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於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主要以新聞報導文本作為研究對

象。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量化內容分析法為主、質化論述分析為輔，研究設

計則採納紮根研究與三角驗證概念，期在理論建構與信、效度方面更加完備。 

一、研究方法選擇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係指針對一明顯的傳播內容（manifest content）
進行客觀、系統、定量描述的研究方法（Berelson，1952；轉引自楊孝濚，1996：
197）。透過系統且定量地分析傳播訊息文本，內容分析法可清楚了解傳播內容的

發展趨勢、追溯學術發展軌跡（王石番，1991：83-89），因此內容分析法為傳播
訊息研究中，最常運用、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鄭瑞城，1990）。因此，
本研究採用「量化內容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透過 1991 年至 2003 年十

三年間的新聞報導文本的分析，了解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進一步探討台灣

公關運作的現況以及發展特色。 

  其次，本研究採「質化論述分析」作為輔助的分析方式，主要原因在於量化

內容分析雖然可以處理大規模樣本，呈現出定量的數據分析，但對於深入意涵分

析卻有侷限。如倪炎元（2003：46）所述，內容分析法對傳播內容進行所謂客觀、

量化的描述，但卻無法進一步追問文本、論述在社會或政治情境脈絡上表意的方

式。具體言之，內容分析雖可清楚呈現出台灣公關運作中公關策略使用的概況（例

如各策略分佈次數、百分比等資料），但對於更深一層的策略文化特色、策略使

用的情境卻無法進行分析（如：該策略與西方理論有何不同？呈現出何種東方文

化觀點？策略與情境的關聯性為何？）。因此，為解決意涵分析上的問題，本研

究將兼採「論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為資料分析的輔助方法。 

  論述分析係以質性方式進行分析的研究方法，所進行的是語言單位的分析，

除強調單一文句外，更關注文本對話間的關聯性，同時重視隱藏於外顯意義下的

語意結構、預設立場及策略運用等隱含意義（van Dijk，1985；林智巨，2003）。
因此，本研究將以內容分析法進行主要的資料分析，探討報導文本中「誰在

說？」、「說了什麼？」等資料1，進行全面且整體的了解，再針對其中具有在地

                                                 
1 倪炎元（2003）認為，傳統內容分析僅能處理明顯的內容，如傳播文本「誰在說？」、「說了什

麼？」等問題，但是對於進一步「為什麼說？」、「在什麼發言位置說？」、「在什麼情境脈絡下

說？」、「怎麼說？」、「什麼沒說？」等問題卻無法解釋，因此需要另闢研究取徑（如論述分析）

加以探討。相關討論請參考倪炎元（2003：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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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文本論述進行第二層次的質化論述分析，探討公關運作中「為什麼說？」、

「怎麼說？」、「什麼沒說？」、「在什麼樣的情境下說？」等等問題，進而了解公

關運作的文化特點，以及與社會情境之關聯性。 

二、紮根概念 

  一般而言，理論建構的取向有兩種：一為演繹取向（deductive approach），
係指研究者透過相關理論的思考、對話，進而推導出新的理論模式，是一種「由

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二為歸納取向（inductive approach），係指研究者
透過觀察日常生活現象，抽離其普遍性的原則，進而歸納推理模式，是一種「由

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李美華等譯，1988﹔李美枝，2002）。本研究雖
針對過去理論進行完整的文獻探討，然而台灣在地相關理論仍然相當缺乏，若僅

以傳統文獻回顧的演繹過程，對於理論建構恐有缺陷，因此，本研究提出「紮根

理論」（grounded theory）的概念，並希望透過相關研究設計以加強研究的完整性。 

  相較於絕大多數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著重於演繹，紮根理論強調歸納的過程，

理論根植於資料，而不應只是研究者單方面的建構（畢恆達，1996）。大致而言，
紮根理論有下列三項原則：一、科學的邏輯：研究者必須利用他們的理論觸覺歸

納所收集的資料，把握其中相同且主要的特質、抽象化成概念，並利用「否定案

例」（即表現不同於其他的樣本）以增加理論建構的彈性、變異性；二、登錄典

範（coding paradigm）：研究者以事情產生的狀況（conditions）、結果（con- 
sequences）、處理措施（coping mechanisms）、過程（processes）等四方面切入，

以完備資料分析並賦予秩序；三、互動思考（think interactionally）：研究者在進
行分析時也要考量社會情境，將結果置於情境與時間的演變中加以觀察（畢恆

