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概念架構 

一、概念架構 

  本研究主要植基於下列兩個概念架構：學者 Harold Lasswell於 1948 年所提

出的 SMCRE傳播模式以及公關學者 James Grunig對於公共關係的定義概念，以

下分述兩個架構。 

  首先，美國政治學者 Harold Lasswell曾針對宣傳、說服進行大規模研究，提

出廣為人知的「SMCRE」模式，對傳播研究有深遠的影響（羅世宏譯，1992：
48）。該模式即為： 

  誰（who） 
  說什麼（says what） 
  透過什麼通道（in which channel） 
  傳播給誰（to whom） 
  產生什麼效果（with what effect）          （資料來源：羅世宏譯，1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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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SMCRE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如圖 2-1-1，此模式將傳播、溝通視為過程，分析出此過程中不同的元素與

成分：傳播者將傳播訊息透過不同的管道傳遞給接收者，最後產生不同的傳播效

益。上述模式提出了幾個基本的元素，但模式中卻缺乏傳播情境的探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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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無回饋的過程亦是此模式較不足之處。 

  相似的概念出現於美國公關學者 James Grunig對於公關的定義中（請參見圖

2-1-2）。Grunig將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定義為「組織與其公眾間溝通的管
理」（Grunig & Hunt，1984；轉引自，林靜伶等，1996），而這樣的概念與上述

SMCRE模式也有相互呼應之處：首先，組織、公眾代表著傳播者與接受者雙方，
但相較於前者單向的概念，此定義中強調組織與公眾兩造是雙向互動的；第二，

定義中清楚說明「溝通的管理」是公共關係的功能，同時也是主要的執行策略。

然而，此概念仍未討論公關情境，是比較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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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管理學派之公共關係定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上述兩概念架構為基礎，本研究認為探討台灣公共關係面貌必須包含下列

元素：第一，互動層次：公共關係運作的雙方互動層次為何？除組織與公眾關係

層次外，是否還有其他的運作層次？第二，功能：互動雙方執行公關業務時主要

發揮何種功能？第三，公關策略：公關運作中雙方所採用的公關策略為何？第

四，互動情境：雖然上述概念皆忽略情境因素，但本研究認為公關運作中的情境

因素是重要的，需納入探討；最後，本研究同時納入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兩個因

素，以了解新聞報導中的公關運作近十三年來的歷時性變化，以及報導內容對公

關運作的評價。 

  另外，「公關效益」應也是公關研究的重點，但由於本研究進行新聞文本的

內容分析，在公關效益上容易傾向呈現媒體效益（即公關事件的媒體曝光量、報

導篇幅、正負等），對於其他公關效益（如組織效益、財務效益等）則較難深入

探討，因此本研究將不討論公關效益的部分，留待後續研究執行。 

  圖 2-1-3為本研究文獻探討概念圖，本章並將依圖 2-1-3中所列之流程進行

文獻探討，依序為公共關係之互動層次、互動情境、功能、公關策略（第二節至

第五節）、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第六節），以及「公關」與「公共關係」之差異

與意涵（第七節）。最後，並於第八節整理出本研究所有的研究架構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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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文獻探討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三個研究系列 

  本研究研究主題主要將區分為三個系列： 

  研究系列一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的各項重要元素，尤其著重在功能

及公關策略兩項。另外，也將探討十三年來公共關係運作的演變以及新聞報導對

於公共關係運作的整體評價。各分項的詳細內容與理論基礎也將於本章第二節至

第六節詳加說明。 

  在研究系列一中，將有關「公關」與「公共關係」視同處理，並未區分，探

討公共關係之運作（包含互動層次、情境、功能、策略）以及時代演變與報導評

價等。然而，過去研究認為台灣社會所指涉的「公關」、「公共關係」與西方的「public 
relations」定義並非完全一致，須加以區分探討（黃懿慧，2003）。基此，研究系
列二將區分「公關」與「公共關係」兩個不同的關鍵字並探討其間的差異，主要

目的希望了解不同關鍵字之報導對於公共關係運作（含互動層次、情境、功能、

策略）、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方面是否會有所差異。關於「公關」與「公共關係」

兩詞彙的異同以及其他相關的理論基礎將於本章第七節完整說明。 

  最後，研究系列三則希望探討「公關」或「公共關係」這兩個名詞代表了什

麼意義？過去曾有研究針對美國與韓國的平面媒體報導進行公共關係意涵之分

析（Spicer，1993；Park，2001），然而台灣卻沒有類似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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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 Spicer（1993）所發展的公關概念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台灣「公關」與「公

共關係」的意涵為何？本章將於第七節簡要介紹 Spicer（1993）與 Park（2001）
兩研究，並介紹過去相關研究。 

 

 

 

 4



第二節 公共關係之互動層次 

  本小節首先探討公共關係運作中，互動雙方的「互動層次」（參見圖 2-2-1）。
公共關係運作大致可概分為三種互動層次：組織間關係層次、組織與公眾關係層

次、人際關係層次（Oliver，1990；黃懿慧，2001a；楊國樞，1993；黃光國，1988）；
除此之外，考量公關人員的角色應跨越單一層次的範疇與限制（黃懿慧，2002b），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化個人」概念加以補充。以下分述這些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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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文獻探討概念圖：互動層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組織間關係層次、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 

  「組織」是一般西方理論探討公共關係時常使用到的單位。學者黃懿慧曾引

用學者 Robbins的定義指出，「組織」是「有意識組織的社會實體，有著可辨識

的社會疆界，該社會實體的目的在於達成共同的目標。」（Robbins，1987：3；
轉引自黃懿慧，2001a：34）。一般而言，組織間關係大多置於管理或商學領域討

論，主題則著重於組織間關係類型、關係形成因素與情境、公關扮演的功能角色

等（Cottone，Wakefield，Cottone & North，1985；Oliver，1990）。 

  除「組織」外，西方理論也常討論「公眾」的概念。Grunig and Hunt界定「公
眾」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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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unig and Hunt，1984：144；轉引自黃懿慧，2001a：34）。「組織與公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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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來是西方公共關係研究著重探討的互動層次，而管理學派學者 Grunig and Hunt
（1984）更將公關定義為「組織與其相關公眾間溝通的管理」，由此可見重要性。 

  過去西方研究常針對組織間關係或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進行探討，主要係根

基於其個人主義的前提與假設。然而，傳統華人社會較無類似的概念，主要是以

人際關係作為社會互動的基礎（黃懿慧，2001a：35），但過去西方理論卻鮮少針

對公關運作過程中之「人際關係」加以探究。因此，本研究認為，若欲探討台灣

公關與公共關係全貌，就必須針對公關運作中的「人際關係」層次加以探討。 

二、人際關係層次 

  相較西方公關理論著重探討「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等互動層次，

東方社會較著重於「人際關係」層次的運作，而如此差異或可凸顯東方社會以人

際關係為主要互動基礎的特殊文化背景。 

  本土心理學者楊國樞（1993）曾以「社會取向」此一概念來描繪與理解中國

人的主要心理與行為，強調中國人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來界定自己的身份，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五倫」關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雖然五倫

