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報導範例 

(91-12-30)華航盡全力處理空難善後 

（中央社台北三十日電）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午證實，昨天失事的華航波音七四

七貨機，是因二號發動機故障及無法左轉所致；由於「黑盒子」還未找到，民航

局調查小組無法正式公布失事原因。 

  台北縣萬里鄉空難現場，雖然火苗已被撲滅，但餘燼與濃煙仍然為高溫所籠

罩，搜救人員擔心貨機殘骸中的大量油料仍有復燃爆炸的可能，因此，現場搜尋

與整理工作進行的並不順利。 

  五名機員的遺體，祇可以「支離破碎」四字形容，經工作人員勉強拚湊，已

證實正駕駛羅正喜、金治平、機械員朱正吉、謝又昌四人已罹難，另外副駕駛黃

君燦的遺體仍在小心搜尋中，但他的家屬已不敢再抱任何希望。 

  今天清晨，華航總經理卡奭年親自率大批工作人員趕赴現場指揮搶救，罹難

者家屬、憲警人員、媒體記者也陸續趕到。卞奭年表示，搜救的工作將繼續下去，

會讓家屬及社會大眾滿意。 

  另外，民航局中午也正式公布機員與塔台在失事之前的通話紀錄，證實事故

發生的原因的確為機械故障；同時，交通部長簡又新在立法院交通委員會質詢

時，也對華航班機失事頻繁與維護作業的品質表示不滿。他並要求民航局嚴格督

促華航徹底改善；連繫美國波音公司迅速派員來華協助善後事宜。 

  華航公關室主任羅啟表示，華航原有三架貨機，如今損失一架，已使華航貨

運業務大受影響。華航近期內將設法再租用一架，以減少營運的損失與不便。 
 
 

 

 



附錄二：報導範例 

(95-04-11)空污費預算消基會環保團體籲立委嚴把關 

（中央社記者汪純怡台北十一日電）七月起空氣汙染防治費將隨油開徵，中華民

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指出，四成空污費用來支應政府其他單位，有變相加稅之

嫌；而空污費高達新臺幣九十九億元，卻只增加十五名執行人力，執行效果令人

懷疑。 

  立法院後天即將審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預算，消基會與環保團體今天舉行公

聽會發表聲明，籲請立法委員做好把關工作。民進黨籍立法委員蘇嘉全、消基會

及環保團體在會中都不反對開徵空污費，但都認為空污費如何使用值得商榷。 

  聲明中指出，空污費中四成用來支應經濟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政

務預算，沒有專款專用如同加稅；而懸浮微粒汙染量佔六成的工廠只負擔四成空

污費，交通工具卻需負擔六成空污費，空污費並沒有依照汙染比例開徵，只是拿

小老百姓開刀，有如「劫貧濟富」。 

  聲明中還指出，空污費並不符合汙染者付費的精神，大汙染源中油改善油品

反而可以得到空污費的補助；臺北、高雄汙染嚴重的地區未受重視，也違反受害

者受惠的原則；空污費中的委辦費金額極高，但是委託研究的內容過去都已做

過，使研究費成為公關費。 

  另外，三成空污費集中用於建設都會公園，改善汙染的優先順序好像不適

當；購買舊車回收土地費用也編列在空污費中，過於浮濫。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處處長陳雄文則解釋，空污費並非補助中油，凡是從事

油品改善的研究機構都可接受補助。至於購買廢車回收土地的工作現在已由一般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基金會進行，這筆新臺幣兩億元的費用，立法院可以刪除。 

  陳雄文還強調，如果這次空污費再無法開徵，環保署將面臨嚴重的挫敗，恐

怕未來沒有人敢再談汙染者付費，水汙染防治費等也都無法進行。 

 

 

 



附錄三：編碼表 Coding Sheet 
 編碼員：________________ 

 

 

A1報導編號 

A2報導年份 

A3報導類別 

A4篩選題 

 

B1互動層次 

 

 

 

 

B2人際關係類型 

(B1選 1.2者免填) 

 

 

 

 

B3組織化個人

 

 

 

______________  （五碼） 

______________  （四碼） 

□ 1.樣本 A      □ 2.樣本 B 

□ 1.是          □ 2.否(以下免填)

 
□ 1.組織間關係 (免填 B2) 

□ 2.組織與公眾關係 (免填 B2) 

□ 3.個人間關係(人際關係）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直系血親    □ 5.同學、同窗 

□ 2.旁系血親    □ 6.同事、同行 

□ 3.同宗、同姓  □ 7.朋友、情侶 

□ 4.同鄉        □ 8.其他：______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有          □ 2.無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C互動情境 

C1危機情境 

 

 

C2權力對等 

 

 

C3專業溝通 

 

 

D1公關功能** 

 

 

 

 

 

E1中介資源

 

 

 

