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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網站使用者性態度之研究

Sexual Attitude of Pornographic Website Viewers

*游揖詢(Yu ， Chieh-chun)

摘 要 Abstract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訊息的流

通與傳輸不但迅速而且無遠弗屆，資訊的

取得也更加地容易與便利，這種現象同時

造就網路色情的氾濫，任何人透過網際網

路都可以輕易接觸到色情資訊，現代人的

性觀念也因此越來越開放。然而正確的性

觀念與態度卻趕不上性觀念的開放，尤其

是在網路上存在充滿扭曲的色情訊息，讓

許多教育工作者更擔J心網路色情對於社會

教育造成的負面影響。

本研究針對色情網站使用者進行調查

發現，接觸色情資訊越多的人越存在不正

確的性觀念，對於女性的性自主權也越存

在有不正確的迷思。而且留連在色情網站

的人大多是未婚， 18 到 25 歲的男性，教

育程度大多是高中及專科學校畢業，色情

網站的資訊對於這些血氣方剛年輕人的確

伯笠且在在太長王思墟。

With the explosive expansion of the
Internet, the flow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has become rapid and boundless. This
phenomenon h品 also led to proliferation of
online pornography. 四Ie easy access to online
sexual mat位ial h品 con仕ibuted to the general
openness toward sexual behavior. However,
because correct sexual perception and 甜itude

appear to lag behind 也is change in public
psych, educators are concerned 也at online
pornography is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ety, especially when the Internet is filled
with askew sexual material.

A survey of pornographic websites
viewers was conducted during this research.
四Ie survey reveals 也at the more pornographic
material one's exposed to，位Ie more askew
sexual outlook one's becomes. In addition，也at

person tends to process a flawed view 的ward

women's own sexual mastery. 四Ie survey
found 也at the majority of pornographic
websites viewers are single, between 18 個d25

years of age, and have high school or above
education. 四Ie material found on these
websites de訂ly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也IS

age group. Due to difficulties in filtering out
online pornograph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way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online pornography on young adults is to
introduce proper sexual education in the
p血n位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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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以傳播媒介而言，網際網路的發展可

以說是相當迅速，從推出到擁有一千萬個

用戶的時間，電話花了三十年，錄影機是

九年，而全球資訊網 (World Wild Web ,

WWW) 只有經過三年的時間(經濟部商

業司，民 86 )

然而網際網路的流行和便利，也造就

了網路色情的氾濫，根據 Lvcos 亞洲網站

的統計，網路使用者最常使用的搜尋關鍵

字句， r sexJ 這個字在每一個國家幾乎都

是佔據第一的位置(奇摩新聞，民 89 )

由於網路無國界的特性，全球有超過十萬

個以上的色情網站，都可以讓任何地方的

網路使用者進入瀏覽，就算有語言方面的

問題，超過一千個以上的中文色情網站已

經可以讓台灣地區的色情網站使用者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儘管政府單位不斷地取締

色情網站，而且也有相當成果，不過每一

年色情網站的數目還是有增無減，同時上

色情網站的人更是與日俱增。透過網路，

色情資訊傳播得更快、更遠。但是以往的

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教育都將

「性」視為不可搬上檯面的問題，家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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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育工作者對於有關性方面的知識大都

不願對青少年學生啟齒，造成正確的性知

識及道德觀念趕不上性態度的開放(葉高

芳，民 86) ，尤其是許多色情網站的內容

具有細綁、摳打、凌虐、暴力、物化女體

等等扭曲的性觀念，更容易在青少年成長

的過程中，注入不正確的性知識，造成性

態度及行為的偏差，黃昭謀(民 87) 即指

出常接觸色情網站者的性態度比為接觸者

要來得開放。因此本研究希望經由調查，

獲知色情網站的使用者的心理動機及瀏覽

色情網站後對其影響，並經由基本調查統

計色情網站經常使用者的特性。

經由以上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擬定數

項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 了解色情網站使用者之個人背景變

項。

(二) 探討進入色情網站之動機與目的。

探討接觸色情網站後對個人性態度之

影響。

二、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定以

下之虛無假設:

Ho:接觸色情網站的時間不同者其性

態度沒有顯著差異。



三、名詞解釋

(一) 使用

係指網路使用者進入色情網站，瀏

覽、觀賞及接收色情資訊等行為。

(二) 使用者

進入色情網站，瀏覽、觀賞及接收色

情資訊的上網者。

(三) 性態度

性態度是指個人由外界管道獲知關於

性方面的訊息，而由內在表現其認知、情

意與行為之傾向(簡維政，民 82 )。

(四) 色情網站

以兩性情色為主題架設的網站，以其

呈現模式與目的可分為:

