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摘要 

一、選舉類型與推薦人類型之比較整理 

1. 全國性行政首長選舉，由於候選人知名度高於其他層次的候選人，所以名人

使用的比例較少，而較偏向使用一般民眾、產業各界代表與相關次級團體，

用以表現社會團體的支持基礎。 

1. 地方性行政首長較偏向社會知名人士、一般民眾與相關次級團體，有社會知

名人士知名度的轉移，也有一般民眾與相關次級團體等基層團體的支持。 

2. 全國性及地方性的民代選舉則是以政治人物作為主要推薦人，由此可推論層

次低的候選人，若可得到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支持，不但在知名度上得以提

升，也可以得到在政治生涯上的提攜，因此在推薦人的使用上，民代候選人

傾向使用政治人物。 

 

二、不同政黨候選人使用推薦人類型之比較整理 

1. 泛藍傾向使用政治人物、一般民眾、候選人家屬及產業各界代表 

在泛藍陣營中，所使用的推薦人，分配上較其他陣營多的有：政治人物、一

般民眾、候選人家屬與產業各界代表，唯一達顯著的有政治人物與候選人家

屬，但候選人家屬樣本數又太少，因此只能說泛藍陣營在選擇推薦人的時候，

除了黨內的民選政務官與黨政大老等政治人物外較常使用外，相較於泛綠陣

營與其他政黨，可能傾向使用候選人家屬來加持「安定」形象，以及產業代

表會傾向支持重商的泛藍政黨。 

2.泛綠傾向使用政治人物與學者專家 

   在泛綠政營中，較特出的還是政治人物與學者專家的使用，在研究者收集樣

本時的觀察，發現早期民進黨剛發展的時候1，以在野黨之姿，在廣告宣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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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以民進黨代表泛綠，是因為在本研究中，泛綠陣營廣告樣本共121則，而民進黨廣告就

佔了112則，因此在泛綠陣營中，仍是以民進黨的廣告為大宗。 



多以議題作為理性攻擊，而社會聲望高的學者專家會較支持其政黨理念；等

到民進黨後來漸漸培養出政治明星後，使用政治明星的情況才漸漸增加，並

且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知名人士表態支持，例如苦苓2、吳念真3等。大致

說來，泛綠陣營在使用推薦人時的一大特色就是：政治人物與學者專家。 

3.其他政黨傾向使用社會知名人士與學者專家 

  至於其他政黨在使用推薦人時，因為既為其他政黨，通常就是想與主流的兩大

政黨陣營劃上分界線，所以避開具有意識型態政治人物，因此在政治人物上的

使用沒有其他政黨陣營來得多，而選擇推薦人時，社會知名人士與學者專家通

常是其他政黨的競選廣告中，較常出現的推薦人。 

 

三、不同選舉類型中推薦人廣告表現方式之整理 

（一）選舉類型與推薦人數方面 

1. 不論各種類型選舉，個人推薦一位候選人是較常出現的方式 

研究中發現，一對一的個人推薦還是最常出現的方式，因為一位知名的推

薦人帶出一位候選人，這樣的方式最簡單易懂，在廣告的形式上也比較簡

單。 

2.行政首長選舉常有團體推薦一位候選人的方式出現 

單一席次的選舉，候選人通常可以得到許多利益團體的支持，因為層級高，

資源多。團體不只可以表現出群眾路線的民意基礎，還可以讓團體成員表

態，若候選人當選成功，未來對於兩者都有幫助。 

3.民代選舉常有集體聯合推薦一位候選人的方式出現 

集體聯合推薦是一種結合各方資源的推薦方式，推薦人之間不一定有相關

性，但在同一則廣告表現出來，可以壯大候選人聲勢，這在多席次的民代選

                         
2 自由時報，1998年12月4日，第31版。苦苓推薦陳水扁廣告「離開中國，從此不再外省；除

了台灣，哪裡還有故鄉？」 
3 自由時報，1994年11月29日，第5版。吳念真推薦陳水扁廣告「跟阿扁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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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中常常出現。 

 

