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章將依據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報告研究結果，特別說明的是，由於樣本報

導中的公關事件並非提及研究架構中的每個部分，因此未提及或無法判斷的的部

分編碼員會以「遺漏值」（missing value）處理，因此本章資料分析中每一分項結

果的有效樣本（valid sample）總和會有所不同。 

 

第一節 研究系列一：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初探 

  研究系列一針對所有有關公關與公共關係的報導進行分析。抽樣方式為完全

隨機抽樣，因此研究結果可用以推估母體──目的在於探討 1991 年至 2003 年間

新聞報導所呈現之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首先針對基本資料進行介紹，其次

依序回答研究問題一至研究問題四如下： 

研究問題一：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共關係「功能」為何？ 
研究問題二：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關策略」為何？ 
研究問題三：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演變？ 
研究問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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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關係運作各元素的基本資料分析 

  本文首先針對公共關係運作四元素進行分析，分析的四元素包括：互動層

次、互動情境、功能、公關策略等，分析方法以次數分配、頻次等描述性統計資

料為主。 

 

（一）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互動層次基本資料分析 

  組織與公眾關係與組織間關係一向是西方公關理論著重探討的互動層次，而

在台灣社會似乎也有雷同之處。表 4-1-1研究結果顯示，公共關係互動雙方的關
係層次主要以組織與公眾關係為主，比例高達七成（70.6﹪），其次為組織間關
係，佔兩成四（23.9﹪），人際關係所佔的比例僅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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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較為意外的發現是，有關人際關係層次之報導相較於其他層次之比

例極低，僅佔全部的 5.5%，此外，更僅有相當少數的報導提及公關運作中的人

際關係類型（6則）與組織化個人（18則）現象，此與本研究預設存在相當大的
差距。本研究推估可能原因在於──受限於報紙的媒介特性。由於新聞報導大多

以公開的組織或發言人作為採訪對象，個人受訪者較少，此外，過去公關運作中

涉及人際層次或個人運作形式大多被視為是較為負面的（王鳳璋、方宏進，1990；
臧國仁，1988），因此願意呈現人際非正式、私下運作形式的受訪者更少，因而

在新聞報導中鮮少看到。針對人際關係層次以及組織化個人的表現情形，後續研

究結果將進一步進行綜合比較分析。 

 
表 4-1-1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互動層次」次數分配表 

 互動層次 有效樣本數 有效百分比%  

 互動層次   

 組織間關係 143 23.9  

 組織與公眾關係 422 70.6  

 人際關係 33 5.5  

 總和 59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二）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互動情境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整理出三個可能影響公關運作的情境因素，分別是：一

般／危機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情境、可進行專業溝通／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等

三類，如表 4-1-2。 

  首先在第一類情境（一般／危機）中，研究結果顯示新聞報導中八成五

（85.4%）的公關運作是發生於一般情境中，近一成五（14.6%）是在危機情境，
結果指出台灣公關運作置於危機情境的比例不低，由此或可推論：危機管理相關

之功能（如公共資訊、形象或關係管理）與策略（如告知、澄清、說服等）應扮

演重要角色。有關第二類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樣本中提及互動雙方的地

位、資源是否對等之相關報導相當少，有效樣本數僅 89則，但在這 89則報導當
中有高達 76.4%的報導顯示互動情境是權力不對等的。最後，在第三類情境（專

業溝通／溝通瓶頸）方面，絕大多數報導中的公關運作（86.8%）仍是在專業溝
通可以執行的情境下，少部分（13.2%）則是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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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互動情境」次數分配表 

 互動情境 有效樣本數 有效百分比%  

 一般／危機情境   

 一般情境 526 85.4  

 危機情境 90 14.6  

 總和 616 100.0  

 權力對等／不對等   

 權力對等 21 23.6  

 權力不對等 68 76.4  

 總和 89 100.0  

 專業溝通／溝通瓶頸   

 專業溝通 505 86.8  

 溝通瓶頸 77 13.2  

 總和 582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整體而言，新聞報導之公關運作仍多發生於一般情境（相較於危機）與專業

溝通（相較於溝通瓶頸）情境。此外，有關權力對等／不對等的情境，雖然權力

不對等比例高達 76.4%，但本研究以為，一般報導較不會特別提及權力對等之情

境，唯有在權力不對等時報導才會特別提及，因此，在報導比例上有可能會高估

權力不對等的比例，因此後續分析也需注意權力不對等是否有被高估的情形。 

 

（三）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功能基本資料分析 

  如表 4-1-3，若以則次1為分析單位，公共資訊（148則，26.3%）、說服（99
則，22.8%）、形象名譽管理（43則，20.3%）、組織關係管理（39則，17.2%）
四項是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主要呈現的的公關功能，其餘如倡議、導因關

聯、個人關係管理等功能比例較少，尤其是個人關係管理比例相當低，僅佔全部

的 3.1%。 

  另外，公關運作可能涉及單一功能或混合功能：前者指公關運作僅包含單一

功能，後者則指包含兩種（含）以上的功能。研究結果顯示，單一功能的比例約

佔七成（67.8%），另有約三成（32.2%）的報導為混合功能，顯示台灣新聞報導

                                                 
1 由於此部份為複選，因此以「則次」作為分析單位，「則次」即為各功能目的出現的次數，若

同一則報導出現在兩個以上的功能，則這些功能都要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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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關運作主要仍呈現單一功能為主，但也有三成比例的公關運作會發揮多種

不同的功能。 

  上述結果呈現有趣的現象，單一功能方面，形象名譽管理（7.5%）及組織關
係管理（6.8%）在單一功能的比例並不高，但若同時考量混合功能中涉及這兩項

者，則這兩者的比例則大幅度提升（形象名譽管理：20.3%；組織關係管理：

17.2%），然而，這樣的成長情形在公共資訊與說服二功能卻未如此顯著。因此本

研究可推論，台灣新聞報導中公關運作所發揮的功能大致可概分兩類：形象名譽

管理、組織關係管理兩者功能大多不會單獨被設定為公關功能，往往需要搭配公

共資訊、說服等功能；而相較於這兩項，公共資訊、說服較常作為單一功能。 

 
表 4-1-3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功能」次數分配表 

 功能 有效樣本則次 有效百分比%  

 說服 185 22.8  

 倡議 64 7.9  

 公共資訊 214 26.3  

 導因關聯 21 2.6  

 形象名譽管理 165 20.3  

 組織關係管理 140 17.2  

 個人關係管理 25 3.1  

 總和 814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四）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公關策略基本資料分析 

  公關策略的部分，本研究將探討中介資源、公關策略、雙向性與對等性等三

部分，請參考下頁表 4-1-4： 

(1). 中介資源以組織資訊、組織經濟兩項資源為主 

  在中介資源方面，若以中介的類別重新區分2，資訊中介與經濟中介遠高於

關係中介，其中又以組織層次的組織資訊（64.1%）與組織經濟（29.5%）為主，
兩者合佔超過九成，關係性資源比例則相當低。 

                                                 
2 先前研究將中介資源區分為個人關係、個人資訊、個人經濟、組織關係、組織資訊、組織經濟
六項，但分析後發現如此分類變項過多，因此重新區分為關係中介、資訊中介、經濟中介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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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結果顯示，報導中的台灣公關運作目前仍是以資訊或經濟資源作為主要

流通的中介，所以資訊傳達、或組織宣傳活動應是作業的主要形式，而以關係或

人情中介流通者比例相當地少。 
 

表 4-1-4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公關策略」次數分配表 

 公關策略 有效百分比%  

 中介資源 有效樣本數   

 個人關係 13 2.2  

 個人資訊 13 2.2  

 個人經濟 8 1.3  

 組織關係 4 0.7  

 組織資訊 382 64.1  

 組織經濟 176 29.5  

 總和 596 100.0  

 中介資源（以類別區分） 有效樣本數   

 關係中介 17 2.9  

 資訊中介 395 66.3  

 經濟中介 184 30.8  

 總和 596 100.0  

 公關策略 有效樣本則次   

 組織資訊策略 405 61.6  

 組織關係策略 20 3.0  

 組織經濟策略 207 31.5  

 人際中介策略 25 3.8  

 總和 657 100.0  

 組織資訊策略 有效樣本則次   

 新聞代理 156 39.6  

 公共資訊 188 47.7  

 科學性說服 34 8.6  

 對等溝通 16 4.1  

 總和 394 100.0  

 組織關係策略 有效樣本則次   

 組織關係的繼承、世襲 2 15.4  

 認組織關係、聯合組織網絡 5 38.5  

 拉組織關係、套組織交情 4 30.8  

 利用組織關係鑽營私利 2 15.4  

 總和 13 100.0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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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公關策略」次數分配表（續） 

 公關策略 有效百分比%  

 組織經濟策略 有效樣本則次   

 促銷販售 66 37.9  

 公益贊助捐獻 10 5.7  

 組織招待或贈送小禮物 39 22.4  

 組織賄賂 52 29.9  

 善因行銷 7 4.0  

 總和 174 100.0  

 人際中介策略 有效樣本則次   

 提供個人資訊 7 31.8  

 提供個人經濟 3 13.6  

 個人關係的繼承、世襲 0 0  

 認關係 3 13.6  

 拉關係、套交情 4 18.2  

 利用個人關係鑽營私利 5 22.7  

 總和 22 100.0  

 對等性 有效樣本數   

 對等 86 40.6  

 不對等 126 59.4  

 總和 212 100.0  

 雙向性 有效樣本數   

 單向 357 74.4  

 雙向 123 25.6  

 總和 480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2). 公關策略以單一策略為主，組織資訊策略與組織經濟策略是主要策略 

  有關公關策略使用之報導，研究結果顯示，使用的策略大多以單一策略（僅

使用一種策略）為主（佔 90.1%），混合策略（使用兩種以上的策略）比例不高

（9.9%）；個別來看，組織資訊策略（61.6%）與組織經濟策略（31.5%）是最主
要的策略，兩者總和比例超過九成，組織關係策略（3.0%）與人際中介策略（3.8%）
比例極少，總比例不到一成（表 4-1-4）。 

  分析各項子策略，發現組織資訊策略中新聞代理（39.6%）與公共資訊
（47.7%）是最主要的運作；在組織經濟策略中促銷販售（37.9%）則是常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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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組織賄賂（29.9%）、組織招待小禮物（22.4%）也有相當高的比例；最後，

組織關係與人際中介比例較低，且則數也相當少（分別僅有 13則與 22則），顯
示報導中台灣公關運作藉由關係或個人資源為中介的形式仍是較為少見的。 

  上述結果顯示，新聞報導中的公關運作以單一策略為主，在同一公關運作中

混用多種策略的情況並不普遍。而個別策略中，首先，組織資訊策略中新聞代理

與公共資訊的高比例，顯示台灣公關運作大多使用單向發佈公共訊息、告知或說

服公眾的策略，公關所扮演的角色為發言人或對外溝通的管道，而這樣的結果也

與上述以組織與公眾關係為主要層次、以公共資訊及說服為主要功能的結果相

符。其次，組織經濟中的組織賄賂策略（比例近三成），是西方公共關係運作中

較未提及的部分，其內涵值得深入探討。 

(3). 公關策略仍以單向、不對等為主 

  最後，在公關策略的對等性與雙向性方面，資料顯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

導中的公關運作仍以單向（74.4%）、不對等（59.4%）為主，而這樣的結果也與
上述中介資源、公關策略的結果一致，因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仍以資訊傳

遞、告知訊息為主，報導中真正對等溝通、雙向資訊流通的比例仍屬於相當少數。 

 

（五）小結：公共關係運作各元素的基本分析 

  總結上述公共關係運作的研究發現，整理出下列四點結論： 

  首先，互動層次方面，新聞報導中的台灣公關運作似乎仍以組織與公眾關係

為主要互動層次，其次為組織間關係，最後才是人際關係層次的運作，此與西方

公關理論中，互動層次的部分大多著重探討組織與公眾關係、組織間關係層次的

概念相符。 

  第二，互動情境方面，本研究將互動情境分為三類：一般情境／危機情境、

權力對等／權力不對等，以及專業溝通／溝通瓶頸。統計結果顯示，台灣公關運

作以一般情境、權力不對等與專業溝通情境為主；而危機情境、權力對等以及溝

通瓶頸之比例則相對較低。 

  第三，公關功能方面，報導中以公共資訊、說服、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

管理為主要功能，個人關係管理所佔比例相當少。另外，單一功能近七成、混合

功能佔三成，顯示台灣運作中有相當比例會發揮兩種以上的混合功能。 

  最後，公關策略方面，四項策略中以組織資訊策略為主、組織經濟策略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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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單向、不對等之運作，而流通的資源中介主要則以組織資訊、組織經濟為主。

另外，報導也顯示公關作業仍是以單一策略為主，比例高達九成，僅不到一成的

比例會混合多種策略使用。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在互動層次、互動情境、功能以及公關策略等面向上，

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與西方理論所描繪的面貌有相當大的相似性，反而是人

際關係層次、組織化個人、個人關係管理功能、人際中介策略、個人關係中介等

原本預期可能反映在地特色的項目，在報紙報導中所呈現的比例仍是少數。推論

可能原因有二：第一，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下，台灣社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相

當普遍，公關運作也朝向組織、公眾告知、宣傳說服等西方公共關係概念所影響；

第二，受限於新聞報導，人際層次的公關運作不易被報導，因而可能降低上述面

向的比例。 

 