關係看起來為一分類性的觀念，實則隱含有連續性的「強度」概念，而此概念主

要的決定因素即為「血緣關係」，此與學者費孝通（1991）的「差序格局」理論

相符1。而楊氏也指出，中國人的人際或社會關係可依親疏分為「家人」、「熟人」、

和「生人」三個層次，不同層次的人際關係會延伸出不同的人際對待原則、對待

方式及互依型態等，人際關係層次乃是影響雙方互動的重要關鍵。以下茲就楊氏

所區分的三種人際關係說明於下表 2-2-1。 

表 2-2-1 三種社會關係中之不同人際對待原則、對待方式、互依型態及互動效果 

關係類別 對待原則 對待方式 互依型態 

家人關係 講責任 

低回報性 

全力保護 

高特殊主義 

無條件互相依賴 

熟人關係 講人情 

中回報性 

設法通融 

高特殊主義 

有條件互相依賴 

生人關係 講利害 

高回報性 

便宜行事 

低特殊主義 

無任何互相依賴 

資料來源：楊國樞，1993，p. 107與本研究修正 

  心理學者黃光國（1988，1995）提出的「人情與面子」理論模式中也有相同

                                                 
1在人際互動中，以自我（ego）為參考點向外圈圈擴散（愈向外關係愈疏）之類似同心波紋的人

際或社會關係網，稱為「差序格局」（費孝通，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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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在此模式中，黃氏以社會交換論及資源論的角度將互動的雙方界定為請

託者及資源分配者，兩者的角色並非固定，會不斷變換、輪流扮演﹔同時，雙方

會依照目的、情境、掌握資源等因素對彼此關係做判斷，並歸類為情感性、工具

性或混合性關係等關係（見表 2-2-2）。 

表 2-2-2 三類人際關係說明 

關係類型 成分比例 說明 

情感性關係 主要為情感性成分﹔少部分為工具

性成分。 

通常指個人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混合性關係 情感性、工具性成分比例約各佔一

半。 

個人和親戚、朋友等熟人之間的關係。 

工具性關係 主要為工具性成分﹔少部分為情感

性成分。 

個人為了獲取某項社會資源，和陌生人所

建立的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費孝通（1991）、楊國樞（1993）、黃光國（1988、1995）等相關研究可以
發現，過去學者在探討人際關係時皆認為，「相同性」概念在雙方關係的建立上

扮演一重要因素。「相同性」係指中國人會依據雙方先天或後天的背景或情境之

相同性衡量關係。若參照萬同軒、龐開基、王立華（2002）所提出「先賦關係」
與「自致關係」的想法便可清楚地了解，關係的相同性可能係天生的（如血緣相

同），亦可能係後天情境相同所結合的關係（如同鄉、同學、同事等）2﹔此概念

亦與楊中芳（1999）界定之「既有關係」、「交往關係」相呼應（楊中芳，1999﹔
轉引自萬同軒、龐開基、王立華，2002：192），與「差序格局」概念亦一脈相承。

本研究將過去關於人際關係分類之研究表列整理如下（見表 2-2-3）： 

表 2-2-3 過去人際關係分類整理 

提出學者 費孝通 

（1991） 

楊國樞 

（1993） 

黃光國 

（1988, 1995）

楊中芳 

（1999） 

萬同軒等 

（2002） 

家人 情感性關係 既有關係 先賦關係 

熟人 混合性關係 

關係分類 與自我關係近 

 

與自我關係遠 生人 工具性關係 

交往關係 自致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其他關於相同性的人際分類，相關學者提出包括四同（同鄉、同學、同事、同道）（喬健，1982：
346-347）、九同（同學、同事、同鄉、同宗、同年、同行、同姓、同好、同袍）（陳明璋，1984﹔
轉引自鄭伯壎，1995：202）等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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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推論，公關人員在互動的過程中，角色是多重、甚至彼此重疊的。雖

然大多的情境下公關人員代表組織，但在講求人際關係的台灣社會中，人際關係

也常成為互動依循的準則或可運用的資源。 

三、「組織化個人」概念試構 

  由上述互動層次與單位的討論可知，「組織」、「公眾」、「個人」是東、西方

探討公共關係主要的三種單位，並由此發展不同的互動層次。然而，對於強調「跨

界人」角色的公關人員而言，單領域、單文化的研究取向是不夠的，「組織與公

眾關係」的互動本質不僅應該超越單一的「人際間關係」或「組織間關係」範疇，

更應同時考量人際間關係與組織間關係，並進一步思考「人際關係」置於「組織

與公眾關係」情境中的角色、互動型態與相關變化（黃懿慧，2002b：108）。這
樣的說法不但凸顯了過去研究僅考量單一互動層次的限制，也提供了新的思考方

向──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應著重探討公關運作中人際關係置於組織

間關係或組織與公眾關係的可能性。 

  張惠蓉（2000）以系統理論的角度出發，提出將公關人員視為「組織跨界人」

（organization boundary spanner）的概念，綜合過去學者說法將其定義為「活動

於組織的周圍或邊界，從事與組織相關的工作，聯繫組織本身與外界環境，對外

代表組織、對內代表外在環境」，而組織跨界人也扮演著「組織守門員」（gate- 
keeper）與「組織代表」（representative）的雙重角色，發揮對外代表組織、對內
代表外在環境的功能（張惠蓉，2000：52）。因此，「組織跨界人」在公關活動進
行中可能會以「組織」的身分與其互動對象進行「人際層次」的互動，而此種情

形在東方社會講求人際關係的情境下應更為普遍。例如在彭懷真（1988）探討台
灣企業業主關係的論文中即發現，台灣企業即使在進行組織間交易運作時，也常

常傾向由企業主（個人）代表企業（組織）與對方（通常是另一個企業主）藉由

社交活動（球敘、餐敘）或私下、非正式的關係、情感聯繫等互動，而非一般正

式、公開的討論、會議、交易等互動。上述現象明顯透露出在台灣公關互動中，

互動層次並非「組織間」或「組織與公眾」如此單純，互動單位更常有「以個人

代表組織」的情形產生。 

  基於上述，有別於過去公關理論單純探討組織、公眾、個人等單一單位，本

研究擬試構「組織化個人」概念，認為「組織化個人」乃台灣公關運作中一特有

之單位，係指「公關運作中互動單位雖為個人，但其背後所代表的立場為一組織，

或是所運作使用的權力、資源屬於組織，並且進行社交策略或非正式互動者。」

「組織化個人」可分兩個層面來看：首先，以「個人代表組織」顯示西方將公關

人員視為組織跨界人的特色，亦符合公關角色之功能；其次，代表組織之個人必

須與其互動對象進行非正式、人際導向之社交策略，此概念凸顯東方社會中「關

係」在互動時的重要性，強調在地特色。須加以說明的是，上述「組織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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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單位」，係指個人以組織立場進行人際互動；而「人際關係」則是一種