（一）選舉類型與推薦方式方面 

1. 民代選舉使用單句推薦的情形遠多於行政首長選舉 

單句推薦是沒有實質內容，但有推薦人一句話的推薦在廣告中出現，這

在多席次的民代選舉中常出現，因為一句知名人士的推薦，可以增加讀

者的注意力，而知名人士本身具有的符號意義，也能減少對於一些政治

意涵的解釋。 

2. 行政首長選舉使用推薦人公開聲明與簽名署名的情形高於民代選舉 

行政首長的選舉的廣告表現，因為席次較少，常成為注目的焦點，在廣

告上的表現也比較正式，所以公開聲明都會帶有簽名署名以示推薦人負

責。 

3. 選舉層次越低，助講來賓比例會增加 

助講來賓的舞台是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候選人宣傳的方式不只是利用

大眾媒體宣傳知名度，還會利用政見發表會，針對小眾作宣傳，所以助

講來賓以一種見證人的角色出現，可以在政見發表會中加強小眾的信

念。然而不論各層級的候選人都需要辦政見發表會，但在本研究中發現

多席次或是地方性選舉，特別是泛綠陣營，在報紙廣告上較會列出助講

來賓的名單。 

4. 選舉層次越低，候選人越常使用拉裙角策略 

拉裙角就是一種攀附驥尾的方式，層次越低的候選人，越需要前人提拔，

來分配票源，因此本研究之結果相當符合常理。 

 

（二）選舉類型與照片形式方面 

1. 行政首長選舉文字表現的方式較常出現，呼應公開聲明的資訊承載量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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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代選舉圖像運用較為豐富，常出現候選人照片以增加知名度，也常出

現與推薦人互動的照片以增加說服力。 

 

（三）選舉類型與推薦候選人面向之關係 

研究發現選舉層次越高，推薦人推薦的面向較廣；而選舉層次越低，推薦人

推薦具體議題越明確。因為越高層級的選舉，選民的票源要更廣，在推薦面

向上也要更廣；而較低層次的選舉，可針對某一選區表達出政見，也因此可

以推薦更明確的議題。 

 

（四）選舉類型與其他廣告元素方面 

1. 推薦人出現比較攻擊的訴求，在全國性的選舉上比地方高。 

全國性的選舉在媒體注目度上比較高，比較攻擊訴求的效果也會比較

好，而且在高涉入的選舉中，也較容易出現政治參與感高的推薦人為候

選人表態攻擊對手， 例如一般市民會寫公開信表態支持某位候選人，並

且會在文中攻擊其他候選人，甚至連廣告版面都是自費，這種情況在高

涉入的行政首長選舉較常出現。 

2. 推薦人催票告急訴求的情況，多出現於多席次的民代選舉。 

由於多席次的民代選舉，在眾多的候選人中容易被選民遺忘，因此催票

告急對這些候選人來說也特別重要，推薦人若能為其提出告急的訊息，

可讓候選人在選舉末期有雪中送炭之效。 

 

四、候選人所屬政黨與推薦人競選廣告呈現方式之整理 

（一）推薦人人數上，泛藍與泛綠陣營偏好一對一的政治人物推薦，其他政黨常

用社會知名人士與學者專家的推薦。 

（二）候選人所屬政黨與廣告推薦方式 

1. 在泛藍陣營方面，使用較多的推薦方式有「推薦人簽名或署名」、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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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或聲明推薦」兩種，此兩種推薦方式多半同時出現，因此可見泛

藍陣營喜好使用推薦人的公開聲明來推薦候選人。 

2. 對泛綠陣營來說，常使用的推薦方式為「以文章描述推薦」、及「以演講

特別來賓名單出現」兩種，而這個數據的結果也呈現出相對於泛藍陣營

的「公開聲明」，泛綠陣營多以「文章描述推薦」出現，這也與泛綠陣營

在文宣使用上的成熟度相關； 

3. 泛綠陣營特別常使用「演講特別來賓」來推薦，是由於民進黨常舉辦政

見發表會，在報紙廣告上常有活動通知，並且把助講來賓名單列出，而

成為民進黨在推薦人競選廣告上的一項特色。 

4. 其他政黨在單句推薦上所佔比例最高，這與廣告量大也相關，利用推薦

人拉抬聲勢後，候選人通常會再增加其他文案，但多半與推薦人無關。 

 

