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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
—— 對大學生及其父母的代群比較研究
劉毅、郝曉鳴

摘要
本文通過對 209 位大學生及其父母的問卷調查來探討時政新聞接
觸、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與公民政治參與的關係。研究結果
發現：對子代群體而言，時政新聞接觸分別與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
認同和政治參與正相關；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正相關，但與政
治認同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不存在顯著相關關
係。對父代群體而言，時政新聞接觸與內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認同均
呈正相關關係，但與政治參與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內在政治效能感
分別與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正相關；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不存在顯著
相關關係。研究還發現，無論是對子代群體還是對父代群體而言，時
政新聞接觸對他們的政治參與均具有顯著的間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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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Consumption of Political New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Yi LIU, Xiaoming HAO

Abstract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09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endorsement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or the children,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endorse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ndorse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endorse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the parents,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endorse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but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ndorse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le endors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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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of Political New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ystem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for both the children and parent groups,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endors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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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會轉型是指社會的宏觀結構、體制和制度發生整體性位移現象
的一種階段性社會類型，是整個社會結構系統發生的一種根本性的社
會變革，它涉及到所有社會構成要素系統的相應變化和調整（孫嘉明，
1997：8）。劉祖雲（1997）認為，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
轉變的過渡過程。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
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宋林飛，2002）。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通常被認為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開端（范燕寧，1997）。中
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開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呈現
出諸如由權力社會走向能力社會；由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由人情
社會走向理性社會；由依附社會走向自立社會；由身份社會走向實力
社會；由注重先天給定社會走向注重後天努力社會；由一元社會走向
多樣化社會；由人的依賴社會走向物的依賴社會；由靜態社會走向流
動社會；由國家社會走向市民社會（韓慶祥，2002）的特徵。社會轉型
使得不同代際之間出現了差異，90 後的成長過程正好與改革開放同
步，他 們 的 生 活 環 境 與 他 們 的 父 輩 存 在 著 較 大 的 差 異。如 黃 洪 基
（2004）認為，改革開放一代為社會提供了嶄新的觀念形態和生活方
式，而獨生子女一代在生活相對充裕的情況下，卻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代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代際關係。家庭常常是態度形成的
第一個來源（阿爾蒙德，1987：102）。朱永新和袁振國（1990：82）認
為，一個人的政治傾向性與他父親的政治傾向性有較高的正相關，但
如果其父親對政治不感興趣，則明顯和母親的政治傾向性正相關。米
德區別了人類歷史上的三種文化類型，即前喻文化 — 子女主要向自
己的父母學習；共喻文化 — 子女和成年人首先向不同年齡的人和同
齡人學習；後喻文化 — 成年人也向自己的子女學習。他強調指出，
文化的代際繼承性既包括父母對子女的資訊流，也包括了青年對當代
情勢和文化遺產的解釋對老一代的影響（利索夫斯基，1999）。
李強、鄧建偉、曉箏（1999）認為，當代中國劇烈的歷史變動和社
會變遷，與生命歷程理論的基本視角相契合。在一個較穩定的社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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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我們可以較少地考慮宏觀背景變量對所研究對象、問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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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是對中國這樣仍經歷著加速結構變遷的社會，則確實有將研究
的問題與社會變遷結合起來考察的必要。社會轉型使不同代際之間政
治參與的環境、方式、情境發生了變化。因此，在對公民的政治參與
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對不同代際之間進行分開考慮，找出他們之間
的異同，進而反映出社會結構的變動和變遷的宏觀因素是否會對公民
的政治參與產生影響，就顯得十分重要。
以往的實證研究主要關注了人口統計學等變量對中國公民政治參
與的影響。如楊榮軍（2010）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戶口、政治面
貌、文化程度、參與願望和幸福感等因素對公民參與投票的影響顯
著。張雲武、楊宇麟（2009）發現，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對於居民的
意見表達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政治參與均具有較大影響；工作滿意
度、家庭滿意度以及個人滿意度均對意見表達政治參與具有正向影
響；家庭滿意度對利益表達政治參與具有正向影響，而工作滿意度和
個人滿意度卻對其不具有顯著影響。亓祥晨、彭萬秋（2015）通過對
CGSS2008 的有關數據展開實證分析，驗證了城市居民的年齡、受教育
水平、職業收入、政治面貌、所處階層等因素與其政治參與程度的相
關關係。對大學生的政治參與而言，梅豔（2006）的研究發現，年級越
高的大學生，其政治參與行為程度越高；大學生的個人背景特徵對他
們的政治參與沒有顯著影響，而家庭因素與大學生的政治參與也僅表
現出微弱的相關性。蔣研川和劉佳（2013）的一項針對多個高校大學生
的調查也發現，政治面貌、擔任學生幹部情況、參加社團政治、政府
參與管道和學校參與管道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大學生的政治接觸。
然而，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各類媒介層出不窮。除了報紙、電
視和廣播等傳統媒介外，互聯網門戶網站和社交媒介等各種新媒介方
興未艾。媒介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們對大眾傳
媒的依賴性，特別是對媒介的工具性依賴和內容依賴越來越大（林愛
珺、張曉鋒、童兵，2007）。傳媒在政治生活中的能動作用日益增長，
不斷提升的影響力滲透到政治的各個方面，政治的生存方式和運行邏
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傳媒的約束和牽制（李宏、李民等，2006：283）。
媒體與政治深度互動使現代政治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媒體化政治（劉
文科、張文靜，2014）。大眾傳媒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著多種功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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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諸如傳遞政治資訊、監視政治環境、統一政治規範、塑造政治形象
和傳承政治文化（郝家林，1998），塑造政治人物的政治魅力（張昆，
2008），政治整合、政治社會化（周武軍，2008）外，還有一項重要功能
就是引導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激發政治參與（權宗田，2008）。可以
說，在現代社會，人們利用各種媒介來瞭解時政，進行社會監督，參
與政治生活變得更加便利。眾所周知，新聞是傳媒的安身立命之本，
而政治新聞又是新聞中的重中之重。在中國，政治新聞曾被稱為「報紙
的心臟和靈魂」
（甘惜分，1993：151）。時政（政治）新聞是指「從政治
角度，對新近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受眾欲知未知而應知的事實進行報
道，或是對同樣具有上述素質和價值的、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事實作出
報道」
（丁柏銓、李衛紅，2006）。一項 2011 年對福建福州、泉州和漳
州三地報紙讀者的調查顯示，大部分讀者對時政新聞的興趣大；在李
克特 5 分量表中，三地讀者對時政新聞的興趣度的均值都超過 3 分（劉
毅，2012）。張思維、陳尚榮（2011）所做的一項有關大學生媒體使用情
況的調查也顯示，大學生對時政新聞最為關注，在所有受關注的新聞
類別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選擇了時政新聞；在關注度排序
中，45.4% 的大學生將時政新聞排在第一位。可以說，關注時政新聞是
人們使用媒介的重要目的之一。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對公民政治參與
的研究，除了要把人口統計學等變量納入考量以外，我們還必須要把
媒介使用特別是時政新聞接觸的因素納入進來進行考慮。
以往也有一些研究考慮到了媒介使用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但這些
研究，要麼關注的是人們的某類媒介接觸時間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如
Larson（2004），Willnat 和 Wong（2013）的研究；要麼關注的是人們的媒
介 接 觸 時 間 對 某 一 政 治 參 與 行 為 的 影 響， 如 曾 詩 祺（2006）， 陳 辰
（2014）的研究；或者是人們某類媒介的接觸時間對某一政治參與行為
的影響，如梅豔（2006），Breuer、Landman 和 Farquhar（2014），曾凡斌
（2013）和曾凡斌（2014）的研究。在媒介融合時代，受眾的分化較以往
更加明顯，他們「以不固定的方式分散到各種各樣的媒體中，偶爾才會
出 現 受 眾 共 用 媒 介 經 驗 的 情 況」
（鄧 尼 斯 · 麥 奎 爾，2006：168）。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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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不將受眾的各種媒體接觸行為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則不能反
映受眾媒介接觸的完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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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除了沒有將各類媒體接觸行為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的
同時，大多數也沒有將不同的媒介內容（比如時政新聞和其他類別的新
聞）的接觸時間區分開來進行研究。社會責任理論對大眾媒介的第一項
要求就是向公眾「提供關於公共事務的消息、講座和辯論，為政治制度
服務」
（陶涵，1997：128）。可見，在西方，時政新聞與政治的關係是
服 務 與 被 服 務 的 關 係，在 中 國 更 是 如 此。中 共 的 前 領 導 人 江 澤 民
（1989）曾說，「我們黨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始終認為，我們國家的
報紙、廣播、電視等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可見，時政新聞和其
他傳播內容與政治的關係是有顯著差異的。因此，將受眾的時政新聞
接觸時間區別於其他類別的新聞接觸時間來單獨討論其對政治參與的
影響尤為必要。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認為，對政治參與的界定應該做寬泛的理
解。政治參與指普通公民試圖影響政治決策和執行的行為，它不僅包
括政府目標，也應包括非政府目標（李黃駿，2013）。諾曼・H・尼和西
德尼・伏巴（1996：139）把政治參與分為四種模式：投票，競選活動，
公民主動的接觸和合作活動。公民個人參與政治的形式多樣，除了選
舉投票以外，還包括投書信訪、行政聽證、與公職人員接觸和捐贈政
治資金等活動（陳振明、李東雲，2008）。公民的政治參與有多種方
式，Horvath 和 Paolini（2014）發現，年輕人採用投票方式來參與政治可
能比老一代少，但是他們用更多可替換的所謂的「新」形式來進行政治
參與，比如很多年輕人通過互聯網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因此，僅僅考
慮某一政治參與行為，也不能反映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和全貌。因
此，本研究突破以往研究的視角，將公民整體的政治參與狀況作為研
究對象。
綜上，本研究一方面預期通過對不同代際之間政治參與及其影響
因素的比較這樣一個視角來反映社會轉型和變革對人們政治生活的影
響；而另一方面突破以往媒介接觸與政治參與研究的視角，研究公民
總體的時政新聞接觸對其整體政治參與的影響。大學生是當今社會最
重要的行動主體之一。據中國教育部（2014）發佈的《2013 年全國教育
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3 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 34.5%。因
此，本研究以大學生和他們的父母為研究對象，來分別考察不同代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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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並對其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不但能
幫助我們認識代際之間在新聞接觸和政治參與方面的相同與差異，更
能幫助我們認識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兩代人在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可
能存在的互動關係上的相同與差異。

