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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政治廣告的定義與歷史 

 

簡明不列顛百科全書中對廣告的定義是：廣告是傳播資訊的一種方式，其目

的在於推銷商品、勞務，影響輿論，獲得政治資源，促進一種事業或引起刊登廣

告者所希望的其他反應。廣告資訊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其中包括報紙、雜誌、電

視、無線電廣播、張貼廣告及直接郵送等，傳遞給它所想要吸引的觀衆和聽衆。

廣告不同與其他傳遞資訊形式，它必須由登廣告者付給傳播資訊的媒介以一定的

報酬。 

現代經濟詞典一書中說：廣告是爲了達到增加銷售額這一最終目的而向消費

者、廠商或政府提供有關特定産品、勞務或機會等消費的一種方法。它傳播關於

商品和勞務的消息，向人們說明它們是些什麽東西，有何用途，在何處購買以及

價格多少等細節。 

Bolland 將廣告定義為『付費，在媒體上將訊息作有組織的呈現。』

（Bolland ，1989：10）。因此就嚴格意義而言，政治廣告是為了傳達政治信念

給大眾，而以商業付費的方式購買和使用廣告版面或時段。政治廣告所使用的媒

體，包括，電影、廣告看板、報紙、雜誌、收音機、電視等。 

根據MORI1在 1987 年 7月英國大選所作的一項民調顯示，投票行為的決定

因素有三個，特別是對那些具有決定性的游離選民，或尚未決定投票的選民；第

一，最常見、最顯著而且最重要的是，政黨政策的形象，佔 44﹪，第二，是政

黨領導的形象，佔 35﹪，第三，政黨的總體形象，佔 21﹪（轉自 Worcester，

                                             
1 MORI 為英國一個民調公司，詳細內容可參考其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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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11）2。這些政黨認同的形成都必須透過傳播，顯示至少傳播的技巧和

能力在影響政治行為和選舉結果是很重要的。政治傳播的用意是在發掘能否藉由

塑造個人的外貌，改變選民對候選人的觀感，並影響其投票選擇。 

金溥聰指出，今日的選舉活動實際上已逐漸演變成由候選人、新聞媒介與選民三

者互動的一個過程，也就是所謂的現代「選舉三角」，在這個三角之中，傳播媒

介實居於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金溥聰，1997：203）。而競選廣告更在選舉傳

播活動中，扮演了重要的地位。  

1990 年 O'Shaughessy（N. O'Shaughessy）在 Th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Marketing 中整理美國選舉政治廣告出現的歷史如下：報紙廣告首見

於 1916 年；1936 年羅斯福首次採取廣播選戰；1950 年第一次出現電視競選廣

告。人們對戰後消費資本主義廣告的普遍肯定，導致一種假定，認為可以將廣告

的說服策略利用在政治上。在 1950 年代，Rosser Reeves，「USP獨特促銷法」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的創始人，首先將商業廣告可以促銷商品，那

麼他們也可能促銷政治人物的觀點，帶入政治學領域之中（轉引自林文益，

1997：91）。 

   但由於促銷的產品對象不同，政治廣告和商業廣告當然會有很多方面的不

同，但是商業廣告聯結的策略也經常可以使用在政治廣告上面。換句話說，政治

已經演變為消費者必須經由大眾媒體在諸多政策中選擇其一的過程。Nimmo＆

Felsberg（1986：252）指出，「候選人必須經常將自己像不同品牌的產品一樣

推銷出去」。再者，這些被製造出來的選擇不只是使用價值（某 A政黨將能使國

家效率的運作），還包括交換價值與符號價值（A 政黨是因其代表某種完整性而

異於 B政黨）。在塑造政治行為者某種意義的過程中，政治廣告除少數自創的手

法外，大部分還是借用商業廣告的技巧。 

廣告的功能是向市場推銷産品，工業社會派生出來的廣告，其最終目的是獲

                                             
2  Worcester,R.M.：British Public Opinio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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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大的市場利潤。廣告在製造者（貨品、勞務或政見）和消費者的交換之間有