二、研究問題一：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共關係「功能」

為何？ 

  在了解公共關係運作四面向的基本資料分析後，本研究接下來依序探討四個

研究問題。首先探討研究問題一：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

共關係「功能」為何？此部份主要討論互動層次、互動情境與功能之間的關聯性

（請參考圖 4-1-1），分析方法將採用卡方分析（chi- square analysis）3。本文先

驗證研究問題一所提出的四個研究假設，其後再針對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中

「功能」的特色進行綜合整理。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報
導
評
價 

RQ1

RQ2

RQ3 RQ4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年
代 

 
 
 
 
 
 
 

圖 4-1-1 研究問題一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運用卡方分析進行檢定時有一特殊要求，亦即各細格（cell）之期望次數不得小於五，因為小於

五可能造成統計基本假設的違反、導致統計檢定值高估的情形，通常需要有低於 20﹪的細格期
望次數小於五，否則卡方分析的結果將有顯著偏差（邱浩政，2002：8-9）。基於上述前提，本研
究在進行卡方分析時會注意細格期望值小於五的情形，若比例過大則會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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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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研究結果顯示，新聞報導中當雙方互動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時，選擇組織

關係管理或個人關係管理兩項功能者比例高達 42.1﹪，顯著高於互動層次為組織
間關係（38.7﹪）或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14.4﹪）時選擇此二功能者（χ2 

=35.842***，df =2，p =0.000），研究假設獲得支持（請參見表 4-1-5）。這樣的結
果顯示「關係管理」功能大多於人際層次中使用，使用頻率顯著高於其他兩層次。 

 
表 4-1-5 卡方分析（RH 1a）：互動層次*有無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有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沒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43 38.7 68 61.3  

組織與公眾關係 52 14.4 310 85.6  

人際關係 8 42.1 11 57.9  

χ2 =35.842***，df =1，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進一步分析整體互動層次與公關功能的關聯性（如下頁之表 4-1-6），不同互

動層次的公關運作其功能也會有顯著差異（χ2 =223.334***，df =14，p =000）。
首先，在組織間關係層次中，形象名譽管理（22.8﹪）是主要的功能，再者為說

服（18.7﹪）與組織關係管理（11.4﹪），顯示組織間公關運作大多以維護形象、
維持組織關係為主。第二，在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中，公共資訊（33.3﹪）是主
要的功能，再者為說服（18.2﹪），形象名譽管理比例反而僅佔 3.1﹪，顯示組織
大多以公共資訊單向發佈告知或說服公眾。最後，在人際關係層次中，個人關係

管理所佔比例高達四成二（42.1﹪），是與其他層次相當不同之處，其次方為公

共資訊功能，約佔三成（31.6﹪），結果再次支持研究假設，顯示人際關係層次
有相當高比例的公關運作會發揮個人關係管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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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卡方分析：互動層次*功能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23                18.7 1 0.8 7 5.7 1 0.8 28 22.8 14 11.4 2 1.6 47 38.2 

組織與公眾關係 71              

               

18.2  30 7.7 130 33.3 3 0.8 12 3.1 21 5.4 3 0.8 120 30.8 

人際關係 0 0  1 5.3 6 31.6 0 0 0 0 0 0 8 42.1 4 21.1

χ2 =223.334***，df =14，p =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7 卡方分析（RH 1b）：一般／危機情境*有無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有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沒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101    23.3 332 76.7

危機情境 10    12.8 68 87.2

χ2 =4.290*，df =2，p =0.038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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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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當報導中的公關運作為危機情境時，呈現組織關係管理或個

人關係管理功能者（12.8﹪）反而顯著少於一般情境時呈現這兩項功能者（23.3
﹪）（χ2 =4.290*，df =1，p =0.038），結果與本研究假設相反（請參見上頁表 4-1-7）。 

  過去研究顯示，在危機情境中公關人員傾向使用關係或人情導向的策略以獲

取諮詢或淡化危機、進行危機處理（黃懿慧、林穎萱，2004），據此我們可以合
理的推論──危機情境下的公關運作也應以關係管理作為主要發揮的功能，而此

邏輯也是本假設的主要推論。然而，研究結果顯然與假設有相當大的差異，尤其

在個人關係管理的部分，危機情境的 88則樣本竟然完全沒有任何一則新聞報導
出現此功能，此結果顯示在危機情境中互動雙方不會透過關係或交情等人際管道

運作，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分析。 

  進一步深入分析一般／危機情境與整體功能之關聯性（下頁表 4-1-8），我們
可以發現公關運作在一般情境下常呈現公共資訊（28.8﹪）、混合功能（27.9﹪）
與說服（20.6﹪）等功能，但在危機情境時，混合功能比例大幅增加為 51.7﹪（其
中「公共資訊加形象名譽管理」更高達 14.6﹪），其次方為倡議（29.2﹪）與公
共資訊（14.6﹪）。這樣的結果顯示危機情境下單一功能已不足夠，公關操作大

多以能夠發揮多項功能的運作為主，而在危機事件的驅使下，傳播者也會大量倡

導己方立場引導閱聽人，以達到形象修復與危機管理的目的。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發現關係管理功能在一般與危機情境下出現的比例皆

不高，而在危機情境下大多呈現倡議、公共資訊、公共資訊加形象名譽管理等功

能。本研究推測，由於新聞媒體的特性，本研究分析的危機事件大多屬於組織與

公眾關係層次、公開且具新聞價值的危機事件（如空難），而這樣的危機事件中

不一定適合透過人際互動來解決，可能也沒有人際關係層次運作的空間，反而經

由公共資訊、倡議等方式進行形象修復更為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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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當報導中公關運作的情境為權力對等時，選擇組織關係管理

或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為 42.1%，當情境為權力不對等時選擇者兩項功能的

比例為 48.3%，兩者未有顯著差異（χ2 =0.219，df =1，p =0.640），假設未獲支
持（請參見下頁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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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卡方分析：情境（一般／危機）*功能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95               20.6 6 1.3 133 28.8 5 1.1 40 8.7 34 7.4 20 4.3 129 27.6 

危機情境 1              1.1  26 2.9 13 14.6 0 0 1 1.1 2 2.2 0 0 46 51.7 

χ2 =148.738***，df =7，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9 卡方分析（RH 1c）：權力對等／不對等*有無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有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沒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權力對等 8    42.1 11 57.9

權力不對等 28    48.3 30 51.7

χ2 =0.219，df =1，p =0.64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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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權力對等、不對等與整體功能之關聯性，由於有效樣本數過少（僅

86則），因此無法判定兩者是否有顯著差異（下頁表 4-1-10）。但由結果可知，
權力對等的情境下大多以公共資訊（20則報導中佔有 6則，比例為 30%）為主，
而權力不對等的情境則大多以說服（66則報導佔 20則，比例為 30.3%）與「說

服加組織關係管理」（佔 17則，25.8%）為主，似乎顯示在雙方權力不對等的情

況下，大多的組織或個人會想要經由說服以增進組織關係、進而改善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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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當情境可進行專業溝通時，報導中呈現組織關係管理或個人

關係管理功能的比例為 20.5%，當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報導呈現這兩項功能的

比例為 22.2%，兩者未達顯著（χ2 =0.097，df =1，p =0.756），此研究假設不獲

支持（表 4-1-11），亦即不論互動雙方可進行專業溝通或專業溝通面臨瓶頸，報

導中呈現關係管理作為公關功能的比例並未有所差異。 

 
表 4-1-11 卡方分析（RH 1d）：專業溝通／溝通瓶頸*有無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有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沒選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專業溝通 87 20.5 337 79.5  

溝通瓶頸 14 22.2 49 77.8  

χ2 =0.097，df =1，p =0.756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最後，同樣分析這一類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與整體功能之關聯性（下

頁表 4-1-12），研究結果顯示，公關運作大多以公共資訊的傳遞為主要功能，佔
30.5﹪，其次則為說服 10.7﹪；而溝通瓶頸的有效樣本數雖然很少（529則中僅
佔 63則），但選擇說服者卻高達 44則、比例將近七成（69.8﹪），也充分顯示若

互動雙方在專業溝通上面臨瓶頸，則說服對方接受己方立場及成為公關最主要發

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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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卡方分析：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功能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權力對等 3                15 1 5 6 30 0 0 0 0 3 15 0 0 7 35 

權力不對等 20                30.3 1 1.5 3 4.5 1 1.5 2 3.0 8 12.1 0 0 31 47.0 

χ2 =13.155，df =6，p =0.041（有 57.1%期望值小於 5，所以顯著結果保留）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12 卡方分析：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功能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專業溝通 50               10.7 32 6.9 142 30.5 5 1.1 30 6.4 34 7.3 2 0.4 171 36.7 

溝通瓶頸 44                69.8 0 0 1 1.6 0 0 3 4.8 2 3.2 7 11.1 6 9.5 

χ2 =182.363，df =7，p =0.000（有 37.5%期望值小於 5，所以顯著結果保留）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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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共關係「功能」為何？ 

  研究問題一主要想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所呈現的「功能」特色為

何，首先將四個研究假設的檢定結果整理如下，並將結果歸納整理為以下兩點： 

表 4-1-13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表：研究問題一 

假設 假設內容 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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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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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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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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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一點，本研究主要依據 Hutton（1999）的概念與東方理論的修正區分出七

項公關功能，在研究後發現此七項功能可大致區分為三大類（表 4-1-14）：  

表 4-1-14 台灣公關功能分類表 

功能類別 單獨出現功能 搭配出現功能 其他 

包含功能  公共資訊 

 說服 

 倡議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導因關聯 

 個人關係管理 

特點  此類功能常單獨使

用 

 說服在權力不對

等、溝通瓶頸下出現

比例相當高 

 此類功能常與公共

資訊、說服搭配使用

 在危機情境中常出

現 

 此類功能很少出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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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表，第一類為單獨在新聞中出現的功能，意即此功能通常是單獨呈現在

公關新聞中的，包括說服、倡議、公共資訊等三項，其中「公共資訊」一項所佔

比例相當高。第二類為搭配出現的功能，意即這類功能常與其他功能混合搭配出

現於公關報導中，而這種情況也相當普遍，常見於危機情境的報導，其中形象名

譽、組織關係管理兩項大多與公共資訊、說服搭配做為公關功能。除上述兩類外，

第三類則是較少在報導中呈現的功能，包括導因關聯、個人關係管理兩項。 

  第二點，以不同情境而言，危機情境會使用高比例的混合功能（51.7﹪），
但是其中關係性功能（組織關係管理、個人關係管理）反而比一般情境所使用的

比例更低，與過去研究發現不符，顯示在台灣公關報導中，危機情境下以人際或

關係為導向的運作可著力處不多。其次，當雙方權力不對等或是專業溝通面臨瓶

頸時，「說服」成為公關最常見的目的；然而，「權力對等／不對等」與「專業溝

通／溝通瓶頸」兩類情境因素在使用關係性以及非關係性功能時並沒有差異，顯

示東西方公關運作在這兩類情境當中，其所呈現的功能應是一致的。 

 

三、研究問題二：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關策略」為何？ 

  接下來探討研究問題二：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中，呈現之「公關

策略」為何？此部份主要討論互動層次、互動情境與公關策略之間的關聯性（請

參考圖 4-1-2），同樣採用卡方分析。本文先驗證研究問題二所提出的四個研究假
設，其後再針對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中「公關策略」的特色進行整理。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報
導
評
價 

RQ1

RQ2

RQ3 RQ4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年
代 

 
 
 
 
 
 
 

圖 4-1-2 研究問題二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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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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卡方分析可得知，在當互動雙方為人際關係層次時，使用組織關係策略及

人際中介策略者佔 28.6﹪，顯著高於互動雙方為組織關係層次（13.5﹪）與組織
公眾關係層次（4.3﹪）時使用此二策略者（χ2 =26.282***，df =2，p =0.000），
研究假設獲得支持（請參考下頁表 4-1-15）。 

  在驗證完假設後，本研究接下來將分析互動層次與公關策略、對等性與雙向

性之間的關聯，分析如下： 

(1). 互動層次與公關策略之關聯 

  如下頁表 4-1-16，公關報導中互動雙方為組織間關係層次時，雙方主要使用
組織資訊策略（45.9﹪）與組織經濟策略（31.5﹪），但混合策略也有 16.2﹪的比
例；然而在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中，組織資訊策略比例卻大幅提昇至 70.4﹪，而
組織經濟策略則降為 18.0﹪；最後在人際關係層次中，由於有效樣本數太少（531
則報導中僅佔 21則），因此無法進行分析。 

  上述結果顯示，在組織間關係層次中，除資訊傳遞外，組織經濟的使用也是

主要的公關策略之一；但當組織面對公眾時（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資訊傳佈

與流通是最主要的策略手法，組織經濟策略反而較不常見。 

(2). 互動層次與對等性、雙向性之關聯 

  如下頁表 4-1-17、表 4-1-18，公關運作中僅有組織間關係層次的運作是比較
對等（64.3﹪）、雙向（55.8﹪）的；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所運用的公關策略則多

為不對等（66.7﹪）且單向（82.3﹪）的形式；而人際關係的樣本數雖然較少，

但是公關運作也同樣多為不對等與單向的操作。 

  公關學者 Grunig曾經提出優越公關（excellent public relations）的看法，認
為公關的操作必須符合雙向（two-way）與對等（symmetrical）的原則方為優越、
有效的公關操作形式（孫秀蕙，1997）；以此觀點分析，台灣公關運作中組織間
層次的運作較符合優越公關的概念，而組織與公眾、人際兩層次則較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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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卡方分析（RH 2a）：互動層次*有無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有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沒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15    13.5 96 86.5