文獻回顧
代群的異同
在不同的國家存在著不同的代群，不同的研究者對代群的劃分也
各不相同。比如 Lancaster 和 Stillman（2002）認為，美國社會可以分為傳
統主義者 一 代（1900–1945）
、 嬰 兒 潮 一 代（1946–1964）
、X一 代（1965–
1980）與新千年一代（1981–1999）
；而Oblinger和 Oblinger（2005）將其劃分
為成熟一代
（1946年前）
、嬰兒潮一代
（1947–1964）
、X一代
（1965–1980）
、
千年一代（1981–1995）和後新千年一代（1995 年至今）
。對中國代群的
劃分也是 有 差 別 的， 其 中 之 一 是Egri 和 Ralston（2004）將 中 國 的 代 群
劃分為「共和國創立一代」
（1930–1950）
、
「社會主義建設一代」
（1950–
1966）、「文革一代」
（1967–1978）和「改革開放一代」
（1979–1989）。中
國當代大學生屬於 90 後甚至 95 後，他們屬於獨生子女一代，而他們的
父母則大都屬於經歷了「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其後的改革開放的
一代。不同的代際有著自身獨特的代際特徵，它體現著代際的思想觀
念、價值取向、心理狀態、行為習慣、生活方式，超越個體而顯現（黃
洪基，2004）。
代際差異理論是在 20 世紀 50 年代由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提
出的，用於泛指因出生年代與成長背景的不同而導致的各代群之間在
價值觀、偏好、態度與行為等方面呈現出的具有差異性的群體特徵（卡
爾・曼海姆，2002）。在社會生活中，代際差異是一種普遍現象。Ward
（1997, p. 21）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社
會、經濟和政治的變化顯著塑造了老年和青年一代的人生。再如，
Debard（2004）認為，嬰兒潮一代、X 一代和新千年一代在信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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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忠誠度、職業目標、報酬、家庭生活，教育和價值觀等 12 個方面
具有不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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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際差異研究中，逐漸形成了年齡論和世代論兩種觀點。年齡
論的核心是人們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變化是基於生命年齡的變更。而
世代論的核心是不同的價值觀是由於不同的生活經歷產生的（千石保，
1989），不同代際的出現是由於宏觀社會間斷性的變化對處在生命歷程
形成期的個人行為的影響造成的（Becker, 2000, p. 117）。已有研究認
為，新技術引起的工作和生活的重大變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的社
會經濟轉型以及共通的文化要素等會對代際形成和代際差異的形成產
生重要影響（Parry & Urwin, 2011）。黃洪基（2004）也認為，各代人所
處的時代環境，以及由這種時代環境所決定的教育程度、價值理念、
人生目標、審美情趣都不一樣，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代際之間
的不同特徵自然也就形成了。

代群之時政新聞接觸的差異
Gumpert 和 Cathcart（1985）認為，在不同的媒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不同年齡代由於媒介使用經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媒介代群。Aroldi 和
Colombo（2007）認為，人們傾向於將在他們的成長期（童年、青年和早
期成年期）相伴成長的媒介作為他們文化景觀不可或缺的部分，並且在
以後的人生階段保留這種認知慣性。Westlund 和 Weibull（2013）有關瑞
典 1986–2011 年受眾媒體使用的代際研究發現，年長者堅持使用傳統媒
體，而較年輕的一些代際主要使用在數字化媒體時代湧現的新平台。
在中國，一些實證研究也發現了不同代際媒介使用的差異。陳勃、歐
陽珊（2005）對 1950–1979 年間出生的中青年人的傳媒接觸現狀的調查
發現，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生的人接觸媒體的時間無顯著差
異。隨著出生年代的滯後，不同代群平常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呈現顯
著差異，看電視所佔比例越少，上網所佔比例明顯上升。雖然不同代
群每天看電視、聽廣播，看雜誌和上網的時間不存在顯著差異，但接
觸報紙的時間存在著顯著差異，50 年代出生的人的接觸時間要多於 60
年代和 70 年代。2006 年一項關於復旦大學大一到大四的大學生及其家
長媒介使用與社會意識的調查發現，年輕一代的媒介使用特徵是以網
絡為主的多媒體、多元化且更國際化；家長則以傳統媒體和本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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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李雙龍、李晶，2008）。陳健（2007）的研究發現，雖然在廣播和
電視接觸上沒有顯著差異，但老年受眾（60 歲及以上）接觸報紙和網絡
的時間顯著低於非老年受眾（60 歲以下）。老年受眾的媒體接觸對象以
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為主，而網絡媒體不受重視。對互聯網
使用而言，不同年齡段的人存在著代際差異，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國
網 民 年 齡 段 的 分 佈 中， 排 在 第 一 位 的 是 20–29 歲（29.9%）， 其 次 為
30–39 歲網民（佔 23.8%），10–19 歲人群比例居於第三位（21.4%）
（中國
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6：42）。
不同代際不僅在媒介使用上存在著差異，而且即使是對同一媒介
而言，不同代際之間的使用目的也存在差異。方師師和李博璠（2014）
發現，中生代（60 後、70 後）的網絡關注更多的是公共議題，而新生代
（80 後、90 後）則更多的是個體生活。與此同時，兩代人在網絡上對公
共議題的關注均弱於對個體生活的關注。李慶真（2014）也認為，各代
際的青年均會把上網視為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時，他們的網絡行為表現
出 一 定 代 際 差 際，比 如「70 後」更 傾 向 於 實 用 性 的 網 絡 工 具，而「80
後」、「90 後」主要以休閒娛樂為主要目的和方向；不同年齡段的青年群
體對於網絡應用及其應用的領域也具有一定的差異，尤其是「80 後」和
「90 後」與「70 後」有著明顯的不同。
不 僅 如 此，不 同 代 際 的 媒 介 內 容 偏 好 也 存 在 著 差 異。 彭 闊 東
（2004）的縱向研究發現，在不同調查時點上，15–18 歲青少年群體通過
電視和報紙瞭解國內和國際新聞的比例比通過廣播瞭解此類資訊的比
例要高，但是均略低於居民總體；通過廣播和報紙瞭解國內、國際新
聞的比例在下降，而通過電視瞭解國內、國際新聞的比例在逐年上
升。陳健（2007）的研究發現，老年受眾與非老年受眾在對新聞類、娛
樂類、服務類傳播內容的興趣偏好上沒有顯著差別；但老年受眾對財
經類、體育類、教育類、情感類傳播內容的興趣程度比非老年受眾
低，而對健康類傳播內容的興趣程度比非老年受眾高。老年受眾較感
興趣的內容是新聞類、娛樂類、健康類、情感類，對其他內容興趣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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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新聞的接觸而言，Mitchell、Gottfried 和 Matsa（2015）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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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比例分別為 61% 和 37%，而嬰兒潮一代分別為 39% 和 60%，這兩
代之間接觸政治新聞的來源存在著代際分化。而在各代際內部，他們
的政治新聞接觸習慣則是共性大於差異。
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我們尚未發現對中國不同代際群體之間的
時政新聞接觸程度的比較研究。因此，不同代際之間時政新聞接觸程
度是否存在著不同，則是本研究所感興趣的第一個研究問題（RQ1）。

