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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報紙報導「名人政治」新聞框架編碼表】

1. 新聞編號： □□□

2. 報紙名稱： (1) 自由時報 (2) 聯合報 (3) 中國時報 □

3. 刊登日期：_____ 年_____月_____日 □□□□□□□

4.報導篇幅： □

（1）300字以內 （3）601－1000字 （5）1501字以上

（2）301－600字 （4）1001－1500字

5. 刊登版面： □

（1）頭版 （4）第４版 （7）其他地方新聞版

（2）第２版 （5）５-８版 （8）其他

（3）第３版 （6）台北市新聞版

6. 新聞類型類目： □

（1）純淨新聞 （2）評論

7. 主要新聞議題： □

（1）中央公共政策議題 （4）國防安全 （7）人物側寫

（2）地方公共政策議題 （5）兩岸國際 （8）運動體育

（3）政黨政治 （6）民意調查 （9）文化影劇

8. 消息來源： □

（1）馬英九本人 （3）政治對手 （5）其他從政者 （7）民眾

（2）記者本身 （4）家人 （6）學者專家

9. 從政階段： □

（1）台北市長時期 ( 1998年12月25日起至2005年7月15日 )

（2）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期間 ( 2005年7月16日至2006年12月24日 )

（3）國民黨主席時期至卸任後一週止 (2006年12月25日至2007年2月21日)

10. 政治行動場域： □

（1）公領域 （2）私領域 （3）公共流行文化場域（4）無

10-1.公領域： □

（1）政府組織場域 （4）國際組織場域 （7）其他

（2）黨務組織場域 （5）選舉輔選場域 （8）無

（3）議會國會場域 （6）遊行集會場所

10-2. 私領域 □

（1）家庭 （2）畢業學校 （3）其他 （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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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公共流行文化場域： □

（1）影視表演場域 （4）演講辯論座談會 （7）其他

（2）體育休閒場所 （5）婚喪喜慶儀式 ( 8 ) 無

（3）頒獎義賣致詞 （6）宗教民俗慶典

11. 「名人政治」新聞框架類型：（有，答 1；無，答0）

（1）「個人特質」框架 □

（2）「背景故事」框架 □

（3）「政治風格」框架 □

（4）「社會同步互動」框架 □

11-1. 「個人特質」新聞框架類型：（有，答 1；無，答0）

（1） 形象魅力 □

（2） 外表儀容 □

（3） 健康體能 □

（4） 個性風格 □

（5） 興趣嗜好 □

（6） 語文能力 □

11-2.「背景故事」新聞框架類型：（有，答 1；無，答 0）

（1） 家庭背景 □

（2） 教育背景 □

（3） 從政經歷 □

11-3. 「政治風格」新聞框架類型：（有，答 1；無，答 0）

（1） 政治姿態 □

（2） 領導能力 □

（3） 品行道德 □

11-4.「社會同步互動」框架：（有，答 1；無，答 0）

（1）提供資訊 □

（2）彰顯人脈 □

（3）參與活動 □

（4）營造關係 □

12. 新聞主要立場： □

（1）正面立場 （2）負面立場 （3）正、負皆有 （0）無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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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編碼須知】