組織與公眾關係 17    

    

4.3 382 95.7

人際關係 6 28.6 15 71.4

χ2 =26.282***，df =2，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16 卡方分析：互動層次*公關策略 

單一策略 混合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混合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51          45.9 6 5.4 35 31.5 1 0.9 18 16.2 

組織與公眾關係 281          

          

70.4 6 1.5 72 18.0 6 1.5 34 8.5 

人際關係 10 47.6 1 4.8 5 23.8 4 19.0 1 4.8 

χ2 =58.798，df =8，p =0.000（有 40.0%期望值小於 5，所以顯著結果保留）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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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7 卡方分析：互動層次*對等性 

對等 不對等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27 64.3 15 35.7  

組織與公眾關係 50 33.3 100 67.7  

人際關係 0 0 5 100.0  

χ2 =16.495，df =2，p =0.000（有 33.3%期望值小於 5，所以顯著結果保留）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18 卡方分析：互動層次*雙向性 

單向 雙向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組織間關係 34 44.2 43 55.8  

組織與公眾關係 292 82.3 63 17.7  

人際關係 14 82.4 3 17.6  

χ2 =50.382***，df =2，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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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研究分析，報導中的公關運作在一般情境時，選擇組織關係策略或人際中

介策略的比例為 7.8%，而在危機情境時選擇這兩項策略的比例為 3.5%，差異未

達顯著（χ2 =1.961，df =1，p =0.161），假設不獲得支持（請參見表 4-1-19）。 

 
表 4-1-19 卡方分析（RH 2b）：一般／危機情境*有無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有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沒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37 7.8 439 92.2  

危機情境 3 3.5 82 96.5  

χ2 =1.961，df =1，p =0.161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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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0 卡方分析：情境（一般／危機）*公關策略 

單一策略 混合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混合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270          56.7 14 2.9 130 27.3 10 2.1 52 10.9 

危機情境 78          91.8 1 1.2 2 2.4 2 2.4 2 2.4 

χ2 =39.736***，df =4，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21 卡方分析：情境（一般／危機）*對等性 

對等 不對等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71    45.2 86 54.8

危機情境 10    21.7 36 78.3

χ2 =8.182*，df =1，p =0.004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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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研究曾指出，在公關人員面臨危機時傾向使用關係導向的策略（黃懿

慧、林穎萱，2004），然而本假設的結果顯然與過去研究發現有很大的差異。若

深入探討此情境與整體策略的關聯（如上頁表 4-1-20），我們可以發現一般情境
的公關運作主要使用組織資訊策略（56.7﹪）與組織經濟策略（27.3﹪），混合策
略也有 10.9﹪，但在危機情境下組織資訊策略的使用比例高達 91.8﹪，比起一般
情境的 56.7﹪高出許多，而其他策略的使用比例則相當稀少；另外在上頁表

4-1-21與下表 4-1-22中更可發現，危機情境下的公關操作比起一般情境更為單

向、不對等。 

 
表 4-1-22 卡方分析：情境（一般／危機）*雙向性 

單向 雙向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一般情境 271 71.1 110 28.9  

危機情境 80 94.1 5 5.9  

χ2 =17.759***，df =1，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上述結果顯示，在危機情境中組織資訊策略幾乎可以說是傳播者主要、且唯

一使用的公關策略。一般情境主要使用組織資訊策略（56.7﹪）與組織經濟策略

（27.3﹪），但在危機情境時，後者的比例幾乎完全轉移至前者，使得組織資訊

策略比例高達 91.8﹪，而在這樣的轉移過程中，組織關係策略與人際中介策略幾

乎不變。本研究推測，因為在危機情境中需要在媒體上進行澄清或形象修復，因

此大量的資訊傳遞、訊息告知是必要的，而比較單向、不對等的說服或公共資訊

發佈也成為主要的策略與目的。而這樣的結果也與之前功能的分析有相互呼應之

處。另外，本研究認為媒體報導所呈現的危機情境大多以公開、立即的企業危機

為主，因此大量的資訊發佈是主要的策略運用，個人運作形式較無著力的空間。 

  此外，若再度探討組織資訊策略，一般情境時使用公共資訊（50.3﹪）的比
例高於新聞代理（35.4﹪）；在危機情境時雖然同樣是這兩項策略比例最高，但

是新聞代理（56.8﹪）的比例卻高於公共資訊（37.0﹪），成為主要的危機處理方

式，充分凸顯危機時需要新聞代理加以「倡議」、「說服」，而非僅是公共資訊的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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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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指出，新聞報導中的公關運作為權力對等情境時，選擇組織關係策

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為 15.0%，而權力不對等情境時使用這兩項策略的比例

為 24.1%，兩者未達顯著差異（χ2 =0.729，df =1，p =0.393），假設不獲支持（請

見表 4-1-23）。 

 
表 4-1-23 卡方分析（RH 2c）：權力對等／不對等*有無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有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沒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權力對等 3 15.0 17 85.0  

權力不對等 14 24.1 44 75.9  

χ2 =0.729，df =1，P =0.393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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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結果顯示，公關運作在溝通面臨瓶頸的情境時，互動雙方使用組織關係策

略或人際中介策略的比例為 18.6%，顯著高於專業溝通情境選擇這兩項策略的比

例（4.7%）（χ2 =18.823***，df =1，p =0.000），假設獲得支持（請參見下頁表

4-1-24）。 

  由表 4-1-24可知，專業溝通情境時使用這兩項策略者不到一成，僅佔 4.7﹪；
但在溝通瓶頸時卻提升至將近兩成（18.6﹪），雖然仍屬少數，但是顯示在溝通

面臨瓶頸的情境下，互動雙方的確會使用較高比例的關係或人際導向策略。 

  深入探討專業溝通／溝通瓶頸情境與整體公關策略之關聯性（請參考下頁表

4-1-25），在專業溝通的情境中，公關運作大多採取組織資訊策略（76.6﹪）為主，
其他策略較少，而在組織資訊策略中主要又以公共資訊（49.9﹪）、新聞代理（39.8
﹪）兩項為主，共佔將近九成；但在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的情境下，公關策略的使

用呈現相當大的差別：經濟中介取代資訊中介，成為公關運作主要的流通中介，

組織經濟策略由原本的 9.9﹪大幅增加為 68.6﹪，成為主要的策略使用，而該策

略中又以組織賄賂（57.7﹪）佔最大比例，其次才是銷售促銷（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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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4 卡方分析（RH 2d）：專業溝通／溝通瓶頸*有無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有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沒選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專業溝通 21    4.7 424 95.3

溝通瓶頸 13    18.6 57 81.4

χ2 =18.823***，df =1，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25 卡方分析：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公關策略 

單一策略 混合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混合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專業溝通 341          76.6 10 2.2 44 9.9 5 1.1 45 10.1 

溝通瓶頸 6          8.6 3 4.3 48 68.6 4 5.7 9 12.9 

χ2 =166.907***，df =4，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23



  這樣的結果呈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即是「賄賂」的確與台灣公關或公共

關係意涵有所連結，在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面貌時不能忽略，而這樣的策略

在社會議題的面向上或是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的情境下重要性更加被凸顯，並且大

幅度的被使用。 

 

小結：台灣有關公關或公共關係的報導，呈現之「公關策略」為何？ 

  研究問題二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的公關策略特色為何，本研究將

假設檢定結果整理如下，並綜合分析為下列三點： 

表 4-1-26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表：研究問題二 

假設 假設內容 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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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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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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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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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一點，當公關運作層次為組織與公眾關係時，公關運作主要仍以組織資訊

策略為主，比例約為七成；若互動層次為組織間關係時，組織資訊策略（45.9﹪）
同樣佔有最高比例，但組織經濟策略比例大幅提昇，比例高達三成（31.9﹪）；
另外，組織間關係層次的公關運作顯著地較為雙向、對等，而組織與公眾層次的

公關運作則較為單向、不對等。若以學者 Grunig「優越公關」的理論而言，在本

研究抽樣報導所呈現的台灣公關運作中，組織間關係層次的公關運作較符合優越

公關的運作形式。本研究分析主要原因如下：組織與公眾的互動仍以告知或發佈

資訊為主，但在組織層次中，雙方往往面臨交易、合作等重要運作，公關的互動

扮演重要的地位，因此對話與互動的空間也因而增加。至於人際層次的公關運作

由於樣本數不足，因此無法進行判斷。 

 24



  第二點，不同情境下所使用的公關策略也有顯著不同。過去研究指出，台灣

公關人員在危機情境下容易使用人際或關係導向的策略，而非一般組織資訊策略

（黃懿慧、林穎萱，2004），但有趣的是，依據本研究結果指出，相較於一般情
境，報導中的公關運作在危機情境下反而更以組織資訊策略為主要策略，且比例

高達九成。這樣的結果顯然與過去研究發現相悖，本研究提出以下推論與解釋：

首先，就本研究所選擇的樣本中，危機情境大多是被公開、眾所周知的事件，如

空難事件等，因此需要大量媒體曝光、新聞代理、公共資訊告知等運作，在這樣

的情境下個人私下可運作的空間相當有限，人際或關係導向的策略也就較為不必

要；再者，報紙媒體的呈現有其限制性，對於一些較為個人的公關運作模式在媒

體報導上本來就不易被呈現，因此可能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第三點，除組織資訊策略外，組織經濟策略也是報導中常呈現的公關策略，

尤其「賄賂」一項子策略的使用頻率相當高；在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的時候，組織

經濟策略（尤其是組織賄賂）更是主要的公關運作，使用比例相當高。由於「賄

賂」在一般西方公共關係理論中較少被提及，因此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凸顯一項台

灣公關運作重要的現象──「賄賂」在台灣公關意涵中的意義。在台灣，賄賂、

檯面下交易、走後門等人際運作模式被視為解決問題的另一個管道，即使是組織

層次也不例外。但在台灣如此的運作模式卻與「公關」或「公共關係」直接劃上

等號，意即台灣社會大眾對於「賄賂」與「公關／公共關係」兩者相當程度上也

被視為相同，認為公關即為賄賂、走後門等，尤其是在社會議題或專業溝通無法

進行時，更被認為是突破僵局、解決問題的重要管道。這樣的運作方式或許西方

也不少見，在西方情境中並不會將之與「public relations」直接劃上等號。由此
可見，台灣公關或公共關係意涵中包括了「賄賂」的運作，而這也是有別於西方

的在地面貌之一。 

 

四、研究問題三：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演變？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報
導
評
價 

RQ1

RQ2

RQ3 RQ4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年
代 

 
 
 
 
 
 
 

圖 4-1-3 研究問題三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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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探討研究問題三：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

演變？此部份首先針對十三年的報導量作基本資料的分析，其次依序探討報導年

代與公關運作各面向（包括互動層次、互動情境、功能與公關策略）的關聯性，

請參考上頁圖 4-1-3。 

 

（一）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報導年份基本資料分析 

  首先就報導年份的部分，表 4-1-27與圖 4-1-4呈現了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十

三年來的數量分佈情況。 

  以數量而言，整體趨勢可分三個部分解讀：首先在 1991-1996 年的報導數量

呈現穩定成長；隨後在 1997 年開始報導量略降，下降趨勢至 1999 年降至 49則；
不過之後報導量隨即穩定增加，直至 2003 年報導量達到最高（139則）。若以大

範圍的分期而言，九十年代前期（1991-1995 年）呈現穩定成長報導總量為 261
則，平均每年 52.2則；九十年代後期（1996-1999 年）報導量增加為 343則，平
均每年 85.75則；二十一世紀初期（2000-2003 年）再度增加，報導總量達 385
則，平均每年 96.25則，而上述結果也可推論三個時期的平均報導量呈現持續增

加的趨勢。 

 
表 4-1-27 次數分配表：報導年份 

 報導年份 有效樣本數 有效百分比%  

 1991 38 3.8  

 1992 42 4.2  

 1993 49 5.0  

 1994 57 5.8  

 1995 75 7.6  

 1996 124 12.5  

 1997 106 10.7  

 1998 64 6.5  

 1999 49 5.0  

 2000 68 6.9  

 2001 83 8.4  

 2002 95 9.6  

 2003 139 14.1  

 總和 989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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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不同時期平均報導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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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公關報導與過去學術論文的產出量相互比較，可發現相互呼應之處。依據

黃懿慧（2001b）對於九十年代（1991-1999 年）國內公關論文所做的分析，論文

在 1995 年後開始顯著成長，而這樣的結果也與本研究所得結果相吻合，顯示學

術著作產量與實務報導的產量皆有相同的發展趨勢，本研究對這樣的趨勢做出以

下兩點推估：首先，報導量的穩定發展可推估公關學術與產業界在台灣社會環境

的穩定發展、成熟，社會大眾對於公關或公共關係運作的接觸愈來愈頻繁、因而

報導量增加。其次，這樣的環境因素也可合理推測在未來二十一世紀公關報導量

仍會持續成長，成長甚至會愈加快速。 

 

（二）不同年代的報導中互動層次的特色或演變 

  此部份開始進行關聯性分析。本研究將個別年代（1991-2003 年）重新定義

為不同時期，分別為九十年代前期（1991-1995 年）、九十年代後期（1996-1999
年）、二十一世紀初期（2000-2003 年）等三個時期，而後續研究也將以大範圍的