代群之政治效能感與政治認同的差異
政治效能感是僅次於政黨認同這一概念而受到學界最為關注的範
疇（Abramson,1983）。它 是 美 國 學 者 Campbell（1954, p. 187）在 對 美 國
民眾的選舉行為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來的。Campbell 認為，政治效能感
是指「個人對其政治能力、行為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系統的感覺」。政
治效能感這一概念可以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兩部
分。其中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瞭解政治和有效
1

參與政治的主觀認知；外在政治效能感 指個人對於政治系統響應其要
求的感覺和信念（轉引自 Abramson, 1983, pp. 141–143）。
熊光清（2014）的調查表明，從總體上看，中國公民的政治效能感
較低，並且，與內在政治效能感相比，其外在政治效能感更低一些。
魏彤儒、郭牧琦（2012）的調查顯示，當代中國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處
於偏低水平。政治效能感是一個關鍵性的政治態度（阿爾蒙德、維巴，
2008：232）
指標，它受到教育水平、年齡
（Abramson, 1983; Wu, 2003）
，
政治環境（Abramson, 1983）
，政治參與（阿爾蒙德、維巴，2008：145；
Finkel, 1985；王靖興、王德育，2007）的影響。熊光清（2014）的研究發
現，性別、年齡、月收入、戶口性質、是否本地戶口等因素分別影響
著中國公民政治效能感的不同側面。范柏乃、徐巍（2014）認為，受教
育程度、政治面貌、政治關注程度、政治討論行為和政治認知水平對
中國公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比如，年齡作為可能影響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之一，不同代際之間
首先在年齡上存在差異。關於年齡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研究者所得
出的結論並不一致。Abramson（1983）認為，雖然在外在政治效能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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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在內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年老群體要低於年輕
群體。在中國所做的研究中，范柏乃、徐巍（2014）認為，老年群體在
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顯著低於年輕群體。Wu（2003）
發現，年輕人和中老年人的政治效能感高於年老人。熊光清（2014）的
研究發現，年齡對內在政治效能感沒有影響，但 16–32 歲以下人群的外
在政治效能感低於 32 歲以上人群。
另外，受教育水平作為可能影響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之一也會影響
到不同年齡層的政治效能感。在中國，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群之間的受
教育水平是不同的。1999 年之後，中國高等教育步入了數量和規模擴
張的高峰時期，實現了由「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李素敏、王子
悅，2012）。總體上而言，與當今 90 後大學生相比，他們的父母接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要少。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的公民，政治效能感較
高，反之則越低（Wu, 2003）。范柏乃、徐巍（2014）的研究發現，公民
受教育程度對其政治效能感和內在政治效能感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但對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影響卻不顯著。李蓉蓉（2014）的研究也
發現，受教育程度高的村民，會具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
上述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假設現代中國社會不同年齡層在政治效
能感方面可能存在的差距，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發現直接對代際
之間政治效能感進行比較的研究。因此，我們所要探究的第二個問題
是，不同代際之間的政治效能感是否存在差異（RQ2）。
政治認同這一概念由美國政治學家羅森堡姆（1984）最早提出，他
認為，政治認同是指一個人感覺他屬於甚麼政治單位（國家、民族、城
鎮和區域）、地理區域和團體。政治認同是社會成員對所屬政治體系的
心理認同、情感投入和行動支持，其核心是社會成員對主流政治文化
的接受，對現存政治體制的認可和對公共政治權威的服從（阿爾布羅，
1990：31）。以認同對象為標準，政治認同可以劃分為政策認同、執政
黨和政府認同、國家認同、制度認同和價值認同五個層次；就功能而
言，政治認同有助於促進政治服從，增強政治合法性和實現政治穩定
（彭正德，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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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孫志葉（2009）認為，政治認同具有流變性，一定的政治認
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活動，不但受到認同主體（社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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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客體（政治體系）自身狀況的影響，也受到其他社會歷史條件的制
約和影響，並隨著影響條件的變化而流變。吳迪（2012）也認為，政治
認同具有動態性，即人們的政治認同會隨著社會成員的需求變化而不
斷變化，不同時期政治認同的內容和評判標準也各不相同。與此同
時，政治認同具有可塑性，在社會成員政治認同的發展中，如果一個
政治系統失去原來的合法性，公眾很快就會從認同到不認同。如果統
治階級能夠及時修補與公民的感情，則能夠再次贏得信任（王玄武，
1996：167）。
社會轉型會對政治認同產生深刻影響。孔德永（2006）認為，社會
轉型對政治認同客體（如執政黨和政府治理）提出了政治現代化的要
求，使認同主體發生了從「臣民」到「公民」身份的轉變。羅鍇（2010）認
為，建國以來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政治認同經歷了嚴峻的考驗。以
九一三事件為界，中國共產黨的威信和執政合法性開始呈現下降趨
勢，民族的政治認同呈逐漸消解的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公
民的政治認同建設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劉貝貝（2009）認為，從改革
開放初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建立的過程中，公民政治認同的質
量得到了提高，具體表現為從消極認同、盲目認同向積極認同、理性
認同的轉變，從價值認同到利益認同的轉變。戴均（2010）也認為，中
國的政治認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1949–1978 年，社會
轉型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政治認同；1978–2003 年，社會轉型初期
是以經濟績效為主導的政治認同；2003 年以來，社會轉型深化期是以
民生本位和社會公正為主導的政治認同時期。
同時，已有的相關研究也發現，一些家庭因素會對大學生的政治
認同產生影響。袁貴禮、馬超（2006）發現，家庭居住地、家庭收入水
平、家長的文化水平對大學生的政治態度有重要影響。董海軍（2015）
發現，父母政治面貌、政治觀點的一致性以及大學生在家庭決策中
作用的發揮，對大學生政治制度認同有顯著的影響。趙銳、胡炳仙
（2014）的研究發現，父親的職業狀況和家庭收入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
國家認同有顯著影響。史利平（2014）的研究也發現，父母的受教育程
度與跨境民族地區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度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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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也發現，不同代際之間的政治認同存在著差異。李春玲
（2013：360–362）的研究發現，在對政府滿意度和官員信任度方面，90
後的評價都高於 60 後、70 後和 80 後。皮尤卡研究中心（2013）的一項
國 際 政 治 認 同 的 調 查 顯 示，在 來 自 39 個 國 家 的 被 訪 者 中，年 齡 在
18–29 歲的年輕人比 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對俄羅斯更有好感；年齡在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對中國和美國更為認同，而 50 歲以上的中老人年則
相反。王磊、林岡（2016）對台灣民眾的研究發現，隨著代際更新，認
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群百分比逐漸降低，並至第四代降至最低點且
保持穩定；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逐漸下降，但至第五代，認為
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開始明顯上升；認同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
人」的比例至第五代明顯下降。
目前，我們並沒有發現有關大陸政治認同感的代際比較研究，本
研究所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是，在中國大陸，不同代際之間的政治認
同感是否存在差異（RQ3）。

