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資料分析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採內容分析法，以聯合報、中央日

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為分析對象。希望探討不同報紙在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

期間，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報導情形。 

第二部分採個案分析方式，探討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期間，新聞報導如何呈

現公投議題以及陳由豪事件。希望以質化研究方法配合量化內容分析，進一步分

析不同報紙對新聞內容的影響。 

在第一部份的內容分析中，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法，從二００四年一月一日至

三月二十日，選舉投票日前三個月，隨機選出二十五天的報紙作為分析樣本。這

二十五天分別是一月四日、六日、八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

六日、十八日、二十八日，二月三日、六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及三月一日、三日、五日、七日、九日、十一

日、十四日和十五日。由於聯合、中央、自由三報的選舉新聞大多出現在一至六

版，因此本研究對這三報的分析選擇第一版至第六版；蘋果日報則把選舉新聞安

排在 A1及 A6至 A10版。因此，本研究對蘋果日報的分析也選擇這六版。 

本研究選擇聯合報、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作為民營報紙的代表，因為他們是

台灣地區發行量最大的幾家民營報紙，而中國時報在過往研究中顯示，與聯合報

的報導情形較相似（羅文輝、黃葳威，2001），因此本研究僅擇聯合報進行分析。

另外，本研究選擇中央日報作為黨營報紙的代表，以比較黨營報紙和民營報紙在

選舉新聞報導上的差異。 

 

 

 

 



第二節 聯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中央日報之介紹 

 

一、聯合報 

一九五一年九月十六日，經濟時報發行聯合版，兩年後，改名為「全民日報、

民族報、經濟時報聯合報」，由王惕吾任董事長。一九五七年六月二十日，正式

定名為聯合報（中華民國新聞年鑑，民 80：86）。發行至今，已有五十餘年歷史。

並由原先的一報一分為五，發展成報系，聯合報系共有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

報、聯合晚報和星報五家報紙，海外並發行世界日報與歐洲日報，同時有聯經出

版社。 

聯合報在一九六三年報紙的發行量就已超過十一萬份；從一九六四年開始，

台灣的經濟不斷成長，讀者對資訊需求量日漸增多，以致於報紙發行量和廣告量

大增。一九七四年，台灣報紙的總銷售量為一百五十萬份，到一九八一年已達三

百萬份，聯合報在一九七七年的發行數量已經超過六十萬份，到一九八０年的每

日發行量更破百萬，從此與中國時報成為報業市場的兩大龍頭，獨佔台灣三分之

二的市場銷售量。報禁開放後，因新報紛紛創刊，造成各報競爭日益激烈，聯合、

中時兩報卻因原有充沛的集團資源，加上開放後報業工會取消限印、廣告與新聞

比例不限，更鞏固了報原有的強勢地位。直到一九九六年，自由時報發行量突破

百萬，台灣報業才進入三國鼎立的時代。到二０００年時，三大報的每日發行量

都在七十五萬份至一百一十萬份之間（彭家發，2000：231）。 

在戒嚴時代，台灣共有二十九家中文報紙及兩家英文日報，其中有十四家由

政府或國民黨發行，另外十七家雖然號稱民營，老闆卻也大多是外省籍、國民黨

籍，與黨政高層有深厚淵源者，如曾任蔣介石的侍衛、英文秘書、學生、文宣人

員等（陳雪雲，1991；陳順孝，2003）。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報業老闆若能與

統治者合作，可以得到紙張供應及種種優惠（陳雪雲，1991）。如中時的余紀忠，

及聯合的王惕吾，便因為都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之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與當局

