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與個案分析，探討聯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及蘋果

日報四家報紙在二００四年總統選舉期間，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新

聞報導。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報紙內容分析 

（一）報紙如何報導本屆選舉 

本研究共分析四家報紙在隨機抽出的二十五天樣本中，所報導的 1,265 則選

舉新聞，其中，總統選舉新聞有 1,176 則，佔 93%；以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為主

的非選舉新聞有 89 則，佔 7%。 

1,265 則選舉新聞中，聯合報有 277 則，佔 21.9%；自由時報有 448 則，佔

35.4%；中央日報報導了 427 則，佔 33.8％；而蘋果日報報導 113 則，佔 8.9％。 

各報分別來看，中央日報對兩組候選人新聞則數的報導情形，明顯不同於其

他三個報紙，該報給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較多篇幅的報導；聯合報給予連戰、

宋楚瑜這組候選人的報導則數，也較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高出十個百分點以上；

而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對平均涉及各組候選人的報導比例，都超過二成五。 

照片的部分，本研究也分析四報刊登的 618 張有關總統選舉的新聞照片，其

中，中央日報有關總統選舉的照片數最多，共有 182 張，佔全部選舉新聞照片的

29.4%；自由日報和蘋果日報次之，分別有 167 張和 164 張，各佔 27%及 26.5%；

聯合報的選舉新聞照片最少，僅有 105 張，佔 17%。 

中央日報與聯合報所刊登的選舉照片張數及面積，皆明顯有利於連戰、宋楚

瑜這組候選人。在聯合報部分，所刊登的連宋照片張數是陳呂的二倍，而連宋在

中央日報的照片張數則是陳呂的六倍。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刊登的照片張數及面

積則明顯有利於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自由時報部分，陳呂的照片張數是

連宋的一點五倍，而陳呂在蘋果日報的照片張數則是連宋的二倍。不過，蘋果日



報與聯合報都有二成四的照片張數為平均涉及各組候選人，然而中央日報與自由

時報的該項比例卻不到一成。 

 在各報引用消息來源的情形方面，在四報 1,265則選舉新聞中，有 42則新

聞沒有消息來源，佔 3.3％；有 343則新聞以泛綠黨派的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

佔 27.1％；有 443則新聞以泛藍黨派的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佔 35％，是所有

新聞主要消息來源的黨派中比例最高的；僅有 25則新聞以其他黨派的人士為主

要消息來源，佔 2％，是所有新聞消息來源的黨派比例最低的；至於平均以各黨

派的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新聞有 230則，佔 18.2％。 

 在引用消息來源的黨派方面，中央日報最常引用泛藍人士為新聞中的主要消

息來源，比例超過六成；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皆較常引用泛綠人士為主要消息來

源，自由時報的比例將近五成；而聯合報引用泛藍和泛綠人士作為主要消息來源

的情形差不多。四報之中，又以蘋果日報最常在新聞中平均引用兩黨派人士為主

要消息來源，比例超過五成，然而該報也是唯一在新聞報導中未曾引用兩黨之

外、其他黨派或無黨籍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報紙。 

在新聞內容是否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部分，所有的選舉新聞中，有 426

則新聞的內容涉及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佔 33.7%；其次，有 372則新聞

的內容主要涉及連戰／宋楚瑜，佔 29.4％；而未涉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

有 261則，佔 20.6％；平均涉及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新聞有 205則，佔

16.2％。 

在新聞內容對涉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是否有利部分，本研究發現，約有

五成八的選舉新聞，以正面、有利的方式，來報導新聞內容中所涉及的總統／副

總統候選人；有約一成六的新聞以中立的方式，來報導新聞內容中所涉及的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而有約二成六的新聞以不利、負面的方式，來報導新聞內容中

所涉及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各報分別來看，聯合報、蘋果日報，中立報導的比例較不利的比例多；中央