「互動層次」，係指互動雙方單位為個人或組織化個人。 

  舉例而言，公關人員代表組織、民意代表代表政黨、企業主或發言人代表企

業與另一方進行非公事互動或社交活動，諸如私下餐敘、球敘、在特殊節日送禮

等等，皆是以「組織化個人」為單位進行人際層次的互動；但若上述民代、企業

主、發言人雖以個人代表整體，但互動內容非人際互動，而係以組織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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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進行組織間或組織與公眾之層次互動。 

  本研究以為，「組織化個人」的概念不但兼具東、西方理論基礎，更跨越「組

織間關係」或「人際間關係」的單一範疇，將「人際關係」納入「組織間關係」

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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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互動情境 

  本節接下來探討公共關係運作的「互動情境」。在公共關係互動過程中，情

境影響因素是探討的重點之一，如上節所述，公共關係運作包含有組織與公眾關

係、組織間關係以及人際關係三種層次，而不同關係層次運作所面臨的情境因素

也有所不同。 
 

互動層次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公共關係功能

公共關係策略

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 

 
 
 
 
 
 
 
 
 
 

 

圖 2-3-1 文獻探討概念圖：互動情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首先，在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學者 Broom，Casey and Ritchey（1997）整
理過去各領域之關係研究，並依照前提（antecedents）、概念（concepts）、影響
結果（consequences）三部分提出可探討「組織與公眾關係」之概念架構。在此

架構中，Broom等學者認為影響關係的前提包括：社會和文化規範、集體之認知
與期望、對資源的需求、對不確定環境之認知、法律要求／自發性的必要要求等

因素。 

  其次，學者 Oliver（1990）的研究則以「組織間關係」（IORs，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角度切入，整理過去「組織間關係」相關文獻，並歸結出六大「關

係形成的關鍵性因素」（critical contingencies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一、必要
性（necessity）：組織關係建立可能是因為必要的法定要求，例如來自政府機關、

產業等；二、不對等（asymmetry）：組織能否控制其他組織及其資源的權力差距；

三、互惠（reciprocity）：關係形成基於合作與對等，目的為追求共同的目標與利

益；四、效率（efficiency）：關係形成係為了增加組織內部生產的效率；五、穩

定（stability）：組織關係形成是一種為適應環境不確定性的反應，環境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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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來自資源稀少或缺乏完整資訊，而關係形成可降低上述不確定性；六、合法

性（legitimacy）：組織藉由形成組織間關係以提升合法性，增加自身的聲譽與形
象，尤其當合作對象合法性比己方高時。 

  探討相同的主題，黃懿慧、林穎萱（2004）的研究則針對情境與台灣公關人
員關係策略的關聯性進行探討。在此研究中，作者認為下列情境因素會影響關係

策略的使用：一、危機情境：公關人員傾向在危機情境中使用關係策略獲取諮詢

或淡化危機、進行危機處理，亦即危機情境比一般情境更容易採取關係或人情導

向的策略；二、互動對象比己方組織擁有更大的力量：力量包括資源、影響力、

金錢等，亦即權力的不對等性對於關係策略的使用具有關鍵性的影響，當對方擁

有組織所需的重要資源或本身權力小於對方時，則公關人員或傾向使用關係策

略；三、專業溝通面臨瓶頸：若一般專業溝通面臨瓶頸、雙方互動情形無法更上

層樓，則公關人員必須使用關係策略增強互動效果；四、自己或組織其他人以互

動公眾已存有先前關係：若與互動對象已有先前關係（existing relationship）時，
公關人員會傾向採取關係策略而非一般專業傳播策略。 

  Broom，Casey and Ritchey（1997）、Oliver（1990）及黃懿慧、林穎萱（2004）
的研究涵蓋了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以及人際關係層次中可能面臨的情境

性因素，歸納上述研究，本研究總結下列三點：一、危機情境／一般情境：過去

研究發現，一般情境與危機情境中所使用的公共關係或關係策略有所差異，在危

機情境中會傾向使用關係或人情導向之策略而非一般專業溝通策略；二、權力對

等／權力不對等：此處係指雙方所處之地位、所擁有之資源是相同或有所差異，

在不對等權力中情境中會傾向使用關係導向的策略；三、使用專業溝通／專業溝

通面臨瓶頸：此情境係指公關溝通專業是否可以實行，或專業溝通面臨瓶頸、不

適合或無法使用專業溝通方式。由過去研究我們更可以推論，在上述的危機（相

較於一般情境）、權力對等（相較於權力不對等）以及溝通瓶頸（相較於專業溝

通）等情境中，公關人員更容易傾向使用人際導向的操作，例如以人際層次執行

關係策略，並使用關係資源作為流通中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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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關係之功能 

  本小節依序探討公共關係之功能。關於公共關係的功能，過去鮮少有系統性

的研究，不論是期刊論文或坊間書籍，大多以作者個人經驗出發，陳述公關人員

進行公關活動之功能等。本研究以 Hutton（1999）的研究作為公關功能的理論主

軸，並進一步透過東方理論加以修正補充，期能更加完備。 
 

互動層次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公共關係功能

公共關係策略

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 

 
 
 
 
 
 
 
 
 
 
 

 

圖 2-4-1 文獻探討概念圖：公共關係功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Hutton（1999）提出的「分析公關理論與實務之三維架構」 

  學者 James E. Hutton 1999 年於《Public Relations Review》期刊中發表〈The 
Definition, Dimension, and Domain of Public Relations〉一文，該論文指出，目前

各家對於公共關係之定義、面向、範疇看法皆不一致，因而 Hutton（1999）試圖
整合過去之理論，並提出「分析公關理論與實務之三維架構」（A Three 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希望能涵蓋目前學
界與實務界對公共關係之討論，並用以分析各種公關理論與實務。 

  如圖 2-4-2所示，在此架構中 Hutton使用三個面向建構模式（3I’s）：利益

（Interest）、主動（Initiative）與形象（Image）。首先，「利益」即公共關係的功

能是著重在客戶（或公關人員）利益抑或公眾利益；其次，「主動」即公共關係

功能是主動發起或被動反應；最後，「形象」即組織或公關人員所著重者為知覺

（形象）或現實（真實）。Hutton表示，過去雖有許多關於公關定義的面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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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面向兼顧公眾利益、形象知覺的討論，可涵蓋目前多元的公關理論與實務面

貌。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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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分析公關理論與實務之三維架構 

資料來源：Hutton，1999，p. 206     

  依據上述三面向，Hutton建構出三維架構，並提出探討公共關係意涵時可依
循之六個概念與方向，以下分述之： 

1. 說服（Persuasion） 

說服主要以客戶利益（client interest）為出發點，強調事先主動策劃（pro- 
active）的活動，試圖影響閱聽人朝有利於組織或客戶的方向思考或行動，諸如

公關活動、行銷宣傳等皆屬此類。說服通常會使用許多技術，例如展示內容、單

面陳述、符號操弄、訴諸情感等，策略通常涉及社會學、心理學、符號學等許多

不同領域。 

2. 倡議（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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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類似說服，亦是希望閱聽人朝有利於組織的方向思考或行動，但並非如