關係良好，才能先後獲得執照發展成報系，形成報團，並壟斷臺灣報業。 



曾任蔣介石官邸警衛團團長、軍人出身的王惕吾，強烈的擁護國民黨和蔣氏

父子，其擁護程度從報紙社論便可見一斑。一九五八年，聯合報曾發表社論提出

「反共、民主、團結、進步」為聯合報言論最高原則；報禁解除後，曾於一九九

０年，先後發表系列社論主張「向中共要求民主改革」、和「海峽兩岸共同促進

和平統一」，呼籲中共放棄對台使用武力，彰顯其反共立場，也表達與蔣氏政權

站在同一邊。同時，聯合報也反對民進黨和台獨主張。創辦人王惕吾強調「唯有

國民黨才能領導我們打倒中共政權，反攻大陸」，而民進黨以台獨做為政治號召

甚至列入黨綱，聯合報系對此應提出嚴正撻伐，王惕吾說，關於民進黨立場「沒

有商榷的餘地」，「報系編採同仁中若仍有同情支持他們者，我不能同意」（彭明

輝，2001：14-18）。 

正因為聯合報的色彩鮮明，近年來便經常成為不同意識型態的族群所攻擊的

對象。早在一九九二年十一月時，聯合報就曾因報導中共政治當局常委李瑞環的

談話，指出中共不惜對台獨「犧牲流血、前仆後繼」，引起某些團體對聯合報發

起「退報運動」，指稱聯合報為「中共傳聲筒」，「《人民日報》的台灣版」，呼籲

大眾必須「退報救台灣」，不要看聯合報，也不要在聯合報上刊登廣告，要把聯

合報變成小報（彭家發，2000：175）；而在陳水扁競選台北市長連任時，也因為

聯合報登了一則赴澳門的新聞受到立委強烈質疑，使扁陣營卯上聯合報，發起拒

買及退報運動，羅文嘉更指陳聯合報「有系統打壓陳水扁」（陶令瑜、張菁雅，

1998 年 11月 11日）。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聯合報由於連日報導對綠營不利的

陳由豪案、東展案、太百案等，影射總統府是黑金中心，引發陳呂競選總部發言

人吳乃仁批評聯合報以匿名形式影射扁政府涉及不法，「是我二十幾年來所經歷

過最惡劣、最下流的媒體情況」（蘋果日報，2004.2.13：A12版），陳呂總部執行

總幹事邱義仁也因聯合報報導吳淑珍疑似動用關係炒股票一事，抨擊聯合報淪為

「泛藍陣營傳單」，呼籲消費者唾棄聯合報。 

而依過往的研究顯示，聯合報對國民黨籍人士的報導較其他報紙多，而在報

導的語意向度上，儘管中立報導的比例較高，聯合報對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報導仍



較正向，對民進黨不利的報導比例也比有利的多（張慧玲，1989；劉懿慧，1991；

陳義彥、陳世敏，1992；羅文輝、鍾蔚文，1992；王宗安，1994）。近年來的研

究則發現，聯合報與其他民營報紙在新聞則數、主要消息來源的黨派或照片張

數、主角上，沒有明顯的差異（黃惠鈴，1997），選舉新聞報導的情形，也比較

公正（羅文輝、黃葳威，2001b）。 

 

二、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於一九八八年一月創刊，是綜合性的民營報紙，在報禁解除初期，