日報和自由時報，則是不利報導的比例較中立的多。 



其中，聯合報對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的有利報導，較對陳水扁、呂秀蓮

這組候選人的有利報導稍多；而蘋果日報則是對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的有

利報導，多過對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的有利報導。同時，蘋果日報對陳、呂

這組候選人，中立的報導比不利的多，卻對連、宋該組候選人，不利的報導比中

立的多；而聯合報則是對兩組候選人中立的報導都比不利的報導多。至於自由時

報，則對陳、呂該組候選人有利的報導比例最高，而新聞內容涉及連、宋的不利

報導比例最高。中央日報則與自由時報恰好相反，對新聞中涉及陳、呂該組候選

人不利的報導比例最高，而對連、宋的新聞報導更是一面倒的偏向有利。 

照片內容對涉及的候選人是否有利部分，除中央日報外，其餘報紙的選舉照

片都是有利的比不利的多。其中，聯合報刊登兩組候選人的照片數量差不多，中

立照片的比例也相近，但對連、宋這組候選人較為有利；自由時報刊登的照片對

兩組候選人有利的比例都偏高，但在數量上對陳、呂較為有利，對連、宋不利的

照片比例也較高；至於中央日報則十分明顯，不論在數量或比例上都獨厚連、宋

這組候選人，對陳、呂不利照片的比例也較高；至於蘋果日報，則是在照片數量

和比例上，陳、呂都較佔優勢，對連、宋不利的照片比例較高。 

而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發現，四報選舉新聞對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較

為不利，所有新聞中有四成三的新聞對陳呂不利，有利的新聞比例只佔三成五；

而四報對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有利的新聞，約佔四成八，不利的新聞比例僅

佔二成八；至於對兩組候選人整體印象呈現中立的新聞數量則差不多，大致在二

成一到二成四之間。 

各報分別來看，自由時報的報導對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極為有利，對

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極為不利；中央日報則完全相反，對連戰、宋楚瑜這組

候選人極為有利，而對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極為不利。至於蘋果日報和聯

合報的選舉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則較為持平，聯合報的報導對連戰、宋楚瑜這組

候選人稍微有利；而蘋果日報的報導對陳水扁、呂秀蓮這組候選人較為有利。 

 



（二）假設驗證 

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是：不同報紙對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報導數量會

有差異。這個假設共有五個次假設，假設驗證的結果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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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經由卡方分析（X2 ＝ 25.14，p＜.001），可得知陳水扁、

呂秀蓮在中央日報的標題面積，明顯低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標題面積；而

連戰、宋楚瑜在中央日報的標題面積，則明顯高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標題

面積。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兩組候選人分別所佔的

標題面積，也有顯著差異（X2 ＝ 12.95，p＜.01）。陳呂在三報的標題面積都佔

整體標題面積的四成以上，在聯合報更接近五成；但連宋僅在聯合報的標題面積

佔比超過三成，在蘋果日報則僅有兩成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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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經由卡方分析（X2 ＝ 28.65，p＜.001），可得知陳水扁、

呂秀蓮在中央日報的新聞字數，明顯低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新聞字數；而

連戰、宋楚瑜在中央日報的新聞字數，則明顯高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新聞

字數。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兩組候選人分別所涉及

的新聞字數，也有顯著差異（X2 ＝ 15.92，p＜.001）。陳呂在三報的新聞字數都

佔整體新聞字數的四成以上，在聯合報更接近五成；但連宋僅在聯合報的新聞字

數佔比超過三成，在蘋果日報則僅有兩成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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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經由卡方分析（X2 ＝ 61.796，p＜.001），可得知陳水扁、

呂秀蓮在中央日報的新聞則數，明顯低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新聞字數；而

連戰、宋楚瑜在中央日報的新聞則數，則明顯高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新聞

字數。此外，若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兩組候選人分



別所涉及的新聞則數，也有顯著差異（X2 ＝ 21.763，p＜.001）。陳呂在三報的

新聞則數都佔整體新聞則數的四成以上，在聯合報更接近五成；但連宋僅在聯合

報的新聞則數佔比超過三成，在蘋果日報則僅有兩成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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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經由卡方分析（X2 ＝ 117.86，p＜.001），可得知陳水扁、

呂秀蓮在中央日報的照片面積，明顯低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照片面積；而

連戰、宋楚瑜在中央日報的照片面積，則明顯高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照片

面積。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兩組候選人分別所涉及

的照片面積，也有顯著差異（X2 ＝ 60.38，p＜.001）。陳呂在聯合報的照片面積

不到整體照片面積的三成，但在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則佔約六成；而連宋在聯合

報的照片面積佔比近五成，在自由時報則約三成，在蘋果日報則不到兩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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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99.94，p＜.001），可得知陳水扁、呂

