效與影響 II」此二調查中的「政治參與」題項做修改，並經前

測後再調整部分用詞，另也根據文獻將政治參與分為「網路政治參與」、「傳統

政治參與」兩面項，題項數目分別為五題與四題，共九題，題目如下： 
 
(1) 「您有多常透過網路平台蒐尋、瀏覽、點閱或觀看有關『政治與公共事

務』的新聞、訊息或影片？」； 
(2) 「您有多常透過網路平台轉貼、轉寄或分享有關『政治或公共事務』的

新聞、訊息或影片？」； 
(3) 「您有多常透過網路平台發布有關『政治或公共事務』的訊息（含製作

影片或留言評論）？」； 
(4) 「您有多常透過網路平台加入相關的政治社群（如：臉書社團、Line 群

組或官方帳號等）」； 
(5) 「您有多常透過網路平台加入線上的請願（簽名）連署？」； 
(6) 「您有多常參加實體的政治集會活動？（如：選前之夜、政黨或政治人

物的造勢活動等）」； 
(7) 「您有多常參加實體的遊行、示威或抗議活動？（如：同志大遊行、反

萊豬大遊行、國際移工日行動、基本收入遊行等）； 
(8) 「您有多常因為政治的、道德的、環保的理由拒絕購買或是特別去購買

某些產品？」； 
(9) 「您有多常加入實體的請願（簽名）連署？」。 
 
所有題項皆以前述四點量表測量。總體政治參與之 Cronbach's α信度值為

0.82，網路政治參與構面之 Cronbach's α信度值為 0.76，傳統政治參與構面之

Cronbach's α信度值為 0.69。 
 

（六）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納入性別與政黨傾向。性別題項分為男性、女性，統計分析時以

女性為對照組。政黨認同測量題項包含九個政黨，加上無政黨認同及其他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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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共十一個題項，可複選。分析時將其分成無政黨認同、泛綠認同與泛藍

認同，並以無政黨認同為對照組轉換為虛擬變項。政黨認同分類參考陳憶寧

（2016）與林聰吉等人（2020），將選擇民進黨、臺聯與時代力量者歸類為泛

綠，回答國民黨、新黨、親民黨與民國黨者歸類為泛藍。此外，台灣基進與台

灣民眾黨均在 2020 年首次取得立法院席次，故列入問卷選項。台灣基進官方即

主張其政治立場為深綠，故歸類為泛綠；台灣民眾黨雖以超越藍綠為理念，不

過近期報導顯示其有意爭取泛藍選票或選民偏向泛藍（陳煜，2020 年 12 月 30
日），故此將其歸類為泛藍。 
 

 

 
此部分針對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與 YouTube 收視情形進行描述。本研究對

象來自台北市的四間大學，公、私立大學各兩間，本研究的樣本分布上，台北

醫學大學的樣本較少，世新大學的樣本較多，其他學校樣本數接近。各校樣本

數分別為：臺灣大學 91（28%）、政治大學 80（24.6%）、世新大學 105
（32.3%）、臺北醫學大學 67（14.8%）。性別的分布上，女性（N = 202，
62.4%）大於男性（N = 122，40.4%）。 

年齡部分，樣本以 18、19、20、21 歲人數較多，各佔 22.5%、26.2%、

21.3%、14.2%。政黨則以無黨派認同人數最多（N = 187，57.7%），再來較多者

為民進黨（N = 97，29.9%）、時代力量（N = 45，13.8%）、民眾黨（N = 25，
7.7%）、台灣基進（N = 25，7.7%）國民黨（N = 21，6.4%）。研究對象觀看的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頻道中，最多人看的是「STR Network（博恩夜夜秀）」，

共 61.1% 的受訪者看過，接著是「眼球中央電視台」、「卡提諾狂新聞」、「呱

吉」與「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詳細頻道觀看人數與比例呈現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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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者觀看頻道與比例（複選） 