達，1996；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簡單來說，紮根理論強調與樣本的對話、

互動，發現、進而加以修正，而非完全參照理論。 

  本研究研究設計並非完全遵循嚴謹、正式的紮根理論研究設計，而是採納其

基本精神作為完備研究的重要概念。在紮根理論精神下，本研究重視「前測」的

進行，透過多位研究者對觀察樣本進行測試、以檢測初步建構之理論架構是否完

整，前測過程中尤其重視樣本與理論架構不一致的部分，透過研究人員的不斷討

論、修正以確定研究架構能盡量反映樣本面貌，以增加架構的完整適切性。 

三、三角驗證原則 

  「三角驗證法」（triangulation）由學者 Norman Denzin於 1978 年首次引用於

社會科學的研究當中，期以一種以上的理論、方法、資料來源或分析者解釋同一

現象，以確保研究發現的一致性（胡幼慧，1996：271；楊克平，1998：439）。
本研究初探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屬一初探性研究，針對初探性研究可能面

臨之信、效度不足的問題，本研究採三角驗證原則加以校正，以求研究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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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三角驗證法中的理論校正、方法校正、研究者校正等三種原則：

首先，「理論校正」（theory triangulation）是指使用多元觀點與理論去詮釋一組資

料，本研究採用東、西不同文化觀點與不同領域的理論進行探討，不但顧及以往

西方理論（公共關係學、傳播學、管理學等領域），更著重在東方社會中重要的

本土心理學等領域，希望能對樣本資料進行全面且適切的剖析；再則，「方法校

正」（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係指採用多種方法去研究同一問題，本研究首
先以內容分析法進行資料收集，再以內容分析資料進行量化數據分析以及質化論

述分析，是謂多元方法﹔最後是類近於「研究者校正」（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
一般研究者校正係指不同的研究人員或評鑑人員參與研究，然本研究雖未有多位

研究人員共同進行，但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盡量平衡學界與業界觀點，尋求學界

與業界不同專家給予意見及建議，進行修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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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收集 

  本節介紹本研究為何選擇「新聞報導」文本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而說明

研究母體的界定以及抽樣方式。 

一、樣本選擇與界定 

  本研究探討台灣公關或公共關係運作之面貌，選擇以「新聞報導」作為主要

研究文本，其主要理由有二： 

  首先，相較於一般學術研究，新聞媒體以社會實際運作為出發點，「反映」

（reflect）或「再現」（represent）社會真實，進而呈現社會實際運作的樣貌。若

以公共關係之報導而言，報導中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之新聞可視為台灣社會中公

共關係運作的縮影，透過新聞報導可幫助閱聽人或社會大眾了解公共關係的實務

運作；另一方面，也相信新聞報導可以「反映」或「再現」社會真實。因此對於

文本再現可能產生的偏誤，或是新聞組織、記者於文本再現過程中可能有的預存

立場則不在本研究探討範圍之中，但將此列為研究限制。 

  其次，學者黃懿慧曾對台灣公關期刊論文、公關碩博士論文、國科會研究報

告、台灣大專院校公關開課資料等部分進行內容分析（黃懿慧，2001b，2003）。
既然過去已有針對學術資料的分析，本研究擬從另一個角度──新聞文本加以探

討，不但可與學術資料對話，更可具體反映公關實務運作的發展，而非僅是理論

發展現況。 

  另外，在樣本界定的部分，為呈現「公關」或「公共關係」意涵及運作概況，

本研究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進行分析，意即新聞報導中所有提

及「公關」或「公共關係」兩關鍵詞的報導都為本研究探討的範圍。透過如此界

定，研究期能清楚呈現：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如何被報導？如何運作？

語意意涵為何？以進一步勾勒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的面貌。 

二、母體界定：中央社新聞全文檢索資料庫 

  由於本研究將樣本界定為所有包含「公關」與「公共關係」關鍵字的新聞報

導，因此在樣本收集上便無法如過去傳統研究的方式，以紙本搜尋。基於此，本

研究採「中央社新聞全文檢索資料庫」為抽樣母體。 

  電腦資料庫目前已經逐漸成為許多領域學者獲取研究資料的重要源頭之一

（Alberice & Snow，1985；轉引自陳百齡，2001），而新聞資料庫的形式更是普

遍。目前台灣擁有的新聞資料庫主要為中央通訊社、中時新聞資料庫（中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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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聯合知識庫、東森新聞資料庫等四種，茲以表列比較如下表 3-2-1。 