秀蓮在中央日報的照片張數，明顯低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照片張數；而連

戰、宋楚瑜在中央日報的照片張數，則明顯高於該組候選人在其餘三報的照片張

數。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兩組候選人分別所涉及的

照片張數，也有顯著差異（X2 ＝ 22.9，p＜.001）。陳呂在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的照片張數都佔整體照片張數的五成以上，在聯合報則僅佔兩成五；但連宋在聯

合報的照片張數佔比達五成，在自由時報僅佔三成六，在蘋果日報則不到三成。 

 

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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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假設共有兩個次假設，假設驗證的結果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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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364.867，p＜.001），可得知中央日報



引用泛綠黨派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明顯低於該陣營在其餘三報出現的比

例；而中央日報引用泛藍黨派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則明顯高於在其餘三

報的比例。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則泛綠及泛藍這兩

個陣營分別作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也有顯著差異（X2 ＝ 120.296，p＜.001）。

自由時報引用泛綠黨派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明顯高於該陣營在其餘兩報

出現的比例；聯合報引用泛藍黨派人士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明顯高於該陣營

在其餘兩報出現的比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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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365.854，p＜.001），可得知中央日報

主要引述泛綠黨派候選人及其支持者言論的比例，明顯低於在其餘三報出現的比

例；而中央日報主要引用泛藍黨派候選人及其支持者言論的比例，則明顯高於在

其餘三報的比例。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則泛綠及泛

藍這兩個陣營的候選人與支持者言論分別作為主要引述來源的比例，也有顯著差

異（X2 ＝ 104.865，p＜.001）。自由時報引用泛綠黨派人士言論的比例，明顯高

於該陣營在其餘兩報出現的比例；聯合報引用泛藍黨派人士言論的比例，明顯高

於該陣營在其餘兩報出現的比例 

 

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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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假設共有三個次假設，假設驗證的結果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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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171.738，p＜.001），可得知新聞內容

涉及陳水扁、呂秀蓮的部分，中央日報有利報導的比例，明顯低於其餘三報；而

自由時報對陳水扁與呂秀蓮有利報導的比例，則明顯高於聯合報與蘋果日報（X2 



＝ 18.867，p＜.01）。此外，新聞內容主要涉及連戰、宋楚瑜的部分，中央日報

有利報導的比例，則明顯高於其餘三報（X2 ＝ 136.128，p＜.001）。僅就聯合報、

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也有顯著差異（X2 ＝ 27.638，p＜.001）。

自由時報對陳呂有利報導的比例，明顯高於其餘兩報；聯合報對連宋有利報導的

比例，也明顯高於其餘兩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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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25.782，p＜.001），得知照片內容涉

及陳、呂的部分，中央日報有利報導的比例，明顯低於其餘三報；而自由時報有

利報導的比例，則明顯高於聯合報與蘋果日報（X2 ＝ 13.723，p＜.01）。此外，

照片內容主要涉及連、宋的部分，中央日報有利報導的比例，明顯高於其餘三報

（X2 ＝ 32.87，p＜.001）。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則

各報間的差異未達統計顯著標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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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設獲得支持。由卡方分析（X2 ＝ 308.757，p＜.001），得知中央日報的

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陳水扁、呂秀蓮有利的比例，明顯低於其餘三報；自由

時報的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陳、呂有利報導的比例，則明顯高於聯合報與蘋

果日報（X2 ＝ 30.25，p＜.01）。此外，報導涉及連戰、宋楚瑜這組候選人的部

分，中央日報的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其有利的比例，則明顯高於其餘三報（X2 

＝ 231.338，p＜.001）。僅就聯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三報進行比較，聯合

報的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對連、宋有利比例最高，不利比例最低；自由時報則

是不利的比例最高，有利比例最低；而蘋果日報印象中立的報導比例最高。 

 



二、報紙個案分析 

由各報對陳由豪事件的個案報導可以發現，聯合報在純淨新聞的版面、論點都盡

量保持中立平衡，對藍綠雙方有利的新聞幾乎各佔一半，並未明顯偏袒藍綠任一方；

自由時報在本研究所選取的報導中，以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對陳由豪不利的報導，同