時期進行分析。 

  如表 4-1-28，不同報導年代與互動層次之間差異並未達顯著，顯示不同的時

代的報導其公關運作的互動層次並未有所差異。整體而言，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

是報導主要呈現的互動層次，在不同的時期比例皆佔有七成左右；其次為組織間

關係層次，也佔有二至三成的比例；報導呈現最少的層次為人際關係層次，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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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4﹪至 6﹪之間，與其他兩者有相當大的差距。 

 
表 4-1-28 卡方分析：報導年代*互動層次 

組織間關係 組織與公眾關係 人際關係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九十年代前期 51 29.7 114 66.3 7 4.1 

九十年代後期 47 21.8 157 72.7 12 5.6 

二十一世紀初期 45 21.4 151 71.9 14 6.7 

χ2 =5.124，df =4，p =0.275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三）不同年代的報導中互動情境的特色或演變 

  三個不同情境與年代的關聯性方面，由表 4-1-29至 4-1-31可知，一般／危
機、權力對等／權力不對等兩類情境與報導年代並無顯著差異，只有在第三類情

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中產生顯著差異（χ2 =19.995***，df =2，p =0.000）。 

 
表 4-1-29 卡方分析：報導年代*情境（一般／危機） 

一般情境 危機情境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九十年代前期 148 84.6 27 15.4  

九十年代後期 191 84.5 35 15.5  

二十一世紀初期 187 87.0 28 13.0  

χ2 =0.667，df =2，p =0.716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30 卡方分析：報導年代*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 

權力對等 權力不對等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九十年代前期 9 32.1 19 67.9  

九十年代後期 5 13.5 32 86.5  

二十一世紀初期 7 29.2 17 70.8  

χ2 =3.634，df =2，p =0.163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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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卡方分析：報導年代*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 

專業溝通 溝通瓶頸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九十年代前期 161 93.6 11 6.4  

九十年代後期 167 78.8 45 21.2  

二十一世紀初期 177 89.4 21 10.6  

χ2 =19.995***，df =2，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在第三類情境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九十年代後期的新聞報導中，公關運

作為溝通瓶頸的比例顯著高於其他兩時期，高達 21.2﹪。探究原因，我們可以發
現九十年代後期的樣本有許多社會事件，例如周人參弊案、拉法葉弊案等等，而

在此類事件中的公關運作往往涉及舞弊、賄賂、營私等等，因此互動雙方往往無

法進行專業溝通，因而造就專業溝通面臨瓶頸的情境。 

 

（四）不同年代的報導中功能的特色或演變 

  由資料分析顯示，不同時期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公關功能有顯著地差異（χ2 

=46.574***，df =14，p =0.000）。 

  如下頁表 4-1-32，首先，在九十年代前期的部分，公共資訊（19.4）、組織
關係管理（13.8）及形象名譽管理（10.6）是報導主要呈現的功能，其他功能皆
小於 10﹪。其次，在九十年代後期的報導中，公共資訊仍為主要功能，且比例

上升為 26.9﹪，組織關係管理、名譽形象管理兩項反而減少，比例轉移至說服功

能，使得說服功能的比例大幅增加至 23.1﹪。最後，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報導，
公共資訊同樣小幅增加至 29.6﹪，說服則略為下降至 18.7﹪。 

  上述結果可由以下角度分析：首先，公共資訊不管在任何時期的報導中都是

相當常見的公關功能，且比例有逐年增加的趨勢，組織關係管理、形象名譽管理

在九十年代前期的報導佔有高比例，但之後比例卻下降了，隨之被說服功能所取

代。第二，在所有功能中，「公共資訊」是唯一一項在三個時期皆持續成長的功

能，顯示報導中的公關運作以「公共資訊」一項為目前最重要的公關功能，且重

要性持續增加。第三，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時期的報導中最常見的仍是混合功能

的搭配，平均比例超過三成，其他七成僅使用單一功能；混合功能中最常見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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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搭配為「說服加名譽形象管理」、「說服加組織關係管理」、「公共資訊加名譽形

象管理」三項。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發現組織關係管理、形象名譽管理比例的下降並非表

示這兩項功能不再重要，而是隨時間演變，這兩項功能開始強調與其他功能（如

公共資訊或說服）的搭配使用，在日漸複雜的年代，我們也可以理解若要管理組

織關係或是組織的名譽形象，單一功能是不夠的，搭配公共資訊發佈與說服將是

日漸普遍的形式。 

 

（五）不同年代的報導中公關策略的特色或演變 

  首先，不同時期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公關策略具有顯著差異（χ2 =22.780**，
df =8，p =0.004）。 

  如表 4-1-33，九十年代前期的報導中以組織資訊策略佔有相當大的比例，比

例超過六成（65.6﹪），其次為組織經濟策略（18.1﹪）；而後在九十年代後期，

同樣是組織資訊策略（55.5﹪）、組織經濟策略（29.8﹪）比例最多，但前者略有

下降、而後者則略為提升；最後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報導，除組織資訊策略（59.2
﹪）與組織經濟策略（26.1﹪）外，多重策略的使用也首度超過一成（13.3﹪），
顯示隨時代演變，組織資訊策略一直維持相當高的比例（皆有五成以上），組織

經濟與混合策略的使用也逐漸增加。 

  就個別策略而言，組織資訊策略的使用比例在不同時期的報導呈現顯著差異

（χ2 =14.033*，df =6，p =0.029）。如表 4-1-34，新聞代理、公共資訊兩項策略

隨時間成長，而科學性說服、對等溝通則明顯下降。如此結果顯示單向策略（新

聞代理、公共資訊）使用比例逐年增加，而雙向策略（科學性說服、對等溝通）

比例則逐年下降。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隨時代演變，報導中的公關策略使用有愈來愈單向的趨

勢，而這樣的趨勢在接下來的分析中得到驗證。如表 4-1-35，我們發現隨時間演
變，公關策略的使用的確愈來愈單向（χ2 =9.214*，df =2，p =0.010），從九十年

代前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期，報導中公關運作的單向性成長約一成（72.5﹪成長為
82.2﹪），而雙向性則減少一成（27.5﹪減少為 17.8﹪），再度驗證台灣報導中公

關策略的使用的確逐漸朝單向的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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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2 卡方分析：時期*功能目的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90 年代前期 12               7.5 10 6.3 31 19.4 3 1.9 17 10.6 22 13.8 6 3.8 59 36.9 

90 年代後期 49               

               

23.1 13 6.1 57 26.9 1 0.5 15 7.1 7 3.3 13 6.1 57 26.9 

21世紀初期 38 18.7 9 4.4 60 29.6 1 0.5 11 5.4 10 4.9 5 2.5 69 34.0 

χ2 =46.574***，df =14，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33 卡方分析：時期*公關策略 

單一策略 混合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混合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90 年代前期 105          65.6 8 5.0 29 18.1 4 2.5 14 8.8 

90 年代後期 121          

          

55.5 7 3.2 65 29.8 9 4.1 16 7.3 

21世紀初期 129 59.2 1 0.5 57 26.1 2 0.9 29 13.3 

χ2 =22.780**，df =8，p =0.004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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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4 卡方分析：時期*組織資訊策略 

 新聞代理  公共資訊 科學性說服  對等溝通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90 年代前期  46 41.1  42 37.5 15 13.4  9 8.0 

90 年代後期  50 37.9  69 52.3 10 7.6  3 2.3 

21世紀初期  60 40.0  77 51.3 9 6.0  4 2.7 

χ2 14.033*，df =6，p =0.029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35 卡方分析：時期*雙向性 

單向 雙向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九十年代前期 100 72.5 38 27.5  

九十年代後期 118 68.2 55 31.8  

二十一世紀初期 139 82.2 30 17.8  

χ2 =9.214*，df =2，p =0.01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六）小結：不同年代的報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運作有何特色或演變？ 

  研究問題三以報導年代作為主軸，探討各面向的演變，本研究將結果綜合歸

納如下頁表 4-1-36。 

  如表所示，若將十三年的時間加以區分為三個時期，我們可以發現樣本的平

均報導量呈現穩定成長，顯示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產量逐漸提升，也與學術產

量相互呼應；互動層次仍以組織與公眾層次為主、組織間層次次之，不同時代並

未有所差異；互動情境中，一般／危機、權力對等／不對等兩類情境不因時間而

有所差異，但在第三類情境中，溝通瓶頸在九十年代後期比例顯著高於其他兩情

境，本研究認為是因為此時期的樣本大多與社會議題有關，此類樣本可能涉及營

私、非法交易，因此公關運作無法以專業形式進行溝通，因而造成專業溝通瓶頸

比例提升的原因。 

  功能方面，以時間為主軸來看不同時期功能的演變，本研究發現「混合功能」

與「公共資訊」一直在各個時期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在九十年代前期報導中的公

關運作也著重「組織關係管理」與「形象名譽管理」，但在九十年代後期與二十

一世紀初期的報導，這兩項功能逐漸被「說服」所取代。 

 32



  最後，在公關策略方面，組織資訊策略一直是常被運用的公關策略，組織經

濟策略與混合策略的使用比例也逐年增加，但是組織關係策略與人際中介策略則

使用得相當少。以組織資訊策略而言，公共資訊與新聞代理模式逐年增加，但科

學性說服與對等溝通比例卻相對降低，策略使用更為單向。 

  綜合上述關於公關功能、公關策略的趨勢分析，本研究發現，隨時代演變，

報導中所呈現的公關運作日益複雜，單一功能、策略已不敷使用，混合功能、混

合策略的運用有所提升，然而雖然運用更多樣化的功能、策略，但是卻有愈來愈

單向的趨勢，意即報導呈現的公關運作愈來愈以告知訊息、傳遞資訊為主要內

容，雙向互動的形式日益減少。 

表 4-1-36 公共關係運作年代演變表 

    報導年代 

公關運作 

九十年代前期 

（1991-1995） 

九十年代後期

（1996-1999）

二十一世紀初期

（2000-2003）

年代演變 

平均報導量 52.2則 85.75則 96.25則  隨年代穩定成長 

互動層次 組織與公眾關係＞組織間關係＞人際關係  在不同時期無差異 

互動情境一 一般情境 ＞危機情境  在不同時期無差異 

互動情境二 權力不對等＞權力對等  在不同時期無差異 

互動情境三 專業溝通 ＞溝通瓶頸  九十年代後期溝通瓶頸

顯著高於其他兩期 

功能 公共資訊＞ 

組織關係管理＞ 

形象名譽管理 

公共資訊＞ 

說服 

公共資訊＞ 

說服 

 混合功能、公共資訊一直

是重要功能。 

公關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組織經濟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人際中介策略很少使用 

 組織資訊策略一直是常

用策略，組織經濟策略與

混合策略也日益增加。

 有愈來愈單向的趨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研究問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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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系列一最後探討研究問題四：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在專業、公開、

道德、有效、合法等五個「報導評價」面向的得分為何？此部分將先針對五個報

導評價面向的得分進行初步的統計分析，其次再探討公關運作各面向（包括互動

層次、互動情境、功能與公關策略）與報導評價五個面向的關聯性，請參考圖

 33



4-1-5。由於五個評估項目屬於分析性變項非分類性變項，因此此部份將以統計

學上之獨立樣本 t檢定（t-test）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進行

檢定，並將統計結果與說明呈現如下： 

 
 
 
 
 
 
 
 

圖 4-1-5 研究問題四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的報導評價基本資料分析 

  如圖 4-1-6與表 4-1-37，整體而言，公關運作的五個評估面向中，專業
（1.3065）、公開（0.9030）、有效（0.9342）、合法（0.5052）等四個面向呈現正
面的評價，顯示目前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的公關運作，被視為是專業的、

具公開性、有效果且合法的，但是在道德面向上卻是負面的評價（-0.4764），顯
示台灣報導對於公關運作的的道德性存有質疑。 

專業(+1.0365) 道德(-0.4764) 

合法(+0.5052)

公開(+0.9030)

-3           -2           -1           0            1           2           3 

RQ4 RQ3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RQ1

RQ2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評
價 

報
導
年
代 

有效(+0.9342) 

 
 
 
 
 
 
 
 

圖 4-1-6 報導評價得分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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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7 描述性統計：報導評價 

 報導評價 有效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專業 576 1.0365 1.0386  

 公開 629 0.9030 1.2499  

 道德 191 -0.4764 1.4467  

 有效 76 0.9342 1.0499  

 合法 667 0.5052 1.0758  

 總平均 0.6928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這樣的結果反映出台灣公關運作相當矛盾卻有趣的現象：台灣公關運作被認

為是不道德的、甚至遊走法律邊緣，即使合法但合法性也不高（合法性的得分是

四個正分面向中最低分者），但是這樣的運作卻是有效的，甚至可以是對外公開，

且經過專業程序或專業人員完成。 

 

（二）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互動層次與報導評價之關聯性分析 

  不同互動層次上，專業、公開、有效三項達到顯著差異，道德、合法兩項未

達顯著差異，如表 4-1-38。 

 
表 4-1-38 ANOVA：互動層次*報導評價 

項目  df F p-value

專業  (2 ,483 ) 6.354** 0.002

公開  (2 ,547 ) 3.717*  0.025

道德  (2 ,165 ) 2.345   0.099

有效  (2 ,60 ) 5.518** 0.006

合法  (2 ,559 ) 1.600   0.203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在專業面向上，組織與公眾關係（1.1022）、組織間關係（0.9901）兩種層次