（三）推薦人所屬政黨與照片形式 

1. 在泛藍陣營在無候選人與推薦人的照片上，比例是三者當中最高的，呼

應前述泛藍陣營多使用文字表現； 

2. 其他政黨在使用推薦人時，兩者均出現的照片並不多，呼應前面研究，

以單句推薦較常出現。 

3. 泛綠陣營與其他政黨兩者，為了多增加選民對候選人的印象，在文宣上

出現較多候選人的照片，所以在「無推薦人但有候選人照片」比例較高。 

 

（四）候選人所屬政黨陣營與其他廣告元素 

其他政黨使用最多的催票告急訴求，泛藍陣營因為組織戰綁樁，催票告急訴

求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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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薦人類型與廣告呈現方式研究結果之整理 

（一）推薦人類型與推薦人數之比較 

1. 在社會知名人士上，以「集體推薦一位候選人」較多； 

2. 政治人物方面，人數的互動以「個人推薦」4較多； 

3. 學者專家是以「多人推薦」較多； 

4. 產業各界代表與相關次級團體，均以「多人推薦」為主 

5. 除了政治人物較多個人推薦外，社會知名人士、學者專家、產業各界代表

相關次級團體均偏向多人推薦。 

 

 （二）推薦人類型與推薦方式之比較 

在推薦方式的六個面向上，由於每項都是一個獨立題項，因此以下將不同

推薦人較常使用的推薦方式逐一討論。   

1. 社會知名人士使用的推薦方式多以「演講特別來賓」出現 

由於演講特別來賓在泛綠陣營方面，是其競選廣告中的特色之一，因此可

知在媒體出現越來越多的名嘴與名筆的今天，政見發表會的演講特別來

賓，除了政治人物外，社會知名人士也是另一種選擇。 

2. 政治人物使用的推薦方式多元豐富 

政治人物推薦人廣告在數量上是最大的，而且在推薦方式上也是最多元

的，在「推薦人簽名署名」、「以公開信或聲明推薦」、「以文章描述推

薦」、「以演講特別來賓名單出現」、「拉裙角策略」等五項推薦方式都

是達顯著的，由於政治人物同時具備知名度與政治意涵，因此在競選廣告

中，是最多使用的推薦人類型。 

 

                         
4 在本研究中，「個人推薦」指的是「個人推薦一位（組）候選人」及「個人推薦多位（組）候

選人」；而「多人推薦」包括「集體聯合推薦一位候選人」、「集體聯合推薦多位候選人」、「團體

推薦一位候選人」、「團體推薦多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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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民眾與候選人家屬量少，但集中於「簽名署名」與「聲明推薦」 

一般民眾與候選人家屬樣本數均不多，一般民眾13則，候選人家屬8則，

而且均集中於「推薦人簽名或署名」及「以公開信或聲明推薦」兩種推薦

方式。 

4. 「公開信或聲明推薦」的推薦方式最常出現 

使用「公開信或聲明推薦」方面達顯著的推薦人類型有：政治人物、學者

專家、一般民眾、候選人家屬與產業各界代表。 

5. 相關次級團體最常使用的推薦方式為「推薦人簽名署名」 

在本研究中，相關次級團體指的是校友會、後援會等支持候選人的團體，

團體組成的份子不一而足，性質上比較複雜，不過相同的是「集體署名」

的情況，表示共同推薦，共同負責。 

 

（三）推薦人類型與照片形式之比較 

1. 社會知名人士推薦人照片有無比例各佔一半 

社會知名人士的照片在廣告中出現與不出現的的比例差不多；而出現的情

況中，推薦人與候選人有互動的所佔比例稍高（18.9％），而兩者同時出

現的比例也與互動的情況差不多（17％）。而在無推薦人照片的情況下，

仍會出現候選人的照片，以增加選民對候選人的印象，而在沒有推薦人的

圖像時，社會知名人士就會以其他文字的表現方式出現。 

 

