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在結論的部分中，本研究先歸納三個研究系列中六個研究問題的主要發現，

透過這些發現進一步建構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的在地概念，最後提出本研究對

理論與實務的貢獻，以及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經過第四章的量化、質化的資料分析後，這部分更精簡歸納出各研究問題

的主要發現與結論： 

一、研究系列一主要發現 

  研究系列一主要探討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的面貌，此部份並未針對「公關」

與「公共關係」兩詞彙加以區分，而是以整體的角度推論母體全貌，主要包含四

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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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台灣新聞報導所呈現的公關運作以公共資訊為主要功能，說服其次，

依時代演變來看，報導中呈現說服功能的比例有逐漸上升的趨勢，形象名譽管

理、組織關係管理的比例則逐年下降，且這兩項功能大多與公共資訊、說服等功

能搭配出現。在所有功能中，組織關係管理與個人關係管理的比例雖然不高，但

這兩項功能出現在人際關係層次的比例卻顯著高於出現在其他層次的比例，顯示

人際關係層次的公關運作，的確比其他層次有更高的比例發揮關係管理的功能。

而在情境方面，危機情境下的公關運作會以混合功能協助處理問題，倡議、公共

資訊、公共資訊加形象管理三項是最主要的功能形式，關係性功能（如組織關係

管理、個人關係管理）的使用比例反而相當低，是與過去理論不符之處；而在權

力不對等或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一方則傾向「說服」另一方以突破僵局。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功能區分為三大類，如下頁表 5-1-1。第一類

為單獨呈現在報導中的公關功能，包含公共資訊、說服、倡議三項，此類功能大

多單獨出現在新聞報導的公關運作中，其中「公共資訊」一項相當重要，使用比

例相當高，而「說服」一項則在權力不對等、溝通瓶頸的情境下比例會特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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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為搭配出現的功能，包含名譽形象管理、組織關係管理兩者，這兩者常與

公共資訊、說服等功能搭配出現在新聞報導中，而這樣搭配出現的混合功能在危

機情境相當普遍。第三類包含導因關聯、個人關係管理兩項，這兩者功能出現在

報導上的比例相當低。 

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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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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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關策略而言，台灣報導中的公關策略主要仍以組織資訊策略為主，顯示

以組織資訊達到告知目的仍是目前台灣公關主流的運作方式，組織經濟策略也佔

有相當比例，混合策略雖僅一成、但仍持續成長，而組織關係策略、人際中介策

略的使用則不多。報導中的公關運作，若互動層次為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

係層次時，運作形式會比人際關係層次更為單向、不對等，而互動雙方人際關係

層次時，使用人際中介或組織關係策略的比例也比其他兩層次高。最後關於情境

的討論，危機情境反而催化組織資訊策略的使用，比例甚至高達九成；而專業溝

通面臨瓶頸時，台灣公關也傾向以組織經濟策略解決問題，其中「組織賄賂」策

略有相當大的比重。 

  互動情境中有兩情境的實證結果與理論有相當大的落差。首先，在危機情境

中，過去研究結果強調公關人員會以更為關係導向與人際導向的方式進行公關運

作、解決問題（黃懿慧、林穎萱，2004），然而本研究卻呈現相反結果，危機情
境中資訊策略或資訊中介的使用反而顯著增加。對於這樣的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

兩點解釋：首先，就本研究所選擇的樣本中，危機情境較多為公開、新聞媒體廣

為傳播的事件，如空難事件等，因此組織（或當事人）可能需要透過大量媒體曝

光、新聞代理、公共資訊告知等方式運作，如此情境下關係導向或人際導向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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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沒有太大的運作空間；其次，報紙媒體的呈現的內容本來就有其限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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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值得探討的情境問題，就是當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經濟性、關係性

中介或策略會顯著增加，尤其是經濟性中介、組織經濟策略增加幅度相當大，其

中又以「組織賄賂」佔主要比例，比例超過五成。這樣的研究結果凸顯一項重要

現象：「賄賂」為台灣公關的重要意涵之一，意即台灣社會對於「賄賂」與「公

關／公共關係」兩者相當程度上視為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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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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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在西方情境中鮮少將賄賂與「public 
relations」直接劃上等號，因此再度驗證台灣與西方在公關意涵上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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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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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表 5-1-2，以時間作為觀察主軸，我們可以發現平均報導量隨時間有穩