說服為事先主動，而是受到某個爭議事件（如危機或謠言）引發後反應或行動，

主要是希望能主導閱聽人朝某觀點思考，或「不要」朝某觀點思考。 

3. 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 

公共資訊強調資訊交換的角色，提供客戶（組織）與公眾間充分的資訊，扮

演資訊告知與資訊流通之功能。 

4. 導因關聯（Cause-Related） 

導因關聯同樣類似於說服，希望引導閱聽人朝某觀點思考或行動，但目的係

有利於公眾利益、大眾福祉，而非組織利益。導因關聯為事先主動，常與慈善、

公益、社會改革、社會運動等議題相關。 

5. 形象／名譽管理（Image/ Reputation Management） 

形象／名譽管理概念起源於公關先驅 Ivy Lee的公關操作，著重於客戶的形
象與聲譽，透過主動的宣傳（publicity）、損害控制（spin control）或符號操弄

（cre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symbols）企圖提升或挽救大眾對組織的印象、形
象，此概念日益受到重視。 

6. 關係管理（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關係管理係指辨識組織（客戶）與其公眾間相互關係、價值與利益，透過主

動的行動以建立長期目標，重點為相互信任、承諾、合作與雙贏的局面。 

二、個人關係管理：在地觀點補充 

  如前所述，Hutton（1999）雖然提出了一個完整且可供依循的概念架構作為

公關功能的探討角度，然而此架構畢竟奠基於西方理論，對於東方情境的描繪仍

有待商榷。Hutton以「組織」與「公眾」作為描繪利益依循的兩造單位，而這也

是西方公關學界討論到公關互動單位時的普遍說法；不過，透過在地相關理論可

清楚的發現，此概念並不足以完全描述東方現象（相關討論請參考本章第二節）。

黃懿慧（2001a）指出，除了「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之外，「人際關

係」更是東方社會中一相當重要之關係類型，因此在探討公關功能時，需要探討

「個人關係」之角色。 

  有關人際關係在公關互動中之功能，本研究提出「個人關係管理」作為反映

在地特性的補充。相關研究發現（黃光國，1995；黃懿慧，2001a；楊國樞，1993），
個人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會對其人際關係加以經營、管理，以期建立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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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透過交換對彼此有利的資源或提供自身能力等方式，個人關係管理的目的

可能為增進或維持彼此的關係、償還人情等；透過個人關係的管理可與對方建立

下一次互動的可能性，彼此關係也才能夠長期發展。因此，本研究將個人關係管

理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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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問題與假設 

  綜合上述論述，公關功能是探討公共關係運作相當重要的一項因素，而公關

運作過程中發揮何種功能也同時受到許多面向的影響，如互動過程中互動雙方的

層次、互動情境等等。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 

RQ1：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共關係「功能」為何？ 

  在此問題上，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首先，在互動層次方面，

本章第二節曾經強調東方社會中「人際關係」層次的運作是相當普遍的，在公關

活動中亦然，而這樣普遍的人際關係層次也會影響公關功能的設定：當互動層次

為人際關係層次時，公關運作會傾向發揮個人或關係導向的功能，因此，本研究

提出下列假設： 

RH1a：當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的雙方互動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時，公關運作 
     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高於互動層次 
     為組織間層次及組織與公眾層次時發揮這兩項功能的比例。 

  其次，在互動情境方面，過去研究指出在危機（相較於一般）、權力不對等

（相較於權力對等）、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相較於專業溝通可執行）等情境下，

公關人員會傾向使用關係導向的策略（黃懿慧、林穎萱，2004）；同樣的概念，

本研究可推論在上述三個情境中公關功能也會傾向使用個人層次或關係導向的

功能，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RH1b：相較於一般情境，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危機情境時，公 
     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1c：相較於權力對等，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權力不對等時， 
     公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1d：相較於專業溝通，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專業溝通面臨瓶 
     頸時，公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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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關係策略 

  本節主要探討公共關係策略。本研究擬以「中介資源」觀點切入分析公關策

略，再依序分析四項子策略：組織經濟策略、組織資訊策略、組織關係策略、人

際中介策略，最後並探討公關策略的上層概念面向──對等性與雙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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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功能

公共關係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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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文獻探討概念圖：公共關係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公共關係策略：中介資源觀點 

  過去有關公共關係策略之研究主要以「上層面向」為主，如對等性、雙向性、

互動層次等概念（相關研究包括 Grunig & Hunt，1984；轉引自孫秀蕙，1997：
66-80﹔Grunig & Huang，2000﹔黃懿慧、林穎萱，2004﹔楊國樞，1993）。本研
究將公共關係視為一種傳播、交換的過程，在過程中必然包含了資源之流通。學

者 Foa and Foa（1974；1976；1980）曾提出社會交換資源理論，並以「具體性」

（concreteness）、「特殊性」（particularism）兩面向將資源區分為愛情、地位、訊

息、金錢、物品、服務等六項（轉引自黃光國，1995：196-197），請參考圖 2-5-2。 

  所謂「具體性」是指某類資源具體或抽象的程度；而「特殊性」係指個人只

能從某些特定的社會對象獲得該項資源（黃光國，1995）。以上明顯可知，該分
類是以人際關係作為主要的探討層次，而所劃分的資源中金錢、物品、服務三項

較為相似，可視為經濟性資源；訊息可視為資訊性資源；而愛情、地位可延伸泛

指一般感情、尊重或關係，可視為社會性或關係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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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性  

圖 2-5-2 社會交換資源理論 

資料來源：轉引自黃光國，1995，p. 196 

  同樣的探討主題，黃懿慧、林穎萱（2004）探討公共關係作業中互動雙方所
交換的資源。在「將關係視為資源」的前提下，該研究區分資源中介為「資訊」、

「經濟」、「關係」三類，並將使用的層次區分為個人與組織兩層次，兩位研究者

進一步將台灣公關人員常使用之各類中介資源加以整理歸納。本研究將引用該研

究之結果，請參考表 2-5-1。 

表 2-5-1 公共關係資源中介 

 資訊 關係 經濟 

個人層次  公關人員個人所能提

供的資訊 

 公關人員個人的專業

溝通及傳播能力 

 面子 

 人情 

 交情 

 自己的人脈、關係 

 工作同仁、組織員工

的人脈、關係 

 個人的金錢 

組織層次  組織或客戶的資訊 

 公關公司的專業能力

 老闆的人脈、關係 

 組織名氣 

 組織脈（如組織內其

他部門、分公司、客

戶、先前合作的伙伴）

 組織資金、預算 

 組織本身的資源 

 組織經營的口碑 

 組織經營實力 

 組織影響力 

資料整理：黃懿慧、林穎萱，2004，p. 158 

  黃懿慧、林穎萱（2004）的研究雖然清楚列出公關運作中雙方交換的資源，

但仍有下列兩點待補強之處：第一，黃懿慧、林穎萱（2004）未在研究中納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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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性資源之討論；其次，該論文以資源中介與流通層次兩向度建構出四種公關