代群政治參與的差異
政治參與是任何政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政治參與對社會的發
展至關重要，在有關政治的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中，政治參與都是一
個核心概念（米勒、波格丹諾，1992：563）。
在中國，政治參與的變化主要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治制度
的發展和政治空間的變化、社會階層利益關係和利益結構的變化和參
與技術條件的變化等相關（王婧旖，2013）。楊明佳、陳波（2001）認
為，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治參與具有形式化、空泛化、無序化和
行政化的特點；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治參與具有務實化、法制化和
自主化的特點。梁麗萍、邱尚琪（2004）認為，建國以來，與中國社會
變革的步伐相適應，公民的政治參與模式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特徵，
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公民的政治參與具有「革命型」和
「動員型」的特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公民的政治參與逐漸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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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自主型」參與模式轉變。王婧旖（2013）認為，建國以來，中國
公民的政治參與經歷了從動員式政治參與為主到主動式政治參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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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這個變化大致可以劃分為建國初期，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到文
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後三個階段。
武月鋒（2011a）將建國以來大學生政治參與的變遷分為四個歷史時
段，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建設初期（1949–1966），以社會
主義建設為主題的動員型參與、信念型參與是其基本範式；第二階段
為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從參與主體的發動上來看仍屬於革命
式動員型政治參與，但是非制度化參與、暴力性參與、過度參與、無
序化參與成為這一時期大學生政治參與的重要特徵；第三階段為改革
開放初期（1977–1989），大學生政治參與由動員型參與向自髮型參與轉
化；第四階段從 1990 年以後至今，大學生政治參與從自發盲目型向理
性自主型範式轉化。武月鋒（2011b）認為，建國以來，以改革開放前後
為界，大學生政治參與從信念型服從型向利益分配型；從暴力准暴力
革命型向和平合法建設型；從動員型無序型向自主型有序型；從形式
參與向實際參與轉變。
一些研究發現，年齡（胡榮，2006；胡榮，2008）和社會經濟地位
（萬斌、章秀英，2010）對政治參與具有影響，政治學習（如時政新聞的
接觸和使用）有利於提升政治參與（張蓓，2014），工具層面的互聯網使
用和心理層面的社會交往會對網絡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李亞妤，
2011）。大多數研究也發現，社會資本對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起到了積
極 的 作 用（胡 榮，2006；胡 榮，2008；孫 秀 林，2010；李 永 華、周 林
剛，2012）。
綜上，不同時代的政治參與具有不同的特點，影響政治參與的因
素在不同的時代也會發生變化。2010 年歐洲社會調查顯示，61% 的
22–29 歲的調查對象表示他們在上一次的國家大選中投票，與之相對照
的是，這一比例在 30 歲以上的調查對象中為 78.1%（Horvath & Paolini,
2014）。Mitchell、Gottfried 和 Matsa（2015）的調查顯示，美國新千年一
代的政治興趣比 X 一代和嬰兒潮一代低，一週中最少談論政治的次數
也低於嬰兒潮一代。
對中國政治參與的研究，以往關注的是不同時代政治參與特點的
差異，然而，不同代際的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是否存在差異，
則是本研究要回答的第四個問題（R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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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新聞接觸與內在政治效能感
對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關係的探討以台灣地區和海外居多，研
究者常常探討的是某類媒介的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研究得出的
結論也往往不一致。
一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對政治效能感沒有影響。張卿卿（2002a）
對 1998 年台北市市長競選期間報紙的報道對公眾政治效能感的影響的
研究發現，不同競選框架下的報道以及候選人的正負面訴求競選廣告
對他們的政治效能感沒有影響。張卿卿（2002b）對 2000 年台灣地區領
導人大選的分析顯示，當單獨考慮新聞媒體的使用時，在四個新聞使
用的指標（包括閱讀和關注報紙新聞，觀看和關注電視新聞）中，報紙
新聞的閱讀與電視新聞的關注對選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顯著負向影
響；然而，當所有媒體使用變項同時列入考慮時，各項單一媒體的接
觸或關注皆不會影響選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陳品皓（2005）在探討
2004 年台灣「立委」選舉期間選民的媒體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時發
現，對各種媒體選舉新聞的接觸與注意程度均未對他們的政治效能感
產生影響。
一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相關。陳陸輝和連偉廷
（2008）認為，大眾傳播媒介使用是影響公民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之
一。Schulz（2005）的分析發現，內在政治效能感與高中生的媒介使用
相關。Forrest 等人（2007）的實驗研究發現，積極使用媒體瞭解政治對
美國高中青少年的政治效能感具有正向預測作用。陳陸輝和陳映男
（2013）通過對台灣 2011 年入學的大學新生的研究發現，對媒體注意程
度越高者，其政治效能感也越高。
一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與人們所使用的媒
介類別有關。Aarts 和 Semetko（2003）在荷蘭的研究發現，固定觀看公
共頻道的電視新聞對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預測作用，而固定選擇
觀看商業頻道的電視新聞則會降低他們的政治效能感。張蓓（2014）通
過對 2010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資料的分析發現，新媒體與傳
統媒體對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響不同，新媒體相對而言更具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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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Lin 和 Lim（2002）通過對韓國一所大學的 297 名學生的調查發
現，收聽廣播會增加他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而閱讀報紙則會降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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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Kushin 和 Yamamoto（2010）在 2008 年美國總統
選舉期間通過對大學生的網絡調查發現，對傳統互聯網消息來源的關
注與自我政治效能感顯著正相關，而對社交媒體的關注與政治效能感
之間的關係則不顯著。
另外一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與人們使用媒
介的目的和動機有關。一項針對美國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在互聯網的
三種使用方式和動機（資訊、娛樂和互動）中，與資訊和互動有關的使
用會增加他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Lee, 2006）。Rahmawati（2014）通過
對 2014 年印度尼西亞大選中 593 名青壯年的在線調查發現，以政治活
動為目的的社交媒體使用會影響他們的政治效能感；與此同時，那些
政治效能感較高的人對以政治活動為目的社交媒體使用也較多。
還有一些研究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與用戶所接觸
的媒介內容有關。Newhagen（1994）通過 1992 年 3 月預選前的一項電話
調查發現，增加對媒介新聞資訊（如報紙、國家電視台新聞節目）的接
觸會相應地增加人們（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政治效能感，增加對媒介
娛樂資訊的接觸則會相應地減少他們的政治效能感；另外，收聽廣播
政論性談話節目也會增加人們的政治效能感。Lin 和 Lim（2002）的調查
發現，媒體上的負面內容會降低韓國大學生的內在政治效能感。Kenski
和 Stroud（2006）在 2000 年英國總統選舉時的一項調查發現，互聯網使
用與內在政治效能感正相關，對互聯網上有關總統競選資訊的關注與
內在政治效能感呈顯著正相關關係。
從以上回顧中，我們發現，很多研究都支持媒介使用與公民的政
治效能感相關，而且有的研究也發現媒介使用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與
用戶使用媒介的目的和接觸的媒介內容有關。中國的媒體是黨的宣
傳、輿論工具（孫寶寅，2003），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國媒體
的時政新聞更是如此。時政新聞除了報道政府、官員的工作動態和中
國在各領域（比如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所取得的成就外，還會通過諸如
向公眾徵集和採用新聞線索、讓公眾成為新聞報導的對象以及進行輿
論監督等各種形式對他們的呼聲和意見進行響應。因此，我們提出如
下研究假設：
H1：受訪者的時政新聞接觸程度與內在政治效能感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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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
學者們對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做了大量的研究。張平和
李國青（2004）認為，政治效能感能夠通過決定個體的政治選擇過程來
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影響，低政治效能感的人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較
低。Krueger（2002）通過對 2000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調查資料的研究發
現，那些政治效能感較強的人會更多地使用互聯網參與公共生活。
Chan 和 Guo（2011）通過對美國和香港民眾的比較研究發現，對兩地民
眾而言，政治效能感對政治參與均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該發現支持
對處於不同民主發展階段的社會而言，通過政治效能感來對人們的政
治參與進行預測具有跨文化效度。熊美娟（2013）的調查發現，澳門居
民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正相關。
對中國大陸公民而言，Shi（1999）的研究發現，內在政治效能感越
高的中國大陸公民，投票概率會顯著提高。張明新（2011）的調查發
現，中國大陸公眾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知識可以產生交互效應，對現
實政治參與有積極影響。鄭磊、朱志勇（2013）的研究發現，公民的內
在政治效能感越高，政治參與的概率也越高。熊光清（2013）的調查發
現，新生代農民工的低政治效能感在政治生活中會表現為政治參與不
主動。石瑛和董丁戈（2012）認為，內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均比較高者，會積極主動地與政府官員、政治人物和政治團體進行接
觸並試圖影響他們；內在政治效能感低但外在政治效能感高者，除有
接觸行為外，還會通過參與民間性的社團活動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
張；內在政治效能感高而外在政治效能感低者，政治參與的情形最為
踴躍，他們除了積極參與社團活動以及接觸活動外，甚至會參與遊
行、示威、抗議等較為激進的政治活動。
綜上所述，雖然有少數研究發現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負相關，
如 Zhong 和 Chen（2002）基於江蘇南部 12 個村的隨機調查發現，內在政
治效能感較高的村民的投票概率更低，但大多數研究都證實政治效能
感與政治參與正相關。因此，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受訪者的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程度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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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認同
鍾偉凱（2009）的一項研究發現，傳播媒介的使用情形可能造成個
人政黨認同的變動。整體而言，對傳播媒介的注意程度越高的選民，
他的政黨認同越容易受到影響。國家認同作為政治認同的一部分，陸
曄（2010）通過 2009 年對上海城市居民所做的調查發現，媒介使用行為
與國家認同的不同維度（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地方主義）會在一定層
面上發生互動。盧家銀和張慧子（2015）的調查顯示，不同的網絡內容
使用對青年政治認同的影響不同，其中，網絡新聞使用對他們的政治
認同具有負向影響，而網絡娛樂使用對他們的政治認同沒有顯著作
用；同時，政治信任可以調節網絡新聞使用的負向影響，且能改變網
絡新聞使用對政治認同的作用方向。
以上這些研究說明公民的媒介使用可能會對他們的政治認同產生
影響，而且不同的媒介內容對公民政治認同的影響可能不同。如前所
述，由於中國媒體特別是時政新聞是黨、政府和人民喉舌，在很大程
度上對大眾起著宣傳教育作用。因此，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受訪者的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認同程度呈正相關。