2. 政治人物推薦人照片出現比例相當高 

其中所佔比例最高的是「無推薦人照片但有候選人照片」（31.5％），而

「有推薦人及候選人兩者互動合照」的照片居次（29.6％），若加上「有推

薦人照片但無候選人照片」的比例（6.8％），可見政治人物推薦人的照片

出現比例很高（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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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者專家推薦人照片並不多見 

學者專家一般都是多人推薦，學者社會聲望高，但知名度不見得高，因此

聲望高的學者專家多以理性的文字表現取勝，在數量比例上，以「無推薦

人照片」的情況居多，因此推論學者專家在圖像表現上是非常少見的。 

 

4. 學者專家、一般民眾、產業各界代表、與相關次級團體較少推薦人照片 

通常推薦人知名度不高，推薦人照片出現的情況也不高，學者專家、一般

民眾、產業各界代表、與相關次級團體以公開信或署名的表現較多，因此

推薦人照片在競選廣告中也較少見。 

 

（四）推薦人類型與推薦候選人面向之比較 

    在推薦面向上，所有的推薦人類型裡，僅有政治人物達顯著值，而且在推薦

「形象」方面上比例最高。然而推薦人在本質上具有一種正面特質的轉移，

因此在形象上的推薦也多為著墨。 

 

（五）推薦人類型與其他廣告元素之比較 

        其他廣告元素在本研究中探討「恐懼訴求」、「比較攻擊訴求」、「催

票告急訴求」等三項在競選廣告中常出現的訴求。恐懼訴求與比較攻擊訴求

方面，所有推薦人類型均不顯著，因此無法推論推薦人是否會為候選人表達

「恐懼訴求」與「比較攻擊訴求」。 

然而僅有催票告急訴求方面有出現顯著，而「政治人物」在為候選人

提出催票的情況較為多見，因此可之政治人物在催票上的使用較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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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推薦人競選廣告之結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之結論 

1. 競選廣告中，政治人物仍是主要推薦人 

競選廣告本就充滿政治意涵，當候選人在推銷自己的時候，政治人物的知

名度與政治經驗可以因此而傳遞給候選人，自然成為競選廣告中常常使用的推

薦人。另外對於低層次候選人來說，政治人物還有政治生涯上提攜的意義在，

所以政治人物推薦候選人，對外有拉抬聲勢的效果，而對內就是政治生命的考

量。 

 

2. 不同政黨陣營會有不同推薦人類型與廣告表現 

政黨的發展，是有其本身的理念與時代背景，對於泛藍陣營來說，早期國

民黨佔有較多的政治資源時，廣告表現除了告知目的外，訊息內容較無特色；

相較黨外出身的泛綠政黨，深愔媒體宣傳的重要性，在廣告的設計上，也常有

創新的表現。 

    

3. 越低層次的候選人，越會使用推薦人做為廣告訴求。 

選舉層級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全國性的選舉會高於地方性的選舉，而單一

席次的選舉也會高於多席次的選舉。但相較起來，低層次的候選人在使用推薦

人的情況比高層次的候選人更為常見，這也反映了知名度與政治資源的差異。 

 

4. 推薦人知名度與推薦人數量成反比，但與推薦人圖像出現成正比。 

   當推薦人知名度相當高的時候，一位超級巨星就可以代表一切，就像早期

的李登輝主席牌，只要李主席一出現，就是鐵票保證；但是當推薦人是普羅大

眾時，團體的表現，就可以增強訊息來源的強度。而知名度較低的候選人，較

會以圖像表現自己，以增加選民的印象，但知名度高的候選人，不具文案的圖

像很多，因為不合本研究定義，在本研究中，數量也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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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薦人競選廣告中，公開聲明是推薦人最常使用的方式 