(1)提供情色圖片與影片，包括應用攝

影器材提供真人線上及時演出的網

站。

(2) 激情聊天室。

(3) 販售情趣用品的網站。

(4) 特殊性癖好的網路團體網站。

(5) 性愛資訊討論區。

(6) 援助交際與色情媒介。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色情

(一) 什麼是網路色情

對於什麼是色情的說法眾說紛耘，有

人以社會道德來看，有人認為身體和性是

自主的，認為色情不應受到管制，女性主

義者則是強調男性宰制、物化女性身體，

認為偏差的性才是不當的色情(林芳玫、

徐郁喬，民 86) 。羅燦瑛(民 87)對於色

情的定義提出的看法是

133

(1)對於某一種性別、某一種族群，造

成不良後果的某些呈現色情中的內

容，包括把女性或某一族群常當做

是性的商品或是性的對象。

(2) 女性在色情內容中被當成性的客

體，她們基本上是享受痛苦或是享

受凌虐的，享受被強暴當中的性樂

趣;即使沒有強暴，如果在內容裡

有兒童或性方面的細綁、摳打、凌

虐、分屍、切割，這樣的情況也是

色情的一種。

(3) 色情影像中的女人呈現的只是身體

的部份，不再是完整的個人，包括

特別去強調胸部、大腿或身體的某

部位的特殊，從這一類的內容中，

女人的臉看不見、女性的思考也看

不見、甚至一個人的尊嚴也看不

見，看到的只是她身體的部位;尤

其在很多時候，性器官部位的特寫

充斥整個畫面。

(4) 不正常的性關係在某些色情內容中

特別被強調，基本上是有損個體對

於人的尊嚴，例如異物交，用器物

插入或是人獸交。

(5) 任何足以引起性感覺、性衝動的暴

力行為，性與暴力只有一線之隔，

所以對古令任何個體的凌虐行為，能

夠引發學習效應的意念，都是不良

的色情內容。

民國 91 年，國內成立的第一個防制色

情氾濫團體「終止童妓協會」就對於網路

色情下了一個定義:

「凡是在網際網路上以性或人體裸露

為主要訴求的訊息，它的目的只是在挑逗

引發使用者的性慾，而不具任何教育、醫

學、或藝術價值。表現的方式可以是透過

文字、聲音、影像、圖片或漫畫等」。



(二) 網路色情的發生原因

在電腦及網路沒有發明以前，色情的

傳播行為由來已久，原本是以圖片、書本

刊物以及影片等形式私下流通或出借，購

買和服售都必須經由台面下的特殊管道，

不過隨著電腦及網路的出現，色情影片、

圖片在網路上流通更加容易，而服售色情

商品的業者更以網路做為行銷通路，一般

人要取得色情資訊也就更加便利(尹文

新，民的)

Rirnm (1995) 歸納出五種網路色情能

夠蓬勃發展的原因有

(1)網路具有隱匿性，消費者能夠避免

面對面購買色情商品的窘境。

(2) 網路使用者可以下載所需要的單張

圖片而不需購買整本出版物或錄影

帶。

(3) 電腦儲存色情資訊相當容易，而且

不容易被發現，同時流通及傳遞上

也更加便利。

(4) 對於愛滋病及其他性方面疾病的恐

懼感，讓網路上的性愛受到喜愛。

(5) 網路的便利性，使得越來越多的閱

聽人能夠接觸到數位色情。

(三) 網路色情的種類

目前全世界的色情網站數量有好幾萬

個，而且幾乎每天都不斷有新的色情網站

出現。以台灣而言，色情網站也有上千個

之多，其中大多數的中文網站也都是架設

在國外。但是不論這些色情網站是位於國

內還是國外，只要透過網路，任何人都可

以輕易地在任何時間或地點接觸

(Tapscott' 1998) 。

上一節曾經提到色情網站大致有六種

經營的模式，如果以供應者來分類，也可

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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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利性