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
政治認同是公民對政治系統情感上的歸屬感，是其有序政治參與
的心理基礎。增強公民對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的認同程度，能使公民
進行廣泛有序的政治參與（孔德永，2011）。Cole 和 Stewart（1996）1992
年通過對 1967–1973 年間的大學畢業的 64 位黑人中年婦女和 107 位白人
中年婦女的研究發現，政治認同指數得分對白人中年婦女的政治參與
具有顯著的回歸效應，但對黑人中年婦女的回歸效應不顯著。陳陸輝
和耿曙（2008）通過對 2002 年台北、高雄市長選舉前的研究發現，政黨
認同的重要性除了其本身直接對民眾投票行為產生影響外，更會透過
政治效能感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劉嘉薇（2014）對紅衫軍反貪腐倒扁
運動的研究發現，民眾的政黨認同對於促成參與反貪腐倒扁運動具有
推波助瀾的效果。因此，政治認同對於政治運動是不可或缺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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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項在中國 10 省份所做的調查顯示，政治參與行為與政治認同各
指標之間都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房寧，2013）。基於以上文獻回顧，
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受訪者的政治認同程度與政治參與程度呈正相關。

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
Moon（2013）通過對 2004 年有關美國總統選舉新聞的內容分析和
受眾調查發現，對總統候選人消息的注意會在公眾中產生議程設置的
第二層效果，進而會激發對候選人的強態度，最後導致各種各樣的政
治參與行為；與此同時，對新聞的關注也會對政治參與產生直接影
響。曾詩祺（2006）的研究發現，在 2004 年台灣「立委」選舉期間，媒介
使用與選民投票抉擇之間有顯著的關聯，尤其是報紙新聞與電視新聞
更是如此。除了上述的政黨認同因素以外，劉嘉薇（2014）對紅衫軍反
貪腐倒扁運動的研究還發現，民眾的媒介選擇對於促成參與反貪腐倒
扁運動也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政治資訊在政治運動中也是不可或缺
的。Lin（2014）2011 年通過對台灣 311 名大學生選民的調查發現，政治
廣告的接觸在增加他們的政治效能感的同時，也促進了他們的政治參
與。陳辰（2014）的一項調查發現，媒介使用情況會顯著影響澳門市民
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他們的政治態度能有效地預測其政治參與。
近些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對媒介使用與政治參與關係的研究
很多都集中在互聯網媒體的使用。Krueger（2002）通過對 2000 年美國總
統競選期間的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網絡的使用會使得平時政治參與
較少的人增加一些政治參與。Larson（2004）通過對 2004 年總統大選期
間的調查資料的分析發現，互聯網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
角色，互聯網的使用與較高的投票率和政治捐贈相關，降低資訊和傳
播的費用可以促進政治參與。Bakker 和 de Vreese（2011）2006 年通過對
荷蘭 16–24 歲網絡一代的調查發現，雖然傳統媒體的大多數使用與政治
參與至多呈微弱正相關關係，但各種互聯網使用與各種各樣的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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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相關。Willnat 和 Wong（2013）在 2008 年國家選舉前通過對 526 位
馬來西亞選民的網絡媒體使用情況的調查發現，網絡媒體的使用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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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參與水平呈正相關，對社交媒體、政治博客、在線政治視頻、政黨
網站以及手機上的政治廣告的使用均與政治行動主義呈強正相關。
Breuer、Landman 和 Farquhar（2014）通過對突尼斯 2010 年爆發的「茉莉
花革命」的專家訪談發現，社交媒體是反對本．阿里政府的重要資源。
社交媒體可以使得「數字精英」通過提供資訊給主流媒體來打破國家對
媒體的封鎖；可以提供有助於促進大「抗議週期」發展的種族合作；可
以通過加強報道事件的廣度來提升潛在追隨者們對成功可能性的看
法；也可以通過描述統治者對抗議者的暴行來鼓動民眾的情緒。
就中國大陸的一些研究而言，陳鵬（2014）通過對 2008 年全國代表
性農村樣本數據的研究發現，獲得成本較低的地方媒體，對農民的溫
和型政治參與存在顯著影響。曾凡斌（2013）基於 2005 年中國綜合社會
調查（CGSS）農村資料的研究發現，傳統媒體的使用（如報紙、電視的
接觸時間）和對新聞的接觸對制度性的政治參與存在顯著正面影響，而
新興媒體（如互聯網）的使用對制度性的政治參與沒有正面影響，甚至
還呈負面影響。而曾凡斌（2014）基於 2005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
城市資料的研究發現，對媒體新聞報道的接觸對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
起正向影響，而媒介使用時間中僅有看電視的時間對居委會投票起正
向影響。這表明，媒介各類使用中對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的是新聞
關注程度，而不是媒介使用時間的長短。金雅然和鍾笑寒（2014）通過
對 2005 年和 2006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資料的研究發現，新聞
節目有助於人們參加投票的實際行為，娛樂節目則不利於此，而兩類
節目對於人們對小區事務和更大範圍民主投票的參與意願均有負面影
響。張蓓（2014）通過對 2010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資料的研究
發現，雖然媒介使用對城市居民小區選舉參與的動員效果微乎其微，
但時事新聞的使用與傳播有利於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李丹峰
（2015）通過對 2010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資料的研究發現，大
眾媒體對村／居委會換屆選舉的投票行為起動員作用，而且相比於媒體
使用頻率，媒體的內容是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基於以上文獻回顧，我們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受訪者的時政新聞接觸程度與政治參與程度呈正相關。
綜上所述（研究假設 H1–H5），我們認為，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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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存在相關關係，它們二者之間的相關關係可能會受到內在政治效能
感和政治認同這兩個仲介變量的影響。因此，我們提出如圖一的研究
模型。與此同時，研究模型中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可能存在著代際
差異，因此，我們通過子代和父代群體的多群組分析來對該模型進行
檢驗。
圖一

研究模型

H1

內在
政治效能感

H5

時政新聞接觸

H3

H2

政治參與

H4
政治認同

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抽樣及樣本描述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以及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我們在 2014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5 月對中國某所大學的本科生及其父母進行了問卷調查。由
於大一新生剛從高中升入大學，他們對本研究所測量的概念不一定有
很明確的認識，因此，我們將大一新生排除在外；另外，由於新聞傳
播學專業的學生在一些指標（特別是媒介接觸指標）上與其他專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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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也被排除在外。在樣本構成方面，我們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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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被訪學生是男生，則訪問其父親；如果是女生，則訪問其母
2