公開聲明是一種表態的方式，在推薦人競選廣告中，公開聲明成為一種最

普遍的表態方式，因為訊息來源最直接的表達出對於候選人的支持，對候選人

來說，推薦人的公開聲明，是最真實的表態；而有些推薦人也會自發性買下廣

告版面，以公開信的方式支持候選人。尤其在報紙上，最能表現支持的方式，

就是透過文字解釋，再配合圖像表現。而且若只有圖像表現，容易有合成照片

之虞，所以文字在推薦人報紙競選廣告的表現上，是優先於圖像的，但若能增

加版面的活潑性，可以更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6. 恐懼訴求與比較攻擊訴求較少與推薦人同時出現在廣告中 

在研究之初，原本想對推薦人這個廣告元素延伸至其他的訴求，但在研究

結果中發現，推薦人不太會和恐懼訴求與比較攻擊訴求出現，卻較會與催票告

急訴求同時出現。在競選廣告中，負面廣告的風行，已經不是新鮮事，即使選

民都不喜歡負面的廣告，但是對負面廣告的印象總是比正面廣告深刻，然後推

薦人本身就是要轉移正面形象給候選人，自然在負面的恐懼訴求與比較攻擊訴

求的使用上較不相同；然而對一些自發性買下版面的推薦人來說，在資訊量大

的公開聲明中才較會有恐懼訴求及比較攻擊訴求出現。但是在整體的研究來

看，推薦人還是比較偏向為候選人催票告急，而不太會為候選人當槍手攻擊別

人或提出恐懼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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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告操作上之建議 

在研究執行的過程中，發現競選廣告在執行廣告表現上，要整理出章法並不

容易，而且從早期到現在的競選廣告，不斷地隨著社會型態、媒體生態的變遷，

也漸漸有所改變。台灣的競選廣告在本質上，僅能對既定認知作加強，本研究無

法探知推薦人競選廣告是否能說服選民達到投票的行為，但在廣告內容表現上，

可以提供未來在競選廣告中，使用推薦人的時候有些參考之建議，以下將本研究

中的發現綜合為以下建議。 

 

1. 候選人在使用推薦人時，可在廣告上多增加圖像的運用 

本研究中將台灣十三年的各個政黨，分為泛藍陣營、泛綠陣營、與其他政黨，

在圖像的運用上，黨外出身的泛綠與其他政黨的推薦人，在廣告中的圖像表現較

為豐富，若廣告在文字敘述上過多，特別是推薦人的公開聲明，會讓讀者選擇性

的閱讀。廣告本身就是要以增加受眾的接受度為優先考量，然而傳播來源若能更

加運用圖片，廣告可以更吸引報紙讀者，否則報紙的資訊承載量已經很高了，讀

者對於報紙廣告的涉入度不會和新聞報導一樣高，特別在現今各加報紙的報導都

走向大圖像化的趨勢下，競選報紙廣告可以使用多的圖像，才能吸引更多讀者的

目光。 

 

2. 不要僅有圖像，最好加上文案才具說服力 

    平面報紙廣告具備兩個元素：文案與圖像。之前討論到，若推薦人競選廣告

中僅有文案而沒有圖像，廣告表現會流於呆板；若廣告中僅有圖像而沒有文案解

釋，又會有濫用名人合照之嫌。因此建議在使用推薦人的廣告手法上，文案是基

本元素，在文案外，若能增加圖像的使用，特別是能有與推薦人互動的照片，可

以增加廣告版面的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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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候選人可先評估自身知名度，再思考如何使用推薦人 

候選人知名度低者可多找名人支持，知名度高者可多找民眾支持。當候選人

知名度不高的時候，可以選擇一至數位高知名度的推薦人拉抬聲勢，如此可在很

短的時間內增加候選人的能見度，特別是多席次選舉，低知名度的候選人可以多

使用知名推薦人，不過要注意，在競選廣告中的推薦人重複性非常高，所以除了

使用知名的推薦人外，候選人本身也要有特出的議題、政績、或形象等，可以讓

推薦人推薦，在廣告中表現清楚。 

若候選人本身知名度已經很高，可以換一種方式，轉而找尋社會聲望高的學

者專家，轉移專業或道德的特質。或者是一般的民眾，可以表現出民主社會中的

群眾基礎，但是在廣告中，一般民眾的表現，真情流露是最重要的，不要讓人民

的證言變成演員的台詞，真實度要建立在具體的政績，建議可讓選民多採用比較

過去與現在的差異 

 