時在特稿中影射陳由豪與國民黨的關係密切，新聞報導加上特稿中影射藍營的文字，

不利於藍營的新聞總字數高達三千七百字，論點明顯不平衡，同時在版面安排上，以

記者的特稿在前、純淨新聞在後，易使讀者產生先入為主、不利藍營的印象，新聞編

排與寫作上有失公允；中央日報則以大量不利綠營的純淨新聞、特稿，及新聞照片，

甚至是有誤導讀者嫌疑的標題，企圖塑造不利綠營的新聞印象，篇幅和論點都不符新

聞倫理規範，對綠營極度不利，立場嚴重失衡；蘋果日報則在報導中盡量呈現多方聲

音，包括藍綠的說法，陳由豪的指控與扁營的回應等，立場較客觀中立。 

總結各報對陳由豪事件的個案報導，大量採用匿名消息來源是各報共同的缺失之

一，包括聯合報及蘋果日報，在新聞的查證、消息來源的處理上，仍有很大改進空間。

而自由時報與中央日報，則以將近整版的大篇幅報導，營造有利於綠軍或藍軍的新聞

印象，使新聞的論點與立場失衡。兩報甚至利用特稿和專欄發表不利於藍軍或綠軍的

言論及分析，新聞處理極度不當。 

由各報報導阿米塔吉和薛瑞福對公投發表的言論可以發現，聯合報在報導中都盡

量呈現多方聲音，包括綠營的說法及回應等，立場還算客觀中立；自由時報則與其他

報紙的作法不同，像是報導其他報紙未發表的「公投歷史意義」座談會，內容一面倒

的贊成舉辦公投，或是報導美國海軍戰院學者憂心台灣戰力薄弱’、及日本媒體社論

呼籲中國冷靜看待台灣選舉，間接表達支持台灣公投的看法，片面傳達只對公投有利

的訊息；中央日報則在報導中全以藍軍為主要的消息來源，同時新聞標題、特稿全對

綠營不利，立場有失中立；蘋果日報則在消息來源的引用與引述內容上皆較客觀中立。 

由公投議題觀之，消息來源的處理是各報在報導中最常犯的錯誤。其中，聯合報

較常引用匿名消息來源；自由時報也偶爾引用匿名來源；中央日報則多使用單一消息

來源，營造對綠營不利的局面。 



此外，部分報紙也傾向做出符合自己立場的新聞標題，與事實有落差。像是 2月

8日報導薛瑞福的言論中，自由時報的頭條標題為「美：台灣有想改變現狀的趨勢」

次標並表示「美對台無協防條約 但有責任 而台海若開戰 台灣須在美與盟邦支援

下迅速退敵」，但中央日報的標題卻是「美國務院：公投無必要性 華府不會背書 兩

岸維持現狀 台灣主流民意」。截然不同的兩種標題，所反映的是兩家報紙極端對立的

立場，也顯示聳動、主觀的下標方式，已成為現今新聞處理的一個趨勢。例如，中央

日報 2月 1日三版的標題為「美質疑 320公投動機 府院黨拗稱非反對」，蘋果日報 2

月 1日 A12版的標題有「美批公投 政院不甩」，都是在新聞中暗藏主觀價值判斷，

企圖引導讀者的認知，有違新聞倫理的客觀公正原則。 

 

 

 

 

 

 

 

 

 

 

 

 

 

 

 

 