親。 抽樣方式為方便抽樣。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方面要確保研究數據的真實可靠，而另一
方面，必須遵循社會科學研究的倫理，如對參與者無害和隱私保護
等。基於問卷調查真實性和研究倫理的雙重考慮，本研究要求所有的
被訪者將其姓名和聯繫電話填寫在與問卷主體部分可分離的另一頁
面，待問卷核查結束後，將包含調查對象姓名和聯繫電話的頁面與主
體頁面分離，且在數據錄入時只將問卷主體部分錄入。這樣一方面可
以對數據進行核查，確保調查數據的真實可靠；另一方面，每一份問
卷不與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相聯繫，在有效地保護了被訪者的隱私的
同時，也使得他們能夠盡可能無顧慮地反映他們的真實情況和想法。
我們對每一份真實有效的問卷給予 25 元人民幣的報酬。
在具體執行時，督導將問卷分發給被訪學生後，他們先完成學生
部分問卷，然後將父母部分問卷交給自己的父母來填答 — 與陌生訪
問員相比，通過學生對其父母進行調查，更能確保問卷的真實可靠，
也更具有操作性。被訪學生和父母遵循完全自願，隨時可以退出的原
則參與本調查。問卷回收後，督導先剔除了整份問卷幾乎全部選擇同
一個答案的這種明顯不認真回答的極少數問卷，然後對剩餘的每份問
捲進行了電話回訪和複查，詢問他們是否有接受過該問卷調查、他們
的姓名和年齡、戶籍資料等信息，以確保問卷的真實可靠。我們共發
放問卷 250 份，經過對問卷的多次嚴格複查，最後回收有效配對樣本父
母和子女各 209 份，有效回收率 83.6%。
被訪學生的人口統計特徵為，男性佔 45.0%，女性佔 55.0%；平均
年齡 19.9 歲，標準差 0.92 歲，最小年齡 17 歲，最大年齡 23 歲；入學前
農村戶籍佔 34.3%，城市佔 65.7%；年級分佈為大二佔 70.7%，大三佔
25.5%， 大 四 佔 3.4%， 大 五 佔 0.5%； 個 人 月 生 活 費 為 300–499 元 佔
2.9%，500–999 元 佔 19.6%，1,000–1,499 元 佔 43.1%，1,500–1,999 元 佔
20.6%，2,000–2,499 元 佔 10.5%，2,500–2,999 元 佔 1.4%，3,000 元 以 上
佔 1.9%。
被訪父母的人口統計特徵為，男性佔 45.0%，女性佔 55.0%；年齡
段為 40–49 歲佔 78.5%，50–56 歲佔 19.5%，60 歲及以上佔 1.9%；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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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為 47.0 歲，標準差為 3.8 歲，最小年齡為 40 歲，最大年齡為 64 歲；

農村戶籍佔 34.0%，城市佔 66.0%；學歷為文盲 ／半文盲佔 2.9%，小學
佔 5.7%，初中佔 20.1%，高中及相當程度佔 27.8%，大專佔 19.1%，本
科 佔 22.0%， 碩 士 佔 2.4%； 職 業 為 臨 時 工、 農 民 工、 無 職 業 者 佔
13.4%，體力勞動工人佔 9.1%，技術工人佔 11.0%，辦公室一般工作人
員佔 18.2%，一般管理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佔 14.4%，中層管理人員與
專業技術人員佔 13.4%，高層管理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佔 5.3%，其他
職業佔 15.3%；家庭人均月收入為 2,000 元以下佔 17.6%，2,000–2,999
元 佔 21.5%， 3,000–3,999 元 佔 16.1%， 4,000–4,999 元 佔 10.2%， 5,000–
5,999 元 佔 11.2%， 6,000–7,999 元 佔 7.8%， 8,000–9,999 元 佔 8.8%，
10,000 元以上佔 6.8%。

變量測量
時政新聞接觸。時政新聞接觸是指受眾通過觀看、收聽、閱讀和
人際傳播等方式對時政新聞進行關注和瞭解。在測量時，我們在詢問
被訪者一週中通過電視、廣播、報紙、新聞網站、社交工具和與他人
聊天這六種方式接觸時政新聞的天數的基礎上取均值得出其時政新聞
接觸程度。也就是說，本研究將受眾的各種時政新聞接觸方式當作一
個總體來考慮。
內在政治效能感。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人們是否認為自己有能力
參與政治的過程。在測量時，我們採用諸如「我覺得我對公共事務（國
家或集體事務）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我有能力表達我的意見、建議
或想法」
；「我覺得我有能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國家或集體事務）」這三
個項目組成的 5 分李克特量表（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來測量
被訪者的內在政治效能感。
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是指公民對政府和執政黨的認可程度。在測量
時，我們採用「我對國家的發展前途充滿希望」
；
「總體而言，我對當前
政府是信任的」
；
「我認同中國共產黨對我國的領導」
；
「我認為公安、檢

114

察院、法院和司法部門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公正的」這四個項目組成的 5
分李克特量表
（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
來對政治認同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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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是指公民是否主動參加可能影響政府或其他
主管部門決策和人事結構的活動。根據大學生及其父母政治參與的實
際，我們在選舉（投票），當選代表、提出意見以及反映問題這四個政
治參與測量項目上用略有差異的表述來分別對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進
行測量。對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我們具體採用「我積極參加校內和班級
的選舉（投票）活動」
；「我經常參加各種競選或者當選為各類班級（學校
或其他）幹部或學生代表」
；「我經常向學生幹部或學校領導提出自己的
意見」
；「我經常通過面談、媒體、書信、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向相
關部門反映問題（情況）」這四個項目組成的 5 分李克特量表（1 = 完全
不同意，5 = 完全同意）來進行測量。對父母的政治參與，我們具體採
用「我積極參加各種選舉（投票）活動」
；「我經常參加各種競選或者當選
為各類幹部或人大（政協、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等）代表」
；「我經常向
幹部或領導提出自己的意見」
；「我經常通過面談、媒體、書信、電子
郵件或電話等方式向相關部門反映問題（情況）」這四個項目組成的 5 分
李克特量表（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來進行測量。
表二顯示了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的 α 係數，各
構念的 α 係數均接近、等於或高於 Hair（1998）等提出的 .7 的建議值，
表明各構念均具有滿意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結果
我們首先通過對子代群體和父代群體的各變量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
來回答 RQ1–RQ4，然後通過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來對研究假設 H1–H5
進行檢驗。在數據分析前，我們對缺失值用EM（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法進行了插補。根據數據分析的需要，我們採用 SPSS22.0 和 AMOS23.0
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各變量的獨立樣本 t 檢驗
我們對每個變量的所有測量項目求均值來計算該變量的取值，同
時，我們分別計算了子代和父代各變量的零階相關係數（見表一），並
對各變量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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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二所示，兩代群體一週中通過各種方式接觸時政新聞的平均
天數都不多。獨立樣本 t 檢驗的結果表明，子代群體一週中通過各種
管道接觸時政新聞的平均天數顯著低於父代群體。進一步的研究發
現，除了一週中通過與他人聊天接觸時政新聞的天數在子代群體與父
代群體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外，一週中通過電視、廣播和報紙這些傳
統媒體接觸時政新聞的天數，子代群體分別顯著低於父代群體；而通
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接觸時政新聞的情況則剛好與通過傳統媒體接觸
時政新聞相反。也就是說，子代群體與父代群體之間的時政新聞接觸
管道存在差異。
子代群體和父代群體的內在政治效能感不存在顯著差異，但他們
4

的政治認同感要比父代群體低，政治參與程度 則要比父代群體高。
表一

子代和父代各變量的零階相關
子代
1

父代

2

3

1

2

3

1. 時政新聞接觸
2. 內在政治效能

.18

**

3. 政治認同

.23

**

.28

**

4. 政治參與
*

**

.39
**

.20

**

.27

**

.33

.31

**

*

.30

.16

.27

**
**

**

.22

**

註： p < .05（雙尾）
； p < .01（雙尾）

表二

子代和父代各變量均值、α 和獨立樣本 t 檢驗

時政新聞接觸

5

內在政治效能感
政治認同
政治參與
*

***

註：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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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D

α

t值

子代

2.43

0.95

-

-5.35

父代

3.06

1.43

-

子代

3.28

0.62

.65

父代

3.40

0.70

.70

子代

3.89

0.66

.86

父代

4.04

0.68

.85

子代

2.98

0.74

.73

父代

2.40

0.77

.74

***

-1.93
*

-2.30

***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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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多群組測量模型和多群組結構模型的擬合優度分別表明，測量模
型和結構模型的擬合指標均良好（見表三）。圖二顯示了子代和父代兩
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的結果。
對子代群體而言，H1 得到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內在政治效能感
正相關（β = .20，p < .05）
；H2 得到證實，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
正相關（β = .39，p < .001）
；H3 得到了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認同
正相關（β = .24，p < .01）
；H4 未得到證實，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不存
在顯著相關關係（β = .08，p > .05）
；H5 得到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政
；
治參與正相關（β = .24，p < .01）
對父代群體而言，H1 得到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內在政治效能感
正相關（β = .43，p < .001）
；H2 得到證實，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
正相關（β = .36，p < .001）
；H3 得到了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認同
正相關（β = .34，p < .001）
；H4 未得到證實，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不存
在顯著相關關係（β = .09，p > .05）
；H5 未得到證實，時政新聞接觸與
政治參與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β = .13，p > .05）。
圖二

