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政治偏差 

大眾傳播媒介是競選活動的主要工具，也是提供選民選舉消息的重要管道之

一，因為多數選民無法親自參與選舉活動，必須依賴報紙或電視才能瞭解候選人

的政見，以決定投票對象。此外，競選時被大眾媒介認為較有希望而給予較多報

導者，往往因為知名度的增加而壯大聲勢，當選的機會亦隨之提高。因此報紙和

電視對選舉新聞的報導必須公正客觀，內容必須正確，才能幫助選民做出適切決

定。 

假如媒體因為本身的立場或意識型態不同，對不同黨派的候選人採取不公平

的報導方式，將造成選民對候選人認知的差距，進而影響選舉結果。如此一來，

不僅選民難以做出明智的投票抉擇，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將受到莫大傷害。 

是故，選舉新聞報導最受關切的問題便是：新聞報導是否公正平衡？是否有

明顯的政治偏差？ 

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偏差被定義成「經常偏袒的形式」（Kenney & Simpson, 

1993：346），或「系統性的偏袒某一方或某種立場」（羅文輝、鍾蔚文，1992）。

如果用較廣泛的定義，偏差的意義應包括「正確、完整、平衡與中立、不偏」（Gunter, 

1997：157-158）。政治偏差則是「報導政治事件時選擇了某些資訊而刻意忽略了

一部份消息」（Hofstetter, 1978：3），或「當一個候選人或政黨長時間的受到較多

的新聞報導以及較有力的報導」（Kenney & Simpson, 1993：346）。雖然所有的報

導都涉及資訊篩選，選擇的標準與結果卻決定了偏差的程度與本質。所謂偏差，

學者們界定為媒體不公平、不平等的處理某候選人、政黨或議題。 

Richard Hofstetter進一步指出，偏差報導可分為結構性偏差、情境偏差和政

治偏差三種。結構性的偏差（structural bias）是指選擇受到媒介特性的影響，因

而產生偏差，例如電視新聞首重時效、戲劇性與衝突，必須同時提供觀眾告知與

娛樂功能，因此無法兼具深度報導，這不是新聞人員的問題，而是媒體特性使然；



情境性的偏差（situational bias）則是由特殊情境造成，例如媒體之前的報導或者

歷史因果，都可能對報導造成不同影響，媒體會聚焦在某些事物上純粹因為事件

本身或之前的報導已經引起大眾注意，而非刻意造成；政治或政黨偏差（political 

bias）則是受到新聞人員的政治偏見影響，為支持某一候選人的觀點因而選擇某

一部分的資料而忽略其他部分，政治偏差的報導是對政治事件或候選人不公正的

報導（Hofstetter, 1978：3-4）。 

 由於在台灣政黨政治與新聞報導中，新聞報導偏差的指控仍不絕於耳，各候

選人都認為媒體對自己報導不公。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選舉新聞的政治偏差情

形，而不擬討論情境或結構偏差的情形。 

 根據 D’Alessio與 Allen（2000：135-136）偏差可分為幾種形式，包括守門

的偏差（gatekeeping bias），意即選擇性報導某一政黨的偏好；報導偏差（coverage 

bias），意指每個政黨接收報導的數量；以及陳述偏差（statement bias），即討論

對政黨報導的有利或不利情形。 

 另外，Fico & Cote（1999：127-128）討論偏差時曾用平衡與公正兩項要素

來決定是否有偏差情形產生，包括消息來源的引用比例、報導的面積以及內容陳

述的有利與否，都列入評估的依據。 

 綜觀探討新聞偏差的學術研究可以發現，（1）新聞報導數量與面積是否平衡

（Stempel Ⅲ, 1961、1965、1969；Hofstetter, 1978；Stempel Ⅲ & Windhauser, 

1984、1989；Stovall, 1988；羅文輝、黃葳威, 2001a），（2）引述的主要消息來源

黨派是否平均（羅文輝、鍾蔚文，1992；D’Alessio & Allen, 2000；羅文輝、黃葳

威，2001a），以及（3）選舉新聞的呈現方式對各候選人有利程度是否平均

（Hofstetter, 1978；Robinson & Sheehan, 1983；羅文輝、鍾蔚文，1992；Kenney & 

Simpson, 1993；D’Alessio & Allen, 2000；羅文輝、黃葳威，2001a；Carter、Fico 

& McCabe, 2002），是最常用來測量政治偏差的指標。本研究將同時援引此三種

指標，探討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的新聞報導是否有政治偏差情形產生。 

 