定成長的趨勢，但不同時期報導中的呈現的互動層次卻沒有差異，皆是以組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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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關係層次為主。在功能方面，「混合功能」與「公共資訊」一直在各個時期

的報導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在九十年代前期公關運作也著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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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項功能逐漸被「說

服」所取代。最後在策略方面，組織資訊策略一直是報導中常出現的策略，組織

經濟策略與混合策略的比例也日益增加。 

  由上述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報導量的增加顯示台灣新聞報導中使用「公關」

或「公共關係」等詞彙愈來愈頻繁，這樣的結果也與公關學術產量增加的現象相

呼應，然而深入探討公關操作，本研究發現報導中公關策略的使用愈來愈多重（使

用混合策略比例增高）、但策略卻愈來愈單向、不對等。例如組織資訊策略使用

地更加頻繁，且其中具有雙向概念的科學說服、對等溝通等運作比例卻逐年減

少，反而是公共資訊、新聞代理模式比例逐漸增加。這樣的趨勢象徵著公關雖然

愈來愈廣為人知，但是操作型態上卻可能邁向單一、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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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報導評價而言，專業、公開、道德、合法四面向提供了很好的評估指標，

唯有在有效一項可能因為樣本過少造成許多項目皆不顯著，是為可惜之處。整體

而言，評估結果可概略區分為兩大類（下頁表 5-1-3）：高分群、低分群。高分群
係指在各項目中得分顯著較高者，包括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高於

人際層次）；危機情境、權力對等情境、專業溝通情境（高於一般情境、權力不

對等情境、溝通瓶頸情境）；倡議、公共資訊、導因關聯、形象名譽管理、組織

關係管理等功能（高於說服、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組織資訊策略、組織關係策

略（高於組織經濟策略、人際中介策略）。 

  若對照先前文獻探討即可發現，得分較高者大多較符合西方現有公關理論，

而報導評價得分較低者大多屬於台灣在地形式的公關操作，如人際關係層次、人

際中介策略、組織賄賂策略、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等，因此可驗證東西方公關概念

是有所不同的，且一般而言，報導中所呈現的東方公關概念較為負面。 

  另外，依據報導評價測量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有「矛盾」的現象產生：首

先，整體的評估上，專業、公開、有效、合法四項獲得正向評分，但在道德一項

卻得到負分，亦即台灣報導中的公關運作是專業的（正式、經計畫後加以執行）、

公開的（主動公開運作、透過媒體或其他單位發佈）、有效的（能順利解決問題、

達到目標）、合法的（合乎法律規範），但卻是不道德的（不符社會價值、社會風

俗、缺乏道德），顯示台灣公關運作雖然有其專業性與效果，也合乎法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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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道德上卻受到質疑的矛盾現象。其次，人際公關運作在專業、公開、道德、

合法所獲得的評分皆是所有層次中最低的，但唯獨在有效性一項卻獲得最高分，

如此現象顯示人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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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較於其他層次的運作卻是效果最好的，因此人際公關操作（如

個人影響模式）也往往在關鍵時刻扮演問題解決的重要關鍵。 

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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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系列二主要發現 

  系列二主要探討研究問題五，意即不同關鍵字報導中的公關運作之異同。有

別於研究系列一，研究系列二將「公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加以區分並進

行比較，分析時也加入了第二階段的抽樣，這部分的研究目的並非推估母體，而

是比較「公關」與「公共關係」兩樣本群之間的差異。以下為主要研究發現： 

 

研究問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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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問題五區分三個部分加以探討（下頁表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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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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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公關運作方面，兩關鍵字報導所呈現的公關互動層次並無差異，不

過「公關」報導中「組織化個人」的比例顯著高於「公共關係」報導（「公共關

係」報導中完全沒有「組織化個人」的現象），且這裡的「組織化個人」有著非

法、個人濫用職權、鑽營私利等相關的負面概念。在互動情境方面，不同關鍵字

的報導在「一般／危機」情境、「權力對等／權力不對等」情境上並無差異，但

是在「專業溝通／溝通瓶頸」情境是有顯著差異──「公關」報導出現在溝通瓶

頸的比例較「公共關係」報導顯著要高。公關功能方面，「公共關係」報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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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運作以組織關係管理、公共資訊、形象名譽管理、說服等功能為主，「公關」