第二節 研究發現的意義 

本研究以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期間報紙的選舉報導為分析對象，試圖透過對

報導的量化分析，及特定議題的質化分析，比較各報對選舉新聞的報導情形，以

瞭解報紙是否公正客觀的報導本屆總統選舉。 

結果發現，本次總統大選中，報紙對於選舉新聞報導的政治偏差現象，已較

以往有明顯改善，聯合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對各政黨陣營的選舉新聞報導，

都較中央日報更客觀中立。由此可見，一般民營報紙的選舉新聞無論在引用消息

來源、報導數量及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方面，均比黨營報紙來得公正。 

綜合觀察各報的新聞報導可以發現，各報的新聞內容主要涉及陳、呂該組候

選人的比例較高，若比較標題面積、新聞字數及則數也可發現，民營報紙對陳、

呂該組候選人的報導多於對連、宋該組候選人的報導；但對陳、呂該組候選人不

利的報導比有利的多，對連、宋該組候選人則是有利的報導比不利的多。 

根據國外的選舉研究，在位者在選舉期間較易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這是媒

體工作者基於新聞價值的判斷，便在產製新聞時，以不同方式報導各組候選人

（Graber, 1997）。由於陳水扁、呂秀蓮為現任國家總統及副總統，本身便獲得較

高的聲望地位和較多行政資源，因此也獲得較多的媒體報導。由媒體報導量可以

映證，在位者資源較多，現任的總統參選人連任經常會獲得大眾媒體較多的關注

（陳兆熙，1984；Kenney & Simpson, 1993）。整體來看，陳、呂這組候選人在民

營報紙所佔的標題面積、新聞字數及則數上都較連、宋這組候選人多。 

在此次選舉新聞的報導中，大多數的報導皆以有利或中立方式呈現這次選

舉，但對陳、呂該組候選人的報導中，給人整體印象呈現不利的比例，卻高過對

連、宋該組候選人不利報導的比例。過往研究顯示，在位者（incumbents）在選

舉期間不僅較易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施政作為也容易成為媒體嚴格審視的目標

（Graber, 1989；羅文輝、鐘蔚文，2002）。各報對陳、呂該組候選人不利報導的

比例較高，反映出的可能是媒體對執政者較高的期待及評判標準。 



然而仔細分析各報的報導，由各報產製的新聞內容中，可能會發現報紙的不

同所有權，仍對新聞報導的方向造成影響。例如在照片面積與數量上，聯合報及

中央日報給連、宋這組候選人的篇幅比陳、呂多。 

另外，在報導量方面，聯合報對連宋的報導較多，自由時報引用及引述陳呂

兩位候選人的言論也明顯較多；而且在整體印象上，自由時報的報導對陳呂兩位

候選人明顯較為有利，對連宋較為不利。 

中央日報作為國民黨黨營事業的報紙，報導立場仍延續為黨宣傳的一貫作

風，在報導量、消息來源的黨派、照片面積及張數等多項指標上，對國民黨候選

人連宋均極為有利，對另一組候選人極度不利。 

由個案分析可以發現，中央日報傾向以各版頭條、評論專欄，及大篇幅的新

聞報導，呈現對綠營的不利報導。甚至採用以偏概全的標題，偏頗、片面的消息

來源，一面倒的維護藍營，攻擊綠營，完全不符合新聞倫理規範。因此，中央日

報的報導情形與聯合報、蘋果日報相比，呈現顯著差異。 

聯合報及自由時報則在選舉新聞的報導量上，包括引用消息來源的數目、各

組候選人所佔的標題面積、字數及則數，兩家報紙呈現相似的報導情形。 

不過，對於各組候選人選舉照片，聯合報對連、宋該組候選人的報導無論在

照片張數或照片面積上，都遠高過該報對陳、呂該組候選人的報導，自由時報則

是在照片張數、照片面積上，對陳、呂該組候選人呈現的比例遠高於對連、宋該

組候選人。此種情形顯示，兩報所有權人的黨派傾向對選舉新聞的報導方式的確

可能產生影響。 

然而，在引用及引述消息來源的黨派方面，聯合報引用泛藍及泛綠黨派人士