一九九０年的廣告營收便達到 1.66 億元，隨後自由時報便以多樣化的行銷策略，

奠定第三大報的地位。一九九三年，自由時報刊登廣告舉辦「兩億黃金大贈獎活

動」，開啟訂報送黃金、華廈、保險、轎車、家庭電器，及免費試閱一個月等的

先例；民國八十五年初，自由時報以「維持每份報紙十元」的不漲價策略，強力

對抗「漲價爲十五元」的中國時報與聯合報，發行量迅速突破一百萬份；到一九

九七年，廣告營收已達到三十四億元，從此台灣報業進入三大報鼎立的時期。 

二００三年香港蘋果日報來台，與台灣本地的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

共四家報紙一陣激戰後，根據調查機構 AC 尼爾森二００三年第三季的媒體閱

讀率調查發現，自由時報的閱讀率排名第一（19.7％），第二名是中國時報（13.4

％），第三名為聯合報（10.9％），蘋果日報第四（9.4％）。儘管列強環伺，內有

本土兩大報、外有港資蘋果夾殺，ＡＣ尼爾森二００三年第四季的調查指出自由

時報在整體閱報率已連續五年又三季贏得全國第一，因此在台灣的「三大報」中，

自由時報以閱報率號稱第一。 

自由時報的老闆林榮三曾是「總編輯」、「總主筆」和「總經理」。他完全掌

握報紙的走向，充分地在報紙的言論中貫徹他的意志和立場。在特定議題上，林

榮三常常大膽的表明自己的立場和主張，甚至不惜把新聞專業放一邊（林瑩秋，

2002年 5 月）。他最著名的就是對「根留台灣」的執著，由於林榮三在台灣土生

土長，加上不惜砸重金搶佔市場的剽悍作風，迎合了本土市場的需求。他以聯邦



建設公司發跡，成為台灣房地產大亨，並曾擔任國民黨籍立委、監委、國民黨第

十四屆中央委員，和監察院副院長。身份多元、財力雄厚的林榮三，從不避諱報

紙支持台獨的意向。 

自由時報系旗下的英文報紙 Taipei Times 也貫徹母報的精神，在二００四年

的總統大選期間，由總編輯朱立熙（Rick Chu）對報社內的主管及若干工作同仁

發了封電子郵件，信中明白表示：「本報支持『泛綠』的立場絕不容質疑與挑戰，

任何人若不同意此一立場，請不要勉強自己，繼續在這裡過不快樂的日子。我歡

迎不認同本報立場的人請盡快在選前離職，我會尊重各位的選擇並成全想走的

人。」香港的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旋即刊出此則消息，該則新聞的標題為「報

紙命令員工支持陳水扁」 （Newspaper orders its staff to support Che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4.2.20）。 

此外，倪炎元（1995）指出，國民黨發生黨內鬥爭時，自由時報明顯採取支

持李登輝或主流派的立場，而對非主流派的人士採取負面的報導，並歸類為「守

舊的、少數的、野心的與反李的」等印象。 

而過往研究指出，自由時報引用國民黨消息來源的比例較低，引用民進黨為

消息來源的比例較高，但中立報導的比例也很高（羅文輝、鍾蔚文，1992）；與

其他民營報紙相比，自由時報對民進黨籍候選人有利報導的比例較高，支持李登

輝和偏袒民進黨的態度明顯（黃惠鈴，1997）；自由時報的政治偏差情形，在三

大民營報紙中較為明顯（羅文輝、黃葳威，2001）。 

 

三、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隸屬香港壹傳媒集團，二００三年五月在台正式發行，是一份獨立

經營、市場導向的綜合性報紙，不具任何政治背景及立場。創辦人黎智英以強悍、

敢砸重金的經營手法著稱，壹集團先後有壹週刊、蘋果日報在港台兩地顛覆傳統

媒體的營運方式。 

一九九五年蘋果日報在香港正式發行，一開始便造成香港報業市場天翻地



覆。根據媒體報導： 

 

當時香港蘋果日報一開辦，除了高薪挖角，最重要的就是採取降價策

略，利用低價（從「標準價」港幣五元降至兩元）加上贈送大禮，一口

氣瓜分了二十萬的讀者群，不久更坐穩位居第二、銷售量約卅萬的寶

座，甚至直逼銷售第一的東方日報。就在東方日報半年後跟進降價的同

時，也順勢觸動了香港報業掀起降價「割喉戰」，甚至降到根本不敷成

本一、兩元的價格。降價大戰一週後，一些「二線報紙」如電視日報、

香港聯合報、快報隨即相繼宣佈停刊（財訊，2002.5：110）。 

 