的報導得分顯著大於人際層次的報導（0.3478），顯示報導中人際關係層次的公
關操作雖被認為是專業的，但專業性較其他兩者低。公開性方面，組織與公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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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報導的得分則顯著高於組織間關係與人際關係兩層次，顯示組織與公眾關係更

為主動、對外公開進行。但在有效一項則與上面兩面向有較為不同的結果，人際

關係層次的報導評分相當高（1.5000）、與組織間關係層次（1.3030）一致，並顯
著高於組織與公眾層次的報導（0.5000）。此外，道德的評分方面，不論在哪一

層次都是負面的，顯示台灣報導中的公關操作普遍存有道德上的爭議。而合法性

得分也普遍介於 0.3至 0.5之間，顯示新聞報導中的公關運作仍具有相當合法性。 

  上述結果呈現兩點有趣的現象：首先，公關運作在專業、公開、有效、合法

項目上皆獲得正向評分，唯獨在道德一項獲得負面評分，顯示報導中的公關運作

雖然有其專業性與效果，也合乎法律規範，但在道德上卻受到質疑的矛盾現象。

其次，人際關係層次的報導在專業、公開、道德、合法所獲得的評分皆是最低的，

但唯獨在有效一項獲得最高分，如此現象顯示人際關係層次的公關運作雖然不見

得專業、合法，有時甚至是檯面下、或道德性飽受質疑，但相較於其他層次卻是

效果最好的，因此，如此結果是否表示人際公關操作（如個人影響模式）往往在

關鍵時刻扮演問題解決的重要關鍵？有待後續研究結果繼續探討。 

 

（三）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互動情境與報導評價之關聯性分析 

  不同互動情境與報導評價的比較，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檢定加以判定，請參

照表 4-1-39至表 4-1-41。 

  第一，在一般情境與危機情境報導中，除有效一項外，其餘四項皆達統計之

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報導中若公關操作為危機情境時具有較正面的評價，較為

專業、公開、道德、合法等，而一般情境下的公關操作表現都不如危機情境。 

  這樣的結果可以從以下角度解讀：危機發生時4，組織或公關人員為了要解

決危機、進行形象修復，在公關操作上本應以更為專業、公開、道德、合法的形

式運作，希冀解決問題、重新獲得形象或聲譽，因此如此的結果也可說是合理的

結果。 

  第二，在權力對等與權力不對等的情境中，同樣僅有效一項未達統計顯著水

準。研究結果顯示，報導中若公關運作在權力對等情境時，公關運作更為專業、

公開、道德與合法；但在權力不對等時，公關運作則容易傾向負面的形式，如不

專業、私下運作、不道德或違法的形式等。 

  第三，在專業溝通與溝通瓶頸中，同樣是有效一項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在達

                                                 
4 此處的「危機」發生係指公開性、為公眾所知、受到廣泛報導的危機事件，如空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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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顯著的其餘四面向中，專業溝通情境的報導有較為正面的表現，顯著優於溝通

瓶頸報導的公關運作，且在溝通面臨瓶頸時，四面向的得分皆為負分，亦即公關

運作會使用負面的形式。 

 
表 4-1-39 t-test：情境（一般／危機）*報導評價 

項目  一般情境(Mean,SD) 危機情境(Mean,SD) t  p-value

專業  (0.9876 ,1.1037 ) (1.1685 ,0.6075 ) -2.138*    0.034

公開  (0.7760 ,1.2994 ) (1.4713 ,0.5464 ) -8.388***  0.000

道德  (-0.5294 ,1.4024 ) (0.8889 ,1.2693 ) -2.969**   0.003

有效  (0.9630 ,0.9706 ) (-0.1667 ,1.7224 ) 1.579     0.171

合法  (0.3972 ,1.0000 ) (1.1580 ,0.0000 ) -11.709***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40 t-test：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報導評價 

項目  權力對等(Mean,SD) 權力不對等(Mean,SD) t  p-value

專業  (1.5000 ,0.7609 ) (0.6545 ,1.4557 ) 3.255**   0.002

公開  (1.1667 ,0.3835 ) (-0.1636 ,1.7402 ) 5.290***  0.000

道德  (0.5000 ,1.0000 ) (-0.9744 ,1.3473 ) 2.120*    0.040

有效  (1.1667 ,0.4083 ) (1.0870 ,1.1246 ) 0.169     0.867

合法  (0.9048 ,0.4364 ) (-0.4068 ,1.5326 ) 5.932***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1-41 t-test：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報導評價 

項目  專業溝通(Mean,SD) 溝通瓶頸(Mean,SD) t  p-value

專業  (1.3261 ,0.5880 ) (-1.4545 ,0.9193 ) 21.906***  0.000

公開  (1.3305 ,0.8013 ) (-1.1892 ,1.3816 ) 15.290***  0.000

道德  (0.5114 ,1.2954 ) (-1.6563 ,0.8012 ) 12.707***  0.000

有效  (0.9348 ,1.1036 ) (0.8333 ,1.0495 ) 0.371     0.712

合法  (0.8804 ,0.5283 ) (-1.4583 ,1.2664 ) 15.471***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如此結果綜合先前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得知在三類情境中，專業、公開、道

德、合法四個面向都有顯著差異，但在有效一項都沒有差異；再者，危機情境、

權力對等、專業溝通分別是三類情境中表現相對較好者。研究結果顯示，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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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關運作在危機情境（相較於一般情境）、權力對等（相較於權力不對等）、

專業溝通（相較於溝通瓶頸）情境時，公關運作會有較佳的評價，因而可推論此

三類情境所呈現的功能與公關策略也應有較佳的表現。 

 

（四）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功能與報導評價之關聯性分析 

  經 ANOVA檢定顯示，專業、公開、道德、合法等四項在不同功能目的上有

不同的表現，僅「有效」一項未達顯著，請見表 4-1-42。 

  在專業性方面，個人關係管理一項顯著低於其他的公關功能，且獲得負分

（-1.0000），顯示該功能被認為是不專業的，其餘則獲得正向評分。而公開性方

面，說服（-0.3895）與個人關係管理（-0.2353）皆獲得負分，顯著低於其他功
能，顯示報導中的公關運作若以說服或個人關係管理為主要功能時，公關運作是

比較私下、不公開的形式。在道德方面，說服（-1.2500）與個人關係管理（-0.7143）
被認為是不道德的，其餘功能都被為是道德的，與公開性有相似的結果。而在合

法性方面，同樣是說服（-0.7158）與個人關係管理（-0.7778）為負分，被認為
是不合法的功能目的，遠低於其餘各項的正分。 

 
表 4-1-42 ANOVA：功能*報導評價 

項目  df F p-value

專業  (7 ,475 ) 22.976*** 0.000

公開  (7 ,526 ) 37.933*** 0.000

道德  (7 ,145 ) 11.487*** 0.000

有效  (6 , 56 ) 0.247   0.959

合法  (7 ,536 ) 51.118***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由上述結果，我們可以很明顯地將公關功能分為兩大類：第一，說服與個人

關係管理屬於同一類功能，在各面向的得分幾乎皆為負向，被認為是不專業、私

下、不道德的違法公關運作，顯示台灣報導中以這兩項為功能的公關操作具有相

當負面的評價。第二，相對於上述兩者，其餘功能包括倡議、公共資訊、導因關

聯、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管理等都是屬於正面的評價，得分顯著高於說服與

個人關係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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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公關策略與報導評價之關聯性分析 

  在公關策略的部分，統計分析顯示，報導中不同的公關策略在專業、公開、

道德、合法等四個面向上皆有顯著差異，僅在有效一項未有顯著差異，請見表

4-1-43。 

  首先，在各公關策略的專業性上，組織資訊策略、組織關係策略、人際中介

策略等皆被認為是專業的（獲得正分），唯獨組織經濟策略一項有相當不同的表

現，被認為是不專業的公關操作策略（-0.3692），且得分顯著低於其他三項策略。

公開性方面，組織資訊策略得分是所有策略中最高者（1.4006），表示此策略是

報導中公關策略最公開者，而組織經濟策略則獲得負分（-0.3657），顯示該策略

常以私下、非公開的運作形式執行。道德性方面，組織資訊策略（0.8571）與組
織關係策略（0.1429）是具有道德性的公關策略，而組織經濟策略（-1.0588）與
人際中介策略（-0.5000）則是不道德的公關策略，且值得注意的是，公關策略整

體評估的結果也是負向的（-0.5114），顯示台灣報導中所呈現的整體公關策略是

相當負面、不道德的形象。最後在合法性一項，僅組織經濟策略一項是不合法的

策略（-0.6294），其餘皆是正向的，其中又以組織資訊策略的得分最高（0.9771）。 

 
表 4-1-43 ANOVA：公關策略*報導評價 

項目  df F p-value

專業  (4 ,469 ) 48.871*** 0.000

公開  (4 ,557 ) 73.269*** 0.000

道德  (4 ,171 ) 17.414*** 0.000

有效  (3 , 61 ) 0.741   0.532

合法  (4 ,568 ) 87.581***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綜合上述，提出兩點研究發現：第一，我們可以發現「組織經濟策略」在各

表現上與其他策略有明顯不同，所得到的評價幾乎是相當負面的：不專業、私下

運作、不道德、違法等，若配合之前相關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該策略中「組

織賄賂」的運作可能是造成評價低落的原因。第二，即使公關策略在大部分評價

面向上都有正面的表現，但是唯獨在「道德性」一項上卻得分相當低，平均得分

更是各面向中唯一獲得負分者，顯示在新聞報導樣本中，台灣公關運作仍呈現一

個不道德的負面形象，而這樣再現的結果似乎也可推論台灣社會大眾對公關普遍

持有的不道德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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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小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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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問題四主要界定出評估公關運作的五個面向──專業、公開、道德、有

效、合法，並探討不同公關運作項目在這五個評估面向上的表現。以下茲將研究

結果整理歸納為下列幾點： 

  第一，五個面向中，「有效」一項在與許多項目比較時接呈現不顯著的結果。

由前面研究可發現，本研究的公關報導中針對「有效」進行評分者佔相當少數，

總有效樣本僅 76則，因此在許多檢定中容易呈現不顯著或無法分析的結果。公

關效果向來為公關研究中最受重視的部分，本研究此部份的研究結果未能呈現，

是較為可惜之處。 

  其次，本研究將報導評價區分為五個向度，而非僅是「正面」、「負面」的單

一向度，而研究結果也發現，同樣類目在不同報導評價向度的表現上會有矛盾的

情形發生，而這樣的矛盾情形在之前的研究也有類似的結果；如此結果看似矛盾

但卻更具深意，可以讓我們更深入探討台灣公關運作的特色，以及有別於西方理

論的特殊觀點。例如，公關運作在專業、公開、有效、合法等項目都獲得正向的

評分，唯獨在「道德」一項獲得負向的評分，是否意味著報導中的公關運作雖然

合法、專業，但是在道德層面卻受到質疑、普遍被認為不道德？又例如，相較於

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報導中人際關係層次的公關運作在專業、公

開、道德、合法項目上的得分都比其他層次低，但是在「有效」一項的得分卻是

三個層次中最高的，而這樣的結果顯然也是一種矛盾的情形，我們可以推測個人

形式的公關運作雖然不一定專業、公開，甚至不一定合法、也有道德上的質疑，

但是效果卻是最好的，能夠在關鍵時刻促使問題解決。 

  第三，若綜合歸納研究問題四的所有結果，我們可以將各項目大致區分為兩

大類：報導評價得分高、報導評價得分低兩類（如下頁表 4-1-44），且經過檢定
前者得分顯著高於後者。在這樣的分類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若公關操作屬

於人際關係層次、以說服及個人關係管理為所主要功能、採用組織經濟策略或人

際中介策略者，所執行的公關操作會較為負面，較為不專業的、私下運作的、不

道德的、合法性較低的公關形式。第二，互動情境方面，一般情境（相對於危機

情境）、權力不對等（相對於權力對等）、溝通瓶頸（相對於專業溝通）等情境下

的公關操作也比較屬於負面形式的操作。依據上述分類本研究提出下列分析：若

對照先前文獻探討即可發現，報導評價得分較高者大多較符合西方現有公關理

論，而得分較低者大多屬於台灣在地形式的公關操作，如人際層次、關係策略、

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等，因此本研究再度驗證東西方在公關意涵上的確有其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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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4 報導評價分類表 

項目 報導評價得分高 報導評價得分低 

互動層次  組織間層次 

 組織與公眾層次 

 人際層次 

互動情境  危機情境 

 權力對等 

 專業溝通 

 一般情境 

 權力不對等 

 溝通瓶頸 

功能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說服 

 個人關係管理 

公關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組織賄賂） 

 人際中介策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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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系列二：公關與公共關係異同之探討 

  前述研究系列一中主要探討台灣整體公共關係全貌，所使用的樣本為第一階

段隨機抽樣的樣本，針對所有有關「公關」與「公共關係」關鍵字的報導進行分

析；而在研究系列二中，這兩個關鍵字將加以區別，並加以探討不同關鍵字在不

同的公關運作面向中是否會有所不同。 

  在此部份的研究中，研究目的並非推估母體，而是要比較兩樣本群（「公關」

報導與「公共關係」報導）之間的差異5，將使用第一階段加上第二階段抽樣的

樣本。另外需要說明的是，在先前研究設計中關鍵字區分為「公關」、「公共關係」、

「兩者皆有」三類，資料收集完畢後發現，其中「兩者皆有」一類所佔比例相當

低，有效樣本 1252則中僅佔 25則，比例為 2.0﹪。由於此部份樣本相當稀少，
且研究主要著重於「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之差異，為研究方便因此將此