兩個功能。第一，告知功能，民主政治過程中假定選民理性的選擇，並且選民能

夠獲得資訊，新聞是提供資訊的一種來源，而廣告則是另一種來源。因此，現代

的政治廣告也可以如同商品廣告，告訴人們誰是候選人，他所提供的政見是什

麼；除之外，廣告還有另一層作用─說服作用。廣告的功能在於賦予商品意義，

讓個別的消費者覺得有意義而加以購買，在於區隔功能相似的產品，並透過這種

過程來此聯結消費者的欲求。而廣告的策略很多，他們的共同點在於使用從產品

本身以外的事物中汲取閱聽人所熟知的各種意義與符號；也就是說廣告要從文化

中其他符號去擷取意義。 

政治廣告雖然在許多方面與產品廣告不同，但兩者確有類似之處，重點不外

乎：瞭解產品、注意競爭者、瞭解觀眾等（彭芸，1992：14）。好的政治廣告當

然能夠影響投票行為，因此評估的標準就在於廣告的出現、廣告的訊息，以及廣

告的滲透力。廣告的表現注重的是廣告是否可吸引並持續人們的注意；訊息則注

意是否可為其目標對象所容易理解，是否強調了合宜的議題等；而廣告的滲透力

則包括廣告出現足夠嗎？所使用的媒體是否對達到欲訴求的對象最為理想等

（Seib，1987）。 

 

第二節 政治廣告的作用與效果 

 

政治廣告的作用，表現在二個層次。第一，比較詳盡的全部候選人或政黨相

關政見的消息，而這是電視新聞所做不到的。電視新聞已經發展一套深入報導分

析政黨政策的慣性模式（generic convention）和敘述方式（narrative 

practices），新聞中即使引用候選人所說的話，也是少的可憐，而且僅只是少數

關鍵字句的重複。在這種電視成為大部分人們政治信息主要來源的情況下，廣告

可以說是政治行為者最有機會傳達其政治主張的方式（Brian. M著；林文益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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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85）。 

Denton＆Woodward（1985）認為政治廣告的功能有七：創造對候選人

的興趣、建立名字的認識、刺激民眾參與、提供對候選人支持的動力、認別主要

政見並建構公眾辯論的問題、展現候選人的才華，以及提供娛樂等。 

和一般商業廣告相同的，政治廣告除了告訴政治消費者可以選擇的選項外，

政治廣告一樣也企圖改變政治消費者的選擇。而政治廣告的說服作用如同消息的

傳佈一樣，對政治人物來說有極明顯的優點；最明顯的是政治人物可以完全掌握

廣告中的政治訴求，不同於新聞報導般，掌握在媒體手中，甚至可以說政治廣告

是政治人物唯一可以一手掌握的大眾傳播工具。而且事實也證明，在 1988 年美

國總統大選中所做的調查發現，有 25﹪的選民認為政治廣告影響了他們的選擇

（Denton＆Woodward，1990：56）。 

 在選舉過程中，政黨及政治人物花費龐大的金錢和創意資源，可見廣告確實

能有效的塑造行為，但此種證據顯然是很少的。Diamond＆Bates（1984：351）

所作的研究證明了「使用與滿足」的論題，該論題認為政治廣告的效果相當程度

地視受眾既存的政治態度決定。候選人的支持者會將自己的觀點投射在候選人的

廣告，挑他們想聽的，根本不在乎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講什麼3。此外，很多研

究都指出，實際上，很少人會因政治廣告而改變投票行為。廣告可以增強既有的

政治態度和行為模式，但很少加以改變。Cundy（1986：232）則指出，政治

廣告的效果和受眾對該政黨及候選人成反比，而且一旦候選人的形象已經形成，

新的資訊幾乎就不可能再產生任何顯著的改變。 

   政治廣告的主要效果有二：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直接效果意指接收政治廣

告後，政治消費者對候選人的偏好或投票意願改變的程度。而間接效果指的是不

同的政治廣告可能影響到新聞媒體的報導，然後間接的因為選民觀看或閱讀新聞

                                             
3  關於投射作用另有一篇文章是論述此點的。 參閱 盛治仁  「議題投票與議題作用的探討」 

90 年 12月 16日  台灣政治學會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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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資訊而影響到選民（張卿卿，2000：6）。直接效果的影響主要三個面向，

分別是；1.認知效果，企圖提高選民對候選人的認識及對政見的認知；2.態度情

感效果：透過競選廣告文宣讓選民對該候選人產生好感；3.行為面向：促發選民

投票的決策或意願。而間接效果的影響則產生在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上。 

    Kaid（1981）認為政治廣告具有幾種特色，故會對傳播效果產生影響：1.