4. 多提高候選人與推薦人之間的一致性 

在候選人選擇推薦人的時候，廣告中的表現最好兩者之間能有某一屬性的連

結，如此可增加兩者的一致性，因為在心理學上，若兩者一致性越高，會讓選民

的接受度增加；然而多位推薦人同時出現在廣告中時，推薦人之間最好也有某些

相關性，如此推薦人之間才能共同增強推薦人所要推薦的訴求。例如候選人注重

教育議題，就能結合教育界專家證言，而非一位演藝人員；如果一個體育界出身

的候選人，找了宗教界、文藝界、一般民眾同時在廣告中出現，會讓訊息來源太

混亂，訴求也會失去焦點，如果可以針對候選人本身的背景，找幾位體育明星，

或是有體育界背景的名人，說服力會更佳。 

 

5. 推薦人可視選舉層次，推薦候選人不同的面向 

不同選舉層次，給選民的涉入感與重要性是不一樣的。在全國性的選舉中，

推薦的面向較廣，在表態上應該是以全國的格局為主。然而在地方性的選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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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服務對選民來說是最具意義的，所以在推薦地方的候選人時，推薦人要為

其表達出具體政見，並且是能針對各地方需求，才能增加選民的接受度。 

而推薦人與候選人照片出現的方式，可以以知名度來考量，若候選人本身知

名度不高，建議可以附上候選人自己的照片，例如多席次的選舉，候選人眾多，

通常照片的出現可有助選民記憶。而照片的表現方式可依候選人本身的特性表

現，例如像律師團體推薦陳水扁選台北市長時，陳水扁就穿上他的律師服在廣告

中出現，兩者的連結性就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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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 取樣架構之限制 

    由於本論文研究的對象為十三年來的推薦人競選廣告，然而從一九八九年至

今這段時期，並未有適當的資料庫可以取得完整的樣本，而且不在選舉當時的現

場，要取得完整的樣本實非容易。而本研究便利取樣的地點為政大社資中心與國

家圖書館，因此可完全取得的樣本有全國性的總統選舉、省長選舉，及這兩個取

樣地點所在的台北市長選舉、部分市議員選舉、及部分台北市立委的選舉，而像

其他縣市地方性民代，實在超出本研究之能力範圍所可採集到之樣本。因此在樣

本代表性上，僅能以可收集到的樣本範圍內做出統計分析與解釋。 

 

二、 時間性未能探討 

在研究之初，原本想在十三年的脈絡中，透過競選廣告可以看出推薦人物的

更替，然而「時間因素」並未能在本研究中發展，因為十三年裡，若要探討每一

年的推薦人的差異，每一年推薦人報紙廣告的樣本數會因選舉規模而增減，而且

在本研究中，有些選舉規模並不大，樣本也非常少，要推論出相關性會有解釋數

據上的困難。另外，本研究難以對推薦人廣告分段的標準下一個定義，綜合以上

的原因，只好將時間因素先行擱置。而且推薦人眾多，僅可從樣本的觀察中，大

致瞭解不同年代的時代背景，選舉中常出現的推薦人是哪幾位，卻無法依本研究

之類目知道到底推薦人是誰。因此這也是本研究到了最後才發現無法解決的問

題，建議未來對歷時性的廣告研究有興趣的研究者，若出現廣告樣本分配不均的

情況，可以設定幾個具有意義的時間點，作不同時間點的比較，這樣可在時間點

間有足夠的廣告樣本數，也較能推論出其關係。 

 