之後，發行量十五萬份的香港壹週刊和卅五萬份的香港蘋果日報分別高居香

港雜誌和報紙營收第一大，為壹傳媒賺進 3億 4,741 萬港幣（陳延昇，2003 年 4

月 1日）。 

蘋果日報的出現，讓香港報業平均獲利大減，市場重新洗牌。因此「蘋果登

台」的消息一出，台灣報業莫不嚴陣以待。自由時報搶在蘋果的試刊號發行前，

全報改成彩色版面，還增張擴版；聯合報更早在前一年就開啟年輕化的組織換血

工程（陳延昇，2003 年 4月 1日）。蘋果登台後，儘管多圖少字的版面編排被批

評為畫報，但三大報竟也開始修正跟進，走向「蘋果化」。 

 

放眼三月三大報，頭版頭條開始由往常的國家大事，變成了社會新聞（聯

合報更首度取消了頭版半版廣告，明顯向蘋果看齊），而在內文各版中，

標題開始長大、照片開始增多⋯中時、聯合這樣四十年如一日的文字至

上編採體系，採取反其道的蘋果圖像路線（數位時代雙週，2003.4：

66-67）。 

 

而蘋果日報也的確是中國時報總編輯黃清龍口中「可敬的對手」。在尼爾森



（AC Nielsen）公佈的二００三年第三季報紙媒體大調查中，自由時報仍居閱報

率冠軍，中時緊追在後，聯合再居次，蘋果日報的閱報率已經坐四望三，直逼老

字號的聯合報，遠遠甩掉第五名的民生報；而同年第四季尼爾森媒體大調查的閱

報率卻顯示，蘋果日報已經超越中國時報（21.1％）、聯合報（19.6％）躍居第二

高位，閱報率達 21.3％，僅次於自由時報的 27.8％。 

不過，蘋果日報煽色腥的報導風格，也為自己帶來不少麻煩。上百個兒童及

少年福利團體便曾抨擊蘋果日報的清涼圖片、低俗標題等情色內容，認為違反了

少年福利法，因此呼籲社會大眾拒買、拒訂、拒看蘋果日報（自由時報，2004.1.11）。 

但從蘋果日報每天頭版所刊載註明的發行份數看來，平均每日發行四十五萬

份以上的數字，說明蘋果日報在台灣的前景仍十分可期。 

因此，本研究也擬將蘋果日報列入分析對象，除了因為該報已躋身台灣「四

大報」的行列，影響力不可小覷；也可藉此觀察比較，外來港資媒體的報導傾向，

與本土三大報有何異同？該報的選舉新聞立場是否較為中立客觀？ 

 

 

四、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於一九二八年二月一日創刊於上海，為中國國民黨黨報，並於一九