政治時事影片頻道 人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STR Network（博恩夜夜秀） 198 14.8 61.7 

眼球中央電視台 177 13.2 55.1 

卡提諾狂新聞 163 12.2 50.8 

呱吉 162 12.1 50.5 

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 161 12.0 50.2 

關鍵評論網 94 7.0 29.3 

館長成吉思汗 72 5.4 22.4 

老外看中國、老外看台灣 

（郝毅博 Ben Hedges） 
68 5.1 21.2 

台客劇場 TKstory 65 4.9 20.2 

TODAY 看世界 64 4.8 19.9 

老天鵝娛樂 64 4.8 19.9 

cheap 25 1.9 7.8 

M 觀點 5 0.4 1.6 

世界的十字路口 唐浩 5 0.4 1.6 

其他頻道（請註明） 5 0.4 1.6 

寒國人 5 0.4 1.6 

觀點 3 0.2 0.9 

包子隊長 3 0.2 0.9 

總計 1339 100 417.1 

註：(1) 百分比 = 個數 / 總數；觀察值百分比 = 個數 / 總樣本數。(2)「其他頻道」包含：波特王、

梅川伊芙 

 

 
（一）假設一、問題一至二：不同管道的政治資訊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關係 

 
針對假設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顯著正相關

與問題一：「YouTube 政治時事型影片使用」與「傳統政治時事資訊使用」，何

者較能預測使用者的「政治參與」，以階層迴歸檢驗之結果呈現於表 3。第一層

迴歸發現，政黨認同為泛綠者較無政黨認同者的「政治參與」程度更高，性別

與泛藍認同則與無顯著影響；第二層迴歸則顯示，控制住性別與政黨認同後，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成顯著正相關（β= 0.39，p < 
0.01），假設一成立；而「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雖與「政治參與」成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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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β= 0.1，p < 0.5），但「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的解釋力較高（β

= 0.39 > β= 0.1），顯示「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比「傳統媒體政治資訊

使用」更能預測使用者的政治參與。另外，「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對線

上與傳統的政治參與都具解釋力，但「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與「網路政治

參與」並無顯著相關。 
 

表 2：「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 

之於「政治參與」之階層迴歸 

預測變項 
政治參與 網路政治參與 傳統政治參與 

△R2 β △R2 β △R2 β 

第一階層：控制變項 .08***  .07***  .05**  

性別 

（女性=0） 
 -.02  -00  -.06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綠  .29***  .28***  .24*** 

 泛藍  .06  .05  .05 

第二階層 .16***  .18***  .08***  

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  .10*  .07  .12*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

使用 
 .39***  .43***  .25*** 

Total R2 .24***  .26***  .14***  

N 324  324  324  

註：* p<.05 ** p< .01 *** p<.001 

 
研究問題二欲進一步了解：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個別「使用行為」與

「政治參與」關係為何。以四項使用行為做自變項，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結果顯示，控制住性別與政黨認同後，「觀看」（β= 0.23，p < 0.01）、「分

享」（β= 0.32，p < 0.01）行為與「政治參與」有顯著正相關。進一步分析，無

論是線上或傳統的政治參與，也都能被觀看與分享行為顯著預測，不過這兩種

行為對「傳統政治參與」的解釋力較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留言回覆」行為

只和「網路政治參與」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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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行為」之於「政治參與」之階層迴歸 

預測變項 
政治參與 網路政治參與 傳統政治參與 

△R2 β △R2 β △R2 β 

第一階層：控制變項 .08***  .07***  .05**  

性別 

（女性=0） 
 -.02  -.00  -.06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綠  .29***  .34***  .24*** 