報導主要則是以說服與公共資訊為主。公關策略方面，研究結果顯示，兩關鍵字

報導所呈現的公關策略完全相同、沒有差異，是較為意外的結果。 

  其次在報導年代方面，「公關」報導報導量隨年代有所增加，而「公共關係」

報導量卻相對逐年下降，顯示新聞報導中「公共關係」一詞的使用逐漸被「公關」

一詞所取代。 

  第三在報導評價方面，除有效一項未達顯著外，「公共關係」報導在其他四

項的表現都顯著比「公關」報導的表現較佳，顯示「公共關係」報導所描繪公關

運作比「公關」報導更為專業、公開、道德、合法。 

  由上述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社會中「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詞彙在

實務運作與概念意涵上都有相當顯著的差異，不能視為同一。簡要而言，「公共

關係」一詞傾向指涉管理功能，且使用上較為正式、中立；而「公關」一詞則強

調說服功能，常與私下、檯面下、後門、打通關、違法特權等概念相連結。然而，

兩關鍵字在公關策略的使用上卻沒有顯著差異，也是相當奇怪之處，在此本研究

也提出以下可能的解釋：首先，以「公關」與「公共關係」兩關鍵字的比例而言，

前者佔有絕對多數的比例（僅九成），而後者則相當少（僅有一成），由研究系列

一可知，雖然在地化運作有一定的比例，但比例仍相當低，僅有一至二成、甚至

不到一成，也就是說，在即是在「公關」報導中仍有相當大的比例屬於西方公關

操作（例如組織資訊策略等），因此也稀釋了其中的差異性、形成檢定上的不顯

著；其次，本研究以「新聞報導」為研究樣本，雖可直接觀察社會運作的面貌，

但新聞的公開性也侷限了許多人際操作曝光的可能性，也就是說，一般西方公關

策略由於透過媒體傳播，所以容易受到注意、成為新聞的內容；相對地，具有在

地特色的人際運作可能叫不為人所知，題材取得上更為困難，因而降低在地公關

策略的比例。 
 

三、研究系列三主要發現 

  在進行完公關運作的比較後，研究系列三提出最後一個研究問題，針對台灣

「公關」與「公共關係」的意涵進行分析比較，並提出下列結果與發現： 

 

研究問題六：不同關鍵字的新聞報導中，其關鍵字的公關意涵有何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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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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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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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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西方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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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詞彙的意涵方面，Spicer（1993）研究中所提及的七項公關語意在台灣
社會的解釋力薄弱，僅可解釋不到四成的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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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色情交易」（17.1﹪）。另外，不同年

代報導中的的公關語意並未有顯著差異，不過「僅為公關」一項有逐漸減少、而

「色情交易」一項意涵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關鍵字的差異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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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5 「公關」與「公共關係」概念整理表 