作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相當，自由時報引用泛綠人士作為消息來源的比例卻遠

高於引用泛藍作為消息來源的比例，兩報因此呈現顯著差異。 

另外，在新聞給人的整體印象方面，聯合報對兩組候選人有利報導的比例都

高於不利報導的比例；但自由時報則是對陳、呂該組候選人有利報導的比例多於

不利報導的比例，對連、宋該組候選人不利報導的比例多於有利報導的比例，其



中，自由時報對連、宋該組候選人不利報導的比例，明顯較對陳、呂該組候選人

不利報導的比例高。 

過往的研究顯示，偏差的方式之一，是在報導政治事件時刻意選擇某些資訊

並刻意忽略部份消息，因此，媒體單純報導候選人或議題的方式將不足以證明是

否有政黨偏差。換句話說，如果一黨候選人獲得報導的版面較小，可能有幾種解

釋，一、他的處境的確不利，如果不能反映出兩人實力懸殊的事實，反而是偏差；

二、非政治因素的影響，如另一人對該企業有利，因此多報導有助改善收視率；

三、另一陣營積極的企畫活動以獲得更多新聞報導，迎合媒體需求；四、該台或

報紙的確偏差報導，偏袒一方打壓另一方（Hofstetter, 1978）。 

根據上述四點，若以本次總統大選情形分析，陳、呂及連、宋兩組候選人實

力相當，兩黨在企劃選舉活動的能力及頻率也相似，選舉過程中民調結果互有領

先，實在很難分出軒輊。因此可以推論上述第一及第三種情形發聲的可能不大，

聯合報及自由時報在選舉報導中呈現的差異情形，可能和第二及第四點因素有

關。 

由本研究的個案分析則可發現，聯合報無論在陳由豪事件或公投事件的報導

中，幾乎都以平衡報導方式處理藍綠陣營雙方的說法，對藍綠雙方有利的新聞大

約各佔一半，只在少數的新聞分析、特稿或社論中，以匿名消息來源影射、暗示

的方式對綠營不利；自由時報卻以大篇幅的純淨新聞報導、甚至將特稿的位置放

在純淨新聞之前，以及主要引用綠營消息來源的新聞報導，營造出極有利綠營的

新聞氛圍。從兩報對陳由豪及公投事件的處理方式，可以看出聯合報及自由時報

在新聞處理上的顯著差異，自由時報的偏差情形似乎較為嚴重，也明顯較偏袒泛

綠陣營的候選人。 

至於新加入台灣報業市場的蘋果日報，在消息來源的引用及引述上較符合平

衡報導的原則，報導量中平均涉及各組候選人的比例也是四報最高的。可見該報

新聞報導的立場與其他三報相比，較為中立。但若仔細比較蘋果日報的報導可以

發現，該報對陳、呂候選人的新聞對比連、宋這組候選人報導的多，這種差異可



能是因為陳、呂為在位者擁有較多的資源所導致的結構偏差。 

由個案分析也發現，蘋果日報在新聞的消息來源引用上，通常呈現藍綠雙方

不同的聲音，立場較為客觀中立。不過，該報在報導中較常引用匿名消息來源，

也傾向以聳動方式下標，是需要改進之處。 

除了政黨偏差外，報紙的選舉新聞也有明顯的結構偏差。無論民營或黨營媒

體對兩位總統候選人的報導數量較多，對兩位副總統候選人的報導量較少，此種

情形在歷屆中外選舉中都常發生，美國新聞媒體常因新聞價值的選擇，報導以總

統候選人為主。 

從國內有豐富的新聞偏差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新聞媒體的政治偏差情形一向

是國內研究者相當關注的議題，本研究除了作為選舉新聞長期研究的觀察之一，

由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媒體所有權及所有人對選舉新聞的影響，仍值得社會大眾

的關注及監督。 

若觀察過往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我國平面媒體對選舉的報導與呈現，與國家

政權有密不可分的關連。在以往報禁解除前後、國民黨執政時期，媒體較專注報

導國民黨，國民黨也擁有最多的報導量，但隨著兩千年後總統大選造成執政權轉

移，媒體報導的焦點也隨之改變，本次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及泛綠政營就有較多