策略，但並未對各項子策略作深入探討，也是該研究較為可惜之處。然而，本研

究認為「經濟」或「財貨」在公共關係運作中為一重要性流通中介，不但組織間

互動時會將經濟性資源作為相互流通之中介（如贊助、捐贈、組織招待等），在

人際關係中也常可看見經濟資源的流通（如提供個人金錢協助對方解決問題、以

金錢關說賄賂對方等），據此，在探討公共關係策略時，將經濟資源納入討論有

其必要性。另外，若要分析公關策略僅建構出大策略是不足的，應針對細部子策

略深入探討方能一窺全貌。 

  基於上述，本研究以「資源中介」與「流通層次」作為探討公共關係策略之

面向，區分出下列四項策略：組織資訊策略、組織經濟策略、組織關係策略、人

際中介策略（參照表 2-5-2）。其中「人際中介策略」的部分，由於過去文獻對於

人際層次所著墨者不多，因此本研究僅探討整體人際層次，並未將三項中介資源

做細部區分，特此說明。 

表 2-5-2 本研究公共關係策略分類圖 

資源中介 

流通層次 
資訊性資源 經濟性資源 關係性資源 

組織層次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人際層次 人際中介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本研究提出四項公共關係策略 

  以下分就公共關係策略的四項策略論述其子策略之發展與其相關理論基礎。 

（一）組織經濟策略 

  過去許多研究皆提及，在公共關係操作上「組織經濟」的使用係相當普遍的，

而其所使用之中介可能是組織金錢、組織資金、組織商品或服務、組織影響力、

組織經營實力等（黃懿慧、林穎萱，2004：156）。 

  綜合過去研究，本研究將此類策略的運用概分為五大類：一、促銷販售：此

策略係指組織直接販售或交易組織之商品或服務；二、公益贊助捐獻：組織進行

金錢或商品上的公益性質贊助、資助、捐獻等，此部分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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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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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企業的捐助預算，其來源與非營利企業並無關聯，與後者描述之「善因行銷」

概念不同；三、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組織有時會招待或餽贈利益關係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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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常見的形式；四、善因行銷：企業基於慈善因

素所從事的行銷活動，當顧客參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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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學者從公共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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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賄賂：在論及「公關」

這個概念時，過去研究指出東方情境中容易將「公關」與「關說」或是「賄賂」

相連結，亦即在東方公關運作中，組織透過一些金錢或財務的資源進行非正式（甚

是非道德性）的關說賄賂也是公關策略的其中一項運作方式（相關討論請參見

Cottone et al.，1985；王鳳璋、方宏進，1990；周文炳，2004；林傑斌、鄧冠珠，

1992：28-32；徐瑞希，1991；張在山，1994；蔡良文，2003；顏兆鴻，1997）。 

  整理上述策略，本研究根據兩面向劃分組織經濟策略為四大類：「僅考量組

織利益 vs. 也考量公共利益」與「對方需付費 vs. 對方不需付費」，並將此策略

整理如圖 2-5-3。 

 

也考量公共利益 

公益贊助捐獻 

善因行銷 促銷販售 

僅考量組織利益 

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 

組織賄賂 

對方不需付費

對方需付費 
 
 
 
 
 
 
 
 

圖 2-5-3 公關策略之組織經濟策略分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組織資訊策略 

  在組織資訊策略的部分，本研究引用 Grunig and Hunt（1984）之公關溝通模
式（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s）作為策略發展的主要依據（林靜伶等，1996）。 

  綜合傳播學、管理學、社會學、心理學、政治學等不同領域，James Grunig
等學者以溝通之「方向性」（direction）與「目的性」（purpose）發展出四種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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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溝通模式。以下表列簡述四模式要點，並加以說明，請參考表 2-5-3（林靜

伶等，1996：159-162；孫秀蕙，1997：66-70）。 

表 2-5-3 公共關係溝通模式 

模式 

項目 
新聞代理模式 公共資訊模式 雙向不對等模式 雙向對等模式 

溝通目的 宣傳 資訊傳佈 說服 相互了解 

溝通性質 單向 

並非完全事實 

單向 

事實 

雙向 

不平衡效果 

雙向 

平衡效果 

溝通模式 傳播者 接收者 

單向無回饋 

傳播者 接收者 

單向無回饋 

傳播者 接收者 

雙向有回饋 

團體 團體 

雙向有回饋 

應用 運動、戲院、產品

促銷 

政府、非營利機構 競爭的企業 受法律規範的企業

資料來源：林靜伶、吳宜蓁、黃懿慧，1996，p. 160 

1. 新聞代理模式（press agentry / publicity） 

  組織無所不用其極地吸引媒體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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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資訊模式（publ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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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人員不針對對象的意

見或態度進行調查研究。 

3. 雙向不對等模式（two-way asym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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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諮詢、遊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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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雙向對等模式（two-way symmetric） 

  此策略主要以「談判、折衝、協調等對等溝通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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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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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雙向溝通達成相互了解（mutual understanding），並進一步形成共識，

解決衝突與問題。 

（三）組織關係策略 

  相較於組織經濟與組織資訊中介，過去西方研究鮮少探討以「組織關係」作

為公共關係運作中介資源的策略。然而如前所述，「關係」一向是探討東方社會

的重要概念之一，雖然關係理論構基於人際關係的理論範疇，但在組織間關係的

類型下也可常見人際關係運作的現象3，因此，將關係理論套用於組織關係策略

係為可行的作法。本研究採喬健（1982）所提出之關係策略作為本研究「組織關

係策略」之發想，並加以修正。 

  喬健（1982：348-350）曾對「關係」概念作基本的初探研究，其中提出關

係策略有「襲、認、拉、鑽、套、聯」等六種。「襲」即是世襲、繼承，關係是

與生俱來，如所謂出身、門第等，後人只需繼承，不需刻意建立；「認」即是對

於一些親戚、朋友，原本不熟的要主動去相認；「拉」是指「拉關係」或「拉交

情」，與原本沒有關係或關係疏遠的人建立或加強關係；「鑽」即鑽營，設法巴結

有權勢的人以謀取私利；「套」如套交情，方法相似於「拉」但較為曲直；「聯」

也就是「聯絡」，個人不滿足個別、狹小的關係，進一步去聯絡其他團體以增強

能量、擴展勢力。 

  將上述理論套用於組織間關係，「襲」即為「套用組織關係」，也就是組織承

襲既有關係，如關係企業繼承母公司的關係網絡、聲譽等；「認」、「聯」可合併

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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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套」可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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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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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際中介策略 

  公共關係策略最後一項即是「人際中介」策略，而由前述研究可知在人際層

次中流通的可能為資訊性、經濟性、關係性等不同的資源中介。 

  首先，以資訊性中介而言，互動雙方會在公關運作中提供自己的資訊、專業

能力、服務以協助對方解答問題或困難。其次，在經濟資源中介方面，個人會提

供自己的經濟（如金錢、財貨等）以協助對方解決問題。最後，在關係中介方面，

                                                 
3 此部分即本研究所提出之「組織化個人」概念，相關討論請參照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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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採用喬健（1982）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會有以下策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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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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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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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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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喬健所提出的關係策略「聯」，強調個人