表 3-2-1 國內中文新聞資料庫比較表 

資料庫名稱 中央通訊社 中網新聞 聯合知識庫 東森新聞報 

資料庫來源 中央通訊社 中時報系 聯合報系 東森媒體事業 

資料範圍 1991/1/1至今 1997/1/1至今 1999/1/1至今 2000/1/1至今 

檢索方式 日期區間 

多組字串 

相關分類 

中英文混合 

日期區間 

多組字串 

中英文混合 

多組字串 

相關詞 

相關分類 

單一字詞 

中英文混合 

 

進階檢索功能 同義查詢 

模糊查詢 

布林運算 

近似字 

語音字 

相關字詞 

布林運算 

無 

全文檢索 有 有 有 有 

收費方式 免費 按查詢時間計費 按查詢筆數計費 免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

  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英文名為The Central News Agency，簡稱CNA，
是中華民國歷史最悠久與規模最宏大的國家通訊社，也是台灣通訊軟硬體配置最

完善的國內外新聞資訊總匯，中央社所發布的新聞，素以正確、領先、客觀、詳

實著稱3。如上表，我們可知清楚發現中央通訊社資料庫收集有目前國內資料庫

最早的新聞資料（自 1991 年起）、至今已超過十三年，而這些橫跨長期的資料對

於內容分析的趨勢探討相當有幫助；另外，中央通訊社資料庫在檢索方式也較為

多元、清楚；最後，與一般新聞媒體（如電視、報紙）相較，通訊社的定位為「媒

體的媒體」，中央社新聞傳播橫跨多種媒體與語言，影響力亦跨足不同媒體，自

民國七十二年實施全面電腦發稿後，中央社儼然成為台灣電子新聞的集散地（陳

瑞文，2002：43），因此包含更全面、完整的新聞報導。 

  然而，該資料庫仍有使用上的限制。中央通訊社由國民黨創辦，依其歷史發

展脈絡難免給人政治立場鮮明、官方通訊社的聯想，質疑新聞內容的客觀性（陳

瑞文，2002：43-44）。然而，研究者以為，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
運作，該主題與政治議題較無相關、也應無直接因果關係上的影響；其次，1996
年 7月 1日依據立法院通過之「中央通訊社設置條例」，該組織改制為財團法人

中央通訊社，從此以全民共有之國家通訊社角色，為國內外各界及大眾傳播媒體

                                                 
2 本表為參考中網新聞比較表（ http://ec.chinatimes.com/scripts1/service/user/compare.htm ）後本
研究再加以整理。 
3 相關介紹請參考中央通訊社網站簡介：http://www.cna.com.tw/service/index.php?view=int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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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並辦理國家對外新聞通訊業務4，本研究認為如此發展下政治干預應

會逐漸減少，也同時降低政治立場對新聞客觀性的影響。 

  本研究抽樣選擇 1991 年至 2003 年十三年間的新聞報導，如此界定理由有

二：首先，1991 年為中央通訊社新聞檢索資料庫所能查詢之最早時間點，也是

目前台灣資料庫所能查詢的最早時間點，而本研究於 2004 年執行，因此以 2003
年為最終時間點，如此所獲得時間為研究者所能控制之最大時距，擴大樣本時距

有利於最後針對公關運作趨勢的評估與分析；其次，1991 年至 2003 年涵蓋完整

的九十年代與二十世紀初期，對於台灣公關跨時代的意涵提供比較的立足點。 

三、樣本抽樣 

  在上述界定母體之後，本研究對母體──所有包括「公關」或「公共關係」

兩關鍵字的報導進行抽樣，為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採行兩階段抽樣： 

（一）第一階段：隨機抽樣 

  第一階段，研究者僅控制關鍵字（「公關」或「公共關係」）與時間（1991/1/1
至 2003/12/31）進行搜尋，查得所有樣本資料為 4000篇5，在尋求可供分析的足

量樣本下，本研究隨機抽取其中四分之一共 1000篇作為第一階段樣本。 

  此階段採行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所得報導內的公關運作可視為台
灣公關運作的縮影，研究目的在於藉由所得樣本進而推論母體，此階段樣本並未

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加以區分，旨在呈現兩者的全貌，主要解答研究系

列一之研究問題。 

（二）第二階段：立意抽樣 

  在研究系列一中未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加以區分，主要將兩者視為

相同、探討整體面貌。研究系列二為探討「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運作面向

上的異同，因此必須將兩者加以區分。在第一個抽樣階段中，雖然有 1000份的
樣本，但真正的有效樣本為 809則6，而且「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報導比