□ 1.一般情境  □ 2.危機情境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權力對等  □ 2.權力不對等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專業溝通  □ 2.溝通瓶頸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說服        □ 5.形象/名譽管理

□ 2.倡議        □ 6.組織關係管理

□ 3.公共資訊    □ 7.個人關係管理

□ 4.導因關聯    □ 8.其他：______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個人關係  □ 4.組織關係

□ 2.個人資訊  □ 5.組織資訊 

□ 3.個人經濟  □ 6.組織經濟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E2公關策略** 

□ 1.組織資訊策略

   (E2_1) 

 

 

 

□ 2.組織關係策略

   (E2_2) 

 

 

 

 

 

□ 3.組織經濟策略

   (E2_3) 

 

 

 

□ 1.新聞代理    □ 4.對等溝通 

□ 2.公共資訊    □ 5.其他：______ 

□ 3.科學性說服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組織關係的繼承、世襲 

□ 2.認組織關係、聯合組織網絡 

□ 3.拉組織關係、套組織交情 

□ 4.利用組織關係鑽營私利 

□ 5.其他：__________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促銷販售     □ 5.善因行銷 

□ 2.公益贊助捐獻 □ 6.其他：_____ 

□ 3.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 

□ 4.組織賄賂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4.人際中介策略

   (E2_4) 

 

 

 

 

 

 

 

□ 99.無法判斷、報

導中未提及、免填 

 

E3對等性 

 

 

E4雙向性 

 

 

 

 

 

 

 

□ 1.提供個人資訊 

□ 2.提供個人經濟 

□ 3.個人關係的繼承、世襲 

□ 4.認關係 

□ 5.拉關係、套交情 

□ 6.利用個人關係鑽營私利 

□ 7.其他：__________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對等      □ 2.不對等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 1.單向      □ 2.雙向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F報導評價 

F1專業 

F2公開 

F3道德 

F4有效 

F5合法 

 

G1關鍵字

 

 

G2關鍵字判斷

 

 

 

 

 

 

 

G3意涵分析

 

 

 

 

 

______________ 分 

______________ 分 

______________ 分 

______________ 分 

______________ 分 

 

□ 1.公關        □ 3.兩者皆有 

□ 2.公共關係 

 

□ 1.西方專有名詞(免填 G3) 

□ 2.在地專有名詞(免填 G3) 

□ 3.非專有名詞 

□ 4.西方+在地專有名詞(免填 G3) 

□ 5.西方+非專有名詞 

□ 6.在地+非專有名詞 

□ 7.西方+在地+非專有名詞 

□ 1.擾亂視聽    □ 6.戰爭 

 

□ 2.錯誤災害    □ 7.長袖善舞 

□ 3.挑戰        □ 8.人情交際 

□ 4.話題製造    □ 9.色情交易 

□ 5.僅為公關    □ 10.其他：_________

□ 99.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H1關鍵字登錄** 

 

□ 1.公共關係          □ 21.交際 應酬 

□ 2.公關              □ 22.人脈、網絡 

□ 3.溝通 傳播         □ 23.組織網絡 組織網路 

□ 4.組織              □ 24.賄賂 獻金 打通關 

□ 5.公眾 大眾 民眾    □ 25.檯面下 

□ 6.印象 形象 名譽    □ 26.關說 

□ 7.危機 衝突         □ 27.協調 協商 

□ 8.行銷 促銷 推廣    □ 28.公關公主 公關少爺 

□ 9.關係管理 關係行銷    男公關 女公關 酒店公關 

□ 10.宣傳 倡導 倡議   □ 29.第三性公關 

□ 11.資訊 提供 告知   □ 30.其他：____________ 

□ 12.偵測 預警 預測    

□ 13.說服 遊說         

□ 14.社會責任 公益 公共利益 

□ 15.人情 面子 

□ 16.靠關係 拉關係 攀關係 

□ 17.裙帶關係 

□ 18.交情 私誼 

□ 19.後門 特權 關說 

□ 20.政商關係 

 

 

 

 



附錄四：編碼須知 Coding Instruction 

題目 選項、操作型定義、理論來源 備註 

A1報導編號 格式為五位數字 XXXXX 

 

樣本右下方已註記 

編號原則：前兩位數字為年份，後三

位為號碼。 

A2報導年份 格式為：XXXX（西元年份四碼） 樣本右上方已註記 

A3報導類別  此報導為樣本 A或樣本 B？ 

1. 樣本 A 

2. 樣本 B 

樣本右上方已註記，若未註明者一律

為樣本 A。 

A4篩選題  此報導樣本是否在本研究所界定之範圍之內？（本研究整理） 

1. 是：回答後續問題。 

2. 否：不需回答後續問題。若報導內之關鍵字為下列情況者，則加以排除： 

A. 關鍵字必須為有意義的字詞，否則本研究不加以討論。例如「十個老公關心老婆的秘訣」

報導中，公關並非完整有意義的字詞，而是老公、關心兩字詞的連用，因而排除。 

B. 本研究旨於探討台灣在地之公關意涵，但考量到兩岸三地具有文化共通性，所以互動雙方

的範圍擴大為兩岸三地，因此報導中互動雙方至少有一方需為兩岸三地，或是報導情境在

兩岸三地，否則不列入討論。例如「美國外商公司在德國的公關運作」報導中，由於互動

雙方與發生情境皆與兩岸三地無關，因此加以排除。 

單選 

 