透過「聯絡」、「聯合」不同團體以增強勢力，本研究將其視之為組織關係，因而

在此個人中介策略中並未採用，在此說明。 

三、公共關係策略面向 

  關於公共關係策略的研究，除了公共關係實務運作（公關策略）的著重外，

公關策略的上層概念面向一樣也是學者探討的重點。而策略面向中最重要也最為

人所熟知的，即是學者 Grunig等人所提出的「對等」、「雙向」兩個概念。 

  Grunig等學者曾提出「公關溝通模式」（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s），而該模
式也建基於溝通之「方向性」（direction）與「目的性」（purpose）兩個向度上。

在方向性面向上，Grunig將溝通區分為「單向溝通」與「雙向溝通」兩種，前者

指組織單向對公眾傳佈訊息資訊，而不從公眾處取得回饋，後者則強調組織與公

眾「對話」（dialogue），組織不但傳佈訊息至公眾、更透過調查等方式得知公眾

之態度或意見；其次，在目的面向上，則區分為「對等溝通」與「不對等溝通」

兩種，後者指溝通效果不對等，組織希望透過溝通改變公眾、而不願自我調整，

而前者則認為透過溝通組織亦會尋求自我改變以適應環境與公眾的要求（林靜

伶、吳宜蓁、黃懿慧，1996：159）。此外，Grunig等學者更進一步強調「雙向對

等」溝通策略係優越公關（excellent public relations）的操作方式，能達到相互了

解、彼此雙贏的溝通局面。 

  雖然後續有許多對於雙向對等策略的質疑與挑戰（孫秀蕙，1997），但整體
而言，此二概念仍是目前探討公關策略時重要的概念面向，因此，本研究納入對

等性與雙向性的討論，也可更清楚地了解台灣公共關係與公關運作的面貌。 

四、研究問題與假設 

  公關策略向來是公關研究中的重點，由前文可知不同互動層次與情境下公關

人員所使用的策略也會有所不同。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 

RQ2：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關策略」為何？ 

  相較於其他層次，人際層次在互動過程中重視個人交情與私下、非正式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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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運作，再再顯示出人際層次的公關策略較其他層次更容易傾向使用關係或人際

中介策略；另外，黃懿慧、林穎萱（2004）的研究結果更明白指出公關人員在危

機、權力不對等、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等情境下較其他情境更容易使用關係策略以

解決問題。基於上述理論，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RH2a：當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的雙方互動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時，公關人員 
     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高於互動層次為組 
     織間層次及組織與公眾層次時選擇這兩項策略的比例。 

 RH2b：相較於一般情境，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危機情境時，公 
     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2c：相較於權力對等，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權力不對等時， 
     公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2d：相較於專業溝通，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專業溝通面臨瓶 
     頸時，公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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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 

  如圖 2-6-1，本小節接下來探討台灣公關發展的時代演變，以及新聞報導對

於公關運作評價的五項指標。 
 

互動層次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公共關係功能

公共關係策略

年代演變與報導評價 

 
 
 
 
 
 

 

 

 

 

 

 

圖 2-6-1 文獻探討概念圖：報導評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台灣公關發展與演變 

  作為一初探性研究，若要了解台灣公共關係面貌，就必須了解整體台灣公關

發展的背景。 

  相較於美國，台灣公共關係的發展歷史相當不同。1946 年公共關係事業開

始在台灣萌芽，當時郵務機構以成立相關單位，稱為「公共服務課」，並於 1950
年改為「公共關係室」；1950 年代行政院設置發言人室，並於 1954 年更名為新

聞局（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負責政府公關的實務運作；而後許多政
府單位也建立體制內的公共關係相關單位（鄭貞銘，1999）。 

  由上述發展可知，台灣公共關係發展紮根於政府與公眾、而非私人企業，1987
年 7月 15日政府宣布解嚴更是影響台灣公關發展的轉捩點之一（Huang，2000﹔
Sha & Huang，2004）。政府宣布解嚴後自權威體制走向民主化，政府控管媒體的
影響力降低，因此，以公共關係方式進行商業或非商業訴求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之後公關公司成長幅度快速，運作手法也較為公開且多元；此外，解嚴後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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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禁的解除與政治革新的發展更帶動整體社會與經濟的開放，社會運動與消費者

角色的抬頭也使得政府、企業與民眾溝通的必要性增加，公關業更在此尋得其發

展的新契機（臧國仁，1988）。因此，公共關係業可說是在八十年代後期興起，

九十年代蓬勃發展。 

  因此，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公共關係，我們該何去何從？綜合相關探討指出，

專業公關將是台灣未來的公關趨勢。公關業者不但應該有計畫性的培訓公關人

員，提升服務品質，更應擴大服務的功能，整合公關、廣告等相關活動，以提供

多元的服務（孫秀蕙，1997；鄭貞銘，1999）。 

二、報導評價面向 

  本研究除針對公關運作的各個元素進行探討之外，也希望進一步了解新聞報

導中的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呈現何種評價。過去鮮少有公關研究依據新聞報導評

價的面向進行探討，大家對於公關或公共關係常以「正負」的向度加以形容，例

如：「公關讓人有負面的觀感」、「公共關係是一項好的、正面的運作」。然而，僅

以「正」、「負」兩端的單一向度去了解是不足的，對於公關應以更細部的面向去

分析。因此，本研究將以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等五個面向，對新聞報

導中的公關或公共關係事件進行語意差異的評價測量，以下分述五個面向： 

  第一，西方公關理論一直強調公關的「專業」性，認為專業的公關運作應透

過一群了解相關領域知識的人士執行，而所執行的計畫更要經由詳細規劃；其

次，「有效」性同樣受到過去理論與實務界的關心，作為傳播（或行銷）活動的

一環，公關運作是否能幫助組織（或當事人）快速且順利的完成目的，更是一直

以來大家關注的研究課題。 

  然而，相較於西方，東方的公關運作或對於公關的重視態度有截然不同的情

況。在台灣，公關被視為是一項正式運作、透過媒體宣傳的活動型態，但也常與

「私下」、「走後門」、「特權違法」、「不道德」等概念相連結，此現象充分顯示，

在台灣的公關運作在以下三方面被視為與西方不同。首先是「公開」面向，台灣

的公關活動有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私下運作，不如西方公關型態所強調的公開操

作；其次為「道德」面向，由於公關有時與特權交際、走後門等概念有關，所以

普遍被認為有道德上的疑慮；第三為「合法」面向，在台灣許多公關型態涉及違

反法律規範，普遍有合法性不足的現象，如「公關小姐從事色情不法交易」、「拿

公關費賄賂」等等，可清楚看出法律面向在探討東西公關運作異同的重要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可以清楚發現東、西方不同的情境對於公關運作評價的角

度也有所不同：西方社會較著重公關運作的「專業性」與「有效性」，而東方社

會除了上兩項外，更多加考量公關運作的「公開性」、「道德性」與「合法性」。

據此，本研究提出這五個面向為測量新聞報導中公關事件評價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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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與假設 