一、新聞編號： 將新聞報導編號，登錄成 3碼；如 001。

二、報紙名稱： 按不同報紙號碼登錄；自由時報登錄（1），聯合報登錄（2），中國時報登

錄（3）。

三、刊登日期： 按該則新聞刊登之日期（西元年、月、日），登錄成 8碼；如 19990613。

四、報導篇幅： 統計及登錄該則新聞報導之內文字數，300字以內登錄（1），300－600字登

錄（2），600－1000字登錄（3），1001－1500字登錄（4），1501字以上登錄（5）。

五、刊登版面： 登錄該則新聞所刊登之版面，刊登於頭版登錄（1），第 2-4 版分別登錄為（2）

－（4），第 5-8 版登錄為（5），台北市新聞版面登錄（6），台北市以外其他地方新聞版

面登錄（7），無法歸於上述任何一類版面者列為其他登錄（8）。

六、新聞類型： 按該則新聞報導類型登錄，純淨新聞類型登錄（1），評論類型登錄（2）。

（一）純淨新聞：載有「本報訊」或「○○訊」等字眼，或由記者署名之新聞報導類型。

（二）評論：針對特定時事、議題、現象，從批評角度作成之論述性報導。

七、 主要新聞議題：依據不同新聞議題登錄，如中央公共政策議題登錄（1），地方公共政

策議題登錄（2），政黨政治選舉議題登錄（3），國防安全議題登錄（4），兩岸國際議

題登錄（5），人物側寫登錄（6），民意調查議題登錄（7），文化影劇議題登錄（8），

運動體育議題登錄（9），無法歸於上述任何一類議題者列為其他登錄（10）。

（一）中央公共政策議題：可歸類於中央政府職掌、權責之公共政策或議題，或屬各地方政

府之全國性公共政策或議題者屬之。

（二）地方公共政策議題：可歸類於單一地方政府職掌、權責之公共政策或議題者屬之。

（三）國防安全議題：可歸類於政府組織與國內政黨間，或純粹國內政黨，或政黨與政黨間，

涉入台灣國防策略、軍事武器、國家安全議題者屬之。

（四）兩岸國際議題：可歸類於政府組織與國內政黨，或純粹國內政黨，或政黨與政黨間，

涉入台灣與中國之兩岸議題，或涉入台灣與外國政府之國際涉外議題者屬之。

（五）政黨政治選舉議題：與政府組織無關，可歸類於單一政黨內的革新、黨產、人事、競

選提名等相關黨務組織議題，或不同政黨之間的黨務交流、協調、衝突、不同意見等

議題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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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物側寫：針對特定人物所撰擬之各種議題。

（七）民意調查議題：針對民意調查結果，報導或分析及其可能帶動之效應、衝擊，或從政

者採取之因應策略者屬之。

（八）運動體育議題：與政府組織、政府政策無關之運動體育議題。

（九）文化影劇議題：與政府組織、政府政策無關之文化、藝術、娛樂、影劇等議題。

（十）其他：無法規屬於上述任何一類者屬之。

八、消息來源：依據不同消息來源登錄。

（一）馬英九本人：由分析對象馬英九本人釋出訊息，或其發言人轉述馬英九本人之看法意

見者屬之。

（二）記者本身：指報導新聞之記者（未引用其他消息來源，於報導時直接以個人觀點形容、

描繪新聞事件或從政者）

（三）政治對手：在政壇中與馬英九有權力競逐關係者，如競選時之對手。

（四）家人：指馬英九的家族成員。

（五）其他從政者：指政治對手以外之參政者。

（六）學者專家：被普遍認知為學有專精，或具有特殊專長，或學經歷符合社會公認標準者。

（七）民眾：前述六項以外之民眾。

九、從政階段：依據不同從政階段登錄。

（一）台北市長時期：新聞報導日期在1998年12月25日起至2005年7月15日之間者。

（二）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期間：新聞報導日期在2005年7月16日至2006年12月24日之間者。

（三）國民黨主席時期至卸任後一週止：新聞報導日期在2006年12月25日至2007年2月21日之

間。

十、政治行動場域：按該則新聞報導中分析對象涉入之政治行動場域登錄。

（一）公領域：排除涉入公共流行文化或私領域場域之部分，僅描述政治人物處理政治問題

之場域，如政府組織場域 、黨務組織場域 、議會國會場域、選舉輔選場域、商業組

織場域、遊行集會場所、議會國會場域、公益組織場域 、集會遊行場域等。

（二）私領域：描述政治人物涉入純屬私人性質之場域，如家庭、畢業學校、私人聚會、個

人活動場域等。

（三）公共流行文化場域：具公開特性或屬文化性質之場域，且為「純粹公領域」、「純粹私

領域」、「公共流行文化場域」三種政治行動場域互有交集之處，，如體育休閒場所、

頒獎義賣致詞、演講辯論座談會、婚喪喜慶儀式、宗教民俗慶典、影視表演場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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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等。