的報導量。顯示報紙對於選舉新聞的報導，在報導量的平衡上已有所改善。 

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是政黨輪替後的第一次總統大選，由報紙選舉報導分析

發現，我國的媒體焦點已隨執政黨派不同，在新聞版面上對泛綠陣營較關注，同

時也對執政黨採取較嚴厲的審視標準，在在顯示我國的媒體報導已如西方國家，

逐漸朝向民主化。但同時本研究也發現，黨營媒體報導選舉的目的，似乎仍為打

擊對手、而非提供正確客觀的報導；民營媒體無論在照片呈現、對候選人整體印

象的呈現、以及在如公投事件等特定新聞議題的呈現上，也反映出各報的黨派立

場及新聞偏向。可見媒體所有權的不同，的確可能造成不同的報導結果，在新聞

守門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媒介所有人，對新聞內容會造成深遠影響，新聞報導

的偏差議題，也值得後續研究繼續關注。 



第三節 對選舉實務的建議 

本篇研究以量化及質化取向分析台灣的四家報紙對於二００四年總統大選

的報導情形，發現政治偏差情形雖較以往已有改善，但仍然存在，尤其是政黨發

行的中央日報，新聞報導中仍一面倒的偏向泛藍陣營，對泛綠採取負面價值判斷

的指控，違反新聞要求中立客觀的原則，僅顯現單一的意識形態。 

 Herbert Gans（1992）曾提出「多元化」新聞報導的理論，認為新聞媒體必

須以多元報導提供不同角度，以平衡讀者對社會事件的認知，同時促進民主政

治。由於民眾需要充足資訊，以協助在民主政治中進行正確的判斷與選擇，大眾

媒體需肩負「理性、公開、自由」的原則，在事的報導上盡量考慮不同族群的需

求，提供多元觀點的能見度；在人的報導上則應考慮種族、宗教、年齡等多元文

化的需求，並促進民主政治的參與。 

為了提供多元觀點的報導，Gans指出，新聞報導的版面會變多、各則新聞

會較長，以容納更多消息來源的意見；新聞記者的背景應多元化，才能充分反映

各階層的想法；記者可在評論與新聞分析中，表達支持的意識形態，但在純淨新

聞中則應容納更多觀點，超越個人的偏好，朝客觀新聞報導發展（Gans, 1992）。 

由此可見，如果想解決新聞媒體報導中所呈現的政治偏差情形，方法之一，

便是由記者的政黨背景著手，從錄用新人時便考慮不同黨派、不同背景的新聞工

作者。就像國際企業中常有來自各國的員工一樣，來自不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

儘管剛開始十分陌生，但藉由互相討論、溝通，將可為組織帶來新觀點及活力，

避免同質化的情形發生。 

目前的新聞傳播院校、新聞機構，錄取新人時都很歡迎具備來自文、法、商、

理工等不同背景的人，原因就是新聞工作者接觸面廣泛，來自不同背景的思維邏

輯將有助於帶給組織新的衝擊。假如一個組織中的新聞工作者背景多元，具備不

同意識形態的記者，在報導中會使各種觀點都有發聲的機會，將有助新聞內容的

觀點兼顧各個面向，也可因而減少偏差情形的產生。 



由於報紙是民眾獲知選舉消息的重要管道之一，在選舉期間報紙更是選民獲

得政治知識的來源，報紙的報導也對選舉結果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報紙在報

導選舉新聞時，對各組候選人的報導不論在報導量、消息來源的引用和引述，以

及給人的整體印象方面，都應該保持公平客觀中立，不應該以自身的政治立場左

右民眾的判斷與決定，否則將失去大眾傳播媒體作為第四權的功能。 

由國內的選舉研究顯示，報紙與電視是選民獲得資訊的主要來源，約有三分

之一的選民投票時，會受到報紙與電視新聞報導的影響（彭芸，1991）；同時，

選民會因為接觸不同經營型態、政治立場媒體，產生不同的投票行為（孫秀蕙，

1995）。因此，大眾傳播媒體是否能以客觀、多元的方式報導新聞，將對民主政

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本研究結果發現，新聞從業人員應從報導量、引用和引述各黨派消息來源