  不同時期台灣的公關運作可能有其不同的特色，若要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

係面貌，分析不同時期的公關運作演變有其重要性；另外，本研究整理出五項衡

量報導中公共關係運作的評價指標，目的也是希望透過五個面向的測量了解媒體

所呈現的公共關係運作正負評價為何。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三與第四個研究問題： 

RQ3：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演變？ 

RQ4：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報導，在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等五個 
   「報導評價」面向得分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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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公關與公共關係 

  黃懿慧（2003：37-38）指出，台灣社會中所指涉的「公關」或「公共關係」
與西方所指涉之「public relations」定義並非完全相同。不同於西方 public relations
之定義，「公關」有與「公關公主」、「第三性公關」等「特種營業」、「交際應酬」

負面意涵連結的情形，這樣的說法似乎表示「公關」不僅為「公共關係」的簡寫，

在所代表的意義上與「公共關係」也有相當大的差異、且更具有與西方理論相異

的在地特色，值得進一步探討。據此，本研究希望系統性地探討台灣社會有關「公

關」一詞的指涉與意涵：本節首先回顧過去關於公共關係意涵的研究，其後區分

台灣社會中「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之間的差異，並同時探討其所隱含的語

意概念。 

一、公關意涵研究 

  美國學者Christopher H. Spicer（1993）曾以美國平面媒體（print media）作
為探討對象，分析「Public Relations」與「PR」的語意意涵4。Spicer（1993）認
為，一般新聞記者對於公關的認同度低、不認為公關是一門專業，而且記者對於

公關專業或公關人員存有負面態度、使得在寫作前已有既定假設或偏見，新聞報

導文本自然會對「Public Relations」或「PR」相關字詞呈現負面意涵。經過質化
的歸納語意分析（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作者歸納出美國平面媒體上所呈
現的「Public Relations」或「PR」詞彙有下列七種意涵（Spicer，1993：53-57）： 

1. 擾亂視聽（di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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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一種負面意涵，透過新聞代理方式實行。 

2. 錯誤災害（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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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負面意涵。 

3. 挑戰（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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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該研究中唯一的正面意涵，透過

                                                 
4 Spicer（1993）認為在美國「public relations」為「PR」之簡寫，兩者代表的為完全相同的意涵，

因此在研究時將兩者視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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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對等溝通執行。 

4. 話題製造（h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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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

中立意涵，透過新聞代理方式實行。 

5. 僅為公關（merely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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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一種負面意涵，透過新

聞代理方式實行。 

6. 戰爭（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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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中立意涵，透

過雙向不對等溝通實行。 

7. 長袖善舞（schmoo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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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一種中立意涵，透過新聞代理方式實行。 

  由 Spicer（1993）的研究可發現，美國有關 public relations或 PR之語意大
多偏向負面意涵（如擾亂視聽、錯誤災害、僅為公關）或中立意涵（如話題製造、

戰爭、長袖善舞），偏向正面意涵者相當少，僅有「挑戰」一項。另外，就整體

研究結果而言，高達 55%樣本為負面報導，28%為中立，僅有 17%為正面報導，
平面媒體上公關的負面意涵得到相當顯著的證實。值得注意的是，Spicer（1993）
雖然針對「公共關係」一詞提出了七種概念，但該研究在操作化過程中採取立意

抽樣、樣本數也較少，因此解釋力或許有不足之處。 

  相同的主題，韓國學者 Jongmin Park（2001）以 Spicer的研究為範本，針對
韓國三大報紙進行類似的複製性研究。抱持著同樣的觀點，Park認為記者對公關
行業或公關人員負面的既定態度會使得報導上的公關字詞呈現負面意涵。雖然一

樣套用 Spicer的七項公關意涵進行研究，但是 Park針對韓文中描述「公共關係」
的兩個詞彙「PR」與「Hong Bo」進行差異性比較，在樣本選取上也進行大量（共

有 1548 句公關相關字句）且系統化之隨機抽樣，整體抽樣過程較為嚴謹。茲將

上述兩研究之結果比較如下表 2-7-1（表中網底者表示該項為該研究中所佔比例

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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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Spicer（1993）與 Park（2001）公關意涵研究比較表 

公關語意 正負面 公共關係溝通四模式 Spicer (1993) Park (2001) 

擾亂視聽 distraction 負面 新聞代理模式    24%    7.2% 

錯誤災害 disaster 負面 N/A    20%    4.0% 

挑戰 challenge 正面 雙向對等溝通    17%    9.6% 

話題製造 hype 中立 新聞代理模式    8%    37.9% 

僅為公關 merely 負面 新聞代理模式    11%    32.3% 

戰爭 war 中立 雙向不對等溝通    14%    3.2% 

長袖善舞 schmooze 中立 新聞代理模式    6%    5.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表可發現，美國與韓國報紙中所呈現的公關意涵相當不同，美國平面媒

體對公關報導偏重於擾亂視聽、錯誤災害、挑戰等意涵，而韓國則多為話題製造、

僅為公關兩項；不過，在兩國有關公關意涵的研究中，負面（美國=55%，韓國
=43.4%）與中立（美國=28%，韓國=46.9%）仍佔大多數，正面意涵（美國=17%，
韓國=9.6%）所佔比例相當的少。進一步將七項公關語意套用學者 Grunig的公共
關係溝通四模式，兩項研究皆同意過去報導上呈現的公關操作大多透過媒體進

行，其中以新聞代理模式最為普遍。 

二、公（共）關（係）大不同？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意涵之研究 

  在台灣社會中，一般描述公共關係相關概念時會使用的字詞有「公共關係」

與「公關」兩種。如同英文字詞「PR」與「Public Relations」一樣，「公關」為
「公共關係」的縮寫，然而兩個英文詞彙所代表的是完全相同的意涵、沒有區別

的必要（Spicer，1993），但是相較於西方，台灣社會在使用「公共關係」、「公關」
似乎具有更不同，甚或包含中立或貶抑的意涵（黃懿慧，2001b）。 

  如前所述，在台灣社會中「公關」與「公共關係」和西方概念並非完全相同，

且前者更有其在地化的特色（黃懿慧，2003）。探討「公關」一詞在台灣社會的
使用，綜合過去研究發現主要呈現的用法有三種：首先，「公關」即代表一般西

方的「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是屬於比較正式、組織與公眾之間的關係
以及透過媒體或其他管道傳達訴求等，此時的「公關」等同於「公共關係」，可

視為「公共關係」的縮寫。其次，「公關」常有「人情交際」的意涵，意指人際

或組織關係的維持、人際社交進行、人情與面子的借還等等，有時甚至暗指非法

交易（賄賂）、藉人情中介執行之意，例如報紙上常呈現「做公關、套交情」、「私

下與立委公關一下」、「濫用公關費」等，而此類詞彙常與「攀交情」、「套關係」、

「走後門」、「關說」等概念連結，屬於較為負面的意涵。最後，「公關」常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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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交易」的別稱，亦即公關常暗指一種色情特種營業的職稱，如報紙上常出現的