 

B1互動層次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公關事件」雙方互動層次為何？「組織」、「個人」與「公眾／大眾」定義

如下： 

 組織：有意識組成的社會實體，有著可辨識的範圍疆界，且有共同達希望達成的目標，如家庭

單選 

注意：「公關事件」非「報導事件」，兩

者要加以釐清。 

 



家族、政府政治、營利企業、非營利公益團體、單位、組織等皆包含在內。（Robbins，1987：3；

轉引自黃懿慧，2001a：34；楊國樞，1993；本研究整理） 

 公眾／大眾：「公眾」係指一個結構鬆散的系統，其成員發覺到相同的問題或議題，成員間的互

動靠直接面對面或透過中介的方式進行，並且如同一個整體般地採取行動，如目標一致的消費

者、共同抗議核電的居民團體等；「大眾」則泛指一群體。在此研究中，兩者視為同一層次。（Grunig 

and Hunt，1984：144；轉引自黃懿慧，2001a：34；本研究整理） 

 個人：獨立個體的思考運作，代表單獨個體的立場與想法，組織化個人也包含於個人層次。（本

研究整理） 

1. 組織間關係（免答 B2） 

2. 組織與公眾間關係（免答 B2） 

3. 人際間關係（含公眾與公眾間關係）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B2人際關係類型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人際關係類型為何？ 

1. 直系血親：互動雙方關係為具有直系血緣關係的家人，包含父母對子女、兄弟姊妹等，而「夫

妻」關係雖非直系血親，但由於與上述關係同屬於情感性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歸類為此選項。

（楊國樞，1993；本研究整理） 

2. 旁系血親：互動雙方關係為具有旁系血緣關係的家人，包含叔伯對甥姪、表兄弟姊妹、堂兄弟

姊妹等。（楊國樞，1993；黃光國，1988；本研究整理） 

3. 同宗、同姓：互動雙方具有相同姓氏。（喬健，1982：346-347；陳明璋，1984；轉引自鄭伯壎，

1995：202） 

4. 同鄉：互動雙方來自同一故鄉。（喬健，1982：346-347；本研究整理） 

5. 同校、同學、同窗：互動雙方曾就讀於同一學校，互為同學。（喬健，1982：346-347；陳明璋，

1984；轉引自鄭伯壎，1995：202；本研究整理） 

單選 

有回答此題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6. 同事、同行：互動雙方曾在同一工作領域、組織，或是互為工作上的利益關係人。（喬健，1982：

346-347；陳明璋，1984；轉引自鄭伯壎，1995：202；本研究整理） 

7. 朋友、情侶：互動雙方互為朋友情侶、舊識、私交等關係。（本研究整理） 

8. 其他：非上述關係，請註記。 

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B3組織化個人  本報導中是否有「組織化個人」的形式？ 

 組織化個人：亦即上述關係中的互動單位雖為個人，但其背後所代表的立場為一組織（可以是

政府、營利、非營利組織單位）或是所運作使用的權力、資源屬於組織，並且進行社交策略者，

即為「組織化個人」。例如公關人員代表組織、民代代表政黨、企業主或發言人代表整體企業與

另一方進行非公事互動或社交活動；若上述民代、企業主、發言人雖以個人代表整體，但互動

內容非人際互動、是以組織互動（如發言人發佈訊息、民代召開記者會說明事件等），則不包括

在「組織化個人」內，視為「組織」層次。（張惠蓉，2000：52；彭懷真，1988；本研究整理）

1. 有 

2. 沒有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此題回答 1.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C互動情境  本報導中提及下列哪些「互動情境」？ 

1. 危機情境或一般情境 

2. 權力對等或權力不對等 

3. 使用專業溝通或專業溝通面臨瓶頸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所描述情境因素必須要直接造成公

關運作才加以編碼。 

C1互動情境：危機情

境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互動情境是在「一般情境」或「危機情境」？（Oliver，1990；Broom, Casey and 

Ritchey，1997；黃懿慧、林穎萱，2004） 

單選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1. 一般情境 

2. 危機情境：互動發生在一衝突或危機事件情境當中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C2互動情境：權力對

等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互動雙方之權力是否對等？（Oliver，1990；Broom, Casey and Ritchey，1997；