政治廣告通常包含了大量的實質的政見資訊；2.在政治廣告的傳播過程中，媒體

變數與傳播來源（候選人）的互動可能產生影響，即不同類型的候選人可能適合

不同類型的媒體；3.電視政治廣告較不會受到黨性因素左右，但仍會受到選民觀

看時選擇性暴露、記憶及理解的影響；4.當選民涉入感較低時，政治廣告較能發

揮其影響力，此現象在地方選舉中最明顯；5.政治廣告，特別是電視政治廣告在

認知上有極大的影響力，可增加候選人及其政見之知名度；6.政治廣告，尤其是

電視政治廣告，具有影響行為的效果，會直接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 

雖然很難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政治廣告的效果，但廣告已成為選戰中最重要的

資源。從 1988 年布希與杜卡吉思兩人總共花在電視廣告上的競選經費大約 8500

萬美元，到 1992 年光布希陣營獨自一人就花費 6000萬美元，即可知政治廣告

在競選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廣告不能刺激正面的投票決定就不能算是最好

的廣告（Seib，1987）。 

關於廣告效果的國內研究方面，鈕則勳（2001）以廣告呈現方式來分析，

認為報紙廣告效果不如電視廣告，並且廣告量多不一定代表得票就會多。鈕則勳在

檢證廣告訴求與選民情感效果上發現正面形象訴求廣告，大約可得到五成左右的

選民認同，而攻守俱佳型的廣告，則可發揮最大的作用。在投票影響上，攻擊型

廣告的呈現，其實對選民投票的影響有限。但就中立選民而言，競選廣告的確對

選民的投票行為有改變的作用。張卿卿（2003）以 1998 年台北市長選舉為例的

經驗性研究發現，選民對競選廣告訊息的認知會受選民的政黨認同所影響。換句

話說，台灣的選民對競選廣告的說服內容有選擇性的認知。一般而言，選民的投

票行為受到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的正面影響；相反的，選民的投票行為受到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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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的反面影響。也就是當選民接觸到與選民政黨認同一致的廣告

訊息時，選民的投票行為會廣告訊息所影響；當選民接觸到與選民政黨認同不一

致的廣告訊息時，選民的投票行為則不會受到廣告訊息所影響，甚至會產生與訊

息相反的投票行為。這樣的結果也再度間接證明，在台灣的投票行為中，政黨認

同才是影響選民的關鍵因素。政黨認同甚至影響選民對競選廣告訊息的認知。 

 

第三節 競選廣告的表現形式 

 

Joslyn（1990：99-108）對廣告進行內容分析，依廣告的內容區分為以下

幾類： 

（一）期望政策選擇的訴求（Prospective policy choice appeals）：這類的

訴求是給選民有機會來比較候選人的政見承諾，以使選民投票給最接近其

政策喜好的候選人。這種訴求是未來導向的，並且特別、細緻，使得選民

可預知候選人的政策意圖與喜好。 

（二）回顧政策表現（Retrospective policy performance）：選舉不光是使選

民比較或評估候選人未來對政策的計劃與承諾，它更提供選民機會來評斷

過去候選人或政黨的政策表現，因此可以給予獎懲。這類型的訴求都是要

求選民回顧參選人過去的表現是否讓大家滿意，是一種「算老帳」的形式。 

（三）仁慈領袖的訴求（Benevolent leader appeals）：訴求選民以候選人的

人格特質以及個人屬性，也即是「形象政治」的部份，包括了候選人的熱

誠、同情、正直、力量、知識、活動等。 

（四）政黨訴求（Partisan appeals）：這類訴求提及候選人的政黨認同，並常

將候選人與黨內主要人士並列，其假設是認為選民會為政黨的忠誠所影

響，這訴求再細分可包括訴求兩黨、訴求自己政黨、訴求對手的政黨、直

接明顯訴求或隱含式的訴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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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識型態的訴求（Ideological appeals）：顧名思義是以明顯的意識型