第二節 選舉新聞的政治偏差 

一、報導數量 

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有關選舉消息時，對各候選人的評論經常是好壞參半，但

對於競選連任的總統候選人常常有較多報導，這是因為現任總統職務的關係，這

種「結構上的偏袒」是無法避免的（陳兆熙，1984；Kenney & Simpson, 1993）。 

許多研究在探討媒體偏差報導時，不只著重新聞面積大小、新聞則數，還分

別檢驗不同政黨候選人在第一版是否有相同報導量，或測量標題大小，及配合的

照片面積等等。 

根據 Guido Stempel針對美國一九六０、一九六四和一九六八年總統大選的

一系列描述性研究發現，主要政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和兩黨參選人的競選活動在美

國十五家菁英報紙（prestige press）中皆獲得平等的報導，除非是現任、出現第

三候選人和活動中出現其他的特殊議題。但在第一版的報導量上，共和黨候選人

較民主黨候選人來得多（Stempel Ⅲ, 1961、1965、1969）。 

James Stovall（1985）在一九八０年總統大選中隨意選取全美五十家日報研

究，發現對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報導相當平等，各報給予卡特（Jimmy Carter）與

雷根（Ronald Reagan）的報導量幾乎不相上下，各佔 37.9%與 41.3%，不過給第

三黨候選人 John Anderson的報導只有佔 20.8%。此外，各報給予卡特和雷根的

報導標題大小大多在三欄或三欄以上，大約各佔 60.5%。而對 Anderson的報導

標題在三欄以上的只有 20.2%。 

不過仍有一些研究發現報導中政黨偏差的情形。葛芮柏（Graber, 1971、1976）

探討一九六八年與一九七二年的報紙對兩黨候選人的報導發現，共和黨比民主黨

候選人獲得的報導量少。Hofestetter分析美國一九七二年的選舉發現，報紙對於

共和黨候選人及其競選活動的報導較多，且出現在第一版的報導比率也較大

（Hofstetter, 1978）。 

Stovall（1988）研究一九八四年四十九家日報報導總統選舉的情形發現，競



選連任的雷根憑其卓越的新聞製造能力和獨特的個人魅力，較民主黨候選人

Walter Mondale獲得更多報導，使兩組候選人的報導在質與量上都不平衡。共和

黨新聞的報導較常出現在頭版，而且照片數較多、面積也較大。即使雷根與

Mondale擁有相同的新聞事件數，雷根卻有較多的新聞報導。各報共報導了 1,561

則關於雷根的新聞，而關於Mondale的只有 1,335則。其中，雷根有 35.8%的新

聞刊在報紙頭版，Mondale僅有 30.8%刊在各報頭版。研究指出，雷根之所以比

Mondale獲得更多的新聞報導，原因是善於製造新聞的雷根總統，更有新聞價值

（newsworthiness）。 

過往研究發現，政治偏差的情形可能與報紙的立場有關。Stempel（1969）

研究一九六八年總統大選時發現社論支持哪位候選人，報導也對該人較有利或者

數量較多。因此，許多研究者針對支持不同政黨的報紙，分析其是否對支持的政

黨給予較多的報導。Repass & Chaffee（1968）探討一九五六年及一九六四年七

家支持共和黨及一家支持民主黨的報紙，結果發現八家報紙的總統大選報導中，

共和黨候選人獲得較多的報導量。 

此種情形在台灣的媒體報導中尤其顯著，多位研究者證實不同經營性質的報

紙，對不同政黨候選人有不同的報導量。 

郭陽道（1978）研究一九七七年的桃園縣長選舉發現，聯合報、中國時報、

中央日報和新生報共刊載了八十二則關於候選人歐憲瑜及許信良的選舉新聞，其

中單獨報導國民黨籍候選人歐憲瑜的有五十七則新聞，同時報導兩位候選人的有

二十四則，單獨報導黨外候選人許信良的只有一則，不論公營或民營報紙都偏向

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公營報紙如中央日報、新生報，更對歐憲瑜表現極端支

持的態度。 

吳戈卿（1982）研究一九八０年中央民代選舉新聞報導，發現中央日報、中

國時報及聯合報對國民黨候選人政見報導比較多，佔所有候選人政見報導的

62.5%，對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政見報導只有 37.5%。 

雷飛龍、陳世敏及陳義彥（1985）分析一九八三年的增額立委選舉發現，台



灣地區的六家報紙報導仍以國民黨候選人為主，而其中，中央日報及台灣新聞報

的報導幾乎全數集中在國民黨候選人身上，聯合報、中國時報及自立晚報則以報

導國民黨候選人為多數。研究中指出，國民黨籍候選人在新聞中出現的比例最

高，佔 61.7%；無黨籍候選人在新聞中佔 15.1%；其他黨派或獨立候選人出現的