25則樣本刪除，僅分析「公關」報導 1072則（85.6﹪）與「公共關係」報導 155
則（12.4﹪），總有效樣本數為 1252則。 

  研究分析將分三個部分探討，首先，探討不同關鍵字的報導中所呈現的公關

運作四面向是否有所差異，包括互動層次、情境、功能、策略等；其次，探討不

同關鍵字報導在不同年代的報導量是否有所差異；最後，探討不同關鍵字報導在

五個報導評價面向上是否有所差異。而分析方式除了量化統計分析外，也將進一

步針對特別之處進行質化論述分析。 

 
 
 
 
 
 
 
 
 

 

互動層次

互動情境

功能 

公關策略 

公共關係運作 
報
導
評
價 

報
導
年
代 

 RQ5 

關鍵字 
 
公共關係 
公關 

圖 4-2-1 研究系列二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在後續分析中，「公關」報導將代表中含有「公關」關鍵字的報導；相同的，「公共關係」報導
則代表含有「公共關係」關鍵字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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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公共關係運作四面向的關聯性分析 

  此部份探討不同關鍵字（「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與公共關係運作四個

面向的關聯性分析，四個面向包括互動層次、互動情境、功能與公關策略。 

 

（一）不同關鍵字報導與互動層次的關聯性分析 

  在不同互動層次方面，不同關鍵字的報導中所呈現的公關運作互動層次並未

有顯著差異（χ2 =3.168，df =2，p =0.161）。 

  如表 4-2-1，就大致比例而言「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主要皆以組織與

公眾關係層次為主，其次方為組織間關係與人際關係。 

 
表 4-2-1 卡方分析：關鍵字*互動層次 

組織間關係 組織與公眾關係 人際關係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219 27.4 521 65.3 58 7.3 

公共關係 31 36.9 49 58.3 4 4.8 

χ2 =3.648，df =2，p =0.161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接下來在人際類型方面，報導中提及人際關係類型的報導相當地少，總共僅

11則，因此無法進行統計檢定。不過進一步分析顯示，11則報導中以「公關」
為關鍵字者即佔了 10則，僅 1則是以公共關係為關鍵字，則數上有相當大的差

異，顯示在台灣公關運作中，若是涉及人際關係類型的報導仍以「公關」作為使

用詞彙的情況較多。 

  而在組織化個人方面，不同關鍵字報導的確在有無組織化個人類型上產生差

異（χ2 =4.928**，df =1，p =0.026）。如表 4-2-2，「公關」報導中有 37則（5.4
﹪）報導裡呈現「組織化個人」的情形，其餘報導則沒有；但在「公共關係」報

導中，卻完全沒有任何一則報導呈現組織化個人的情形，與「公關」報導產生強

烈的對比，也可清楚顯示，當報導在陳述人際關係類型或組織化個人等較為人際

運作的公關形式時，大多使用「公關」一詞，而非「公共關係」，因此可見「公

關」在概念與使用上比「公共關係」更傾向描繪人際、私下的公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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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卡方分析：關鍵字*組織化個人 

有組織化個人 無組織化個人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37 5.4 649 94.6  

公共關係 0 0 87 100.0  

χ2 =4.928**，df =1，p =0.026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在組織化個人的「公關」報導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發現這類公關運作大多以

社會地方或產業議題相關，主要是希望進行人際交際，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以個人

作為組織賄賂等非法情事的中介橋樑，舉例如下（底線表示該例句中的組織化個

人現象）： 

  由於何任光任人事管理員，掌管考績、升遷、晉用等，因而站內

收費員以前對何任光的要求，例如拿回數票作為公關票、拿小客車的

票換大型車的票以及拿以打洞的舊票換新票等情況都會照辦。（樣本編

號：97017） 

  杜馬曾向億而富推薦其情婦鐘顧夫人出任，億而富利用鐘顧夫人與

杜馬的關係，向杜馬進行遊說，希望杜馬在總統主持的軍售案中，不要

阻擾這項交易。（樣本編號：99043） 

  綽號「泰山」的郭家宏涉嫌利用擔任台北市警中正二分局警備隊小

隊長職務，自民國八十八年起擔任「百合集團應召站」公關警察，按月

領月新台幣二萬元至三萬元不等的賄賂。（樣本編號：02104） 

  由上面三個例子可以發現，台灣公關運作中以組織代表個人的形式往往發生

在需要利用組織資源、職務之便或個人關係的情境，且報導中的公關運作大多屬

於負面、非法的形式。 

 

（二）不同關鍵字報導與互動情境的關聯性分析 

  首先，在第一類情境中，由檢定結果可知，不同關鍵字報導的公關事件，發

生於一般情境與危機情境的機率相同，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異（χ2 =0.037，df 
=1，p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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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卡方分析：關鍵字*情境（一般／危機） 

一般情境 危機情境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745 89.5 87 10.5  

公共關係 80 88.9 10 11.1  

χ2 =0.037，df =1，p =0.848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接下來在第二類情境，「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情境為權力對等與

權力不對等的機率並無顯著差異（χ2 =0.812，df =1，p =0.367）。 

 
表 4-2-4 卡方分析：關鍵字*情境（權力對等／不對等） 

權力對等 權力不對等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33 23.6 107 76.4  

公共關係 2 13.3 13 86.7  

χ2 =0.812，df =1，p =0.367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最後，在第三類情境中，不同關鍵字報導在專業溝通與溝通瓶頸的情境上有

顯著差異（χ2 =4.079*，df =1，p =0.043）。 

 
表 4-2-5 卡方分析：關鍵字*情境（專業溝通／溝通瓶頸） 

專業溝通 溝通瓶頸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594 79.2 156 20.8  

公共關係 76 88.4 10 11.6  

χ2 =4.079*，df =1，p =0.043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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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4-2-5，「公關」報導中的公關運作發生在專業溝通情境者佔有 79.2﹪，
在溝通瓶頸者僅 20.8﹪，但在「公共關係」報導中，公關運作發生於專業溝通情
境者佔 88.4﹪，溝通瓶頸者僅為 11.6﹪。結果顯示，兩種報導皆以專業溝通情境

為主，但是「公共關係」報導發生在專業溝通情境的比例顯著高於「公關」報導。 

 

（三）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功能的關聯性分析 

  不同關鍵字的報導所呈現的公關功能也有顯著的差異（χ2 =26.283***，df 
=7，p =0.000），如下頁表 4-2-6。 

  兩類報導主要仍以單一功能為主，但混合功能也有不低的比例。分別就各項

功能的差異來看，七項功能中僅有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管理兩項達顯著差

異，而「公共關係」報導呈現這兩項功能的比例皆顯著高於「公關」報導，顯示

「公共關係」報導中常呈現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管理等功能，同時透露新聞

報導中較常以「公共關係」一詞描述組織層次、公開對外的運作，而非私下、人

際的運作。 

  另外，在個人關係管理這項功能上，不同關鍵字報導在是否呈現「個人關係

管理」功能上卻是沒有差異的（χ2 =0.502，df =1，p =0.479），不過，仔細分析

報導中所呈現的個人關係管理，仍可發現「公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在呈

現個人關係管理功能上的不同（底線表示該例句中的關鍵字）： 

  實際上從姓氏探源中，可以發現很多人是同姓、同宗或者同是黃帝

遠孫，有了這層關係，緣分比較好結，公共關係比較好做。（樣本編號：

92018） 

  殯儀館是站在為民服務的第一線，單位主管必須面對上級長官以及

民意代表請託的壓力，因此有一半的工作是在為長官做公共關係。（樣

本編號：95026） 

  出身南台灣鄉下的陳瑞文白手起家，是四十歲一帶在海外創業成功

的典範，昨晚的海上派對，除了酬謝客戶與作公關，也是為了……。（樣
本編號：91051） 

  駱志豪被控任職於交通部、民航局期間，於職務上常有接觸中華民

國國防以外應守密文書之機會，明知對於知悉或持有之機密文件負有保

密義務，不得洩露交付他人，竟以提供新聞媒體工作者應守密文件內

容，以做為私人情誼或公關誘餌。（樣本編號：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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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卡方分析：關鍵字*功能 

單一功能 混合功能  

說服  倡議 公共資訊 導因關聯 形象名譽管理 組織關係管理 個人關係管理 混合功能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184              24.2  33 4.3 143 18.8 5 0.7 67 8.8 58 7.6 47 6.2 223 29.3 

公共關係 9                 10.3 1 1.1 12 13.8 0 0 11 12.6 15 17.2 2 2.3 37 42.5

χ2 =26.283***，df =7，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2-8 卡方分析：關鍵字*公關策略 

單一策略 混合策略  

組織資訊策略 組織關係策略 組織經濟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 混合策略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386          48.0 24 3.0 287 35.7 25 3.1 82 10.2 

公共關係 49          54.4 1 1.1 25 27.8 2 2.2 13 14.4 

χ2 =4.743，df =4，p =0.315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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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例子中，同樣在表達個人關係管理功能，使用「公共關係」一詞者大

多較為正式的情境或中立的議題，而「公關」一詞則大部分為人情交際的運作，

往往涉及較為負面或違法的事宜，如賄賂、洩密等。 

 

（四）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公關策略的關聯性分析 

  公關策略的部分，以下將探討不同關鍵字報導與中介資源、公關策略、對等

性與雙向性等三方面的關聯性，依序分析如下： 

(1). 不同關鍵字報導與中介資源之關聯性分析 

  首先根據統計檢定，「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所呈現的中介資源並無

顯著差異（χ2 =4.519，df =2，p =0.104）。 

 
表 4-2-7 卡方分析：關鍵字*中介資源 

關係性中介 資訊性中介 經濟性中介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25 3.1 432 53.6 349 43.3 

公共關係 2 2.4 54 65.9 26 31.7 

χ2 =4.519，df =2，p =0.104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如表 4-2-7所示，不論是「公關」或「公共關係」報導皆以資訊性（54.7﹪）
與經濟性（42.3﹪）資源為主要中介，而本研究想著重探討的關係性資源僅佔全
部比例的 3﹪，包含「公關」報導 25則與「公共關係」報導 2則。 

(2). 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公關策略之關聯性分析 

  其次分析公關策略，本研究發現「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所呈現的公關

策略並無顯著差異（χ2 =4.743，df =4，p =0.315）。由上頁表 4-2-8可知，兩者

報導中的公關運作皆以組織資訊策略、組織經濟策略為主，組織關係策略與人際

中介策略則相當地少。 

  然而就四項個別子策略而言，不同關鍵字的報導僅在組織經濟策略一項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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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異（χ2 =11.013*，df =4，p =0.026），但由於此檢定有高達 40﹪的期望個
數小於五，因此檢定結果應有所保留。 

  綜合上述中介資源與公關策略，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相關報導，發現當「公關」

一詞指涉關係中介時，大多是指較為私人運作的方式，目的也多為關說、取得不

法利益、非法特權等，如以下實例（底線表示該句中指涉的關鍵字與關係中介）： 

  夫婦兩人從不交際、不應酬，不曾做過任何公關，操守經得起輿論

公評。（報導編號：95023） 

  鐘顧已向法官坦承曾擔任億而富集團的公關，為促成湯姆笙均受台

灣交易成功，從中拉線，負責向杜馬關說，收取億而富集團支付的兩千

一百五十萬法郎佣金。（報導編號：98069） 

  林鴻置在同年四月初，向吳樂天的秘書鄭新豐謊稱他曾任尤清縣長

秘書、與法務部關係良好，吳樂天在監獄內身體狀況不佳，可透過法務

部的關係聲請保外就醫，只要支付「公關費」及「活動費」，吳樂天在

五月底以前就可以獲准保外就醫。（報導編號：96181） 

  周人蔘集團透過公關累積包括司法官、檢察官和警官等龐大的人脈

。（報導編號：96027） 

  如上述例子中，「公關」一詞的負面概念相當清楚，尤其是第一個例子中，「夫

婦不作公關、道德經得起考驗」的說法更透露出「公關亦即不道德」的概念。而

相較於「公關」報導，同樣提及關係中介的「公共關係」報導則顯得比較中立或

正式，「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者的差異顯而易見（底線表示該例句中所指涉

的關鍵字與關係中介）： 

  殯儀館是站在為民服務的第一線，單位主管必須面對上級長官以及

民意代表請託的壓力，因此有一半的工作是在為長官做公共關係（報導

編號：95026） 

  發現很多人是同姓、同宗或者是黃帝遠孫，公共關係比較好做（報

導編號：92018） 

(3). 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對等性、雙向性之關聯性分析 

  最後在對等性與雙向性方面，不同關鍵字報導的公關運作在對等、不對等面

向上並無顯著差異（χ2 =0.657，df =1，p =0.418）；同樣的情形發生在雙向性，
不同關鍵字的報導在公關運作的單向、雙向上同樣沒有顯著差異（χ2 =0.037，
df =1，p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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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結果可知，「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在整體策略運作上可視為完