四九年三月十二日在台發刊。該報為國民黨政府在大陸時期（1928 至 1949年）

之代表性喉舌，是配合政策宣導、兼具官方色彩之媒體。 

中央日報為政府遷台初期最具影響力的兩報之一，屬於早年台灣發行最廣、

影響力最大的「兩黨」（中央與中華）、「一官」（台灣新生報）當中的一員。當時

台灣報業由地方色彩濃厚的報紙轉為全國性報紙，中央日報以代表政府的姿態率

先轉變，促成台北各大報的轉變，有推波助瀾之功（葉明勳，1957）。自一九五

六年起，中央日報依北部、中部、南部、東部四個區域，先後增加編印地方分版，

對國內報業發展影響深遠，因此也與台灣銷路最好的報紙新生報，共同瓜分台灣

報業（王天濱，2003）。 



二００二年四月，中央日報裁員消息傳出，這份在七０年代盛極一時，全盛

期每日發行量高達十九萬份、半年廣告收入便有一億兩千萬元的國民黨第一大黨

報，如今已風光不再（唐佩君，2002 年 5月）。而同屬國民黨報系的中華日報、

臺灣新生報則早在前一年就開始了裁員和民營化的工作。全台發行最早、歷史最

久的台灣新生報，在二００一年便由具有中資色彩的方正資訊入主，讓香港企業

主整頓、重振組織，及早轉型、尋求外部支援，使中華日報及台灣新生報走向和

中央日報截然不同的路（唐佩君，2002 年 5月）。 

  中央日報的發行宗旨是堅持國策及貫徹國民黨的政策，以服務人群。因爲是

黨報，宣傳意味明顯，陳水扁在擔任台北市長時，便曾在市議會中指稱中央日報

「從未做平衡報導」，因而要求市政府各級機關學校，不得在中央日報登廣告，

也不得統一訂閱該報（彭家發，2000：207）。 

二０００年總統大選，國民黨落敗，民進黨政府上臺，中央日報的地位也一

落千丈。海外版被停，僅留下文教版，整份報紙的篇幅由六大張縮減爲五大張，

新聞部的人員規模從三百多人減爲一百人左右。各公共部門及中小學校也不再強

制訂閱中央日報，更使得發行量急劇萎縮。 

而過往的選舉研究顯示，中央日報由於是黨報，始終維持替國民黨宣傳的策

略，在報導量、消息來源之黨派、新聞對候選人的有利報導比例等指標上，中央

日報對國民黨和國民黨籍的候選人都極為有利，而對民進黨與民進黨籍候選人較

為不利（郭陽道，1978；吳戈卿，1982；張慧玲，民 1989；劉懿慧，1991；羅文

輝、鍾蔚文，1992；陳義彥、陳世敏，1992；王宗安，1994；黃惠鈴，1997；羅

文輝、黃葳威，2001）。 

把作為國民黨黨報的中央日報列為研究對象，將有助於比較黨報和民營報紙

的差異。 

 

 

 



第三節 分析單位 

本研究以每則新聞為一分析單位，新聞字數未超過三百字者，因太短不列入

分析。本研究分析的選舉新聞，包括新聞主題與總統選舉活動有關的新聞，以及

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活動為主的非選舉新聞。 

所謂非選舉新聞，是指候選人以非候選人身份，如官方身份參加的演講、參

訪活動等，由於此類活動經常成為候選人宣傳政見、理念的重要場合，因此將該

類新聞列入分析對象，以助於瞭解選舉新聞的報導情形。 

另外，每一則新聞中的照片亦為一分析單位。凡內容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的照片均列為分析對象。 

 

第四節 內容分析的類目建構 

在內容分析的研究設計中，如何界定與選擇類目是影響整個研究非常重要的

關鍵。候斯提（Ole Holsti）曾對類目建構歸納出五個原則標準（1969：95-100）： 

（1）反映研究的宗旨（refle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2）窮盡（exhaustive）：使所有樣本都可歸類。 

（3）互斥（mutual exclusiveness）：使同一樣本僅可符合一類。 

（4）獨立（independence）：某一樣本歸於某類後，將不會對其他樣本的歸

類造成影響。 

（5）同一分類原則（singl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同一組類目的分類原則

必須前後一致。 

本研究旨在描述並分析報紙內容，由於本研究的內容分析資料，是採用羅文

輝研究二００四年總統選舉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之部分資料，所進行的二手分析。

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內容分析類目，也採用羅文輝所發展的部分類目。這些研

究類目及操作定義如下： 

1. 新聞性質 

依新聞主題區分為總統選舉新聞，以及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為主的非選舉



新聞。 

 

（1） 總統選舉新聞：以新聞性質來判斷某則新聞是否為選舉新聞，凡新聞

主題與總統 選舉活動、賄選、其他選舉事項有關，均為選舉新聞。 

（2） 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為主的非選舉新聞：如該則新聞並非選舉新

聞，但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活動（如演講、參訪等，或是任何連

戰、宋楚瑜以官方身分參與的活動）為主，則歸為此類。 

 