比例佔 18.6%。 

張慧玲（1989）研究一九八六年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發現中央日報有

45.7%的新聞報導國民黨候選人，而中國時報、聯合報對國民黨候選人的報導也

較民進黨多，自立晚報則相反。 

隨著報禁解除，新聞偏差報導的情形逐漸獲得改善。陳義彥與陳世敏（1992）

分析一九八九選舉期間七家報紙的選舉新聞報導發現，各報對國民黨候選人報導

的比例佔 35.3%，對民進黨候選人報導的比例為 21.7%，對無黨籍或其他政黨候

選人的報導比例佔 15%。與一九八三的研究相比，報導數量上已較公正平衡，對

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報導減少將近一半。 

劉懿慧（1991）研究一九八九年區域立委及縣市長選舉新聞發現，整體而言

五報不論是縣市長候選人或立委候選人，對國民黨候選人的報導量均比對民進黨

的多。以各報來看，聯合報、中國時報與中央日報三報，對國民黨候選人的報導

量均較多，均達五成以上；首都早報和自立早報則是對民進黨候選人的報導較

多。可見在報禁、黨禁開放後，黨報在競選期間對候選人的報導，仍集中在執政

黨候選人身上。而聯合、中時兩大報，仍對國民黨候選人報導量較多；自立則對

民進黨候選人報導量多；而於報禁開放後創辦的首都早報，也對民進黨的報導量

較多。 

王宗安（1994）分析一九九二年二屆立委選舉新聞，發現報紙報導國民黨與

民進黨候選人的量，遠多過對第三黨候選人的報導量。 

黃惠鈴（1997）分析一九九六年台灣總統大選也發現，所有權型態會影響報

紙的選舉新聞報導。國民黨的中央日報較偏袒國民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民營的

聯合報及自由時報，對各組候選人的報導無明顯差異。可見台灣民營報紙的選舉



新聞較公正，由政府或政黨控制的公營報紙有明顯的政治偏差情形。 

羅文輝、黃葳威（2001b）研究上一屆總統大選公民營選舉新聞的報導結果

再一次支持了上述說法，研究發現，三家公營報紙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與中華

日報以國民黨為主的新聞，比其他四組候選人陣營為主的新聞總數還要多，高達

39.3%；民營報紙部分，整體而言，對兩大黨候選人報導量無明顯差異，聯合報

與中國時報比較公正，自由時報的偏差較為嚴重。 

 

二、主要引述的消息來源 

消息來源的引用也是觀察政治偏差情形的重要指標之一，從報導中對不同黨

派的消息來源引用情形，可以看出報紙的政黨傾向。 

陳義彥與陳世敏（1992）分析一九八九年選舉期間七家報紙的選舉新聞報導

發現，採國民黨的消息來源以中央日報為最高，佔 76.3%，其次是台灣新聞報，

佔 58.9%；首都早報、自立早報及台灣時報等三報採民進黨的消息來源多於國民

黨的，顯示這兩群報紙有不同的政黨傾向。 

而過往研究發現，公民營報紙在消息來源的引用上有顯著差異，公營報紙大

多以國民黨的消息來源為主，引用的比例遠遠高過對其他黨的引用情形。因此政

治偏差也較為嚴重。 

羅文輝、鍾蔚文（1992）分析第二屆國代選舉期間台灣六家日報與三家電視

台的選舉新聞，報紙部分的結果發現，非民營報紙的政治偏差遠比民營報紙嚴

重。整體來看，各報引用的主要消息來源，有 62.8%是國民黨，民進黨僅佔 23.8%，

其他各黨被引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很低。其中，聯合報與中國時報引用國民黨

和民進黨的消息來源比例大約是六比二；中央日報與青年日報則有高達八成五以

上的報導是以國民黨為主要消息來源；自立早報與自由時報引用國民黨為消息來

源的比例較低，分別是 45.1%和 39.5%，引用民進黨的消息來源則偏高，各為

36.7%與 41.1%。 



黃惠鈴（1997）分析一九九六年台灣總統大選也發現，在消息來源方面，三

報以國民黨籍人士為新聞主要消息來源的達 36.6%，以民進黨為主的佔 23.1%，

各報分別來看，三報以中央日報最常引用國民黨籍人士為消息來源，比例超過六

成；而自由時報和聯合報引用消息來源的情形大致相似，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消

息來源引用比例不相上下，但是自由時報最常引用民進黨為主要消息來源，聯合

報則以林洋港、郝柏村為主要消息來源。 

羅文輝、黃葳威（2001a）研究二０００年總統大選公民營選舉新聞，在消

息來源方面，三家公營報紙以國民黨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比三家民營報紙高，

達 47.3%；民營報紙以民進黨人士和宋張陣營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也比公營

報紙高。 

 