十一、 公領域：按該則新聞報導中分析對象涉入之公領域場域登錄。

（一）政府組織場域：政府各機關單位，或隸屬政府之醫院、學校、國營事業、公辦民營組

織等。

（二）黨務組織場域：政黨各黨團組織、基層黨務組織，或屬政黨財產之組織團體等。

（三）議會國會場域：如台北市議會、立法院等。

（四）國際組織場域：外國政府，組織論壇、參訪之國外地點等。

（五）選舉輔選場域：如造勢晚會、政見發表會、各拜票行程所經地點。

（六）遊行集會場所：針對特定事件，由黨團或民間召集之遊行抗議場域，如紅衫軍倒扁集

會遊行、馬英九受長特別費案件各地挺馬集會場所。

（七）其他：無法歸屬於上述任何一類者。

（八）無：新聞報導未涉及公領域。

十二、 公共流行文化場域：按該則新聞報導中分析對象涉入之公共流行文化場域登錄。

（一）影視表演場域：如電影試片會、城市舞台等影藝人員表演或活動之場域。

（二）婚喪喜慶儀式：結婚典禮、悼念喪葬儀式、選舉慶功宴、生日會等。

（三）宗教民俗慶典：廟會活動、客家、原住民傳統慶典等。

（四）體育休閒場所：公園、動物園、捷運地下街、跨年活動、聖誕活動、各種文化、體育

休閒活動。

（五）頒獎義賣致詞：各種頒獎表揚典禮、義賣會、捐贈私人物品場域，或致詞場域。。

（六）演講辯論座談：演講會、政見辯論會、座談會等。

（七）其他：無法歸屬於上述任何一類者。

（八）無：新聞報導未涉及公共流行文化行動場域。

十三、私領域 ：按該則新聞報導中分析對象涉入之私領域登錄。

（一）家庭：報導中陳述分析對象之家庭（含家庭成員之行動），或分析對象拜訪他人家庭

等私領域範疇。

（二）畢業學校：分析對象在教育過程中就讀、畢業之學校。

（三）其他：無法歸屬於上述任何一類者。

（四）無：新聞報導未涉及私領域。

十四、「名人政治」新聞框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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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特質」框架：新聞內文涉及「形象魅力」、「外表儀容」、「健康體能」、「個人

風格」、「興趣嗜好」、「語文能力」時登錄（1），未涉及前述各項登錄（0）。

（二）「背景故事」框架：新聞內文涉及「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從政經歷」登錄（1），

未涉及前述各項登錄（0）。

（三） 「政治風格」框架：新聞內文涉及「政治姿態」、「領導能力」、「品行道德」時登錄

（1），未涉及前述各項登錄（0）。

（四） 「社會同步互動」框架：新聞內文涉及「提供資訊」、「彰顯人脈」、「參與活動」、「營

造關係」登錄（1），未涉及前述各項登錄（0）。

十五、「個人特質」新聞框架：

（一） 形象魅力：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或形容、暗喻從政者的形象。如「馬英九的魅力，

真的是無與倫比，有登錄（1），無登錄（0）。如「昨天晚上，在新竹縣市都被被馬迷

擠爆不說，馬主席一踏進會場，就被馬迷圍住要求簽名、拍照。」、「馬率同國民黨人

士離開凱達格蘭大道，不過大批參與升旗的年輕男女，紛紛趕上包圍馬英九，要求握

手、合影，還有人高聲尖叫，氣氛相當熱烈，讓馬英九的座車幾乎無法離去。」。

（二） 外表儀容：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或形容、暗喻從政者的外貌、儀表、儀態等予人

之印象及感受，有登錄（1），無登錄（0）；如「有大批「馬迷」爭睹「小馬哥」英

姿」。

（三） 健康體能：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或形容、暗喻從政者本身健康情形，體魄與體能，

有登錄（1），無登錄（0）；如「小馬哥每天行程滿檔，新任台北市長是否同樣具備

充沛體力？葉金川也說，雖然他五十五歲和馬英九同年，但體力年齡僅卅五歲，不

輸其他候選人。」。

（四） 個人風格：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或形容、暗喻從政者屬個人特質之個性、或行事

風格，有登錄（1），無登錄（0）；如「吳伯雄說，不能再用馬英九那種「溫文儒雅」

的方式，敵人都已經幹到這種地步，國民黨不能坐以待斃。」、「馬英九過去以更正

新聞出名，也為他搏得「馬更正」外號。馬英九可能更正媒體習慣了，他這回訪問

歐洲期間，若干被外界批評為兩岸政策變來變去的回應與談話，也都習慣性歸罪於

媒體簡化報導。」、「李前總統還說馬英九「憨慢，不會做事」、「馬英九不沾鍋的政

治性格，總是公事公辦，雖然遭致不少政界人士抨擊，但卻贏得不少基層民眾激

賞」。。

（五） 興趣嗜好：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熱衷參與運動、休閒活動或其他興趣嗜好，

有登錄（1），無登錄（0）；如「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政見辯論會機智問答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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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近來政壇熱門話題，比方說，馬英九酷愛運動。」