 泛藍  .06  .03  .05 

第二階層：使用行為 .22***  .25***  .10***  

觀看  .23***  .27***  .13* 

閱讀留言  -.06  -.06  -.05 

分享  .32***  .32***  .25*** 

留言回覆  .11  .12*  .06 

Total R2 .30***  .33***  .16***  

N 324  324  324  

註：* p<.05 ** p< .01 *** p<.001 

 
（二）問題三：「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動機」與「政治參與」 

 
針對問題三：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動機」與「政治參與」間關係

為何？以四項使用動機做自變項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住性別與政黨認同

的情況下，對總體「政治參與」來說，「自我展現」（β= 0.13，p < 0.5）與「社

會互動」（β= 0.12，p < 0.5）動機與之有顯著的正面關係。若進一步將依變數

區分成網路與傳統的政治參與，則「資訊尋求」（β= 0.12，p < 0.5）與「自我

展現」（β= 0.16，p < 0.5）與「網路政治參與」顯著正相關；而對「傳統政治

參與」，只有「社會互動」動機有顯著解釋力（β= 0.13，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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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動機」之於「政治參與」之階層迴歸 

預測變項 
政治參與 網路政治參與 傳統政治參與 

△R2 β △R2 β △R2 β 

第一階層：控制變項 .08***  .07***  .05**  

性別 

（女性=0） 
 -.02  -00  -.06 

政黨認同 

（無政黨認同=0） 
      

 泛綠  .29***  .28***  .24*** 

 泛藍  .06  .05  .05 

第二階層：使用動機 .07***  .09***  .04***  

娛樂放鬆  .03  -.01  .09 

資訊尋求  .06  .12*  -.03 

自我展現  .13*  .16*  .06 

社會互動  .12*  .10  .13* 

Total R2 .15***  .16***  .10***  

N 324  324  324  

註：* p<.05 ** p< .01 *** p<.001 

 
（三）問題四：「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動機」的調節作用 

 
問題四：「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是否會因

為「使用動機」而有所不同？在分別控制住使用與四項動機對政治參與的主效

果後，只有「社會互動」動機有調節作用。「影片使用」與「社會互動」的調節

作用可以增加 1%「政治參與」變異，F（1, 291）= 4.52，p < 0.05，其調節作用

對「政治參與」有顯著解釋力（β= 0.11，p < 0.05）。進一步繪製調節作用圖，

如圖 2，單純斜率（simple slope）檢定顯示：無論在「社會互動」高分組或低

分組中，「影片使用」對「政治參與」都具顯著解釋力（B = 0.93，p < 0.01；B 
= 0.48，p < 0.01）。由迴歸係數可見，「社會互動」高分組中，「影片使用」對

「政治參與」的解釋力高於低分組，意即「影片使用」對於「政治參與」的影

響，皆會隨著動機的提升而增加。也就是說，對具有強烈「社會互動」動機的

使用者來說，「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較有可能提升其「政治參與」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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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使用動機」於「YouTube 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間 

之調節作用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政治參與 

△R2 β 

區塊一：娛樂放鬆動機 .00  

 性別  -.12* 
 泛綠認同  .23*** 
 泛藍認同  .05 
 娛樂放鬆  .05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39*** 
 娛樂放鬆 ×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00 
Total R2 .23***  
N 324  

區塊二：資訊尋求動機 .00  

 性別  -.11 
 泛綠認同  .23*** 
 泛藍認同  .05 
 資訊尋求  .05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39*** 
 資訊尋求 ×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44 
Total R2 .23***  
N 324  

區塊三：自我展現動機 .00  

 性別  -.11* 
 泛綠認同  .22*** 
 泛藍認同  .05 
 自我展現  .13*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36*** 
 自我展現 ×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00 
Total R2 .25***  
N 324  

區塊四：社會互動動機 .01*  

 性別  -.12* 
 泛綠認同  .24*** 
 泛藍認同  .07 
 社會互動  .14**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34*** 
 社會互動 ×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  .11* 
Total R2 .26***  
N 324  
註：(1) 本表之數值由階層迴歸分析而得，但僅呈現最後一階層之結果。(2) * p<.05 ** p< .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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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之於「政治參與」關係中 

「社會互動動機」的調節作用關係 

 
 