三、新聞陳述的中立程度（語意向度） 

新聞陳述是否中立，將影響報導的偏差情形。Stempel在一九六八年研究菁

英報紙時發現，當社論中表達對某個候選人的支持，新聞報導也通常會較偏袒該

候選人。因此，新聞報導中對候選人表明支持與否的態度，往往與媒體機構的立

場有關。Coffey（1975）研究八份科羅拉多日報的政治新聞偏差時便發現，偏差

的政治新聞是由於管理態度產生，也就是編輯或發行人的態度與偏差情形有關。 

Hofstetter（1978）針對一九七二年的總統選舉進行研究，將電視、報紙和通

訊社對兩黨候選人在評價取向上的報導，分為有利、不利、中立三項。其中有利

指的是對候選人正面的詞句描述，包括有獲選希望、值得讚賞；不利指的是對候

選人有關失敗、軟弱或不受支持的報導。結果發現，當年不論哪一種媒介的報導，

對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Richard Nixon）都以有利的報導居多，對共和黨競選活

動的描述也較有利。 

Hackett（1984）認為新聞報導的政黨偏差隨著廣播電視對民眾接收新聞的

影響、日益增加的企業所有權、越來越依賴通訊社的新聞、以及必須獲得廣大市



場等因素而逐漸減少。而根據 Shoemaker and Reese，由投資人掌管的媒體，經濟

任務更加重要，政治或意識型態相形之下退居次位。為了賺錢，媒體必須盡力服

務大眾與廣告主，新聞客觀性將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客觀才能吸引最多人，也才

能保護自己受到任一方的批評或抵制。因此當代的新聞機構為了爭取最大利益，

報導會傾向客觀中立。 

Kenney & Simpson (1993)對一九八八年總統選舉的研究便證實了上述說

法。他們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與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中三十個事件報導是否平衡中立，結果發現華盛頓時報偏