需要付費的色情網站，內容可能是提

供色情圖片，電影以及販賣情趣用品，此

外以網站媒介色情的應召站及風月場所也

可歸為此類。此類網站因為有營利性質，

規模通常較大。

(2) 會員制

特點是隱密性高，吸收具有相同癖好

的網友進行色情資訊交流，網友間可能以

一夜情、性派對等方式進行聯誼，通常會

員需繳納會費，參與活動時，主持人亦會

收取費用。

(3) 個人網站

無營利性質，使用者無須繳費即可進

入，此類網站純粹是將色情資訊在網路上

與人分享，如貼圖區，討論區或激情聊天

室等。因屬非營利性，規模較小。

(四) 網路色情的影響

色情刊物以誇大的方式描述兩性關

係，內容通常強調放縱且沒有社會規範的

性愛觀(如亂倫、獸交、濫交)。信仰速

食式的愛情觀與性關係(如一夜情)。人

體被物化，當成是滿足性慾的工具。性愛

不再是專屬，而是可以不分對象(如換

妻、交換性伴侶)。性與愛是分開的，沒

有感情的性也可以被接受。而讓女性主義

者最為詬病的是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色

情的產生通常是男性主動、女性被動(如

強暴)。不當的塑造偏差的女性的性自主

權，歧視、宰制女性對於性的自主權(女

性是隨便、淫蕩的) ，同時刻意漠視性的

後果與相對的責任。

最令人擔心的是網路色情的氾濫，偏

差的性觀念可能會誤植於青少年與兒童J心

中，一項由加州聖荷西婚姻與性問題中心

的研究報告指出，色情網站與激情聊天室



等網路色情的蓬勃發展，可能創造出一批

不由自主沉迷於性的網路色情強迫性患

者，全美國至少就有 20 萬名這樣的患者，

而學生更可能是網路色情的受害者。色情

內容扭曲了對女性的觀點，社會上對於傳

播內容的製作已經在兩性之間產生不當的

刻板印象，有很多研究不斷的提出，如果

兒童長期暴露於性暴力與色情的媒體之

中，那麼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會有較容易發

生偏差行為，在長大之後犯罪的可能性就

會增加很多。而長期觀看色情影片的男

性，他通常會發展出扭曲的認知與行為模

式，由於幾乎大部分的色情影片中，女人

被強暴時還是挺享受的，因此讓他們產生

對於性暴力、性侵害的迷思，認為女人是

不討厭被強迫的，女人雖然嘴巴說不要，

可是心裡是要的。甚至認為女人被強暴是

咎由自取，她可能是行為、穿著、言語不

檢點等等。也因為在商業利益的考量下，

三級片或色情書籍的製作與發行都是針對

男性而設計，而愛情文藝片的訴求對象則

多半著重女性消費者，因此在傳播內容長

期的影響下，造成男女之間對於兩性觀係

上極大的差異，在男女性愛的過程中，男

的主動、女的被動，男性發洩、女性壓

抑、男人與女性交往為了性，女性和男性

交往為了愛情。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網路提供女性不同

以往的情慾空間，南應斌(民 89) 指出，

女性在原有性社會化的過程中是被封閉的

一群，但是網際網路提供了女性能夠接觸

性的機會。並且突破以往異性戀模式中的

好女人形象繳色的框架，得到更多接觸情

慾議題的可能性。

原本女性在傳統上要取得色情刊物是

相當不便的，如果有一部專為女性設計的

135

色情電影上映，很難讓女性走進電影院最

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女性不喜歡具有色

情內容的出版品，而是擔心社會的異樣眼

光。女性在傳統社會道德的壓抑下，並不

能向男性一樣，自由在錄影帶出租店選擇

自己想看的 A 片，當然在書店購滿色情刊

物更是不可能，因此，市面上最後也不會

再有針對女性而設計的色情讀物。如此的

惡性循環之下，女體逐漸為商業和男性消

費者而物化，男性對於女性的尊重也因為

接觸色情內容而逐漸消失。

網路色情的出現改善了女性獲取情色

內容的不便，由於網路的隱匿性，女性可

以在私人的場所獲得色情資訊，不必再擔

心世俗的眼光，這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女

性解放。

二、網際網路的特性

色情資訊藉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更加氾

濫，以下本研究將探討哪些網際網路的特

性是促使網路色情發達的因素。

由於網際網路結合文字、聲音、圖

畫、動畫及虛擬真實的符碼，和傳統媒體

有所不同，網路媒體特別具有傳統媒體缺

少的多媒體、超文本、對話方式、互動，性

以及共時性等特點 (Newhagen &

Rafaeli ' 1996) 0 Rogers (1986) 認為新

傳播科技具有互動，性、小眾化及異步性三

種特性。

(一) 互動性

Rogers 認為所有新傳播系統都具有

或多或少的互動，性，綜合大眾媒體和人

際傳播的某些特質，互動，性可以使傳播

行為更為正確且更為有效滿足傳播過程

中的參與者。



(二) 小眾化

網路小康化的特性，可以使某個訊息

在大團體中的個人之間流通，這種個人化

的特性，連結新媒體與面對面的人際傳

播，但他們卻叉不是真的面對面。每個人

網際網路上都可以製造訊息對他人傳播，

小康化的特性，使得訊息製造者的角色解

放，大泉媒體不再掌控訊息發佈的權利，

同時必須扮演訊息的製造及消費者。

(三) 異步性

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可以自己決定接收

及處理訊息的時間，不再受到傳播環境的