黃懿慧、林穎萱，2004） 

1. 權力對等：雙方所處之地位、所擁有之資源是對等、相同或差不多的。 

2. 權力不對等：雙方所處之地位、所擁有之資源是不對等的、有所差距的。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C3互動情境：專業溝

通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互動情境是否可執行專業溝通？（Oliver，1990；Broom, Casey and Ritchey，

1997；黃懿慧、林穎萱，2004） 

1. 專業溝通：互動雙方在此情境之中可執行公關專業溝通的形式。 

2. 溝通瓶頸：互動雙方在此情境之中專業溝通面臨瓶頸、不適合或無法使用專業溝通方式。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D1功能  本報導中呈現何種功能目的？（Hutton，1999：205-208；陳介玄、高承恕，1991﹔轉引自黃懿

慧，2001a：31；黃光國，1995；本研究整理） 

1. 說服：主動說服聽者朝向有利於組織或客戶的利益思考，僅單方面提及組織或客戶利益，並未

考量公眾利益，例如行銷推廣活動的功能目的在於說服消費者購買商品、服務或概念等。 

2. 倡議：類似於「說服」，希望引導聽眾思考方向，但「倡議」卻非主動的，而是因為某事件（通

常是危機或衝突）引發後再加以反應、說明說服閱聽人。考量組織或客戶的利益，例如（危機

事件後）加以說明、（面臨競爭者謠言）加以澄清等。 

3. 公共資訊：公關人員（或事件）扮演「教育者」或「票據交換所」的角色，提供大眾資訊、充

分告知或資訊相互流通。 

複選 

此題回答 7.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4. 導因關聯：類似「說服」，但考量大眾利益而非組織、客戶的利益。此類功能通常涉及與慈善、

公益、社會改革、社會行動團體等訴求相關。 

5. 形象/名譽管理：重視客戶或組織的形象與聲譽，可能藉由宣傳、符號操弄以提升、挽救大眾對

組織的形象與印象。 

6. 組織關係管理：組織、客戶與公眾間辨識相互利益與價值，並由相互關係中獲利；透過建立長

期、信任、合作達到雙贏局面。 

7. 個人關係管理：報導中的公關強調人際互動、社交、關係等功能，如人際間關係的建立、維持，

個人資源交換等，東方文化特有之「人情」、「面子」現象也在此列。（Hutton，1999：204-208；

陳介玄、高承恕，1991﹔轉引自黃懿慧，2001a：31；黃光國，1995；本研究整理） 

8. 其他：其他為包含在上述的功能目的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E1中介資源  本報導中所提及最主要的中介資源為何？（黃懿慧、林穎萱，2004：158） 

1. 個人關係：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個人提供之關係，如面子、人情、交情、自己的人脈關係

等。 

2. 個人資訊：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個人提供之資訊，如自己的資訊、專業溝通或傳播能力等。

3. 個人經濟：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個人提供之經濟資源，如個人的金錢等。 

4. 組織關係：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組織關係，如老闆的人脈關係、組織名氣、組織網絡、組

織脈（組織內其他部門、分公司、客戶、先前的合作伙伴等）等。 

5. 組織資訊：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組織提供之資訊，如公司或客戶的資訊、知識、技術、客

戶資料、公司專業能力等。 

6. 組織經濟：雙方互動所中介的資源為組織提供之經濟資源，如組織資金、預算、組織本身擁有

之商品、組織經營口碑、組織經營實力、經營影響力等。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此題回答 1.4.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E2公關策略  本報導中呈現下列何者公關策略？ 

1. 組織資訊策略：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組織資訊」作為傳遞的資源中介。 

2. 組織關係策略：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組織關係」作為傳遞的資源中介。 

3. 組織經濟策略：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組織經濟」作為傳遞的資源中介。 

4. 人際中介策略：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人際中介（包括個人資訊、個人經濟、個人關係等）作為