 公共關係 公關 比較 

西方專有名詞  職業、行業、部門

 工具、策略 

 職稱（非色情） 

 費用名（公開） 

 其他 

 職業、行業、部門

 工具、策略 

 職稱（非色情） 

 費用名（公開） 

 其他 

 此時「公關」可視為「公

共關係」之縮寫，兩者完

全相同。 

在地專有名詞  費用名（私下）  職稱（色情） 

 職稱（非色情） 

 費用名（私下） 

 「公關」的特殊用法，在

「公共關係」很少使用。

 帶有負面概念 

詞彙意涵  僅為公關 

 擾亂視聽 

 挑戰 

 話題製造 

 人情交際 

 色情交易 

 僅為公關 

 兩詞彙在概念上有相當大

的差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結果本研究提出下列三點分析： 

  首先，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二關鍵字中有許多為專有名詞，不具有

任何語意上的意涵。若將專有名詞區分為在地與西方兩類，則在地專有名詞主要

為「職稱」與「款項費用」名稱兩種，「職稱」與特種行業、色情意涵相連結，

 8



且完全以「公關」一詞表示，不會使用「公共關係」來表達此類職稱；而「款項

費用」則主要形容人際、特權、走後門、賄賂等非公開編列的費用，大多以「公

關」一詞描繪，使用「公共關係」者較少。此外，上述在地專有名詞皆有比較負

面的意涵，甚至原本中立的詞彙（如「警察」、「司法」）加了「公關」變成「公

關警察」、「公關司法」後，便帶有負面意涵，意旨濫用職權謀取私立的負面概念。 

  其次，美國學者 Spicer（1993）所提出的七項西方公共關係語意在台灣社會
的解釋力不足（僅不到四成），本研究所提出的兩項概念（人情交際、色情交易）

在台灣情境具有高度解釋力，然而，這樣的結果卻與研究系列一的結果有很大的

差異。先前研究系列一顯示，報導中的台灣公關運作主要以組織資訊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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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報導中涉及資訊、經

濟策略者，其「公關」或「公共關係」詞彙大多指涉組織、職稱等專有名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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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則大多

為動詞、形容詞等非專有名詞，詞彙本身即有人際運作、色情交易的概念。因此，

雖然關係、人際的策略運用比例較低，但在報導的詞彙上，「人情交際」、「色情

交易」卻是主要的意涵。 

  最後，經實證研究發現，「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詞彙不論在專有名詞的

分類上或是非專有名詞的意涵上皆有相當顯著的差異：「公共關係」一詞與西方

概念較為類近，主要描述公開、透過媒體關係的運作，以組織或公眾為主體；而

「公關」一詞則有別於西方的概念，大多描述人際、私下、關係等非正式運作，

以個人或人際關係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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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概念試構 

  本研究透過三個不同的研究系列，首先，探討台灣關於「公關」與「公共關

係」的新聞報導中，整體公關的運作概況；其次，區別「公關」與「公共關係」

不同關鍵字報導中公關運作的異同；最後，進一步探討這兩個詞彙的概念與意

涵。然而，研究最終的目的仍是希望以台灣情境出發，建構出具有在地理論基礎

且解釋力高的公關與公共關係概念。 

  綜合本研究結果可知，台灣報導中所描繪的公關運作仍以西方運作模式為

主：互動層次以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層次為主，人際關係層次相當少，

組織化個人的情況在報導中也不普遍；功能方面仍以公共資訊、說服為主，個人

關係管理較少；公關策略著重於組織資訊策略、組織經濟策略，組織關係策略、

人際中介策略在報導中出現的比例相當低。另外，若將十三年的報導樣本區分為

九十年代前期（1991-1995 年）、九十年代後期（1996-1999 年）與二十一世紀初

期（2000-2003 年）來看，研究結果發現整體報導量穩定成長，組織關係管理、

形象管理功能逐漸被說服所取代，策略使用上也有愈來愈單向、不對等的趨勢。 

  區分「公關」與「公共關係」兩個詞彙，研究結果發現兩者的確是有差異的。

以「公關」為關鍵字收集的報導大多描繪個人、非正式、以人情或人際關係為導

向的運作模式，且在專業、公開、道德、有效、合法五個報導評價面向上表現皆

普遍較低；而以「公共關係」為關鍵字收集的報導則多與西方現有公共關係理論

相符，描繪公開、組織、透過媒體宣傳等運作方式，在五個評價面向的表現也相

對較高。研究結果清楚呈現「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詞彙所代表的運作內容以

及背後的文化背景、理論基礎皆顯著不同，因此後續研究除了探討全貌外更應將

這兩類概念區分。 

  最後，本研究針對「公關」與「公共關係」兩詞彙的意涵加以討論，發現「公

共關係」一詞大多為正式職稱、費用等專有名詞，且代表的意涵也多與媒體操作

有關；但「公關」一詞則多指私下、人際運作甚至色情交易的概念，有相當負面

的指涉。 

  本研究將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進一步試構本土公關與公共關係概念，主要分為

「實務面貌」與「詞彙分析」兩個部分，並以表格的方式整理如下頁表 5-2-1與
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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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實務面貌 