例較為懸殊，出現「公關」的報導有 713則（佔 88.1%），出現「公共關係」報
導僅有 85則（佔 10.5%），兩者皆出現的報導有 11則（佔 1.4%）。研究者認為，

                                                 
4 參考中央通訊社網站簡介：http://www.cna.com.tw/service/index.php?view=introd  
5 由資料庫中鍵入相關資料所得篇數應為 4442篇，但研究者事後發現，由於資料庫系統問題因

此會有部分報導加以重複，為考量研究正確性，研究者遂逐一剔除重複報導共 442篇，因此所得
實際篇數為 4000篇。 
6 在第一階段樣本中僅控制時間與關鍵字，因此會選取部分無效樣本，亦即不在本研究探討之範

圍內之樣本，例如公關主題不在兩岸三地、或關鍵字為沒有意義的字詞等。關於有效樣本的界定

請參考本論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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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將所有樣本加以區分為「公關」、「公共關係」與「兩者關鍵字皆有」等三類，

則在樣本數上較為懸殊，恐造成研究上的缺失。 

  相同的問題出現在研究系列三中。研究系列三希望針對報導中「公關」與「公

共關係」兩關鍵字之語意進行深入分析，但分析的對象必須摒除職稱、組織名等

本身無語意意涵之字詞（Spicer，1993：51）7，前測發現，第一階段所收集的有

效樣本中有相當大部分的比例（高達 85.9%）無法加以分析，僅剩有 14.1%之樣
本可供分析，樣本數相當地少。 

  為了解決上述研究系列二與系列三可能會面臨的問題，並確定有足夠的適合

樣本提供分析，本研究在前測後進行第二階段的抽樣，而第二階段採取立意抽樣

方式進行樣本收集。 

  立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或稱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亦
即研究者針對母體與研究目的的不同而加以修正抽樣方式與設計（李美華等譯，

1998：303）。依據立意抽樣的原則，本研究第二階段加抽的樣本須符合下列限制：

第一、所抽樣本必須為有效樣本，亦即在抽樣過程中無效樣本將被研究者自行排

除，且抽出樣本不可與第一階段樣本重複，重複者也將排除；第二、為了使「公

共關係」報導量的比例不至於過低，「公共關係」關鍵字報導將優先被選取；第

三、為了有足夠可供語意分析的樣本數，在此階段抽樣中將自動排除關鍵字為「職

稱」、「組織名」等兩類無意義字詞的報導。除上述三條件設定外，其餘步驟為隨

機抽樣。 

  在上述條件設定後，研究者界定第二階段樣本數約為 400至 500則。首先，
研究者從資料庫中鍵入關鍵字為「公共關係」共得 552則報導，但扣除系統重複
樣本（63則）、無效樣本（54則）、關鍵字為「職稱」、「組織」、「課程」等無意
義名詞樣本（325則）以及與第一階段樣本重複（26則）後僅得報導 84則，雖
然樣本數仍然相當少，但已是該資料庫中關鍵字為「公共關係」所能獲得的所有

樣本，因此全部選入。接下來鍵入關鍵字為「公關」者，共得報導 3890則，其
後進行隨機抽樣抽取十分之一樣本，抽樣過程中同樣遇無效樣本或為上述無意義

名詞者則全部排除，最後共得 359則報導。綜合兩者後共得第二階段樣本為 443
則報導。 

  再次強調，此階段所得之樣本將綜合第一階段之樣本共同提供研究系列二與

系列三分析使用，系列二與三的研究目的並非在於推論樣本母體（台灣公關與公

共關係運作）的全貌，僅在比較「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的運作及語意意涵

異同。 
 

                                                 
7 關於「專有名詞」界定的詳細討論請參考本論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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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抽樣：隨機抽樣 

控制變項  關鍵字：報導內容須有「公關」或「公共關係」 

 時間：報導時間須在 1991至 2003 年 

抽樣結果  隨機抽樣 

 所有樣本共 4000則，隨機抽取 1000則，其中有效樣本

809則，無效樣本 191則。 

 

 

產生的問題 

 無效樣本過多，高達 19.1%。 

 「公關」（88.1%）與「公共關係」（10.5%）報導量差距懸殊，後者報

導量過少（兩關鍵字皆有之報導佔 1.4%）。 

 關鍵字中無語意意涵的字詞（如職稱或組織名）過多，高達 85.9%。 

 

 