傳遞的資源中介。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複選 

資源中介以 Foa 兩向度（具體性、特

殊性）為分類（黃光國，1995：

196-197）共有三類資源：關係（感

情、人情、關係、權力、地位）、資

訊（資訊、個人專業能力）、經濟（金

錢、財貨、物品）。 

E2_1公關策略：組織

資訊策略 

 本報導中呈現下列何者組織傳播策略？（Grunig & Hunt，1984；轉引自林靜伶、吳宜蓁、黃懿

慧，1996：159-162） 

1. 新聞代理：組織無所不用其極的吸引媒體注意，取得宣傳的效果；此策略視媒體為宣傳工具，

公關作用是透過媒體將組織理念、產品、形象等「賣」給其互動對象，主要採取單向溝通，不

重視回饋訊息。 

2. 公共資訊：主要目的在資訊傳佈，公關人員必須遵循新聞道德規範，雖不主動提供不利於組織

的消息，但所提供之訊息必定正確。一般政府機關與非營利組織常採取此策略，以達資訊傳佈

的目的。此策略為單向策略，公關人員不進行調查研究探討對象的意見或態度。 

3. 科學性說服：此策略主要目的為科學性說服，公關人員調查對象的認知、態度、行為，而後「設

計種種能贏得對象支持且不必改變組織的訊息」，以說服對象依循組織期望行事此策略通常普遍

使用於競爭性高的行銷顧問公司或廣告公關顧問公司，如諮詢、遊說等。 

4. 對等溝通：此策略主要以「談判、折衝、協調等方式，以求取組織與其對象彼此觀點、態度、

行為上的改變」。雙向對等溝通主要目的不在於說服對方，而是希望透過雙向溝通達成相互了解

（mutual understanding），因此進一步形成共識、解決衝突與問題。 

5. 其他：其他無法歸類為上述者。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Grunig’s model（對等性與雙向性） 

對等係指是否考量對方的立場並試

圖作自己改變。 

 

 



E2_2公關策略：組織

關係策略 

 本報導中呈現下列何者組織關係策略？（Foa & Foa，1974、1976、1980；轉引自黃光國，1995：

196-197；喬健，1982；本研究整理） 

1. 組織關係的繼承、世襲：組織關係是經由承襲而來，組織只需繼承、不需刻意建立。如關係企

業子公司繼承母公司的關係網絡、聲譽等。 

2. 認組織關係、聯合組織網絡：對於一些有先前關係者（如之前合作過的伙伴、利益關係人等），

本來不熟的要主動透過各種方法去「相認」，或是聯合、聯絡不同組織形成一網絡運作。 

3. 拉組織關係、套組織交情：對於本來沒關係的對象要去建立或加強關係，或作為組織人情、人

脈的中介等。 

4. 利用組織關係鑽營私利：設法巴結有權勢的對方以謀求私利，或利用既有的組織關係以獲得利

益或免除責難。 

5. 其他：其他無法歸類為上述者。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有回答此題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中介資源為組織網絡、組織人情人

脈、組織身份地位、權力等。 

以喬健（1992）的理論為主加以修正 

 

E2_3公關策略：組織

經濟策略 

 本報導中呈現下列何者組織經濟策略？ 

1. 促銷販售（僅考量組織利益、對方需付費）：直接販售、交易組織之商品或服務。（Cottone et al.，

1985） 

2. 公益贊助捐獻（也考量公共利益、對方不需付費）：組織進行金錢或商品上的公益性質贊助、資

助、捐獻等。（王鳳璋、方宏進，1990）此處是指傳統的公益行銷方式，企業與非營利組織是各

自獨立運作的兩個個體，企業所提供的金錢或勞務贊助是來自企業的捐助預算，其來源與非營

利企業並無關連。（須與善因行銷加以區分） 

3. 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僅考量組織利益、對方不需付費）：組織招待或餽贈與業務相關或不相

關的物品，如組織請客招待記者或合作廠商、贈送小禮物、紀念品、公關票給相關對象等。 

4. 組織賄賂（僅考量組織利益、對方不需付費）：公關呈現組織進行送紅包、送禮等賄賂行為。 

5. 善因行銷（也考量公共利益、對方需付費）：企業基於慈善因素所從事的行銷活動，當顧客參與

單選 

以兩面向區分此策略：指考量組織利

益/也有考量公共利益、對方需付費/

對方不需付費。 

 

 

 

 

 

 

Oldenburg, D.,“Big Companies Plug 

 



提供企業收益的交易時，企業承諾捐出特定比例的金額給特定的公益活動，以滿足組織與個人

的目標。其中Oldenburg（1992）從公共關係的角度，將善因行銷定義為一種新的混合媒介，認

為善因行銷可以利用公眾服務廣告及公共關係，將企業與良好的公益活動相結合。 

6. 其他：其他無法歸類為上述者。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Big Causes for Big Gains”, Business

＆Society Review, 1992 Fall, Iss. 83, 

pp.22-23. 

 

E2_4公關策略：人際

中介策略 

 本報導中呈現下列何者人際中介策略？（Foa & Foa，1974、1976、1980；轉引自黃光國，1995：

196-197；喬健，1992；本研究整理） 

1. 提供個人資訊：個人提供自己的資訊、專業能力、服務以協助對方解答問題或困難。 

2. 提供個人經濟：個人提供自己的經濟（如金錢、財貨等）以協助對方解決問題。 

3. 個人關係的繼承、世襲：關係與生俱來，即所謂的出身、門第，後人只需繼承、不需刻意建立。

4. 認關係：對於一些本來就有關係者（例如親戚、朋友、世交、鄉里），本來不熟的主動要主動透

過各種方法去「相認」，如認親、認老鄉、認乾爹乾媽等。 

5. 拉關係、套交情：本來沒關係的人要去建立或加強關係，或作為人情的中介等。 

6. 利用個人關係鑽營私利：設法巴結有權勢的人以謀求私利，或利用既有的關係以獲得利益或免

除責難。 

7. 其他：其他無法歸類為上述者。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有回答此題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中介資源為資訊能力、金錢財貨物