控制，更能彈性分配自己的時間。

彭芸(1997 )認為網際網路和其他媒

體最大的不同是其方便近用性

( Accessibility) ，而劉駿州與方念萱(民

86)也提到網路的可近用性高於其他傳統

媒體，不受到頻道稀有與單向傳播特質的

限制。

Lemos (1996) 指出網路的另一項特

性是匿名，在虛擬社群中一個人可能具有

不同性別和特色，而且不容易被察覺。匿

名傳播的特質，使得使用者可以用隨時替

換的代號代替身分，並且可以匿名發布及

儲存資訊。網路上沒有社會階層之分，也

沒有守門人過濾訊息。 Castells (1998 '夏

鑄九譯)曾經討論網路分散性架構與去中

心化的訊息產製過程，說明網路媒體比傳

統媒體更難管制，隨著網際網路連結更多

的網路之後，網際網路成為1990 年代之

後，電腦中介傳播的主幹，創造出水平

式、全球性的傳播情境。因此，也不可能

有一個管制中心去監看控制全世界網路傳

播的內容。

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網路媒

體特性，整理出網路色情藉著這些特性的

便利而大行其道的因素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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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得性

傳統上要取得色情書刊、錄影帶可能

需要付出金錢，可是在網路上，大量而且

免費的色情圖、影片，在同好的網友間流

通相當普遍。

(二) 動態性

電腦的多媒體功能也造就了網路色情

更多樣的變化，色情影片與圖片都可以用

一些相關程式與周邊設備使其內容更加新

奇，甚至以真人演出來滿足人類窺探慾望

的色情網站也應運而生。

(三) 立即性

網路上的色情資料是隨時可以取得

的，只要網路使用者在入口網站鍵入關鍵

字，網路上的色情資料即唾手可得，如果

加入 sex 類的新聞群組，大量的色情圖片

或資訊甚至是在收信時立刻傳送到電子信

箱裡。

(四) 互動，性

網路的互動性產生許多網路色情的新

模式，所謂激情聊天即是一例，透過簡單

的攝影裝備，甚至可以各在網路的另一端

達到更新奇的互動 (Wallace' 1999) 。

(五) 非營利性

傳統上要獲得色情刊物或錄影帶都必

須付出金錢，即使是朋友之間的流通，在

擁有色情資料的第一個人終究必須以金錢

購買，然而在網路上，任何人都可以選擇

是否要以花錢的方式來獲得色情資料。

參、網路色情之相關研究

Rimm ( 1995 )檢驗了新聞群組

(news groups) 這個下載色情資料的主要

來源，發現線上有充斥大量的色情，使用

者網路新聞群組的數位圖像中有83.5%色



情圖片 o 而在美國的大學中，學生最常去

的四十個群組中有十三個是和性愛有關

的。這個研究似乎說明了網路上色情氾濫

的程度，但也表示，色情資訊深受網路使

用者的喜愛。

Mehta & Plaza ( 1997)的研究發現新

聞群組中傳播的圖片有 65%來自非商業性

質，其目的通常只是色情資訊的交流，動

機較為單純，也因此圖片的內容也比較不

具爭議性，而營利性質的圖片就有較多兒

童色情、暴力、性虐待等更為扭曲的色情

資訊。

Donnerstein (1980) 的研究發現男性

觀看色情電影會增加他們對女性的攻擊程

度，大多數的攻擊性色情片會造成強暴迷

思 (rape myth) ，也就是會產生「女人說

不要時，不是真的不要，她們喜歡受到強

迫性的性行為」這種錯誤的性觀念。Baron

& Straus (1984) 也指出在美國 Playboy和

Hustler 這兩種色情雜誌的銷售量越高的

州，性暴力犯罪事件也越多。

肆、小結

網路上的資訊多元而且豐富，使用者

只要透過關鍵字的搜尋，很容易就可以找

到想要的資訊，相對於其他管道，要取得

網路上的色情資料顯得更加的便利且眾

多，加上其他網路的特性，彷彿就為色情

開闢一條康莊大道。事實上，性本來就是

人性各種本能的一部份，只是不正確的色

情資訊傳播可能會誤導閱聽人在成長過程

中對於性知識的理解，由於網路上的色情

氾濫而且無從管制，對於瀏覽色情網站如

何影響兩性觀念，重塑個人的性態度的問

題，實有必要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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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方法

一、調查對象之擇定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使用色情網站者的

動機及其性態度，因此研究母體應為色情

網站的使用者，但由於色情網站使用者的

母群體龐大且很難界定，因此本調查研究

決定採用網路問卷調查，並且將問卷張貼

於色情網站討論區及貼圖區，以確保填答

問卷者都曾經進入色情網站 o

(一) 網路問卷的優點

(1)本研究調查對象基本上必須是網繼

網路的使用者，使用網路問卷可以

確保填問卷者的身分。

(2) 網路問卷相較於其他問卷調查法，

具有立即、方便、效率高及成本低

等優點(林夏萍，民 87)。

(二) 網路問卷的限制

網路問卷的缺點與限制很多，必須針

對各項限制與缺點進行補救措施(施依

萍，民 86)