（六） 語文能力：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的本國語文表達、地方語文

表達語文表達、外國語文表達能力，有登錄（1），無登錄（0）；「雖然馬英九的英語

很好，但卻只會批評台灣是麻煩製造者」。

十六、「背景故事」新聞框架：

（一）家庭背景：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的政治世家或家世背景，或其

家庭成員對他的期望、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成員的社經地位、成

就表現、家庭故事等，有登錄（1），無登錄（0）；如「馬太太周美青則十足低調，昨

天凌晨天沒亮摸黑出門搭公車上班，看到麥克風，她還是制式反應『謝謝大家，你們

實在太辛苦了』。她小跑步 過馬路想甩開媒體，手上拿著一分刊有「馬起訴辭主席選

總統」的早報。」。

（二）教育背景：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的國內、外求學經歷、學歷專

長等，有登錄（1），無登錄（0）；如「副總統呂秀蓮昨天在新書發表會時受訪

說，馬英九是法學博士，「我拜託你（馬英九）不管以法學教授、哈佛法

學同學的立場或者前法務部長身分以及未來角逐二○ ○八年，無論如何應該

共同維持憲政秩序」。

（三）從政經歷：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過去的工作經歷、經驗、表現

等，有登錄（1），無登錄（0）；如「馬英九與黨務系統的淵源不深，黨主席選舉以來，

他掌握黨務的幕僚主要來自包括詹春柏在內的關中人馬。關中則是馬英九在愛盟時代

的老長官，馬英九接掌黨機器，關系老臣盡皆回籠，黨務主管笑稱，未來的國民黨中

央必然動見觀(關)瞻(詹)」。

十七、「政治風格」新聞框架：

（一）政治姿態：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處理政治問題時所展露的表情、情緒、

姿勢、服裝、裝扮、言行舉止，有登錄（1），無登錄（0）；如「對於檢察官的起訴書，

馬英九難掩憤怒」、「台北市長馬英九也扮起救護員。見證演習過程後，他穿上救護隊

背心，搭直升機模擬前往災區視察。」、「人家早就不擇手段，主席你還在彬彬君子，

怎麼打仗？」

（二）領導能力：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領導力、決策支配力、對國際、

國內事物的認識與掌握能力、政治操作能力、行政經驗與實力，有登錄（1），無登錄

（0）；如「馬英九具有國際觀、治國能力與領袖氣質」、「公開表態的胡志強聲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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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強調在國民黨的關鍵時刻，馬英九是負責、傑出、關鍵的人，能帶領國民黨向前發

展」；。

（三）品行道德：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從政者對金錢處理的廉潔度，或處事、

政治操作時之誠信、正直等問題，有登錄（1），無登錄（0）；如.「馬英九的政治風格，

其實是復古的、甚至老派的，清廉勤政愛民，簡直八股得像口號」。

十八、「社會同步互動」框架：

（一）提供資訊：媒體報導時，從政者本人有無釋出得以和公眾互動之實質新聞，有登錄（1），

無登錄（0）。

（二）彰顯人脈：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形容或暗喻其人脈關係，藉之營造正面形象、爭

取更多認同和信任，或給予負面評價，建構其負面形象，有登錄（1），無登錄（0）；

如「馬英九表示，總理孫中山先生臨走前，還在回顧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情景。

他希望所有黨代表回到工作崗位，能仔細回想十七全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重大提案與決

議，將這些共識散播到基層，讓它發酵、茁壯。」

（三）參與活動：媒體報導時，有無描述從政者親身參與活動之互動過程，有登錄（1），無

登錄（0）。如「與新移民同樂，台北市長馬英九昨日穿著越南傳統服飾出席文化節

活動，品嘗道地的印尼沙嗲」。

（四）營造關係：媒體報導時，有無展現從政者如同家人、夥伴、朋友之關係，有登錄（1），

無登錄（0）；如「馬英九表示，新移民的子女就是台灣之子、台灣之女，就是一家

人，尊重新移民母國的文化才，正是地球村的真諦。」

十九、新聞主要立場：按新聞報導全文之主要立場登錄，正面立場登錄（1），負面立場登錄

（2），正、負皆有登錄（3），無立場登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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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馬英九從政經歷】

年代 大 事 紀

1984 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祕書長

1988 出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兼任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祕書

1991 出任陸委會首席副主委，當選國民黨全國不分區國大代表

1993 出任法務部長

1996 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1998 當選臺北市長（第一任）

2002 連任臺北市長（第二任）

2005 當選國民黨主席

2006 第二任臺北市長卸任，開始擔任全職黨主席

2007
2007 年 2 月 14 日因台北市長任內首長特別費事件遭檢方起訴，辭掉

國民黨主席職務，並宣布參選 2008 年總統

2008 2008 年登記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