（四）假設二：「政治討論」的中介效果 
 
假設二：「政治討論」為「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及「政治參與」之

中介變項。根據 Baron and Kenny（1986），需以四次迴歸分析檢視三個變數間

的中介關係，分析結果如表 6。結果顯示：（1）「影片使用」對「政治討論」的

影響爲顯著（β= 0.35，p < 0.01）；（2）「影片使用」顯著地解釋「政治參與」

行爲的差異（β= .40，p < .001）；（3）「政治討論」對於「政治參與」行為有顯

著的影響（β= .52，p < .001）；（4）當「影片使用」與「政治討論」都考慮

時，影片使用的影響β值雖仍顯著但明顯下降（β= 0.40 → 0.25），而「政治

討論」的影響依舊達顯著水準（β= 0.43，p < .001）。分析結果顯示，「政治討

論」部分中介了「影片使用」和「政治參與」間的關係。 
Baron & Kenny（1986）建議在四步驟迴歸且並確認中介效果後，用 Sobel

檢定檢驗中介效果的顯著性（轉引自林鉦棽、彭台光，2012），檢驗結果顯示中

介效果顯著（z = 5.183, p = 0.000），意即「影片使用」影響「政治討論」，進而

影響「政治參與」。中介效果的標準化測量效果則為 d = 0.155，亦即，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會透過影響「政治討論」，

進而讓「政治參與」增加 0.155 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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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政治討論於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政治參與間的 

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政治討論  政治參與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YouTube 政治

時事影片使用 
.35***  .40***  .25*** 

政治討論    .52*** .43*** 

R2 .15  .23 .34 .39 

Adj R2 .14  .22 .33 .38 

F 13.33***  22.43*** 38.75*** 38.58*** 

自由度 （4,293）  （4,293） （4,293） （2,292） 

註：(1) 表中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2) * p<.05  ** p< .01  *** p<.001 

 
 

 
（一）研究發現與貢獻 

 
本研究發現，總體的「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使用者的「網路政

治參與」、「傳統政治參與」呈顯著正相關；而「傳統媒體政治資訊使用」只與

「傳統政治參與」正相關且解釋力較低，其對「網路政治參與」則無顯著相

關。此發現與 Bakker & Vreese（2011）大抵相同，即對年輕族群來說，網路媒

體的使用與各形式的政治參與有關，傳統媒體雖有其影響力，但程度較弱。進

一步檢視使用行為，發現「觀看」、「分享」行為與兩種形式的政治參與顯著正

相關；「留言回覆」行為僅能預測「網路政治參與」。針對上述結果，觀看線上

新聞時事資訊，過去已被發現與政治參與相關（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2；林聰

吉等，2020），而社群網站興起後，人與人交流的門檻降低，在 YouTube 上可

以輕易將影片分享至 Line、臉書、推特等社群平台，也能即時留言回應他人，

這樣的網路媒體邏輯（network media logic）被認為比傳統新聞更具動員性

（Klinger & Svensson, 2015；Strömbäck, Falasca & Kruikemeier, 2018）。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使用動機方面，「自我展現」、「社會互動」能正面

預測總體「政治參與」程度。此結果呼應過去探究社群媒體對政治或公民參與

的研究，顯示社群媒體的雙向溝通特性讓自我表達、互動需求更容易被滿足，

而線上互動可能讓人的政治賦權感受提高，進而提高政治活動的興趣；資訊與

娛樂需求等較為單向傳播的特性，則易被其他媒體取代（王泰俐，2013；施琮

仁，2017）。另外，「自我展現」與「社會互動」可被歸類為外在性動機（張卿

卿，2016），其引發的行為獎賞不來自於行為本身，而是來自他人認可或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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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eker & Koc-Michalska（2017）就指出外在動機是參與政治活動最重要的驅動

力，人們認為進行政治活動是一種利於社會的行為，不僅能造福他人，還可以

獲得獎勵和認可等回報。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政治參與區分為傳統、網路兩面向，則「社會互動」