(1)無法推論母體

由於無法確知研究母體的總人數，

因此在資料分析部分，僅能用以描

述收集樣本之特性，並無法推論至

母體。

(2) 研究結果偏差

由於網路調查非採隨機抽樣，無法

控制母體中的每一元素都有相同的

填答機會，因此，必須延長等待回

收問卷的時間，以增加每一元素發

現問卷並加以填答的機會。

(3) 問卷長度受限

由於考慮網頁整齊簡單，不影響填

答者的情緒，並且考慮檔案不能太

大以利傳輸的因素，本問卷皆以文

字方式呈現。並且為了填答者的便



利，本研究問卷除了電子郵件位址

(email address) 採開放式填寫之

外，其餘皆採下拉或點選方式處

理。

(4) 答題意願不高

解決答題不高的方式通常是以附贈

小禮物作為填答問卷的誘因，本研

究針對答題者同樣有致贈小禮物的

方式，增加問卷回收數。

另外，無法控制填答者認真作答是自

填問卷是一般調查法所面臨的普遍問題，

因此在過濾重複填答及無效問卷方面需特

別加強控管。

陸、問卷設計

本問卷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進入色

情網站的動機、色情網站使用者的性態

度、使用色情網站的時數以及使用者的基

本資料四個方面進行問卷設計。

(一) 進入色情網站的動機

本問卷的第一部份即針對網際網路使

用者進入色情網站的動機設計問題，共有

十一個題目，前十題採用「立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的型式，答案分為五個等

級，詢問使用者該項因素會不會促使其想

要上色情網站。

(二) 使用者性態度調查

此項調查叉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為使用者對色情網站功能的看法，第

二個部分則是對於本身及想像中異性對於

性態度的觀念，以從中探討使用者對於性

的認知與態度。同樣採用立克特量表。

(三) 上色情網站的頻率調查

此部份有七個問題，同樣分為五個等

級以了解每個使用者對於色情沉迷的程

度。

(四)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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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為填答問卷者的基本資料，計有

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及教育程度

等項目。

菜、資料蒐集方法

(一)針對上述問題製作問卷，以

Microsoft FrontPage 程式做成 htn吐網

頁檔案。

(二) 將該問卷網頁上載至雅虎奇摩的網

頁空間。

由於色情網站網站使用者通常都會瀏

覽許多個色情網站，各個色情網站的使用

者通常會有重複現象，因此本研究選擇 10

個到訪人數較多的中文色情貼圖區以及 5

個性知識討論區，發表網頁位址，應可以

讓大多數色情網站使用者獲知此項研究問

卷訊息，並以致贈小禮物的方式誘使色情

網站使用者進入問卷網頁填答問卷。

捌、信度與效度

研究工具發展完成之後，立即進行問

卷前測，其目的為檢驗本研究問卷之信度

與效度(邱皓政，民 89) ，前測的方法同

樣是將問卷位址公告在色情網站討論區邀

請色情網站使用進行填答，目標是要收集

30 份問卷。

(一) 信度

信度( reliability)是指測驗結果的可

靠性與一致性( consistency) ，針對同一

或相似的母體進行調查或測驗所得到的結

果一致的程度(謝安田，民68) 。通常可分

為外在信度 (external reliability) 與內在信

度 (internal reliability) 兩種。而一種測量

工真或測量方法，不論何時測量，所得的

結果前後一致性程度，即是外在信度;至



於內在信度所指的是測驗本身的一致性

(王文科，民 87)

本研究是針對色情網站使用者進行網

路問卷調查，因此想要測量穩定性的信度

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只測驗問卷的

內在信度，並採用 Cronbach 針對態度量表

等測驗工其所設計的 alpha 相關係數

(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來檢驗。

本研究針對問卷的第一部分所列的色

情網站使用動機以及第二部分對於性態度

所列的問題衡量其信度，分別得到 alpha

相關係數為 0.9334 和 0.9434 '根據

Guielford( 1965)的建議，信度係數值大於

0.7 表示信度相當高。顯示本研究問卷真有

相當高的可靠性。

(二) 效度

效度 (validity) 係指測驗結果的正確

性，目的在考驗所下的操作型定義是否得

當，即是否能正確反映變項的特質(王文

科，民 87 ;黃光雄、簡茂發，民87)

根據美國心理協會(1974) r 教育與心

理測驗之標準」一書中提到效度分為內容

效度 (content validity) 效標關聯效度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和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三種(楊國樞、文崇一、