第二階段抽樣：立意抽樣 

控制變項  關鍵字：報導內容須有「公關」或「公共關係」 

 時間：報導時間須在 1991至 2003 年 

 必須為有效樣本 

 優先抽取「公共關係」報導 

 關鍵字排除職稱、組織名兩類無語意字詞 

抽樣結果  立意抽樣 

 「公共關係」報導共有 552則，經上列控制變項排除後

獲得 84則；「公關」報導共有 3890則，經上列控制變項

排除後隨機抽樣獲得 359則。第二階段總共抽樣 443則。 

 
 
 
 
 
 
 
 
 
 
 
 
 
 
 
 
 
 
 
 
 
 
 
 
 
 

圖 3-2-1 抽樣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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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類目建構 

  本節將報告樣本分析單位、本研究的類目建構過程、前測執行以及信度檢測

結果。 

一、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是指實際計算的對象，為內容分析中最小、
卻也是最重要的元素（李天任、藍莘譯，1995：230）。本研究分兩部分分析，第

一部分以量化內容分析為主，在此階段中樣本的分析單位以「則」為單位。一般

報紙新聞的內容分析研究中，對於「則」的界定乃以引號【】來區分，引號中會

註明記者 XXX報導、或是 XX訊等字樣。在本研究中，在查詢時資料庫本身即

以不同「則」加以區分不同報導、提供點選連結，因此本研究分析單位則以資料

庫中本身區分不同編號的報導作為登錄單位。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本研究針對公關運作各元素中具有台灣在地特色的選

項進行質化的論述分析，因此，此部分以「語幹」（theme）作為登錄單位。語幹

是關於某個主題的斷言，也是內容分析最有用的單位（王石番，1991：230）。編
碼員在編碼過程中凡勾選這些在地特色選項者，編碼員不但要編碼，更須在樣本

上加以標記與此選項相關的文字或段落，之後請工讀生整理這些文字、段落，打

字於WORD檔案中，以便研究者進行後續的質化分析。 

二、界定報導中的公關事件 

  在分析過程中，由於需要探討公關事件中的互動雙方與其公關運作內容，因

此要先界定報導中的公關事件。 

  研究樣本中至少會有「公關」或「公共關係」兩關鍵字之一，編碼員由此判

斷報導中與關鍵字最直接相關且描述「公關」的報導事件，在確認公關事件後編

碼員方能依此公關事件加以分析。需要特別說明的是，「公關事件」不一定為「報

導事件」，前者著重於與「公關」直接相關的運作，後者則是指整篇報導主要描

述的主體，兩者有時會相同、但有時則會不同。 

  舉例而言，例如附錄一的報導中，報導主要描述華航處理空難事件的新聞，

因此報導事件主要為「華航處理空難事件」，互動雙方為華航對社會大眾，而其

中論及公關的部分為華航「公關室」針對空難善後危機處理的發言，因此在此報

導中報導事件與公關事件兩者是相同的，互動雙方也相同；但在附錄二的報導

中，報導主要描述「立法院質疑環保署空氣污染費遭濫用、呼籲立委嚴加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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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雙方為消基會與立法委員，但其中論及公關的部分為「公關費」，報導中質

疑研究經費已成為環保署用來與其委託研究單位做人情交際的費用，因此互動對

象為環保署與受委託研究機構，在此報導中公關事件則與報導事件完全不同，須

加以區分，而探討也應以「公關事件」為探討主題、非「報導事件」。 

  公關事件的界定在後續編碼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所有內容皆須以公關事件

為主加以編碼，若公關事件界定錯誤則該報導分析便產生誤差。為避免上述錯

誤、提昇研究的正確性，本研究每一則報導樣本皆由兩位編碼員相互確認，確認

無誤後再由其中一位編碼員進行編碼。 

三、類目建構 

  本研究探討台灣公關運作面貌，在先前文獻探討中已討論公關運作可切入的

各個角度，此部分將就報導年份或議題、互動層次、互動情境、功能、公關策略、

報導評價、意涵分析等部分進行各細項類目的建構，並針對其理論來源與操作化

定義加以說明。詳細整理也可參考附錄三之編碼表（coding sheet）與附錄四之編

碼須知（coding instruction）。 

（一）基本資料 

1. 報導編號 

  針對抽樣樣本研究員進行編號的動作，報導編號共有五位，前兩位數字為年

代後二碼，後三位數字依序編號。例如：編號 00023則代表 2000 年的樣本中第

23則報導。 

2. 報導年份 

  各抽樣報導的年份，共四位。 

3. 報導類別 

  由於本研究採兩階段抽樣，因此第一次抽樣之樣本定義為樣本 A，而第二次
抽樣樣本定義為樣本 B。 

4. 篩選題 

  本研究將所有「公關」與「公共關係」作為抽樣的標準，並針對所抽得的樣

本分析其公關運作與意涵，然而所得之樣本並非皆為本研究所探討之範圍，下列

兩情形下所抽得的樣本將予以排除、不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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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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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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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互動層次 