2. 新聞標題面積 

指每則新聞的標題面積，計算單位為平方公分。 

3. 照片或插圖面積 

指每張照片或插圖的面積，照片的面積為圖文說明的面積加上圖片面積，計

算單位為平方公分。 

4. 新聞報導的數量 

新聞報導的數量分為「新聞則數」與「照片張數」，凡新聞主題涉及各組總統

或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均歸入「新聞則數」此一類目，凡照片主題涉及各組

候選人的照片亦歸入「照片張數」這個類目。 

5. 新聞內容字數 

指每則新聞的字數。 

6. 新聞主要消息來源的數目 

共分為一位、多位，以及沒有消息來源或主角三類。如果一則新聞只有一個

主要消息來源，則歸為只有一位主要消息來源；如果有許多消息來源，而這

些消息來源被引述的言論大致相等，則歸為有多位主要消息來源。 

7. 新聞主要消息來源的黨派 

由於一則新聞中可能沒有消息來源，也可能有一個或多個消息來源，判斷消

息來源的方式是，編碼者從有明確消息來源的新聞中，依新聞中引述消息來



源言論的多寡，來判斷主要的消息來源為何。如果新聞中有兩位或多位消息

來源，而新聞引述這些消息來源言論的份量相近時，則將這些消息來源同時

歸為新聞的主要消息來源。主要消息來源共分為泛綠（民進黨、台聯、建國

黨）、泛藍（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其他黨派（包括其他無黨籍人士）、各

黨派都有，以及其他等五類。如果消息來源是政府機關或政府官員，消息來

源的黨派歸入其他。如果是政黨，則歸為某一政黨。如果消息來源是人，若

能判斷其黨派，則勾選其黨派；若不能判斷其黨派或為學者，則歸入其他。

例：消息來源是商人，又無法判斷其黨派，則歸入其他。若有多位消息來源

且各黨派都有，則歸入各黨派都有。 

8. 新聞主要引述哪一組候選人或支持者的言論 

共分為泛綠（民進黨、台聯、建國黨）、泛藍（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其

他黨派（包括其他無黨籍人士）、各黨派都有，以及其他等五類。由編碼員看

完整則新聞，判斷新聞主要引述哪一組候選人或支持者的言論。如引述各陣

營的言論大致相等，則歸為各黨派都有。 

9. 新聞內容是否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共分為四大類：（1）未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2）平均涉及各組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3）主要涉及陳水扁、呂秀蓮，（4）主要涉及連戰、宋楚瑜。

新聞內容如未涉及明確可指認的候選人，則列為未涉及候選人。如平均涉及

兩組或兩組以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則歸入平均涉及各候選人。 

10. 新聞內容對涉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有利 

共分為有利、中立，和不利三類。對候選人是否有利，是指新聞報導所陳述

的事實與意見，對主要涉及的候選人有利。有利則歸為有利類（如讓候選人

表達他的政見），不利則歸為不利類；如果只陳述中立的事實與意見，則歸為

中立；如果有利與不利的事實與意見並陳，而且無法分辨究竟是有利或不利，

亦歸為中立類。 

 



（1） 有利：如果新聞中指某一組候選人會獲勝、選情樂觀、誠實、有能力、

獲得選民支持，或讓候選人發表政見等，均視為對該組候選人有利。

例如： 

「陳水扁昨晚在高雄造勢晚會上，再批連戰公投違法說是『獨裁』。

台北市勞工挺扁後援會昨天上午在圓山飯店舉行，對於連戰前天電視

辯論會抨擊扁政府四年不做事，陳水扁指出，民進黨這四年來的政績

可以接受社會嚴格檢驗，『如果我們真的沒做事，那麼行政院無論是

經濟或是公共建設的諸多表現，難道都是憑空而來？』」93 年 2月 23

日，蘋果日報 A10。 

 

（2） 不利：如果新聞中指某一組候選人已經出局、選情不利、A錢、貪污、

涉及不法、不誠實、沒有能力、買票等，均視為對該組候選人不利。

例如： 

「陳由豪說，『陳水扁團隊』的人很會說謊，吳淑珍和陳水扁可能太

忙，或給他們政治獻金的人太多，忘了他曾在一位『民進黨大老』陪

同下，兩次到陳水扁在民生東路的家見扁嫂，兩次都奉上現金三百萬

元，陳水扁後來還打電話道謝。」93 年 3月 1日，聯合報頭版。 

 