實務面貌 公關與公共關係全貌 公關與公共關係差異 

互動層次  組織與公眾關係為主，組織間關係次之，人際關係相當少。 

 人際關係類型與組織化個人比例較低 

 互動層次上並無差異。 

 「公關」報導中組織化個人的比例顯著高於「公共關係」

報導（「公共關係」報導完全沒有組織化個人），且有負

面概念。 

互動情境  危機情境比一般情境使用更高比例的組織資訊策略。 

 危機情境下經濟中介轉換為資訊中介；溝通瓶頸時經濟中介的使用反而大

幅提昇，成為主要的公關流通中介。 

 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組織賄賂」策略與經濟資源的使用大幅成長。 

 「公關」報導出現在溝通瓶頸的比例較「公共關係」報

導顯著要高。 

 

功能  公共資訊、說服為主，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管理次之且大多搭配公共

資訊、說服進行運作。 

 混合功能逐漸普遍 

 人際關係層次發揮組織或個人關係管理高於其他兩層次。 

 危機情境大量使用混合目的；權力不對等時則傾向說服。 

 「公共關係」報導以組織關係管理、公共資訊、形象名

譽管理、說服功能為主；「公關」報導主要則是說服與公

共資訊。 

 

公關策略  資訊、經濟性資源是主要中介，尤其是組織關係層次的資訊、經濟資源；

關係性資源則相當少。 

 組織資訊策略與組織經濟策略為主，組織關係策略與人際中介策略相當少。

 組織資訊策略中的新聞代理、公共資訊，以及組織經濟策略中的促銷販售、

組織賄賂、組織招待都是常見的策略。 

 兩關鍵字的報導所呈現的公關策略在統計檢定上完全相

同，沒有顯著差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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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實務面貌（續） 

實務面貌 公關與公共關係全貌 公關與公共關係差異 

公關策略（續上

表） 

 單向、不對等仍是主要的運作形式，且時代演變下單向、不對等的情形更

加明顯。 

 危機情境催化組織資訊策略的使用；溝通瓶頸時傾向以組織經濟策略解決

問題，「組織賄賂」是主要策略。 

 

報導年代  1995 年後顯著成長，整體穩定成長中。 

 

 「公關」報導報導量隨時代增加，而「公共關係」報導

報導量卻逐年下降，顯示「公共關係」的使用逐漸被「公

關」所取代。 

報導評價  五個面向中，專業、公開、有效、合法四面向是正面的評價，唯獨道德一

項為負面，顯示台灣公關運作普遍有道德上的質疑，呈現矛盾現象。而整

體結果可依得分區分為「高分群」與「低分群」兩大類。 

 高分群：九十年代前期、二十一世紀初期；組織間關係、組織與公眾關係

層次；倡議、公共資訊、導因關聯、形象名譽管理、組織關係管理等功能；

組織資訊策略、組織關係策略；資訊中介；危機、權力對等、專業溝通等

情境。 

 低分群：九十年代後期；人際關係層次；說服、個人關係管理功能；組織

經濟策略、人際中介策略；經濟中介、關係中介；一般情境、權力不對等、

溝通瓶頸等情境。 

 除有效一項未達顯著外，「公共關係」報導在其他四項的

表現都顯著比「公關」報導佳，顯示「公共關係」比「公

關」更為專業、公開、道德、合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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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詞彙分析 

詞彙分析 公共關係 公關 公關與公共關係之異同 

專有名詞 

 組織、行業、部門，如公共關係學術研討會、

公共關係公司。 

 組織、行業、部門，如廣告公關業、公關室、

公關部。 

 工具、策略，如公共關係活動、公共關係策

略。 

 工具、策略，如公關策略、公關遊說活動。

 職稱（非色情），如公共關係顧問、公共關

係室主任。 

 職稱（非色情），如媒體公關、公關科科長。

 

 費用名（公開），如公共關係費。  費用名（公開），如公關費、行銷公關預算。

西方專有名詞

 其他，如公共關係係概論（課名）。  其他，如公關溝通學（書名）。 

 「公關」在此為「公共關係」的簡稱，

兩者意義完全相同。 

  職稱（色情），如公關小姐、酒店公關、第

三性公關。 

 「公關」一詞特有，且帶有色情的負面

意涵。 

  職稱（非色情），如公關警察、司法公關。  「公關」一詞特有，且帶有人際中介、

走後門圖利等負面意涵。 

在地專有名詞

 費用名（私下），公共關係交際費。  費用名（私下），如公關特別費、公關佣金、

公關交際費。 

 帶有人際中介或賄賂等負面意涵。 

 「公共關係」使用比例較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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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台灣在地公關與公共關係詞彙分析（續） 
非專有名詞（詞彙意涵分析） 