1. 互動層次 

  互動層次係指報導中的公關事件雙方的互動層次，首先先針對「組織」、「公

眾」、「個人」等單位進行定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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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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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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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單位界定之後，本研究將互動層次定義為下列三項層次：組織間關

係、組織與公眾間關係、人際間關係。 

2. 人際關係類型 

  根植於東方社會對於人際關係的重視，本研究針對公關互動雙方的人際關係

類型進行探討，若報導中的互動雙方為人際關係者，則需要進一步探討其人際關

係類型為何。根據過去研究，本文建構以下人際關係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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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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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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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等（楊國樞，1993；黃光國，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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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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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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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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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此類目為東方特有現象，因此符合此類目之報導編碼員不但要在標碼表

上勾選，同時也必須要在樣本上註記，以便進行後續第二階段的質化分析。 

3. 組織化個人 

  組織化個人為本研究建構之概念，參考過去張惠蓉（2000）、彭懷真（1988）
等研究，本言將此類目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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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互動情境 

  根據過去研究，本文界定探討互動情境的三大面向：危機情境／一般情境、

權力對等／權力不對等、使用專業溝通／專業溝通面臨瓶頸，以下加以定義說明

（Broom、Casey and Ritchey，1997；Oliver，1990；黃懿慧、林穎萱，2004）： 

(1). 危機情境係指互動發生在一衝突或危機事件情境當中；而一般情境則是指公
關互動為一般情境。 

(2). 權力對等為雙方所處之地位、所擁有之資源是對等、相同或差不多的；而權

力不對等則指雙方所處之地位、所擁有之資源是不對等的、有所差距的。 
(3). 專業溝通係指互動雙方在此情境之中可執行公關專業溝通的形式；溝通瓶頸

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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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功能 

  在此類目中，本研究採取 Hutton（1999）所提出的六項概念作為主要之功能

目的，並針對西方理論對於人際關係著墨的不足加以補充「個人關係管理」功能。

相關定義本文於文獻探討部分已詳細解釋，以下將簡要定義如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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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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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後一項「個人關係管理」為東方特有現象，因此符合此類目之報導編

碼員不但要在標碼表上勾選，同時也必須要在樣本上註記，以便進行後續第二階

段的質化分析。 

  另外，由於考量在公關運作當中可能會呈現多種功能，因此本題設計為複

選，以分析不同功能之間搭配運用的可能情形。 

（五）公關策略 

1. 中介資源 

  此類目主要依據黃懿慧、林穎萱（2004）對於公關人員互動過程中介資源的
界定加以區分，但是對於該研究中未加以探討的「經濟」性資源本研究則納入探

討，分為下列六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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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人金錢等。 
(4). 組織關係：雙方互動中介資源為組織關係，如老闆的人脈關係、組織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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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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上述個人關係與組織關係兩項可視為東方文化特點，需加以註記。 

2. 公關策略 

  本研究以資源中介的觀點將公共關係策略區分為四種策略：組織經濟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組織關係策略、人際中介策略，以下分述： 

  首先為組織經濟策略，亦即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組織經濟」作為傳遞的資

源中介，綜合過去研究將其區分為下列五項子策略： 

(1). 促銷販售：直接販售、交易組織之商品或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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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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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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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呈現組織進行送紅包、送禮等賄賂行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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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為組織資訊策略，所使用之公關策略以「組織資訊」作為傳遞的資源中

介。本研究根據Grunig and Hunt所發展的公關運作四模式作為此類目之主要子策

略，區分為新聞代理、公共資訊、科學性說服、對等溝通等四項，其中科學性說

服、對等溝通即為Grunig模式中雙向不對等與雙向對等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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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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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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為組織關係策略，策略以「組織經濟」作為傳遞的資源中介。此策略

借用喬健（1982）之關係策略作為發想，本文界定組織關係策略為下列四項： 

(1). 組織關係的繼承或世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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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項策略為人際中介策略，亦即所使用策略以人際中介作為傳遞的資源

中介，包括個人資訊、個人經濟、個人關係等。綜合過去理論（Foa & Foa，1974、
1976、1980；轉引自黃光國，1995：196-197；喬健，1992）本文界定人際中介
策略為下列六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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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拉關係或套交情：本來沒關係的人要去建立或加強關係，或作為人情中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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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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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後一項「人際中介策略」為東方特有現象，因此符合該類目之報導同