（3） 中立：指新聞陳述中立的事實與意見，未偏袒任何一組候選人；或是

有利與不利的事實並陳，而且時間、數量接近，無法分辨有利或不利。

例如： 

「連宋競選總部的招牌正式登陸中國並開始運作。由前法務部長廖正

豪擔任會長的連宋全國競選總部台商服務總會，近日在上海設立華東

分會並已掛牌辦公。與此同時，綠營也透過福爾摩沙基金會，以個人

名義進入中國暗中拜票，兩陣營短兵相接挖台商票。」93 年 2月 3

日，蘋果日報 A6。 



 

11. 照片或插圖內容是否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共分為四大類：（1）未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2）平均涉及各組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3）主要涉及陳水扁、呂秀蓮，（4）主要涉及連戰、宋楚瑜。

照片或插圖內容如未涉及明確可指認的候選人，則列為未涉及候選人。如平

均涉及兩組或兩組以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則歸入平均涉及各候選人。 

12. 照片或插圖內容對涉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有利 

共分為有利、中立，和不利三類。有利則歸為有利類（如讓候選人展現勝利

或樂觀的一面），不利則歸為不利類；如果有利與不利的事實並陳，而且無法

分辨究竟是有利或不利，則歸為中立類。 

13. 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有利 

由編碼員讀完整則新聞後，判斷該則新聞所陳述的事實與意見，對陳水扁／

呂秀蓮、及連戰／宋楚瑜是否有利。假如該則新聞只涉及一組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則除了判斷此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該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

有利外，對另一組候選人給人的整體印象應歸為不適用類。 

 

 

 

 

 

 

 

 

 

 

 



第五節 編碼及信度檢驗 

本研究的編碼工作由研究者和九位政大新聞系、所同學共同完成。所有的編

碼員在進行正式編碼前，均需參加兩次的編碼員訓練，讓編碼者能培養出對類目

的共識。共進行兩次訓練後，再以隨機方式抽出十則報紙選舉新聞進行信度檢

測。當編碼員對每則新聞的平均相互同意度達 0.8以上，信度達 0.9以上，才開

始進行正式編碼工作。 

檢測所有編碼員對每則新聞相互同意度時，是以全部登陸類目作為計算標

準，結果如下表： 

 

 

 

 

 

 

 

 

 

 

 

 

 

 

 

 

 

 



表 3-1 編碼員信度檢驗表 

類目 平均相互同意度 信度 

新聞性質 0.98 1 

照片或插圖面積 0.98 1 

標題面積 0.84 0.98 

新聞內容字數 0.89 0.99 

新聞主要消息來源的數目 0.73 0.96 

主要消息來源的黨派 0.82 0.98 

新聞主要引述哪一組候選人的言論 0.8 0.98 

新聞是否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新聞則數） 

0.86 0.98 

新聞對涉及的候選人是否有利 0.72 0.96 

照片是否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照片張數） 

0.88 0.99 

照片對涉及的候選人是否有利 0.7 0.96 

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總統、副總

統候選人是否有利 

0.7 0.95 

平均 0.82 0.98 

 

如果僅就新聞本身的形式或性質進行分析，如新聞性質、內容面積和字數等

等，相互同意度的結果往往較高；若涉及價值判斷的抽象問題時，相互同意度便

偏低。由於本研究的分類較複雜，參與編碼的人員也偏多，能求得這樣的信度值，

歸類的一致性應算頗高。 

 

 



第六節 統計方法 

本研究利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處理量化資料，並選

擇次數分配、百分比、卡方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分析。次數分配與百分比用以描

述各報選舉新聞內容分佈的情形，卡方分析則用以檢定各報對各組候選人報導的

數量及有利程度是否有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