品、感情、人情關係、權力地位等。 

個人關係以喬健（1992）的理論為主 

 

 

E3對等性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公關策略其主要的策略面向在對等性方面為何？（轉引自林靜伶等，1996：

159；轉引自孫秀蕙，1997：71-75；本研究整理） 

1. 對等：報導中有提及對方，且會考量對方利益與立場，經由互動相互調適或改變。 

2. 不對等：報導中有提及對方，但未考量對方利益與立場，也不會相互調適或改變。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E4雙向性  本報導中所提到的公關策略其主要的策略面向在單雙向方面為何？（轉引自林靜伶等，1996：

159；本研究整理） 

1. 雙向：雙方互動過程為雙向進行，形成對話、接收回饋訊息。 

2. 單向：雙方互動過程為單向進行，單純傳布資訊、無接受回饋。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單選 

 

F1報導評價：專業  本報導對於公關內容的專業／非專業的描述為何？           分 （本研究整理） 

 專業：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正式、經過計畫後加以執行的過程，而執行者為一群受

過該領域專業知識訓練者。如報導中提及正式活動、儀式（如開記者會或其他正式活動）、由專

業機制執行（如公關公司、公關經理、公關專員）、或經過專案、計畫等。 

 中立 

 非專業：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不正式、未經詳細計畫、隨意進行，且執行者本身缺

乏此部分的專業知識或未受過專業訓練。 

 專業的（+3）、中立（0）、非專業的（-3）；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99 

評分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F2報導評價：公開  本報導對於公關內容的公開／私下的描述為何？           分 （本研究整理） 

 公開：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主動、自願公開運作的，透過公開單位、媒體等組織單

位為管道加以進行。如報導中當事人訴諸媒體或社會大眾、回應媒體查證、開記者會等等。 

 中立 

 私下：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非主動、被迫公開的、私下的、檯面下運作的，通常是

人際間的私下運作。 

 公開的（+3）、中立（0）、私下的（-3）；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99 

評分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F3報導評價：道德  本報導對於公關內容的道德／不道德的描述為何？           分 （本研究整理） 

 道德：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有道德的，符合社會文化價值、社會風俗等。 

評分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中立 

 不道德：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缺乏道德的，不符合社會文化價值、社會風俗，例如

報導中呈現違反社會善良風俗等描述。 

 道德的（+3）、中立（0）、不道德的（-3）；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99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呈現「公關操作」道不道德，而非「事

件」道不道德。 

F4報導評價：有效  本報導對於公關內容的有效／沒效的描述為何？           分 （本研究整理） 

 有效的：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有效果的，亦即公關運作能幫當事人快速且順利的達

到目的。例如（公關宣傳後）活動人山人海、（危機處理後）消費者得到滿意的答覆等等。 

 中立 

 沒效的：報導中的公關運作被描述為沒有效果的，亦即不能幫當事人快速且順利的達到目的。

 有效的（+3）、中立（0）、沒效的（-3）；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99 

評分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F5報導評價：合法  本報導對於公關內容的合法／非法的描述為何？           分 （本研究整理） 

 合法：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合乎法律規範的。 

 中立 

 非法：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違反法律規範的，例如利用特權、賄賂、刻意中傷、違

法等。 

 合法的（+3）、中立（0）、非法的（-3）；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99 

評分 

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旁邊註記

題號。 

G1關鍵字  請問本報導有出現下列何者關鍵字？ 

1. 公關 

2. 公共關係 

3. 兩者皆有 

單選 

 

G2關鍵字判斷  請問本報導的關鍵字屬於下列何者？ 

 西方專有名詞：關鍵字屬於職稱、部門、公司名、組織單位名、課程名等專門名詞，且上下文

單選 

 



意內涵不足以分析關鍵字。如XXX公司公共關係部副經理、公關宣傳部、XXX公關顧問公司、

香港公共關係協會、公關課程等。 

 在地專有名詞：關鍵字屬於職稱、部門、公司名、組織單位名等專門名詞，單屬於東方專有意

涵，且上下文意內涵不足以分析關鍵字。如公關小姐、酒店公關、公關費等。 

 非專有名詞：關鍵字並非特定專有名詞，關鍵字可能為形容詞或動詞，且上下文意內涵可辨識

出關鍵字的意思。 

1. 西方專有名詞 (免填 G3) 

2. 在地專有名詞 (免填 G3) 

3. 非專有名詞 

4. 西方+在地專有名詞 (免填 G3) 