樣也必須要在樣本上註記，以便進行後續分析；另外，同樣考量在公關運作當中

可能會呈現多種公關策略的搭配使用，因此本題設計為複選，以分析不同策略之

間搭配運用的可能情形。 

3. 對等性 

  根據 Grunig等學者提出的概念，本研究界定對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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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對等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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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林靜

伶等，1996：159；轉引自孫秀蕙，1997：71-75；本研究整理）。 

4. 雙向性 

  同樣根據 Grunig等學者提出的概念，本研究界定雙向為「雙方互動過程為

雙向進行，形成對話、接收回饋訊息」；單向則為「雙方互動過程為單向進行，

單純傳布資訊、無接受回饋」（轉引自林靜伶等，1996：159；轉引自孫秀蕙，1997：
71-75；本研究整理）。 

（六）報導評價 

  在此類目中，本研究採取語意差異量表的方式，透過過去研究的整理，本文

將以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等五個面向進行報導中有關公關運作的評價

測量，而測量方式將以+3至-3的範圍對各報導之公關事件予以評分，其中若各

面向為中立者評為零分，若為無法判斷、報導中未提及或免填者則列為遺漏值。

以下針對此五面向加以定義與說明： 

(1). 專業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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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專業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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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開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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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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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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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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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道德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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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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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沒效則為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沒

有效果的，亦即公關運作不能幫當事人快速且順利的達到目的。 
(5). 合法為報導中的公關相關內容被描述為合乎法律規範的；非法為報導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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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意涵分析 

1. 關鍵字 

  本研究樣本至少包含「公關」或「公共關係」其中一項關鍵字，且以則為單

位挑選樣本，因此樣本可能包含兩者，因此類目界定為公關、公共關係、兩者皆

有三項。 

2. 關鍵字判斷 

  在意涵分析的部分，過去研究指出必須要有意義的字詞才能加以分析，諸如

職稱、組織名等字詞並無語意意涵，無法加以分析（Spicer，1993），基於此，研
究必須界定報導中的關鍵字是否有意義。 

  經研究前測發現，樣本的關鍵字中有許多類目為無語意意涵的字詞，除過去

研究提及之職稱、組織名外，其他如課程名、部門、事務名稱、款項費用名稱等

等皆無語意意涵，本研究將上述字詞統稱為「專有名詞」，相較於專有名詞，「非

專有名詞」則指關鍵字有語意意涵、可加以進行意涵分析者。 

  然而，在「專有名詞」當中，也可大致分為兩種截然不同的類型：一類為大

家所熟知的專有名詞，本研究稱之為「西方專有名詞」，如職稱（某公司公關部

經理）、組織名（某某公關協會或公關公司）、課程名（公共關係概論）、會議名

稱（公關研討會）等等，此部分多為東西方共有之稱謂，皆代表公開、有制度化

運作的事務名稱等；但另一類專有名詞則較指涉台灣在地特有的文化現象，如酒

店公關、男公關、第三性公關、公關費用等等，雖也是職稱或款項名，但係一般

西方社會不會使用、東方（或台灣）社會較為特有的語言詞彙，因此本研究將此

類界定為「在地專有名詞」，藉以區別前者。 

  基於上述，將此類目建構為「西方專有名詞」、「在地專有名詞」與「非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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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三項。 

3. 意涵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icer（1993）所建構的七項意涵，同時根據在地文化現象補充
「人情交際」與「色情交易」兩項，以下加以定義。另外，由於本研究希望針對

公關與公共關係的意涵進行進一步剖析，因此也要求編碼員對於選擇此項的相關

段落、文句進行標記。 

  各意涵定義的方式，Spicer（1993）的研究中已針對七項公共關係意涵加以
解釋與界定，該研究也提出相關的舉例說明，因此，研究者首先翻譯論文中各項

語意的概念、舉例並加以整理（請參見附錄五）。其次，在前測過程中，研究者

對各編碼員說明七項語意的概念、提供例證，並進行前測，前測過程中研究者與

編碼員對於各意涵仔細區辨，若有可說明各意涵的例句也加入說明表中，直到編

碼員皆同意各項意涵的定義與概念。以下定義各項公共關係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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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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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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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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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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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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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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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一定就表示他就是在做公關。 
(8). 人情交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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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或公共關係在此指涉為非法的色情性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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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前測與信度檢驗 