吳聰賢、李亦園，民 83) 。其中內容效度

是定性的效度，本問卷是根據文獻探討中

各專家學者的研究所歸納出色情網站使用

者最可能出現的動機、態度及行為來擬定

問題中之變項，正式調查前在用字遣詞方

面也經過專家及實務界人士之修訂，因此

本問卷應其有一定的內容效度。

玖、實施問卷調查

本問卷填答訊息、自民國92 年 3 月到 4

月間，分別張貼於 10 個色情網站貼圖討論

區以及 5 個關於性知識討論的網站，邀請

網際網路使用者填寫本問卷，時間為期一

個月。

壹拾、 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問卷張貼於網路上一個月總共

回收二百八十九份問卷，但是由於網路上

匿名的特性，許多問卷明顯可以看出填答

者不實或嘻鬧式的作答，因此過濾其中無

效之間卷後，得到有效問卷共二百四十七

份。

一、色情網站使用者動機分析

在使用者動機部分，本問卷在測驗量

表中的五個等級分別從 1 到 5 賦予量數，

對於其中十個變項以算數平均數進行排行

(表 4-1) ，發現無聊是使用者進入色情網站

最大的一個原因(2.7368) ，而最後一名則是

賺錢(4.0931) ，可見大部分的網路使用者並

不是完全有目的地去進入色情網站，這也

顯示色情網站的使用者很容易在不經意之

下，受到色情資訊的影響而不自知。

表 4-1 色情網曲使用動機排行

動機 名 平均數 動機 名
平均數

次 次

無聊 2.736 尋找一 6 3.3644
8 夜情

滿足性慾 2 3.020 分享色 7 3.4575
2 情圈丹

增加性知 3 3.048 認識網 8 3.7242
識 6 友
尋求刺激 4 3.081 購買情 9 3.8907

O 趣用品

收集色情 5 3.166 賺錢 10 4.0931
圖(影)丹 O

第十一個問題中，請答題者填入一個

將最常進入色情網站的原因，也顯示無聊

是使用者最常進入色情網站的原因(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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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使用者進入色情網站動機排行圖

壹拾壹、使用者對色情網站

功能的認知

這一個部分在探索色情網站使用者認

為瀏覽色情網站可以獲得何種功能，其中

找到一夜情排名第一，同時結交異性網友

這個選項也排在第三位，除了顯示大多數

網際網路使用者認為色情網站可以找到一

夜情之外，或許也可以顯示許多色情網站

使用者隱藏在心中的最終動機。

表 4-2 使用者對色情網站功能性的認知

功能 名 平均數 功能 名 平均

次 次 數

找到一 2.3725 增加性知 4 2.7045
夜情 識

增加性 2 2.4332 好解性慾 5 2.8340
衝動

結交異 3 2.5423 結交同性 6 3.0324
·t生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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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色情網站使用者之

性態度與涉入時間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接觸色情網站是否會

影響到人對性的態度，因此擬定的虛無假

設如下:

Ho :色情網站使用者的性態度和他接

觸色情網站的時間沒有相關。

本研究運用卡方檢定法，檢驗使用者

涉入色情網站的時間對於性態度是否有差

異。結果如下:

表 4-3 性態度與接觸時間之卡方檢定

Value df Sig(two
side)

Chi-square 119.179 16 o∞o

經過卡方檢定得 x2 值為 119.179 '自

由度為 16 ' P值小於 0.001 '對照卡方分佈

表後得 x
2

0.001 (1 6)=39.252 '由於

119.179>39.252 '因此拒絕虛無假設吭，

亦即接觸色情網站時間不同的人他們的性

態度是有顯著差異。

從第 27 題到第 33 題分別在調查使用

者接出色情資訊的時間差異，研究發現接

觸色情的時間越長，越傾向同意問卷上所

列舉的各種性態度。回答每天上色情網站

的 56 名受訪者中，全部都認為別的女生也

喜歡上色情網站，也全都承認自己並且認

為其他女性也喜歡性愛，不僅大多數每天

上色情網站的人接受沒有愛情作為基礎的

性愛，同時還認為別人甚至是女性也與他

們一樣，而且接觸色情網站時間越長的人

大都存在女生拒絕性愛是假裝的迷思。



表 4-4 中條列出上色情網站的時間與對於

女性拒絕性愛要求的看法作比較對照，就

可以很明顯看出進入色情網站時間長短和

↑生態度之間的關聯性。

表 4-4 色情網站使用時間與性態度比較表

女生拒絕性愛是假裝的

非 有 沒 不 非 總

常 黑色 意 太 常 數

同 同 見 同 不

意 意 意 同

意

上 每天上 21 27 5 。 3 56
色 兩三天 11 30 8 5 8 62
'情 一次

網 一星期 7 19 36 23 16 句學lO 句1

站
一次

頻 兩星期

。 5 4 3 9 21
率 一二欠

很少上
。 。 。 。 7 7

網

總數 39 81 53 31 43 247

從上面的表中不但可以看出上色情網

站的頻率越高的使用者越存在女性拒絕性

愛要求是假裝的迷思，在填答很少上色情

網站的七名受訪者中完全非常不同意女性

拒絕性愛是假裝的說法。

這樣的研究結果同樣存在其他包括觀

賞寫真集、色情書刊以及觀看色情光碟錄

影帶的色情資訊接觸者，同時比較其他的

性態度的題目也有同樣類似的結果。

壹拾參、 色'I育網站使用者基本結構

本研究問卷填寫邀請書是張貼在色情

網站以及性愛問題討論區，填答者必定進

入過此類的網站，因此研究受訪者基本資

料也可以大致推測色情網站使用者的基本

結構。在受訪者特徵方面。本研究首先採

用描述性統計進行各變項的基本結構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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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