 14



第四節  未來發展建議 

一、推薦人報紙競選廣告未來仍可不斷累積文獻 

台灣社會自民國七十八年解嚴後直至今日，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斷在前進中，

推薦人競選廣告僅是廣告元素中的一部份，十三年也只是一個時間點，未來仍可

以在推薦人的類型及廣告表現上不斷增加文獻，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

也是人所建構出來的，推薦人與候選人間的互動，只要有選舉，就會存在。而且

台灣媒體可以看見越來越多的政治明星出現，政治明星本身所具備的知名度與政

治意涵，是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未來可以在質化方面，增加推薦人在政治文化上

的文獻。 

但在質化的研究方面，可更強調時間的脈絡，由於本研究沒有對十三年做出

時間點的分段，因此無法解釋推薦人競選廣告在時間上的演變，未來的質化研究

或可針對時代的轉移，對推薦人的更替做出更多具有文化歷史意義的解釋。甚至

能針對特定的選舉類型，做出歷時性的研究。另外在本研究中無法觸及的地方性

選舉，未來或可拼湊出一個台灣選舉推薦人發展的地圖。 

 

二、候選人家屬推薦的親情訴求效果可再商榷 

候選人家屬在表現上，是一種親情訴求的表現，因為對於台灣社會來說，候

選人的家庭生活是形象的一部份，形象也是選民考量的一部份，但是候選人家屬

是否能加強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正面形象，這是值得再做出實證研究，因為候選人

家屬在廣告中常常是輔助的角色，所以全家福合照是強調家庭生活的表現，可是

家屬的推薦，是否真的能有拉抬的效果，畢竟家屬不見得都是名人，家屬即使聲

淚俱下各方求救，可是到底是取得大眾的同情有用，還是理性的政策表現比較有

用呢？但這個問題並非本研究範圍可找出答案，也建議未來對推薦人有興趣的研

究者，可以參考這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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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人拉抬的方式，可從廣告延伸到新聞報導 

在競選廣告推薦人的研究上，僅有報紙廣告的收集仍不夠全面，因為名人出

現的方式不只是要付費的廣告，還有記者會或其他的方式表態，如果可以增加名

人拉抬的新聞報導，對於推薦人與候選人之間的互動，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新聞內

容，可以探討出更多形象轉移的研究價值。 

而推薦人競選廣告的研究，可以從報紙等平面媒體的廣告或新聞發展到電子

媒體的廣告或報導，因為不同媒體的特性會有不同的廣告表現，推薦人與候選人

之間的互動也會不同，這也是未來可以參考的研究方向。 

 

四、可深入對一種推薦人作研究，或可得到不同結論 

本研究整理樣本找出七種推薦人作為研究對象，然而這七種候選人有時候是

互斥的，有時候卻又是類似的，建議未來可以針對「政治人物」或「社會知名人

物」推薦人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因為政治人物所佔的比例相當高，可以針對

此一種推薦人整理出相關的模式；另一方面，非政治性質的社會知名人士因為包

含太多種類，如影歌星、運動明星、宗教界人士等等類型，也可以在未來深入探

討。 

 

五、使用負面推薦人以連結對方的手法，可以作為不同的嘗試 

推薦人通常是希望將正面的形象或知名度轉移到另一個人或物，但是最近的

競選手法，也出現越來越多用負面的人物連結對方，讓負面形象轉移至對手，以

達攻擊之效，這種方式，雖然在平衡理論上說得通，但是在本研究操作上實有困

難，若未來可以特別對負面推薦人作研究，或許可以在推薦人廣告上，發現另一

種策略。 

 

六、驗證推薦人競選廣告的效果模式，仍有待建立 

在競選廣告上，最想知道的就是效果，然而最難實證的，也是效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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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競選是一個在既定認知下的一個宣傳活動，常常意識型態主導一切，選民也

會選擇性的吸收競選廣告的資訊，因此要打開這個競選廣告效果的黑盒子，除了

民調、當選率作為指標外，是否可以建立一種說服的方式，讓競選廣告不再是只

有加強的效果，而是能在訊息的設計上，可以突破選民本身的心防，不只增加增

加廣告的認知效果，進而可以改變態度與投票行為，這也是未來可以繼續努力的

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