一、前測 

  本研究前測共有四人參與，除研究者本身外另有編碼員三位。三位編碼員由

網路上招募而來，其中兩位為傳播相關科系畢業、同時也是傳播相關研究所一年

級學生，第三位為社會科學領域畢業、商學研究所二年級研究生。在正式前測開

始前，研究者對於三名編碼員進行簡單的訓練，主要針對本研究之相關理論（公

關與關係理論）、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論述分析）、整體研究架構、研究流程

等加以說明，希望編碼員對於本研究有相當程度的認識與了解。 

  在訓練之後，本研究前測正式開始。研究者隨機抽取總樣本中的十分之一（約

150份）進行實際編碼練習，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須確定編碼員對於編碼表類

目與定義持有正確與相同的認知，同時，編碼員對於編碼內容有任何不清楚的地

方也必須向研究者求證、加以釐清。在本研究中，前測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

本研究具有「紮根理論」的概念設計，因此在理論建構的過程中不單是研究者自

行依據過去文獻加以建構，更強調與編碼員與研究文本進行「互動」──意即編

碼員經過訓練後透過對樣本的分析、發掘樣本中的相關概念，在編碼過程中隨時

保持與實證資料的敏感度，進而補充或修正原有理論架構的不足；第二，透過前

測的練習，確認編碼員對類目的認知正確、提升編碼員間的一致性以及編碼信度。 

  本研究前測共經過約一個月的討論，總討論時數約為四十小時，並針對研究

架構、類目、定義進行最後的確認與釐清。 

二、公關事件相互確認 

  在本研究設計中「公關事件」與「報導事件」不同，而本研究主要以「公關

事件」作為編碼依據（兩者區別可參考本章第三節）。因此，在正式分析之前編

碼員必須先確認報導中的公關事件，公關事件確認後所有編碼類目都將以此事件

為依據加以編碼，因此公關事件與互動雙方的確認是相當重要的，若事件認定錯

誤、則所有該樣本編碼則全部錯誤。為避免編碼員在確認公關事件上可能發生錯

誤、造成誤差，本研究特別設計在編碼之前編碼員須對公關事件做兩兩相互確認。 

  如表 3-4-1，本研究因研究方便將所有報導樣本平均分配為六份，六份樣本

在正式編碼之前都平均分配給兩位編碼員進行公關事件確認，亦即這兩位編碼員

將針對同樣的樣本討論公關事件、直到雙方皆同意，若雙方對於同一樣本之公關

事件或互動雙方有歧異則必須再度討論、直到達到共識。若樣本公關事件完全確

認後再交由一位編碼員針對之前討論所得之公關事件進行正式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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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研究樣本相互確認表 

樣本 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第五份 第六份 

事件確認 A vs B B vs A C vs A A vs C B vs C C vs B 

編碼員 A B C A B C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三、信度檢驗 

  王石番（1991：306-309）曾指出，信度檢測共有三種類型：穩定性（stability）、
可複製性（reproducibility）、準確性（accuracy）。穩定性藉由一編碼員在不同時

段編碼兩次，以檢視分析過程自始至終是否不變；可複製性檢視不同編碼員在不

同環境針對相同資料內容編碼的相似性；準確性則檢視編碼過程是否符合一明確

且客觀的指標。 

  在本研究中，由於樣本數過大、需要超過一位編碼員進行編碼，且編碼過程

中並無客觀的標準加以衡量，因此擬針對上述三類型中的可複製性進行信度檢

測，採取方式為編碼員間信度（intercoder reliability）。 

  信度檢測過程中，研究者隨機抽取母體樣本共五十份，影印後分別交由三位

編碼員各自帶回家進行獨立編碼的工作，編碼完成後再加以計算其相互同意度與

編碼員間信度，以檢視信度是否達可接受標準。本研究前測之相互同意度與編碼

員間信度如下： 
 
 

                   2M                                    n (X) 
相互同意度 X ＝                      編碼員間信度 ＝ 
                 N1 + N2                              1 + [ (n-1) X ] 

 

X =相互同意度 
M=兩人完全同意之數目；       n=參與編碼的人數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編碼員 A與 B之相互同意度：0.7830 
編碼員 B與 C之相互同意度：0.7718 
編碼員 A與 C之相互同意度：0.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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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平均相互同意度：0.7696 

本研究之編碼員間信度：0.9093 

 

  依據王石番（1991：311）所提供的標準，編碼員間信度在 0.8以上則視為
可接受標準，本研究信度為 0.9093，因此通過標準，前測即結束，可進入正式編
碼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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