僅與「傳統政治參與」正相關；而「自我展現」僅能預測「網路政治參與」。針

對前者，社會互動在社群網站興起前，就已被學者認為對實體政治參與有高度

影響（McClurg, 2003）；而對於後者，近年的研究多指出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的

自我展現，會為其建構一種特定的公共形象或承諾，進而引導人們認為自己需

要與這樣的形象一致（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Lane et al., 2019），因此若人們

透過自我表達意圖使用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也可能影響其政治行為。然

而，過去有研究指出以資訊交換為目的之網路使用，是預測公民政治參與的重

要因素（Shah et al., 2001），但本研究結果並不完全支持，「資訊尋求」僅動機

對「網路政治參與」有解釋力，即以尋求資訊為目的之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

使用，無法預測線下政治活動行為，但能鼓勵網路的另類政治參與，與張卿卿

（2006）的發現相近。 
本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只有「社會互動」動機能顯著調節「YouTube 政治

時事影片使用」對總體「政治參與」的影響。具體而言，「想與他人互動交流」

的動機較高的使用者，其政治參與程度會隨使用頻率提升而增加；而互動動機

較低者，政治參與度隨使用而增加的幅度較小。這與施琮仁（2016）對社交網

站與公眾參與的研究發現大抵相同。本研究推測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的內容

特色可能是影響因素，此類影片創作者通常緊跟當下社會熱門議題，吸引人們

觀看並引發交流討論，想與他人互動者可以從影片得到用於人際交流的素材；

而透過與人際間非正式的對話，人們能超越本身有限的理解、資源或能力，接

觸到更多政治相關資訊與刺激，降低其政治參與的障礙（McClurg, 2003）。 
有鑑於人際討論對行為影響的重要性，本文也探究政治討論的中介效果，

發現政治討論部分中介了 YouTube 政治時事影片使用與政治參與。易言之，該

類影片的使用會增加使用者與人討論政治的頻率，進而影響政治參與程度，此

部分發現支持過去的研究（Scheufele, 2002；林淑芳，2018）。YouTube 政治時

事影片提供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參與不同討論的機會，讓觀眾不僅接收到資

訊，也能在當下頁面直接討論資訊的重要性、關聯性等，這都可能引發更詳細

的思考或反思，並且，與不同群體的他人討論表達練習越多，就越能發展出個

人的政治自我（political self），進而與後續的政治行動有所關聯（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2 ; 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因資源限制，只對台北市四間大學之通識課進行調查，雖已儘可能

依公立、私立的學校性質區分並各選兩間，但各校樣本並未完全平均且僅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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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較難推測至其它 YouTube 使用族群。再者，部分概念測量雖在信度方

面達可接受標準，但仍不完整，如受限於課堂時間的限制，每項動機僅用單一

題項測量；政黨認同題項當初未規劃完善，只設計一題複選，並未詢問只能擇

一時的政黨選擇，導致後續區分黨派認同時，有 19 個樣本同時勾選泛藍、泛綠

或無黨派，只能將其歸為遺漏值處裡；「台灣民眾黨」為新成立的政黨，本研究

未能參考過去研究歸類，其是否能歸類為泛藍也可能有所爭議。另外，原始問

卷還包括政治效能、投票行為等題項，但後續因研究方向持續調整聚焦，前述

變項並未納入本文，但其也有可能影響到受訪者的填答。 
最後，本研究僅關注不同媒介使用、政治討論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但過往

研究中還有其他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變項，如政治信任、社會資本等，本研究

並未納入；此外，有學者指出政治時事影片內容性質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可能

會有差異，如「娛樂性」與「公共性」的內容定位、議題選擇與帶給觀眾的理

解意義都會有所差距（林莉琳、蘇蘅，2014），但本文並未區分內容類型進行分

析。建議未來研究可將 YouTube 政治時事影音以主題或目的做區別，探究不同

類型影片與其閱聽人之關係，並納入其他政治參與相關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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