的量，與報導給人的印象三方面下手，改善新聞報導的客觀性。選舉新聞的發展

過程中，在狀況未明的情況下，各家媒體為了搶先發布新聞，常有採用匿名消息

來源的方式，如此不僅易使讀者對消息來源的可信度產生質疑，也有違新聞倫理

的規範。 

執全球報業之牛耳的紐約時報，為了增進新聞的可信度，從 2004 年起首度

創立「標準規範編輯團隊」。這個由副總編輯領導的團隊，每日徹底檢查新聞編

輯的處理流程，並在社內公開提出一系列建議，協助將建議化成行動計畫，用以

強化紐約時報編輯部的管理措施。此外，總編輯及執行副總定期在報上撰寫討論

報紙問題的專欄，鼓勵讀者思考新聞的處理方式，並在網站上提供新聞中引用的

所有文件及訪談紀錄，以進一步減少匿名消息來源的引用，也避免新聞事實的錯

誤。甚至為了避免如傑森布萊爾撰寫假新聞事件的再度發生，報社內建立起錯誤

稽核的系統，並鼓勵開發檢查抄襲的軟體，遇有指控便可使用（聯合報，2005.6.4：

A4）。上述的機制顯現一個媒體積極改善新聞正確、提升可信度的作法及態度，

也值得國內媒體學習。為了使純淨新聞及充滿立場的評論分開，國內的報紙也可

考慮學習西方國家的報紙，將評論及社論單獨放在一個版面（Op-ed），以紐約時



報為例，評論版的執筆者與新聞團隊完全分開，充滿各種立場的 12至 16人評論

團中，每日都依照「平衡」原則，在報紙版面上呈現各種立場的聲音。 

值得思考的是，在台灣社會現今的環境下，研究新聞報導的政治偏差情形是

否真有助於客觀新聞的出現。由總統大選反映出的族群對立情形來看，消費市場

對於媒體的需求或許不在乎公正客觀，而是傾向選擇符合自己立場的媒體，媒體

工作者在生存、營利的前提下，自然而然會朝向不同的立場發展，以符合市場利

益。儘管民營媒體在偏袒的政黨與候選人不一致的情況下，也因而呈現多元性的

新聞報導，但市場利益終究不能成為新聞偏差合理化的藉口，在「客觀」難得的

情況下，或許新聞媒體應把「正確」當成第一要務，使正確性凌駕在客觀性的要

求之上。 

總而言之，我們衷心盼望媒體能去除單一消息來源、支持特定政黨立場造成

新聞偏差的陋習。對中央日報，我們期待新聞報導中能藉由更多元觀點的呈現，

淡化為黨宣傳的形象；自由時報及聯合報努力減少新聞報導中的政治偏差，不偏

袒任一陣營的候選人，僅以特稿表達新聞從業人員多元的立場，但純淨新聞能為

更多背景、種族的人發聲；蘋果日報能減少標題中聳動、易誤導讀者的文字，同

時保持對各陣營一視同仁的中立態度，使台灣的選舉新聞報導，朝向更客觀、更

正確的方向前進。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礙於時間及能力限制，僅能對一次總統大選的新聞報導進行分析，論

點分析亦僅能限制於支持藍營或綠營的單一層面，對媒體其他觀點的選擇與表

現，無法同時兼顧。 

未來研究若能在主題選擇上橫跨多次總統大選的新聞報導比較，或可看出各

家媒體在時間及政治環境演變等因素下，意識形態及報導立場的轉變，並可藉此



評估媒體報導長期的觀點變化。以更具縱深的研究方式，探討在民主政治發展越

來越成熟的環境下，媒體報導的方式有怎樣的轉變。 

在研究方法方面，量化部份會遇到新聞標題有時與新聞內容不同的問題，意

即新聞內容或許公正呈現各方的論點，但在新聞標題卻採以偏概全或情緒性的字

眼處理，造成新聞印象的偏差，未來研究或許可採新聞標題與內容分開探討的方

式，以更確實反映新聞報導的情形。 

也有學者認為，由於讀者未必會讀完所有相關新聞，新聞報導的政治偏差其

實發生在每一則新聞中，而非普遍性存在整體的新聞報導（Fico＆Cote, 1999）。

也就是說，除了大至整體新聞報導中可能由某一種意識型態主導外，其實小從每

一篇報導中段落的安排、遣詞用句都可能察覺偏差，值得研究者細細探究。因此，

在量的研究上，未來的相關研究若能深入探討每則新聞的內容，從段落編排等細

節分析探討，相信也能增進對新聞偏差議題的認識，有助提升整體新聞品質。 

至於質化研究方面，本研究選擇「公投事件」及「陳由豪事件」來分析報導

的偏差程度，受限於時間及能力所及，兩個事件各僅選擇兩天的進行分析，僅以

兩天份的報導便要歸納各報新聞報導的情形，觀察期間仍不夠長。同時在分析過

程中，本研究未採取特定的理論輔助觀察，僅從報導量、消息來源、對各候選人

的有利程度及整體印象等四個指標進行分類，未能深度探討報導背後的意識型態

展現，也沒有將新聞照片傳達的訊息，納入研究範圍。 

此外，在案例的選擇上，最理想的狀況是能針對兩個陣營各選一件不利的事

件進行探討，則對各報的報導會有更公正公平的看法。不過，本研究所選擇的兩

個案例都是在事件發展的時間、影響層面上較廣的案例，也不失為可觀察的對象。 

未來新聞報導偏差的相關研究以質化取向進行時，研究者可在選取特定的新

聞事件後，根據傳播理論設計完整的研究類目，據此長期針對該事件進行研究觀

察，除了新聞報導外，也可將新聞照片一併納入分析，將能對新聞報導的偏差程

度，有更完整深入的探討。 

質化部份還可輔以對新聞機構的深度訪談，深入進行所有權影響新聞內容的



質化研究。藉由針對特定議題的新聞表現，對報社編輯與記者進行深度訪談，以

進一步舉實例或新聞政策，說明不同所有權的經營型態對新聞內容和處理方向的

影響。如此將可更客觀看待新聞媒體的「偏差」報導情形，彌補僅從新聞報導量、

消息來源引用量的量化研究角度的不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