「男公關」、「女公關」、「酒店公關」、「公關公主」、「公關少爺」、「第三性公關」

等等皆屬於此類（相關研究請參考王洪鈞，1986；明安香，1993；徐瑞希，1991；
黃懿慧，2003；蔡良文，2003；臧國仁，1988；顏兆鴻，1997）。 

  既然已清楚區分「公關」與「公共關係」之差異，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台

灣的「公關」或「公共關係」兩詞彙概念是什麼？與過去美、韓兩國的研究是否

有相互呼應之處？ 

  整理相關研究發現，在 Spicer（1993）的研究所發現的七項公關意涵大多與
「媒體關係」有關──透過新聞代理方式進行，而此結果也符合西方公關以媒體

作為主要媒介的現象。此外，韓國學者 Park的研究雖然身置東方情境，但該研
究前測指出韓國報紙上的公關語意與 Spicer的七項概念並無太大差異，因此可完

全套用、不需修正（Park，2001：411）。欲複製 Spicer（1993）與 Park（2001）
之研究，本研究提出下列兩項質疑：第一，Spicer所建構的七項概念在台灣是否

真的可以完全適用、不需修正？由過去研究可清楚知道，除了西方意涵外，「公

關」在台灣社會具有相當在地的特殊含意，包括「人情交際」與「色情交易」等

概念，而此部分意涵很明顯地並非透過媒體公開進行，比較屬於人際關係層次的

運作，因此，若要探討台灣媒體的公關或公共關係語意，在理論移植上必須要有

所修正。第二，同樣表達「public relations」概念的字詞可能並非只有一個，在

台灣社會中「公共關係」與「公關」皆可表達類似概念，而兩者之間不但可能相

似且可相互通用，更可能有彼此獨立、差異的內涵，因此本研究同意 Park（2001）
的作法，認為若要針對台灣新聞報導文本進行「公關」或「公共關係」的語意分

析，則必須要區隔「公共關係」與「公關」兩者之間的差異、不能將其視為同一，

並透過兩者之間的相互比較以凸顯東、西方公關概念的異同。 

三、研究問題與假設 

  研究系列一中有關互動層次、情境、功能、公關策略之間的關聯性研究幫助

我們了解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的運作面貌，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研究系列二，將「公

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加以區分，並希望探討不同關鍵字在不同運作面向

上的異同。據此，本研究提出下列研究問題五： 

RQ5：不同關鍵字的新聞報導在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中有何異同？ 

  在區分不同關鍵字在公共關係運作上的異同之後，研究系列三希望進一步探

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二詞的意涵，以及之間的異同，最後提出研究問

題六： 

RQ6：不同關鍵字的新聞報導中，其關鍵字的公關意涵有何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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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初探 

主項目 次項目 西方理論概念 在地理論概念 

互動層次 組織與公眾關係 

組織間關係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類型 未提及 五同、八同 

互動層次 

組織化個人 較少 較多 

一般情境 危機情境 

權力對等 權力不對等 

互動情境 互動情境 

專業溝通 溝通瓶頸 

功能 功能目的 說服、倡議、公共資訊、

導因關連、形象／名譽

管理、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中介資源 資訊中介、經濟中介 關係中介 

公關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對等性 傾向對等 未提及 

公關策略 

雙向性 傾向雙向 未提及 

報導年份 報導年份 1991-2003共 13 年 

報導評價 報導評價 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五面向 

語意概念 語意概念 擾亂視聽、錯誤災害、

挑戰、話題製造、僅為

公關、戰爭、長袖善舞

人情交際 

色情交易 

 

研究系列一：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初探 
研究系列二：公關與公共關係異同之探討 
研究系列三：公關與公共關係之意涵分析 

概念架構

 
 
 
 
 

圖 2-8-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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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2-8-1，架構中的各面向即為本研
究探討台灣公關或公共關係面貌的視角。除整體研究架構外，本研究依據不同目

的與探討主題將進一步概分為三個子研究，各項研究內容與問題、假設已於前面

各節中說明整理，以下將再次繪圖說明、整理。 

一、研究系列一：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初探 

  研究系列一主要探討台灣公共關係運作的面貌，首先以公關運作中的功能、

策略為主要探討主題，了解上述元素與互動雙方互動層次以及公關運作情境之間

的關聯性；其次，則探討整體公共關係運作歷時性的演變與各評價面向的得分。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RQ1

RQ2

RQ4 RQ3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評
價 

報
導
年
代 

 

 

 

 

圖 2-8-2 研究系列一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2-8-2為研究系列一之架構圖，研究問題與假設再次整理如下，相關理論

推理請見本文第二章第二節至第六節： 

RQ1：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共關係「功能」為何？ 
RH1a：當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的雙方互動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時，公關運作 
     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高於互動層次 
     為組織間層次及組織與公眾層次時發揮這兩項功能的比例。 
 RH1b：相較於一般情境，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危機情境時，公 
     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1c：相較於權力對等，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權力不對等時， 
     公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1d：相較於專業溝通，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專業溝通面臨瓶 
     頸時，公關運作發揮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會顯著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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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關策略」為何？ 
RH2a：當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的雙方互動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時，公關人員 
     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高於互動層次為組 
     織間層次及組織與公眾層次時選擇這兩項策略的比例。 
 RH2b：相較於一般情境，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危機情境時，公 
     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2c：相較於權力對等，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權力不對等時， 
     公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H2d：相較於專業溝通，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之互動情境為專業溝通面臨瓶 
     頸時，公關人員使用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會顯著較高。 

RQ3：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演變？ 

RQ4：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報導，在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等五個 
   「報導評價」面向得分為何？ 

 

二、研究系列二：公關與公共關係異同之探討 

  研究系列一將「公共關係」與「公關」視為同一概念，未加以區分，在研究

系列二中則將兩者加以區分，進一步探討「公共關係」、「公關」兩關鍵字的報導

樣本是否會呈現不同的公共關係樣貌。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如下（圖 2-8-3）： 

RQ5：不同關鍵字的新聞報導在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中有何異同？ 

 
 
 
 
 
 
 
 

報
導
年
代 

報
導
評
價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公共關係運作 
 

 RQ5 

關鍵字 
 
公共關係 
公關 

圖 2-8-3 研究系列二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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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系列三：公關與公共關係之意涵分析 

  研究系列三將針對台灣社會中「公共關係」與「公關」進行意涵的分析。本

研究以「新聞媒體反映或再現社會真實」的角度出發，視新聞報導樣本可反映社

會真實；換言之，透過新聞報導的分析可幫助我們了解台灣社會中公關運作的實

際概況，文本再現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偏誤則不在本研究探討範圍之中，但這樣的

再現偏誤為研究限制之一，將於文末第五章探討。 

  本研究將探討不同關鍵字「公關」與「公共關係」內含的意涵有何異同，進

一步提出下列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請參考圖 2-8-4）： 

RQ6：不同關鍵字的新聞報導中，其關鍵字的公關意涵有何異同？ 
 
 

關鍵字 
 
 
 公共關係 
 公關 

公共關係意涵 
 西方：擾亂視聽、

錯誤災害、挑戰、

話題製造、僅為公

關、戰爭、長袖善

舞 
 台灣：人情交際、

色情交易 

 
 
 

RQ6 
 
 
 
 
 

圖 2-8-4 研究系列三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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