詞彙分析 公共關係 公關 公關與公共關係之異同 

擾亂視聽  常使用（16.3%），是「公共關係」主要意

涵之一。 

 很少使用（2.0%） 

錯誤災害  完全沒有（0%）  很少使用（4.0%） 

挑戰  常使用（10.2%），是「公共關係」主要意

涵之一。 

 很少使用（4.8%） 

話題製造  常使用（10.2%），是「公共關係」主要意

涵之一。 

 很少使用（4.4%） 

僅為公關  很常使用（26.5%），是「公共關係」最主

要意涵。 

 常使用（13.1%），是「公關」主要意涵之一。

戰爭  完全沒有（0%）  很少使用（1.2%） 

長袖善舞  很少使用（4.1%）  很少使用（4.4%） 

 此七項為過去西方研究（Spicer，1993）

所得之意涵，「公共關係」詞彙約有七

成（67.3%）屬於這七種，而「公關」

詞彙僅約三成（33.9%）屬於這七種意

涵。 

人情交際 

（台灣特有意涵）

 很常使用（32.7%），是「公共關係」最主

要意涵。 

 

 很常使用（49.0%），是「公關」最主要意涵。

 帶有人際運作、中介、人情、特權、後門等

概念，通常有負面意涵。 

色情交易 

（台灣特有意涵）

 完全沒有（0%）  常使用（17.1%），是「公關」主要意涵之一，

通常帶有不道德、違法等負面意涵。 

 這樣意涵是「公關」一詞專有，很少出現在

「公共關係」中。 

 這兩項為本研究補充之台灣特有意

涵，「公關」一詞約有近七成（66.1%）

屬於這兩項意涵，而「公共關係」則僅

有三成（32.7%）屬於這部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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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針對研究整體結果，提出以下三點研究貢獻： 

一、在地觀點建構 

  公關研究近二十年來已逐漸發展其學門主體性與理論基礎，然而西方（尤其

是美國）所發展的理論仍是引領整個公關領域的主流典範（黃懿慧，2001b）。西
方理論雖提供一個完整清晰的概念架構可供依循，然而西方社會有其獨特的情

境、文化、價值觀，因此，如此情境下建構的理論在其他非西方地區是否適用，

近年來也一直是不同地域公關學者討論的主題。近年來，非西方地區的公關學者

也不斷針對這個問題進行研究，以目前現有西方的主流論述、架構作為基礎，配

合本身在地的文化特點加以修正、進而提出更據解釋力的在地公關理論，包括歐

洲（Vercic，van Ruler，Butschi and Flodin，2001；van Ruler，Vercic，Butschi and 
Flodin，2004）以及亞洲的印度、日本、韓國（Sriramesh，Kim and Takasaki，1999）
等國家都有相關的論文產出，但這樣的研究在台灣卻剛起步、發展相當緩慢。本

研究以台灣在地的角度出發，透過西方主流公關理論與在地相關理論（如關係理

論、本土心理學理論）進行對話，描繪出台灣在地公關運作的面貌，對於後續研

究也提供了一個可參考的理論基礎。 

二、探討基本定義 

  一個學術領域的基本定義是所有後續應用研究的基礎，理論的紮根對於後續

理論建構有相當大的影響。黃懿慧（2001b）曾指出台灣九十年代的公關論文趨

向應用性與市場性，基礎及理論研究逐年式微，長久來看將不利於公關學門的發

展。本研究採紮根研究的概念，針對公關領域中最基本的定義面向進行研究，可

幫助建構具在地解釋力的公關定義。另外，本研究以新聞報導為主要的研究樣

本，相較於過去學術論文的研究，新聞報導更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的實際運作概況。 