全相同，並無差異。 
 

二、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報導年代的關聯性分析 
 

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報導年代的關聯性分析 

  同樣將年代重新編碼為：九十年代前期（1991-1995）、九十年代後期

（1996-1999）、二十一世紀前期（2000-2003），研究結果發現，不同年代中兩關

鍵字報導的報導量有顯著差異（χ2 =55.320***，df =2，p =0.000），如表 4-2-9
與圖 4-2-2。 

 
表 4-2-9 卡方分析：關鍵字*時期 

90 年代前期 90 年代後期 21世紀初期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公關 260 24.3 479 44.7 333 31.1 

公共關係 82 52.9 44 28.4 29 18.7 

χ2 =55.320***，df =2，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圖4-2-2　不同時期「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量百分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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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關」報導而言，九十年代初期到九十年代後期時突然大幅增加，而後

至二十一世紀初期又稍微略減；而在「公共關係」報導上，報導由九十年代初期

至最後的二十一世紀初期一直呈現遞減的狀態。因此，整體而言「公關」報導有

逐漸增加、成長的趨勢，且成長幅度頗高，但是「公共關係」報導卻是呈現相反

的情形，不但逐年遞減，後兩期的報導量總和（總共為 73則）甚至不及第一期

的報導量（82則），減少幅度相當明顯。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公共關係」報導的持續降低似乎顯示「公共關係」詞彙的使用

已在逐漸減少當中，原因可能在於，大家在使用「公關關係」一詞時會傾向以簡寫的「公關」或

其他相關字詞替代，例如使用「公關人員」而不使用「公共關係人員」等，因此也可說明公關報

導量的相對增加。 

 

三、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報導評價的關聯性分析 
 

不同關鍵字報導與報導評價的關聯性分析 

  研究系列二最後一個部分是要探討「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在報導評價

的五個面向上是否有所差異。本研究將以獨立樣本 t檢定（t Test）的方式探討兩

類報導在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等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綜合各項結果而言，不同關鍵字報導在報導評價的差異相當顯著，五個面向

中有專業、公開、道德、合法等四個面向達到顯著差異，僅有效一項未達顯著差

異，請參考表 4-2-10。就顯著的面向而言，「公共關係」報導的評價都顯著比「公
關」報導來的好，也就是說，「公共關係」報導中的公關運作比「公關」報導的

運作更為專業（t =-4.76***8，p =0.000）、公開（t =-6.387***，p =0.000）、道德
（t =-5.086***，p =0.000）、合乎法律規範（t =-13.941***，p =0.000）。 
 

表 4-2-10 t-test：關鍵字*報導評價 

項目  公關(Mean,SD) 公共關係(Mean,SD) t-value  Sig.

專業  (0.8252 ,1.2219 ) (1.3256 ,0.8737 ) 3.682***  0.000

公開  (0.5993 ,1.3992 ) (1.2653 ,0.9144 ) -6.387***  0.000

道德  (-0.7872 ,1.2868 ) (0.5185 ,1.2821 ) -5.070***  0.000

有效  (0.9187 ,1.0210 ) (0.6111 ,1.2433 ) -1.001     0.328

合法  (0.2150 ,1.2647 ) (0.9825 ,0.3759 ) -13.941***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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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之異同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本研究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兩個詞彙加以

區別，並於研究系列二中加以實證兩關鍵字報導在公關運作、報導年代、報導評

價等方面的異同。最後，將研究系列二的所有研究結果整理如下表： 
 

表 4-2-11 「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差異整理表 

項目 「公共關係」報導 「公關」報導 顯著性 

公共關係運作 

互動層次 N/A N/A 無差異 

人際關係類型 N/A N/A 無差異 

組織化個人 無組織化個人（100%）＞ 

有組織化個人（0%） 

無組織化個人（94.6%）＞

有組織化個人（5.4%） 

χ2 =4.928**，p =0.026 

情境：危機 N/A N/A 無差異 

情境：權力 N/A N/A 無差異 

情境：專業 專業溝通（88.4%）＞ 

溝通瓶頸（11.6%） 

專業溝通（79.2%）＞ 

溝通瓶頸（20.8%） 

χ2 =4.079*，p =0.043 

功能 組織關係管理（17.2%）＞

公共資訊    （13.8%）＞

形象名譽管理（12.6%）＞

說服        （10.3%） 

說服    （24.2%）＞ 

公共資訊（18.8%） 

χ2 =26.283***，p =0.000

 

中介資源 N/A N/A 無差異 

公關策略 N/A N/A 無差異 

對等性 N/A N/A 無差異 

雙向性 N/A N/A 無差異 

報導年代 

報導年代 逐年遞減 持續增加 χ2 =55.320***，p =0.000

報導評價 

專業 「公共關係」報導（0.7355）＞「公關」報導（0.5378） F =4.839*，p =0.028 

公開 「公共關係」報導（0.8000）＞「公關」報導（0.4678） F =9.944**，p =0.002 

道德 「公共關係」報導（0.0903）＞「公關」報導（-0.2418） F =24.942***，p =0.000

有效 「公共關係」報導（0.0715）＝「公關」報導（0.1055） F =0.761，p =0.383 

合法 「公共關係」報導（0.7226）＞「公關」報導（0.1793） F =33.086***，p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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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研究結果可知，「公共關係」報導量逐年遞減顯示這個詞彙的使用逐漸被

「公關」或其他詞彙所取代；而報導中的組織化個人的情形少，且大多以組織關

係管理、公共資訊、形象名譽管理為主要功能；在評估面向上除「有效」一項未

達顯著外，其餘專業、公開、道德、合法四項得分皆顯著高於「公關」報導。相

對的，「公關」報導則逐年增加，說服、公共資訊是主要呈現的功能；然而在評

估面向上得分皆不如「公共關係」報導，負面意涵較明顯。 

  整體而言，我們可發現「公共關係」一詞與西方「public relations」或「PR」
相似，皆代表較為正式、公開、透過媒體運作的形式；而「公關」一詞除了西方

意涵外，更具有「人情交際」或「色情交易」等特殊意涵，而這兩項特殊意涵通

常被視為比較負面的概念，也因此在評估面向上，「公關」報導在專業、公開、

道德、合法等四項得分皆顯著低於「公共關係」報導，整體評價相對較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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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系列三：公關與公共關係之意涵分析 

  在最後的研究系列三中，本研究以過去研究（Spicer，1993；Park，2001）
為基礎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的詞彙意涵進行探討，一方面檢驗 Spicer
（1993）研究中的七項意涵在台灣社會是否適用，同時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兩項

在地概念──「人情交際」與「色情交易」是否的確具有解釋力。而在分析的部

分，本研究也將以量化及質化資料呈現，同時將與過去美國、韓國的研究相互對

話，以期分析出其中具有價值的意義。 

  以下先呈現專有名詞與公共關係意涵的相關基本資料，再針對不同關鍵字報

導的詞彙意涵進行關聯性分析，請參考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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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 
 
 
 公共關係 
 公關 

 
 
 

RQ6
 
 
 
 
 
 

圖 4-3-1 研究系列三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專有名詞與公共關係意涵之基本資料分析 

  首先本研究探討專有名詞與公關意涵整體的次數分配概況，並與過去研究結

果進行相互對照，以進一步分析。 

 

（一）報導中關鍵字為專有名詞之基本資料分析 

  由表 4-3-1可見，目前台灣新聞報導中，「公共關係」與「公關」的詞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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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於專有名詞，兩者共佔八成七（87.0﹪），亦即台灣新聞報導中，近九成的
「公關」或「公共關係」詞彙本身是無語意意涵的詞彙，僅用來代表職稱、名稱

等，而其中西方專有名詞是主要的類型，比例超過七成（72.7﹪），在地專有名
詞比例僅一成四（14.3﹪），比例較低；除專有名詞外，真正具有語意意涵者（非

專有名詞）僅佔 13.0﹪。 

 
表 4-3-1 次數分配表：專有名詞 

 項目 有效樣本數 有效百分比%  

 西方專有名詞 575 72.7  

 在地專有名詞 113 14.3  

 非專有名詞 103 13.0  

 總和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深入分析，本研究將報導樣本中的所有關鍵字加以收集，並針對這些關鍵字

進行進一步的質化分析，整理為下頁表 4-3-2。由整理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

西方專有名詞有以下幾項主要的類別：第一、用來表示組織、行業、部門：如公

司名稱、研討會名稱、學術組織、不同公關行業、與不同組織公關部門等，這類

名詞也是我們相當熟悉常用的用法，也佔有相當大的比例。第二，西方公關名詞

作為工具或策略之用，如泛稱公關策略、公關活動等。第三，相當大的比例名詞

為某職稱，例如公關室主任、媒體公關、公關顧問等等，表達報導人物的主要身

份。第四，公關或公共關係也作為費用、款項名稱，所指的是經作組織正式編列

的公開預算，如公關費、公關宣傳費等，而費用大多用於媒體發佈、活動造勢宣

傳等等。 

  相對於西方，台灣在地專有名詞雖然整體比例上僅佔 14.3﹪，但其類別繁

多，與西方也有相當大的差異，主要類別如下：首先，最多者類別則是公關或公

共關係作為「職稱」，而這樣的職稱又可以分成兩種，第一種的職稱與特種行業

有關，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公關小姐、公關少爺等，常與酒店、坐檯、伴遊等詞

相連結，其情色交易意涵明顯。第二種則與特種情色無關，例如公關警察、司法

公關、公關帳房等，這類名詞大多指涉互動過程中的人際運作、中介者等。再者，

也是相當常見的，即是作為費用、款項名稱，而這裡的使用與西方費用名稱大不

相同，由報導可知在地公關費用大多用以請求幫忙，小則幫忙人際中介，大則甚

至違法、賄賂，且款項名絕大多數都以公關稱之，稱為公共關係費者相當少，另

外，這類名稱大多與禮品、佣金、招待、特別、遊說等詞相連結，私下、非法、

賄賂的意圖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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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公關與公共關係專有名詞整理 

類別 西方專有名詞 在地專有名詞 說明 

組織、行業、部門  廣告暨公共關係學術

研討會、公關公司、

公關協會 

 廣告公關業、政治公

關、選舉公關、行銷

公關、廣告公關 

 公關室、新聞與公關

發展中心、公關部、

行政室公關課、公關

科、公關股 

  公關與公共關係一

致，大多以公關作

為簡稱。 

工具、策略  公關策略、公關遊說

活動、公共關係活

動、公共關係策略 

  

職稱（非色情）  公關、公關主任、公

關顧問、公關室主

任、媒體公關 

 公關警察、陳性公關

帳房、司法公關 

 

 在地用法較負面，

本來中立甚至正面

的詞（警察、司法）

加了公關後，便形

成利用職權成就私

立的負面意涵。 

 幾乎都用公關，很

少用公共關係。 

職稱（色情）  

 

 公關小姐、酒店女公

關、坐檯女公關、第

三性公關、KTV 女公

關、酒店公關經理、

男公關、公關公主、

公關少爺、男性伴遊

公關、男扮女裝公

關、公關伴遊、陪酒

男性公關 

 西方完全沒有，且

在地的職稱中也都

是以公關，非公共

關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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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公關與公共關係專有名詞整理（續） 

類別 西方專有名詞 在地專有名詞 說明 

費用名（私下）   公關費、公關服務

費、公關款項、公關

交際費用、公關帳

冊、公關遊說費用、

公關禮品、公關特別

費、公關招待、公關

佣金、公共關係費 

 台灣公關費用大多

用以請求幫忙，小

則幫忙人際中介，

大則甚至違法、賄

賂，且款項名絕大

多數都以公關稱

之，稱為公共關係

費者相當少。 

 此部份名稱大多與

禮品、佣金、招待、

特別、遊說等詞相

連結。 

費用名（公開）  公關宣傳費用、公關

費用 

  西方公關費用多為

公開編列的預算。

其他  公關溝通學（書名）

 公共關係概論（課名）

 公關機器 

 公關巡邏箱 

 公關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整理我們可以清楚看出西方、在地專有名詞的類別有相當大地差異，

在西方專有名詞中，大多指涉以媒體公關、公開正式的宣傳運作為主，或是組織

化、制度化的稱謂，此時的「公關」作為「公共關係」的簡寫，兩者在用法上幾

乎完全相同、並無任何差異；但在台灣社會中，「公關」與「公共關係」的使用

卻有極大的不同。「公共關係」在使用上比例顯著較低，而「公關」的使用具有

兩點特性：一、用以形容人際、私下運作、人情特權等互動方式；二、使用在「色

情職稱」上，此為台灣社會特有之用法，例如：報導所稱之「公關小姐」、「第三

性公關」，使用上一定會使用「公關」，而非「公共關係」，例如絕不會說：「公共

關係小姐」、「第三性公共關係」。由此可見，「公關」在這裡有其絕對、獨特的特

殊意涵，與近來新聞媒體興起的「傳播妹」、「傳播公司」有相似之處。 

 

（二）報導中關鍵字公共關係意涵之基本資料分析 

  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的意涵與過去美、韓的研究有相當不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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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3-3（表格網底的部分表示該項意涵是該研究中所佔比例較高的項目），

Spicer（1993）的研究中指出，美國平面媒體所呈現的公關意涵主要以擾亂視聽

（24﹪）、錯誤災害（20﹪）為主，挑戰（17﹪）、戰爭（14﹪）也有不低的比例；

而 Park（2001）的研究中則分析，韓國報紙中的公關詞彙概念主要以話題製造

（37.9﹪）、僅為公關（32.3﹪）為主，兩者合佔七成。但是在本研究中，分析結

果發現，Spicer的七項語意所佔比例相當低、未超過四成，反而是本研究所提出

的「人情交際」（45.3﹪）、「色情交易」（17.1﹪）兩項概念佔了主要的比例，除

這兩項外，僅為公關是比例較高者，但也僅有 12.8﹪的比例，而戰爭一項甚至是

完全沒有的。 

 
表 4-3-3 次數分配表：台、美、韓三國公關意涵比較 

台灣 (本研究) 美國 (Spicer, 1993) 韓國 (Park, 2001)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樣本數 百分比 