父代和子代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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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C 代表子代群體，P 代表父代群體；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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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擬合優度

擬合指標

χ²/df

GFI

AGFI

CFI

RMSEA

建議值

<3

> .90

> .80

> .90

< .08

測量模型實際值

1.86

.94

.90

.95

.05

結構模型實際值

1.78

.93

.90

.95

.04

註：χ²/df 採 用 Hayduk（1987）的 建 議 值；GFI 和 AGFI 採 用 Scott（1994）的 建 議 值；CFI 採 用
Bagozzi 和 Yi（1988）的建議值；RMSEA 採用 Lacobucci（2010）的建議值。

時政新聞接觸對政治參與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及總效應
對結構模型中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我們通過偏差矯正
的 Bootstrap 法抽樣 2000 次後構建的 95% 置信區間來檢驗。
對子代群體而言，時政新聞接觸對政治參與不僅存在著顯著的直
接效應（β = .24，p = .004，SE = .07，CI: .08–.37），而且還存在著顯著
的 間 接 效 應（β = .10，p = .006，SE = .04，CI: .03–.21）和 總 效 應（β =
.34，p = .001，SE = .07，CI: .19–.47）。
對父代群體而言，時政新聞接觸雖然對政治參與的直接效應不顯
著（β = .13，p = .214，SE = .10，CI: -.08–.32），但卻存在著顯著的間接
效應（β = .18，p = .001，SE = .07，CI: .07–.33）和總效應（β = .31，p =
.001，SE = .08，CI: .16–.45）。

討論
本研究發現，父子兩代的政治參與程度都不高。張明澍（1994）認
為，中國人持有的是一種對立而又統一的「敬而遠之」的基本政治態
度，它表現為非常時期（如「文革」時期）的政治參與狂熱和正常時期（即
社會比較安定，秩序比較安寧的時期）的政治參與冷漠。另外，政治參
與與民主程度相關，因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可以通過定期舉
行的選舉選擇領導人，從而對立法機關或政府產生影響，政治參與都
被看作是與民主政體相聯繫的概念（胡榮，2008）。因此，中國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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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低是中國公民政治參與水平高低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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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政治態度會對政治參與產生影響。石瑛和董
丁戈（2012）認為，政治效能感對公民政治參與的強度、歸因方式和行
為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一觀點被本研究的 H2 所證實，無論是對子
代群體還是對父代群體而言，內在政治效能感均與政治參與正相關。
這同時也說明，在當代中國不同代際可能有不同的參政經驗與環境，
但政治效能感同是影響他們參與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因素。
鄒靜琴、王靜、蘇粵（2010）對廣東省八所高校大學生網絡政治參
與現狀的調查表明，大學生雖然對主流意識形態高度認同，對政治系
統高度支持和肯定，對社會公共事務和國家政治生活高度關注卻並不
參與，屬於活躍而沉默的觀察者。在本研究中，H4 也未得到證實，即
無論是對子代群體還是對父代群體而言，政治認同與公民的政治參與
均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數據分析也發現，子代群體和父代群體政治
認同的得分均較高，而政治參與的得分均較低。這似乎說明，在中
國，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離的，公民的高政治認同
並不會帶來高政治參與。但從邏輯上講，對現有政治體制和運作方式
的認同應該是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前提，雖然我們的數據不能證實這
一關係的存在，但也不能因此排除這一關係存在的可能性，有待今後
研究進一步考證。
在媒介化特別是媒介融合的時代，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及其
中介變量內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認同密切相關。資訊不對稱會導致公
民對政治的「無知」或「茫然」，限制、削減其參與政治溝通的熱情與能
力（科恩，1979）。媒體是公眾瞭解政治知識、資訊的平台和視窗，公
眾通過對時政新聞的接觸，可以更好地瞭解政治系統的職能和運作程
式，解決政治知識和資訊不對稱問題，消除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因
此，對時政新聞的接觸本身也是一種政治知識學習行為，能夠增加公
眾的政治知識，培養他們的政治參與意識，增強他們政治參與的積極
性，促成政治參與行為。對 H5 的檢驗雖然表明，對父代群體而言，時
政新聞接觸對政治參與的直接效應不顯著，但無論是對子代群體還是
對父代群體而言，他們的時政新聞接觸均對政治參與具有顯著的間接
效應和總效應。
政治效能感會通過學習而增強，Easton 和 Dennis（1967）對美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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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研究發現，孩童在成長的過程中通過學習會逐漸提高自己的政治
效能感。我們發現，子女內在政治效能感的平均值低於父母。一方
面，除了可能是因為作為子女的大學生實際參與政治的機會和質量都
無法與父母相比，因而感受到的內在政治效能不高；另一方面，也可
能與父母日常對政治知識和社會知識的學習和瞭解較子女更多有關，
一週中父母通過各種管道接觸時政新聞的平均天數高於子女，這種更
長時間的時政新聞接觸為政治知識的瞭解和學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與此同時，研究假設 H1 被證實，無論是對子代群體還是對父代群體而
言，個體對時政新聞的接觸越多，內在政治效能感越高。從另一個角
度 ，政治效能感高的人會認為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解決政治問題，因
此對時政新聞會更加關注。
中國的時政新聞一方面起著提供政治資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
著重要的宣傳、教育、引導和政治動員等作用。做好宣傳思想工作，
最根本的是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聚思想共識（劉雲山，2015）。在這
樣一個前提下，通過與時政新聞的接觸，會培養人們的政治認同感，
對時政新聞的接觸會對人們的政治認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正向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現行的政治體系下，中國各領域取得的進步和成
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公民的政治認同度較高，對現有政治體制和運作方
式的認同也會讓公民更加樂於接受現有的時政新聞的傳播方式和內
容。因此，對 H3 的檢驗也表明，無論是對子代群體還是對父代群體而
言，公民對時政新聞的接觸越多，政治認同度就越高。
除了時政新聞接觸的絕對時間以外，時政新聞的接觸管道的構成
也會對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產生影響。較新媒體而言，
受眾通過傳統媒體接觸到的時政新聞在公開傳播前經過了各級宣傳部
門或者媒體自身的把關和控制（通過新媒體傳播的內容幾乎不可能做到
這一點），因此，傳統媒體所刊發的時政新聞更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
受眾往往會將時政新聞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轉移到自身，運用從傳統媒
體上所接收的信息來服務於自身的政治參與。同時，傳統媒體的時政
新聞不但起著傳播信息的作用，而且更起著黨和政府的喉舌以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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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共識的作用。因此，公民從傳統媒體接收到的時政新聞越多，就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 —— 對大學生及其父母的代群比較研究