5. 西方+非專有名詞 

6. 在地+非專有名詞 

7. 西方+在地+非專有名詞 

G3意涵分析（見附件）  依照 Spicer（1993）對公關字詞的語意分析之中，本報導中的「公共關係」或「公關」關鍵字應

歸於下列何者？ 

 關鍵字若超過一個，則要看所指涉的意涵是否一致，若一致則可加以編碼，若不一致則以主要

互動對象為主；另外，字詞必須有足夠意涵可加以分析，若意涵不足（如公關或公共關係僅為

職稱、單位等）則編碼為 99.無法判斷。 

1. 擾亂視聽 Distraction（負面、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這裡係指擾亂事情的真正涵義，或

是模糊焦點，或事情發生後藉公關轉移焦點、注意力。 

2. 錯誤災害 Disaster（負面）：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引申為針對某事件的一個錯誤或不明智的決定，

屬於單一事件，且是公關策略上本身的錯誤。 

3. 挑戰 Challenge（正面、雙向對等溝通）：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有實際的兩難問題，而這個兩難存

單選 

若有選此項者請 coder用螢光筆畫

線，並在旁邊註記題號。 

 

 



在於組織與大眾的認知之間，就由公關長時間去加以溝通解決。 

4. 話題製造 Hype（中立、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泛指被利用為工具去製造話題或激化大

眾的情緒。 

5. 僅為公關Merely（負面、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有極為膚淺的意思，指涉公關為膚淺、

表面、作秀、媒體操作等意涵，而非提出任何實質想法或解決方案。 

6. 戰爭War（中立、雙向不對等溝通）：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指與某一方長期抗戰來訴求一個大眾

認可的觀念，通常藉由媒體展示。 

7. 長袖善舞 Schmooze（中立、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形容一種人格特質，有善交際跟與

人社交的能力、手法等，但不一定就表示他就是在做公關。 

8. 人情交際（中立偏負面、N/A）：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指人際關係維持、人際社交進行、人情面

子的借償，有時有按指非法交易（賄賂）藉人情中介執行之意。 

9. 色情交易（負面、N/A）：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指涉為非法的色情性交易。 

10. 其他：其他無法歸類為上述的概念 

99.  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免填 

H1關鍵字登錄  本報導中與公關事件有關的報導中是否有提及下列關鍵字？  

1. 公共關係 

2. 公關 

3. 溝通、傳播 

4. 組織 

5. 公眾、大眾、民眾 

6. 印象、形象、名譽 

7. 危機、衝突 

8. 行銷、促銷、推廣、推展 

複選 

若有趣或能表達東方特有意涵的特

殊段落請 coder用螢光筆畫線，並在

旁邊註記題號。 

 

 

 



9. 關係管理、關係行銷 

10. 宣傳、倡導、倡議 

11. 資訊、提供、告知 

12. 偵測、預警、預測 

13. 說服、遊說 

14. 社會責任、公共利益、公益 

15. 人情、面子 

16. 靠關係、拉關係、攀關係 

17. 裙帶關係 

18. 交情、私誼 

19. 後門、特權、關說 

20. 政商關係 

21. 交際、應酬 

22. 人脈、網絡 

23. 組織網絡、組織網路 

24. 賄賂、獻金、打通關 

25. 檯面下 

26. 關說 

27. 協調、協商 

28. 公關公主、公關少爺、男公關、女公關、酒店公關 

29. 第三性公關 

30. 其他相關字詞 

 



 
 
編碼員 

**甘惟中（政大心理畢、政大廣告所）：0932-331373  02-22515604  wcgkan@alumni.nccu.edu.tw  (Author） 

A楊竣翔（政大經濟畢、台大商研所）：0916-305342  chunshiang1231@yahoo.com.tw  

B徐邦寧（世新傳管畢、佛光傳播所）：0919-245671  bun@ms61.url.com.tw  

C吳德容（世新新聞畢、輔大大傳所）：0968-051499  bms1315@yahoo.com.tw

編碼須知 

1. 若對內容題項、定義有任何不清楚或不確定的地方，歡迎在過程中立即提出疑問。 

2. 編碼的重點在於分析報導中的「公關」或「公共關係」意涵，所以必須要先確定分析的互動雙方與公關事件，判斷準則需與報導中「公關」或「公共關係」

等關鍵字直接相關。 

3. 由於許多報導會偏重特定面向或主題，所以可能編碼表中的項目並非都會提到、進而造成許多遺漏值（missing value），這是正常現象，針對可以分析的部

分加以編碼即可。 

4. 若有多組利益關係人，則加以判別與「公關」或「公共關係」最直接指涉的一組，若真的有超過一組利益關係人一樣重要，則編碼員自行選擇一組組適當

的加以編碼。 

5. 報導中有許多「隱含」、「非直接」的指涉意涵，編碼員可由常理判斷，並經由前測以達致共識。 

6. 若需要畫線註記的部分請編碼員一定要劃記清楚，先用螢光筆畫出相關段落，再用括弧清楚標示出起始與結束的段落，最後再於左方用清楚標示出題號。

其中關鍵字必須清楚圈選出來以供辨識。如下例（B96040）： 

 