擾亂視聽 5 4.3 19 24 111 7.2

錯誤災害 5 4.3 16 20 62 4.0

挑戰 10 8.5 14 17 149 9.6

話題製造 4 3.4 7 8 586 37.9

僅為公關 15 12.8 9 11 500 32.3

戰爭 0 0 11 14 49 3.2

長袖善舞 5 4.3 5 6 91 5.9

人情交際 53 45.3 N/A N/A N/A N/A

色情交易 20 17.1 N/A N/A N/A N/A

總和 1176 100 81 100 154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由上可知，美國的公關詞彙較多雙向、組織運作的指涉，公關一詞不但可以

指涉轉移大眾焦點（擾亂視聽）的運作，更可以是長期、複雜的「挑戰」、「戰爭」，

透過新聞代理或雙向運作的方式進行；韓國的公關意涵則更為單向、負面，「話

題製造」、「僅為公關」主要都是透過媒體運作傳達給公眾，真正長期或雙向的概

念較不及美國；然而，上述兩國研究的共同點在於，研究結果清楚驗證媒體運作

（新聞代理模式）在公關意涵中的重要性。 

  相反的，在台灣的研究中，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公關」與「公共關係」意涵

主要並非新聞代理的概念，反而代表著更多人際間的運作形式，也說明了台灣社

                                                 
6 此部份為了要推論公關與公共關係語意意涵的全貌，因此僅用第一階段之樣本進行分析，所以

在總樣本上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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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公關」或「公共關係」詞彙有其特殊的在地化意涵、與西方社會不同，

即使是與同在亞洲的韓國社會之間也存有相當大的差異。 

  由先前研究系列一我們知道，台灣報導中的公關運作主要以單向、不對等的

組織資訊策略、組織經濟策略為主，組織關係策略與人際中介策略的運作比例相

當低；但是在詞彙意涵的分析中，人際運作、色情交易卻是主要的概念，與先前

結果呈現有趣的對比。進一步分析原因，本研究發現新聞報導在陳述組織資訊策

略、組織經濟策略等公關運作時，所涉及的「公關」或「公共關係」詞彙大多為

組織、職稱等專有名詞，例如：「公關部經理 XXX表示」、「XXX公關公司今天
召開記者會」等，詞彙本身並無語意的概念；但是組織關係或人際中介策略的報

導中所用的詞彙，則大多為動詞、形容詞等非專有名詞，例如：「搞公關」、「作

公關」、「公關小姐坐檯陪酒」等用法，本身即有人際運作、色情交易的概念。因

此可知，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運作中，雖然關係、人際的策略運用比例較低，但

在詞彙意涵上，「人情交際」、「色情交易」卻是主要的意涵。 

  本研究根據過去理論初步建構出「人情交際」與「色情交易」等兩項在地意

涵，然而其中「人情交際」一項佔有超過四成的比例，包含其中的意涵也相當多，

經過深入分析樣本中所有「人情交際」的語意，發現其中概念可以本研究先前歸

納的公關策略相互呼應，相關討論可參考本研究第二章第七節。 

  在此類意涵中，有許多報導論及套交情、聯絡、維持關係等概念，可呼應本

研究公關策略中的認關係、拉關係、套交情，如下面兩個例子即清楚呈現這樣的

運作（底線表示該例句中涉及認關係、拉關係、套交情等公關運作）： 

  利用公款釣魚的風潮卻悄悄興起。使得一項原本是單純地娛樂健

身、怡情養性的釣魚活動，已參雜公關、聯絡感情等功能。（報導編號：

95099） 

  對省府相關經辦補助竹縣業務人員致贈茶葉，主要在感謝他們照顧

新竹縣的辛勞，且採新竹縣自產的茶葉為禮，不是紅包，而是做好公關

（報導編號：99011） 

  除上述之外，人情交際的運作卻往往涉及比較負面的意涵，在這類意涵中，

公關被視為一種交際手段，不懂專業、只會應酬，打通關節以得到特權或特殊待

遇等，不但是一種敗壞的現象，有時更成為一種必要之惡，呼應策略中鑽營組織

或個人私立、組織賄賂等項目，例如（底線表示該例句中涉及「人情交際」負面

概念的公關運作）： 

  如果專業法官無法出頭，而讓會搞公關的法官出頭，結果將傷害司

法威信。（報導編號：9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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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陸上盛行拉關係、走後門習氣，使台商辦任何事情必須請客送禮

以打通關節。一名台商表示，他的經歷和時間有百分之八十耗費在公關

工作，只剩百分之二十用來經營企業。（報導編號：91049） 

  在大陸搞好公關實在太重要了，像他在北京沒事就請官員吃飯，連

大陸的「公安」與「武警」都打過照面，往往都能大事化小。（報導編

號：92038） 

  機關企業幹部大肆揮霍，利用「公關」、「應酬」、「感情投資」等幌

子，濫用公款請客送禮，或陪客人吃喝玩樂的腐敗行為，屢見不鮮。（報

導編號：95089） 

  如上述的例子，許多報導更常用「搞公關」、「作公關」，而非「從事公關」、

「執行公關」，也充分顯示公關在此意涵中人為運作的情況相當明顯。 

  除人情交際外，色情交易也是一相當明顯的語意意涵。在這項語意中，所指

涉的內容與西方所謂專業公關或公共關係運作完全不同，由報導中更可明顯看出

與色情、非法的特種營業運作相關，與西方語意具有顯著的差異（底線表示該例

句中涉及「色情交易」概念的公關運作）： 

  （業者）刻意以「公關公主」等華美的詞藻誘惑學生下海從事色情。……
公關小姐不到半小時就脫去衣物赤裸陪酒。（報導編號：97142） 

  在台中市酒店擔任公關公主，她表示，老闆要讓客人任意撫摸她的身

體，不可抗拒，一定要讓客人滿意。（報導編號：96173） 

  在分析台灣報導中的「公關」與「公共關係」意涵後，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兩詞彙意涵是否會因時間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呢？經由卡方分析進行檢定，結果為

不顯著（χ2 =20.926，df =16，p =0.181），也就是說隨著不同年代的演變，台灣

「公關」與「公共關係」的語意意涵並未有顯著差異（如下頁表 4-3-4）。 

  雖然整體檢定並未有差異，但就各分項而言，我們可以發現，「擾亂視聽」

從九十年代前期的 8.0﹪逐漸減少為 3.4﹪與 1.5﹪，而「僅為公關」一項在九十
年代前期佔有兩成（21.8﹪），但隨後也逐漸減少，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減少了一

成左右，僅剩（13.2﹪）；相較於前兩項的減少，色情交際則有明顯增加，從一

開始僅有的 8.0﹪，而後增加為 17.2﹪、16.2﹪，成長幅度超過一倍。 

  「擾亂視聽」、「僅為公關」在學者 Grunig的模式上皆屬於新聞代理模式，

而這兩項的減少也可視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詞彙中，新聞代理或媒體

運作的概念逐漸降低，取而代之的是人際運作或色情交易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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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卡方分析：時期*公關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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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90 年代前期 7                8.0 3 3.4 5 5.7 3 3.4 19 21.8 2 2.3 1 1.1 40 46.0 7 8.0 

90 年代後期 5                

                

3.4 5 3.4 7 4.8 10 6.9 18 12.4 0 0 10 6.9 65 44.8 25 17.2 

21世紀初期 1 1.5 2 2.9 5 7.4 3 4.4 9 13.2 1 1.5 2 2.9 34 50.0 11 16.2 

χ2 =20.926，df =16，p =0.181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表 4-3-5 卡方分析：關鍵字*公關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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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公關 5               2.0  10 4.0 12 4.8 11 4.4 33 13.1 3 1.2 11 4.4 123 49.0 43 17.1 

公共關係 8                16.3 0 0 5 10.2 5 10.2 13 26.5 0 0 2 4.1 16 32.7 0 0

χ2 =42.268，df =8，p =0.000（有 38.9%期望值小於 5，所以顯著結果保留）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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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關鍵字與公共關係意涵之關聯性分析 

  在介紹過基本資料後，接下來探討研究問題六：不同關鍵字報導中的公關意

涵有何異同？ 

  根據統計檢定，不同關鍵字的報導其公關語意意涵也有顯著地差異（χ2 

=42.268***，df =8，p =0.000），但由於有 38.9﹪的細格期望值小於五，因此對檢
定結果保留，如上頁表 4-3-5。 

  首先，在「公關」報導中主要呈現「人情交際」（49.0﹪）的概念，比例將

近五成，而「色情交易」（17.1﹪）也將近兩成，兩者在地意涵之總和佔全部比

例近七成；此外，「僅為公關」亦佔有不低的比例，為 13.1﹪。然而，在「公共
關係」報導中則有相當不同的結果，「人情交際」雖然也是比例最高者，但僅有

32.7﹪，「僅為公關」高達 26.5﹪，更是「公關」報導中該項目比例的兩倍，其

他如「擾亂視聽」（16.3﹪）、「挑戰」（10.2﹪）、「話題製造」（10.2﹪）等都有不

小的比例，至於在「色情交易」方面，「公共關係」報導更是完全沒有（0﹪），
與「公關」報導該項目近兩成的報導量有相當大的差異。 

  進一步分析所摘錄的語意，我們可以發現幾個有趣的詞彙，舉例如下（底線

表示該例句中與關鍵字有關的詞彙）： 

  綽號「泰山」的郭家宏涉嫌利用擔任台北市警中正二分局警備隊

小隊長職務，自民國八十八年起擔任「百合集團應召站」公關警察，

按月領月新台幣二萬元至三萬元不等的賄賂。（樣本編號：02104） 

  標榜大執法的某新科議員在法院當書記官時，其先生當司法公關

，兩人是否裡應外合。（樣本編號：95091） 

  由於何任光任人事管理員，掌管考績、升遷、晉用等，因而站內

收費員以前對何任光的要求，例如拿回數票作為公關票、拿小客車的

票換大型車的票以及拿以打洞的舊票換新票等情況都會照辦。（樣本編

號：97017） 

  上面三個例子指出了三個與「公關」相關的名詞──「公關警察」、「司法公

關」、「公關票」。一般而言，「警察」、「司法」、「票」都是屬於中立甚至正面的名

詞，但是加上「公關」一詞之後卻變成完全不同的意涵──「公關警察」與「司

法公關」意指報導人物（本身為警察、書記官）濫用本身職權從事不法交易，而

「公關票」則被視為用來拉近關係、建立交情甚至鑽營私利的方式。因此，「公

關」之負面、人際運作、私下、檯面下等意涵相當明顯，清楚呈現出與「公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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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詞截然不同的概念。 

  綜合以上結果可得，「公關」報導與「公共關係」報導在關鍵字的意涵上確

實有著顯著不同：「公關」報導中超過七成為「人情交際」、「色情交易」等概念，

傾向指涉人際層次、甚至非法的運作，如：人情中介、賄賂、走後門，甚至酒店

色情交易等等，尤其「色情交易」一項更是台灣使用「公關」時特有的概念，在

「公共關係」一詞中完全沒有這樣的概念；相反地，「公共關係」一詞僅有三成

屬於「人情交際」、「色情交易」概念，其他高達七成為 Spicer（1993）研究所提
出的語意概念，顯示「公共關係」一詞的概念與西方運作較為類近，主要指涉公

共關係作為媒體運作、新聞代理等概念。 

 

三、小結：報導中「公關」與「公共關係」詞彙之意涵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茲將研究系列三的結果歸納為下列四點： 

  第一，就整體關鍵字而言，專有名詞的比例高達八成七，僅一成三是具有語

意的非專有名詞，也就是說，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報導中有近九成的詞

彙本身僅表達一個職稱或頭銜，並無實質上的語意意涵，僅一成三的詞彙有實質

的語意意涵。就專有名詞而言，西方專有名詞大多為組織、行業、部門、工具、

職稱費用名稱等，而在地專有名詞則主要為職稱與費用名稱兩項。雖然西方、在

地專有名詞都有涉及職稱與費用，然而兩者卻有相當大的差異：在地專有名詞所

指涉的職稱皆帶有色情交易的意涵，是西方社會完全沒有的，而在地專有名詞的

費用名稱大多也指涉為非公開編列、私下人際運作、甚至是違法交易報酬等。 

  其次，在二詞彙的意涵方面，Spicer（1993）研究中所提及的七項語意在台
灣社會的解釋力薄弱，僅可解釋不到四成的資料，其餘超過六成的部分為本研究

所提出的概念──「人情交際」（45.3﹪）、「色情交易」（17.1﹪）。 

  第三，整體而言，不同年代的報導其公關語意並未有顯著差異，不過其中「僅

為公關」一項概念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而「色情交易」概念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第四，「公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在語意上有不同的意涵。前者主要

以「人情交際」、「色情交易」兩概念為主，比例佔有七成；相反的，後者報導中

這兩項概念僅佔三成，其餘七成為 Spicer（1993）研究所提出的概念，其中並以

「僅為公關」一項比例最高，「擾亂視聽」、「挑戰」、「話題製造」比例也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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