三、區分不同關鍵字、進行意涵分析 

  最後，本研究將「公關」與「公共關係」兩個字詞加以區分，並探討其意涵，

是過去研究從未探討的部分。過去研究習慣將「公關」使「公共關係」視為同一，

然而本研究首度將兩者加以區分，經實證發現兩關鍵字的確有運作上的差異，兩

關鍵字的不同也表示台灣公關與公共關係領域所受的兩方面理論影響──「公共

關係」一詞較類近西方主流典範的概念，如以組織和公眾的關係為主，並強調媒

體的運用等；而「公關」一詞則與西方概念不同，具有明顯的在地文化特色，和

強調人情、人際和諧、交情等本土心理學、關係理論概念相呼應。其次，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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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深入探討「公關」與「公共關係」的語意意涵，發現過去西方研究（Spicer，
1993）所建構的七項意涵在本研究解釋力薄弱，主要仍以本研究提出的在地意涵

（「人情交際」、「色情交易」兩項）為主。上述兩個主題的探討不但提供後續台

灣公關研究對於在地概念的重視，更強調後續研究在理論援引上應重視不同文

化、情境的影響，而非一味引用西方公關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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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以下提出幾點本研究所面臨的限制以及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忽略新聞報導再現社會真實可能產生的偏誤 

  過去許多研究探討公關人員與記者之間的權力關係、互動型態以及新聞記者

再現的偏誤等（Park，2001；Shin and Cameron，2003；卜正珉，1989），但是本
研究探討的主題並非「記者與公關人員之間的互動」，而是「公關或公共關係報

導呈現何種面貌與意涵」，原理是基於新聞報導可以「反映」或「再現」社會真

實的前提，以期透過新聞報導描繪台灣社會公關運作的全貌。然而，過去研究證

實，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的權力關係、認知的確存有相當大的差異（Park，2001；
Shin & Cameron，2003），進而在再現社會真實時可能產生「看不見」或「看錯」

的偏誤，忽略這些差異也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誤，此亦為本研究限制之一。因為研

究方法限制（非採訪談法），本研究無法呈現出公關人員實際的運作概況，僅能

就新聞報導加以分析，呈現台灣新聞報導中的公共關係運作面貌。據此，建議後

續研究可考量這個問題，同時納入公關人員與記者兩端的資料（前者如新聞稿與

組織相關資料，後者即為新聞報導），在同時考量雙方的情況下可作較為公允的

分析，並且相互驗證兩者之間對於公關概念的異同。 

二、新聞報導本身媒體特性的限制 

  本研究以「新聞報導」作為內容分析的對象，新聞報導的媒體特性本身也將

有所限制，限制在於新聞報導為一公開的傳播管道，因此，有可能低估部分的題

項、影響結果。例如：新聞報導對於組織或個人以「媒體」運作的形式較容易採

用，一些相對較為私下運作的形式在新聞媒體上則不容易呈現出來，因此研究結

果有可能低估如「人際中介策略」、「組織化個人」等題項的表現。又例如，在研

究系列一的「雙向性」測量部分，可能受限於媒體特性，造成雙向溝通、對話的

公共關係運作不易呈現於新聞報導中，因而導致「雙向」作業被低估的情形。針

對這個限制，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其他樣本進行相同或相似主題的研究，

例如針對雜誌刊物進行研究，探討公關、傳播、管理、政治、社會等屬性的雜誌

其公關或公共關係的運作內容或意涵為何，由於雜誌（相較於新聞報導）有較大

的篇幅，對於事件的運作也可以進行更深入的描繪，因此可降低相關侷限。 

三、多重取徑研究的發展 

  本研究採納量化內容分析與質化論述分析，希望透過質與量的不同角度加以

解讀，然而整體分析仍以量化資料為主，質化取向的研究較為不足。建議後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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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採取其他不同研究取徑、甚至是多重取徑針對相同主題進行探討，例如質化

方面，針對公關人員進行訪談、針對媒體文本進行論述分析或語意分析都提供了

很好的研究取向，而透過不同研究取徑的結果相互驗證，可以提升理論建構的信

度與效度。 

四、其他面向的深入探討 

  本研究旨在透過台灣公關或公共關係的新聞報導，以了解台灣公關與公共關

係的面貌，描繪出大致輪廓。建議後續研究可透過這個基本輪廓進一步深入描繪

其中的樣貌以及與其他面向的關聯性，例如可針對公關策略、公關效益之間進行

關聯性研究，探討不同公關策略產生的效益為何？以及何種策略有最大的效益？

相信對後續台灣公關領域的理論發展會更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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