B4_4&B5_1&G4_8  [並希望市府能每月編列新台幣兩三千元的公關費，讓鄰長買些茶葉和香菸做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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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Spicer（1993）公關語意分析說明 
 

項目 意涵 例子 

1.擾亂視聽 Distraction （負面、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這裡係

指擾亂事情的真正涵義，或是模糊焦點，或事

情發生後藉公關轉移焦點、注意力。 

 麥當勞推出可回收的盒子或餐具，事實上是為了公關效果，要掩蓋自己使用更多不可分

解的塑膠的事實。 

2.錯誤災害 Disaster （負面）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引申為針對某事

件的一個錯誤或不明智的決定，屬於單一事

件，且是公關策略上本身的錯誤。 

 某公司不顧眾人的反對決定要對停車收費，被大家視為是一個很嚴重公關策略錯誤。 

 B97060解放軍沒有必要進駐香港，這不但是公關上的錯誤，更是政策上的錯誤。 

 

3.挑戰 Challenge （正面、雙向對等溝通）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

有實際的兩難問題，而這個兩難存在於組織與

大眾的認知之間，就由公關長時間去加以溝通

解決。 

 市長在第二年時表示：「我們執政團隊碰到了公關上的挑戰。」（因為市長會對事件很快

的批評，所以他指稱是一個公關上的挑戰。） 

 A01060加入聯合國要扮演「攻堅」的角色，在文宣、公關上進行「不可能的任務」。 

4.話題製造 Hype （中立、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泛指

被利用為工具去製造話題或激化大眾的情緒。

4.5難分，Hype必須呈現出明顯的話題製造或

大力宣傳之行為。 

 將某運動員納入名人堂，其實主要的意義是建構在公關之上，因為目的是為此運動創造

話題、激化大眾的討論等等。 

 C91040布希動員在美國大陸人士進行「公共關係」活動。 

5.僅為公關Merely （負面、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有極

為膚淺的意思，指涉公關為膚淺、表面、作秀、

媒體操作等意涵，而非提出任何實質想法或解

決方案。 

 通常越知名的機構或單位作公關是越成功的、效果是越顯著的。 

 C91050在警察如何爭取民眾認同方面，首先是 XXX，再其次才是透過「公關」推廣警

察形象。 

 C93070對於中共阻撓達賴喇嘛參加世界人權大會一事，外國記者語帶調侃的表示，中

共已成為達賴最佳的「公關」經理。 

6.戰爭War （中立、雙向不對等溝通）公關或公共關係在

此指與某一方長期抗戰來訴求一個大眾認可

的觀念，通常藉由媒體展示。 

須有明顯互相對抗的雙方（如工會對公司）

 波斯灣戰爭時，報紙常出現如此標題：「海珊成功利用媒體文宣公關戰對抗美國。」 

 C93060由於擔心達賴喇嘛擁有太多的國際聲望，中共官員計畫加強「公共關係」，以便

為中共統治西藏辯護。 

 



7.長袖善舞 Schmooze （中立、新聞代理）：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形

容一種人格特質，有善交際跟與人社交的能

力、手法等，但不一定就表示他就是在做公

關。 

 A99040張敏儀是一個公關宣傳的人才，因此需要他這種人才去推廣香港。 

 C95100 XXX口才極佳，擅長公關，所到之處受人歡迎。 

 長袖善舞、八面玲瓏、舌燦蓮花、油腔滑調 

 

8.人情交際(NEW) 

 

（中立偏負面、N/A）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人

際或組織關係維持、人際社交進行、人情面子

的借還，有時有按指非法交易（賄賂）藉人情

中介執行之意。 

跟「長袖善舞」有相似的地方，但不同；跟

merely 不太一樣是因為 merely是透過媒體 

 

 A95020研究經費被挪用為「公關費」（人際交際） 

 A98040負責「公關」的經理翁 XX… 

 A03100開桌宴客的「公關費」 

 B96040希望市政府編列幾千元的「公關費」去給鄉里長去「作公關」 

 C92050每位政府首長都有特支費，用來做「公共關係」，當天的飯局也是由特支費中支

付。（這裡用公共關係而非公關是否表示公關太負面？所以要要委婉正面一點？） 

 B97100調查人員鎖定這三筆「公關費」應該是給 XXX的賄款 

9.色情交易(NEW) （負面、N/A）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指涉為非

法的色情性交易。 

 「酒店公關」、「男公關」、「女公關」、「公關公主」、「公關小姐」、「第三性公關」 

 以上若報導資料不足以分析則為「在地專有名詞」。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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