男性受訪者有 156 人，佔受訪者總數

的 63 .2 % '女性別人，佔 36.8 %。

(二) 年齡:

從 18 歲到 65 歲各種年齡層的受訪者

都有，其中將近一半是 18 歲到 25 歲的年

輕人，佔總受訪者 47.8 %。除了顯現色情

網站使用人口的現象之外，也顯示年輕人

對於性愛問題的好奇以及勇於表達(圖 4-2) 。

百分比

30

23.9 23.9

2日

10

18-20歲 26-3日，堅 36-4日，聽 46- 切~ 56-60歲

21-25歲 31-35歲 41-45歲 51-55歲 61- 的t:.

圍 4-2 受訪者年齡分布比例圖

(三) 職業:

以學生為最多數，佔 3 1.2 % '第二名

則是服務業佔 2 1. 1 %(圖 4-3) 。

首分比

40

31.2
3日

2口

10

。

圖 4-3 受訪者職業分布狀況

(四) 婚姻狀況:

使用色情網站者大多是未婚狀況，佔

74.9 %'已婚者並不多，只佔大約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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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色情網站使用者最高學歷分布狀況圖

百分比

50

王文科(民 87) : ~教育研究法〉。台北:
五南出版社。

林芳玫、徐郁喬(民 86) : (色情媒介及其
效果，閱聽人研究的再省思) , ~廣播
與電視> ' 3 月號， pp : 95-125 。

林夏萍(民 87) : ~台灣地區網際網路消費
者購物資訊搜尋行為之初探> '國立中

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皓政(民的) : ~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SPSS 中文視窗版資料分析範例解析》

台北:五南出版社。

奇摩新聞(民的) : <亞洲網友搜尋關鍵
字， I 性」高居第一》

http://taiwan.cent.com/briefs/news/asia/2000/1
0/1 8/2∞01018y.html? Rid=2020

葉高芳(民 86) : ~'性、愛與婚姻> '台

北，道聲出版社。

彭芸(1997) : (美國國家基碧上的言論自
由) , ~新聞學研究> '54 期， pp35
51 。

施依萍(民 86) : ~台灣網路使用行為之研
究:網路素養資訊觀層面之分析> '國

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光雄，簡茂發(編) (民 87) : ~教育研究
法> ' 115-140 頁。台北:師大書苑。

黃昭謀(民 87) : <網路色情與網路族群性
態度之研究>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

士論文。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建立網際網

路的檢查制度。不過美國最高法院卻在隔

年宣告這項法律違憲。新加坡雖然以嚴刑

峻罰，明令國民禁止進入色情網站，然而

上色情網站的人口比例反而高居亞洲第

二。事實上，不管如何防範，色情資訊在

網路上的流通，幾乎已經完全不受限制，

面對網路色惰的問題或許只能和兩性教育

一樣，針對內容以及青少年的接收行為加

以正確的引導與限制，同時加強國中小學

基礎教育的性知識教育，從青少年時期就

開始導入正確的性觀念與知識，才能有效

阻絕不良的色情資訊對性態度造成的影

鐘H
重雪

參考文獻0.81.2

'N語

10

4日

壹拾肆、結論

20

JO

一，這也顯示己婚者受到伴侶的約制，上

色情網站的機會及時間較少。

(五) 最高學歷:

色情網站使用者中以高中學歷者較

多，大學和專科學校次之，以現代人平均

教育程度以及使用電腦必備的知識來對

照，此種結果有傾向教育程度不高者較喜

歡使用色情網站的現象(圖 4-4) 。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接觸色情對

於人性態度產生何種影響，從研究中發現

一般人對於性的觀念及態度，仍然有物化

女體，男尊女卑的迷思，這種迷思不僅僅

存在於男性，許多女性也同時受到社會一

般價值觀的影響而不自知，這種現象對於

接觸色情網站時問越久的人表現得越明

顯，不僅令人擔憂色情網站的內容可能存

在許多不正確的性知識和觀念，進而對年

輕人(使用色情網站最多數者)的性態度產

生不良的後果。影響所及在越來越開放的

社會中，性氾濫的程度也將會越來越高。

網路色情該不該禁止，在世界各國都

引發許多爭議，對於社會究竟產生何種影

響，也沒有一定的結論。美國參、泉兩院

曾經在 1996 年通過「傳播規範法 J (The

142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民的) :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台北，東