袒共和黨，超過三分之一的標題與故事對共和黨有利；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則較

平衡、中立。這合乎 Shoemaker與 Reese的理論：所有權或資金提供者可以決定

新聞內容。因此被視為公共的、偏向自由派的華盛頓郵報報導較趨平衡，被認為

保守、反共、私營的華盛頓時報偏差情形較嚴重。 

而在台灣的研究方面，由於歷史因素和黨禁、報禁的影響，早年報紙報導多

半傾向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此種情形又以黨營的中央日報最為嚴重。 

雷飛龍、陳世敏及陳義彥（1985）分析一九八三年的增額立委選舉發現，台

灣地區的六家報紙新聞報導對國民黨籍與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已能秉持中立。高

達 61.6%的報導持中性立場，正向報導達 34%，只有 0.3%的報導對候選人有負

面評價。其中聯合報和中國時報中性報導的比例最高，分佔 85.2%及 81.2%，中

央日報的比例最低，僅佔 18.8%。 

張慧玲（1989）研究一九八六年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發現評價方面，

聯合、中時、中央及自立晚報四報大多中立報導所有立委候選人，三家民營報紙

沒有明顯的負面評價，中央日報則對民進黨候選人有較多批評。 

陳義彥與陳世敏（1992）分析一九八九年選舉期間七家報紙的選舉新聞報導

發現，各報對候選人的評價大多採正向，達 69.5%，中性評價佔 14.6%，負向評

價僅佔 14.9%。這項數據與一九八三年的研究頗有差異，正向評價高增一倍，中

性的報導則降低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聯合報、中央日報與台灣新聞報對國民黨



候選人採高度正面評價，對民進黨候選人偏向給予負面評價，尤其以中央日報最

明顯；首都早報與自立早報則相反，給予國民黨候選人負面評價，對民進黨候選

人給予高度評價；中國時報與台灣時報則大多給予候選人正向或中性評價，顯示

沒有明顯正負向立場。 

隨著報禁、黨禁開放後，民營報紙對候選人以中立的報導立場居多，但政府

經營或黨營報紙的選舉新聞，仍然明顯偏袒國民黨。劉懿慧（1991）研究一九八

九年區域立委及縣市長選舉新聞發現，聯合報、中國時報、自立早報及首都早報

對兩黨候選人的報導大致中立，中央日報則是對國民黨候選人極端有利，遠超出

其他四報對國民黨有利的比例，但對民進黨候選人極端不利。 

羅文輝、鍾蔚文（1992）分析第二屆國代選舉期間台灣六家日報與三家電視

台的選舉新聞，在報紙選舉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方面，整體看來，中立報導的比

例最高，但對國民的報導較為持平，新聞給人印象對國民黨有利與不利的各佔

25%左右，中立的佔 48.8%；對民進黨則較為不利，各報對民進黨有利的報導只

有 12.4%，不利的佔 33.3%，中立的比例佔 54.3%。至於其他黨派的報導則多為

中立。各報分別來看，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中立報導的比例很高，對國民黨及民

進黨不利的報導比有利的多；聯合報雖然中立報導的比例也高，但對國民黨有利

（23.8%）的報導比不利（14.3%）的多，對民進黨不利（33.8%）的報導比有利

（8.2%）的多；中央日報及青年日報則是對國民黨有利報導的比例很高，不利的

報導不到 2%；自立早報則是對國民黨有利的報導比例很低，僅佔 9.1%，不利的

高達 68.9%，對民進黨有利的報導佔 40.2%，多過不利報導的 21.8%。該研究指

出，報紙的經營型態是造成新聞偏差的主因，選舉新聞中中央日報與青年日報偏

袒國民黨，民營的四份報紙則對國民黨較不利。 

王宗安（1994）分析一九九二年第二屆立委選舉新聞，發現黨營的中央日報

對國民黨傾向有利的報導，對民進黨的報導則不利；自立晚報卻相反，對民進黨

報導有利，但對國民黨報導傾向不利；至於聯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報導傾向中立。 

黃惠鈴（1997）分析一九九六年台灣總統大選也發現，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



對各組候選人大致有利，均維持在四、五成左右，各報分別來看，自由時報對李

連及彭謝兩組候選人有利報導的比例高於聯合報；聯合報對林郝候選人的有利比

例較高，對李連有利的比例遠低於對其他候選人有利的比例。 

羅文輝、黃葳威（2001）研究二０００總統大選公民營選舉新聞，整體印象

方面，三家民營報紙的選舉新聞對各組候選人的有利程度差不多，但公營報紙則

偏愛國民黨籍候選人，對陳呂組與宋張組較不利。 

 

 

第三節 研究假設 

綜觀上述，過去的研究顯示，黨營報紙無論在引用消息來源、報導各政黨和

各候選人的數量與面積，及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方面，都對國民黨較為有利；而

民營報紙在上述各項報導方面，均比黨營報紙較為公正平衡。然而隨著民營報紙

中，各家機構意識型態和立場之不同，報導給人的整體印象也有差異。因此，本

研究可以依據過去的研究發現，提出下列幾個研究假設： 

 

假設 1：不同報紙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報導數量會有差異。 

 

本研究測量報導量的指標有以下五種：（1）報導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

標題面積，（2）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字數，（3）涉及各組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則數，（4）報導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照片面積，以及

（5）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照片張數。因此，假設 1可以依據這五個

指標，發展出下列五個次假設： 

 

假設 1a：不同報紙中，報導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標題面積會有差異。 

假設 1b：不同報紙中，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字數會有差異。 

 假設 1c：不同報紙中，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則數會有差異。 



假設 1d：不同報紙中，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照片面積會有差異。 

假設 1e：不同報紙中，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照片張數會有差異。 

 

假設 2：不同報紙所引用之主要消息來源，在黨派比例上會有所差異。 

 

本研究測量主要消息來源之黨派的指標有以下兩種：（1）新聞主要消息來源

的黨派，（2）新聞主要引述的候選人或支持者言論之黨派。因此，假設 2可以依

據這兩個指標，發展成下列兩個次假設： 

 

假設 2a：不同報紙中，新聞所引用主要消息來源的黨派，在比例上會有差

異。 

假設 2b：不同報紙中，新聞主要引述的候選人或支持者言論的黨派，在比

例上會有差異。 

 

假設 3：不同報紙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報導的有利程度會有所差異。 

 

本研究測量有利報導的指標有以下三種：（1）新聞內容涉及各組總統、副總

統候選人的有利報導比例，（2）照片內容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有利報

導比例，（3）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各組候選人的有利報導比例。因此，假設 3

可以依據這三個指標，發展出下列三個次假設： 

 

假設 3a：不同報紙中，新聞內容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有利報導，

在比例上會有差異。 

假設 3b：不同報紙中，照片內容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有利報導，

在比例上會有差異。 

假設 3c：不同報紙中，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



有利報導，在比例上會有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