越容易接受現行政治體制，政治認同度也越高。與此同時，他們就越
認為自己能有效參與政治，即內在政治效能感越高。
較傳統媒體而言，新媒體傳播具有全球性、雙向性、互動性、開
放性等特點。與此同時，政府對新媒體（特別是非官方的新媒體和社會
化媒體）信息（包括時政新聞）的把關弱化，新媒體管道所傳播的資訊的
權威性和公信力往往不及傳統媒體。也就是說，新媒體傳播的資訊（包
括時政新聞）開放多元，魚龍混雜，眾聲喧嘩，受眾通過新媒體管道能
夠接觸到更多官方不能管控、甚至與官方相悖的信息和觀點，而這往
往會削弱傳統媒體正面報道和主流報道的影響力，或者與社會主流價
值產生衝突。與此同時，受眾通過新媒體管道對外界資訊和不同觀點
瞭解得越多，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也就會越大，越容易對現實產生不滿。
與父母相比，大學生在時政新聞接觸時間更短的情況下，更多地
通過各種新媒體管道來接觸時政新聞，這往往會降低他們的內在政治
效能感和政治認同感。正是由於父母群體的時政新聞接觸管道構成中
傳統媒體的時間較子女群體要長，因此我們發現，時政新聞接觸與內
在政治效能和政治認同關係的 β 值，父母群體分別大於子女群體。但新
媒體的可參與性、互動性會培養人們的參與精神甚至是促成直接的線
上線下參與。正是由於子女群體的時政新聞接觸管道構成中新媒體的
時間較父母群體要長，因此，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關係的 β 值，子
女群體大於父母群體。
總之，「社會的折斷」是形成典型形態代溝的一般機制，這些折斷
包括社會大動亂，新技術，宗教信仰的改變或者新革命等方式（米德，
1988），代溝形成最關鍵的是取決於這種「折斷」是否具有轉型意義，實
質性的代溝必然是在巨大的社會轉型中產生的（黃洪基，2004）。現代
化理論認為，在邁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擴展式的家庭關係紐
帶將被弱化，傳統的家庭形式將變得更為鬆散，個人與擴大親屬制度
相聯繫的義務關係同時被削弱（古德，1986）。中國的家庭代際關係在
社會轉型的作用下，家庭代差不斷擴大，家長制權威消弱（劉玉潔、龔
繼紅，2013），代際依賴程度下降，代溝現象凸顯，人際關係呈現碎片
化（周明寶，2012）。因此，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兩代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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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生經歷和生活經驗等不同，他們在時政新聞接觸、政治認同和
政治參與上存在差異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中國處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政治
上整體穩定也是不爭的事實。范雷（2012）認為，在社會政治環境較為
穩定的背景下，各代依據自身的社會經驗和生活閱歷，調整各自的看
法，從而在具體政治態度指標方面表現出循序的差異。他們之間的共
性，一 方 面 可 能 是 由 於 各 代 人 之 間 的「代 際」模 糊 造 成 的。黃 建 鋼
（1999）認為，各代之間的「際線」正在模糊，「代際」之間已可逾越、溝
通與變化。現在「青年」的心態嚴重地打上了他們父代們的殘缺心態的
烙印，已經過早地「非青年化」了。另一方面或許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有
可能是由中國家庭內部特有的代際結構決定的。「中國代際關係研究」
課題組（1999）認為，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代際關係，在
微觀層次上，要比西方國家密切得多。這種密切的關係來自於：青年
人都以多種不同的形式與其上輩和下輩維持著物質、精神和生活上的
聯繫。中國人親情關係的維繫是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礎，同時也使
兩代人通過這種聯繫得到了互惠和發展。因此，整個研究發現，兩代
人之間雖然存在著很多差異，但也存在著一些共性。比如，父子兩代
的內在政治效能感的差異並不顯著。與此同時，我們對一些影響政治
參與的因素的考證，如父代和子代在時政新聞接觸與內在政治效能
感、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認同、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上
都呈顯著正相關、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都不具有顯著相關關係等，進
一步證實這些具有理論支持的關係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並不受代際在
政治參與和時政新聞接觸等方面差異的影響。
本研究首次採用配對樣本對大學生子代及其父母這兩個群體的時
政新聞接觸、內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以及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進
行了探討。本研究在發現兩代人存在差異的同時，也發現了他們之間
的共性，得出了一些值得我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值得思考的發現。
但本研究還存在著一些不足，需要在後續的研究中加以完善。一
是由於時間、精力和財力的限制，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僅為一所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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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及其父母。不同學校的大學生，由於生源結構、學校類型、所
處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等的不同，他們及其父母在時政新聞接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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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認同以及政治參與等方面的特徵可能存在著不同。由於抽樣執行的
難度，本研究在抽樣方式上採取的是方便抽樣，不能夠完全代表該所
大學的全體大學生。也就是說，如果本研究的結論要涵蓋到與本研究
所不同的群體，需要謹慎。在各方面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後續的研究
可以擴大抽樣範圍，增加樣本數量，甚至抽取更加科學的隨機樣本來
進行分析。二是如引言所述，本研究對公民整體的時政新聞接觸與整
體的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研究，但在此基礎上對本研究中的各
變量更加細化地加以研究也是同樣重要的。以時政新聞接觸為例，按
照傳播方式可以細化為人際傳播和媒體傳播（傳統媒體傳播和新媒體傳
播等）
；按照所發生的地域可以分為國內時政新聞和國際時政新聞；按
照消息來源可劃分為國內消息來源和國際消息來源。不同傳播管道、
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消息來源的時政新聞接觸可能會導致對政府的信
任、政治認同和政治效能感的改變，進而導致政治參與的改變。以不
同消息來源為例，對中國的新聞報導、國外媒體的報導（如 VOA 中文
網站、《紐約時報》中文網等）與國內媒體的報導存在著不同，人們通過
境外消息來源所接觸的時政新聞越多，可能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認同就
越低。由於目前國外媒體，特別是中文媒介（除立場比較容易為中國政
府所接受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外）在中國是被屏蔽的，雖然一些人可
以通過技術手段（翻牆）跨越屏障，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國外媒
體不是他們接觸時政新聞的管道。因此，鑒於目前中國受眾接觸境外
媒體的侷限性，本研究沒有瞭解被調查者使用境外媒體的情況，雖然
我們認為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研究結果，但這啟發我們在後續
的研究中，還是有必要對各變量（包括時政新聞接觸和政治參與等）進
行專門的細化研究。三是今後可以採用縱向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
間內對同一批或者不同批的大學生及父母進行重複研究，以比較完整
的觀察到他們在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等方面的代際變遷過程。

註釋
1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探討外在政治效能感。

2

在社會科學中，做到完全隨機抽樣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於各種條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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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本研究所獲取的樣本並不是隨機樣本，而是一個方便樣本。本研究在
抽樣時，按照便利抽樣的法則，先抽取大學生樣本進行調查，再讓大學生
來對他們的父母進行調查。如果讓大學生採取隨機方式（如抽籤）原則來
確定所調查父母的性別，這不僅增加了抽樣的程式，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
者無法監控大學生是否執行了隨機抽樣的程式並按照這一程式所確定的父
母性別來進行調查。如果讓大學生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確定被調查的父母性
別，這樣所形成的樣本也不是隨機樣本。因此，在不能做到隨機抽樣的前
提下，本文將性別作為選取樣本的一個抽樣標準的最重要的考慮是因為性
別可能是影響時政新聞接觸，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的一個重
要因素，因此，我們採用同性父輩和子輩的結合，力求避免不同性別可能
由於家庭環境（主要指不同性別在一個家庭扮演的角色，特別是男性和女
性在家中的地位。在一個父權夫權至上或母權至上長大的孩子，男孩和父
親更相似，女孩和母親更相似）的不同而帶來的影響。而且，這樣的取樣
方法也更有利於同性父子兩個代群的比較。和其他非隨機樣本一樣，本文
所討論的結論不能無限度的推廣到其他群體，甚至只能說明本結論在所抽
取的樣本中是成立的。
3

本文研究的是家庭代際關係，父代群體跨越世代仍然屬於家庭代際的範
疇。如果因為某些家庭父母和子女年齡差距較大，就將這些人排除掉是不
客觀的。另外，極端年齡屬於極少數，不影響整體的比較。

4

我們在問卷測量中注意到子代和父代政治參與的範圍是不同的，因此在測
量子女與父母的政治參與時分別使用了不同的量表（即兩個量表的項目所
測量的維度相同，但某些項目在兩個量表中的語言表述上略有差異。比如
同樣是選舉，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回答校內選舉的參與程度；而父
母則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回答自己的選舉參與情況）。我們認為，雖然子
代和父代政治參與的範圍和環境不同，政治參與在「質」和「含金量」上也
有很大的差別（比如同樣是選舉，參加班集體和學校內的選舉與參加人大
代表的選舉，這二者的重要性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們可以在承認他們
不同的政治參與範圍和環境的前提下，對其政治參與程度進行量化比較
（這就好比黃金和白銀雖是不同質的金屬，但是它們的重量是可以比較的
是同樣的道理）。也就是說，雖然量表中使用的政治活動不同，但我們用
不同活動測量的目的不是要比較兩代人參與同類政治行為的程度，而是比
較他們整體政治參與的程度和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重點是探討
兩代人在時政新聞接觸與政治參與程度的關係上的差異，而不是放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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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或政治參與單一變量的比較上，而前者的差異是有可比性的。另外，
個人的政治參與程度和積極性在沒有遇到重大政治變革或個人生活重大轉
變的條件下是相對穩定和有持續性。學生時期所能參與的政治活動與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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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所能參與的政治活動是有很大差別的，但就參與的積極性和程度而言
是有可比性的。
5

我們通過六個項目相加所得出的是指數複合測量，它所包含的六個項目獨
立存在，相互之間並不存在相關關係。一個通過閱讀報紙獲得時政新聞的
人可能完全不使用其他管道獲取同樣的新聞。特別是考慮到一個人每天為
瞭解新聞所能付出的時間是有限的，我們不能期待他們使用不同管道獲取
時政新聞的量是相互依賴的。在統計學中，指數複合測量不能做信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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