華書局。

經濟部商業司(民 86) : <電子商業答客
問} ，台北，經濟部商業司。

夏鑄九(譯) (民 87) : <網路社會之帽
起} 'Manuel Castells 薯，台北，唐山出

勵吐。

劉駿州、方念萱(民 86) : <網路媒介與性
言說} , ，-台灣 BBS 站連線性版之言說

分析，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發表論文」

台北，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議。

南應、斌(民的) : (網路發展對女性的可能
助益，性別與媒體> ' <兩性平等教育
季刊} 'pp: 69-72 。

羅燦瑛(民 87) : <色情網路監看研討會紀
實} ，台北，教育部。

謝安田(民 68): <企業研究方法} ，水牛出

版社。

Baron' L. & Straus, M.A. (1984) ."Sexua1
Stratification, Pornograp旬， and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 M. Malamuth and E.
Donnerstein ( Eds. )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pp. 186-2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onnerstein, E. ( 1980) ."Aggressive Erotica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pp.
269-27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43

Lemos, A. (1996) .The Labyrinth of Minite1,
In R. Shields (Ed.) Culture of Internet
Virtual Space, Real Stories, Real Histo旬，

Living Bodies, Sage Publication, Ltd. UKL
London, pp 33-48.

Tapscott, D. S. (1998) .Growing up digital :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McGraw
Hill Companies. NY.

Mehta, M.D. & Plaza, D.E.
( 1997) .Pornography in Cyberspace : An

exploration of what's in Usenet. In S.
Kiesler (Ed.) ,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 pp53-67) . M祉1W祉1， NJ: 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Newhagen, J.E. & Rafaeli，且( 1996) ."Why

Communication Should Study the Internet":
A Dialogu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
pp.4-13.

Rimm, M. ( 1995) .Marketing Pornography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Th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online ) .Available

ht中://trfn.pgh.pa.us/guest岫rtex.htm1

Rogers, E.M. ( 1986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 Society ,
New York: Free Press.

Wallace, P ( 1999)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問卷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你無聊的時候會不會上色情網站

2. 你想滿足性慾的時候會不會上色情網站

3. 你會不會因為想增加性知識而上色情網站

4. 你會不會因為想尋找一夜情而上色情網站

5. 你想、尋求刺激時會不會上色情網站

6. 你想購買情趣用品時會不會上色情網站

7. 你會不會因為想認識網友而上色情網站

8. 你會不會因為想分享蒐集到的色情圖片

給其他網友而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9. 你會不會因為想收集色情圖(影)片而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10. 你會不會因為可以賺錢的原因而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11.你最常因為上述何種理由上色情網站口無聊口滿足性慾口增加性知識口尋找一夜情口尋求刺激

口購買情趣用品口認識網友口分享色情資訊口收集色情圖(影)片口賺錢

12. 上色情網站可以讓性慾籽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13.上色情網站會增加性衝動 口口口口口

14. 上色情網站會增加性知識 口口口口口

15. 上色情網站可以找到一夜情 口口口口口

16. 上色情網站可以結交同性好友 口口口口口

17. 上色情網站可以結交異性 口口口口口

18. 大部分的女生也喜歡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19. 你喜歡性愛 口口口口口

20. 大部分的女生也喜歡性愛 口口口口口

21.你接受只有性卻沒有愛 口口口口口

22. 大部分的女生也可以接受只有性而沒有愛 口口口口口

23. 你喜歡一夜情 口口口口口

24. 大部分的女生也喜歡一夜情 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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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向女生要求性愛被拒絕，不可以放棄 口口口口口

26. 向女生要求性愛，女生說不要是假裝的 口口口口口

27. 你上網的頻率大約是口每天上網口兩三天一次口一星期一次口兩星期一次口很少上網

28. 只要上網你就會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非同有不非
常意點同常

29. 沒上網的時候，你也想要上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同 同意不
意意同

30. 除了上網之外你也會買寫真集或色情書刊 口口口口口 意

31.除了上網之外你也會看色情光碟或錄影帶 口口口口口

32. 即使很忙碌你也會抽空上一下色情網站 口口口口口

33. 你上色情網站的頻率大約是口每天上口兩三天一次口一星期一次口兩星期一次口很少上

34. 您的性別口女口男

35. 您的年齡口12 歲以下口的-17 歲口18-20 歲口21-25 歲口26-30 歲口31-35 歲口36-40歲

口41-45 歲口46-50 歲口51-55 歲口56-60 歲口61-65 歲口66-70 歲口71 歲以上

36. 您的職業口軍人口公務員口老師口商口資訊業口製造商口農夫口自由業口學生口醫生口服務業

口家管口無業狀態

37. 您的婚姻狀況口單身口已婚沒有小孩口已婚有小孩

38. 您的學歷口無教育程度口小學口中學口高中口專科口大學口研究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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