態的辭彙來訴求選民，最普通的例子即為自由派、保守派的訴求。 

（六）象徵的訴求（Symbolic appeals）：這類訴求依賴神話、文化理念（如自

由企業、誠實、個人主義、堅毅等）來闡述，象徵訴求是將選舉視為政治

的儀式，因此並不強調選民對不同政策選擇或領袖品質的討論，就好比一

般的儀式，政治廣告使用戲劇的主題及行動來吸引注意、簡化問題、強調

特別的原則，並將參與者的反應結構化（轉自 彭芸，1992：16-7）。 

 

而根據過去資料的統計仁慈的領袖與回顧政策表現是出現最多的兩種訴

求形式。 

Devlin（1986）分析了近三十年的短廣告，對其主要的風格進行區分，提

出八種類型： 

（一）原始的政治廣告：原始的政治廣告，觀眾一眼就看出其中的排演、製造的

痕跡。 

（二）演說式政治廣告：集中一個主題，並讓候選人表達主張，以顯示他有處理

能力。 

（三）負面廣告：主要表現手法是以直接或間接攻擊對手的政治廣告。 

（四）製造廣告：即概念廣告，主要是在傳達候選人的主要理念。概念廣告避免

將選舉過度個人化，反而側重候選人的偉大理念。 

（五）Cinema-verite：廣告的表現手法是描述候選人居家生活中與人來往的真

實情境，例如與民眾話家常，或是以候選人的居家或工作生活來刻化候選

人。 

（六）人身見證型廣告：由非候選人來替廣告背書。找尋『路上的行人』利用輿

論的技巧來烘托一般選民對候選人的支持。 

（七）推薦廣告：與人身見證型廣告相同，但是替候選人背書的並非『路上的行

人』，而是由政界、娛樂界、藝術界和體育界的知名人事及名流來為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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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書，在推薦廣告中，將推薦人的權威和身份地位移轉給候選人或商品。 

（八）中立報導型：看起來像是關於候選人或對手的事實陳述，而留給觀眾去判

斷真假。而所謂中立，表面上是利用中立與客觀的敘述來傳達訊息，其實

大部分都是負面廣告中的諷刺手法，其目的只是要塑造候選人中立的形

象。 

 

    Bovee＆Arens（1982）曾歸納出競選文宣的十四項的訴求策略：強調受歡

迎、訴諸權威、拉裙腳策略、反體制、成功的經驗、訴諸同情、訴諸特殊興趣或

特殊團體、訴諸恐懼或情感、強調改變、強調維持現狀、強調人格、訴諸奶油與

麵包、攻擊策略、訴諸信任。 

鄭自隆（1992）將競選廣告以訴求方式進行區分，大致如下： 

 

（一）感性（親情）訴求：以感性的內容來迎合選民的認同，強烈的感性訴求例

如訴諸死亡、抗爭、歷史事件等；輕微的則是友誼、鄉誼、同胞愛等。 

（二）理性訴求：以理性的內容來爭取選民的贊同，如訴諸以往的政績，指出從

政抱負、臚列政見等。 

（三）恐懼訴求：廣告中先陳述引起恐懼或焦慮的原因與現象，令觀眾不安，最

後再說明如何去解除焦慮，以誘導觀眾接受傳播者的說服。 

（四）名人訴求：競選廣告中找尋名人來推薦候選人，或是低層次選舉時候緊拉

著一位高層次選舉的候選人，強調是他的接班人，此種策略亦稱為拉裙腳

（coat-tailing）。 

（五）攻擊策略：對對手的政見或形象加以攻擊的廣告表現手法。一般而言，攻

擊廣告最好是攻擊對手的政績或政見而非形象，因為形象的建立乃是長時

間的積累，短期的廣告並不容易達成詆毀對手形象的效果，即使有效果，

對方的選票也未必會轉移到己方。 

鄭自隆又依照廣告功能分為：塑造形象、陳述政見、攻擊對手，反駁批評與



 20

求救命四種，並可依照選舉的時程，分別使用。選舉初期以塑造形象為主，中期

以陳述政見為主，晚期則以攻擊對手，反駁批評為主，投票前一兩日則以求救廣

告為主。 

關於廣告表現方式，林政忠（2002）針對議題影像化的個案研究發現，競

選文宣議題應當與候選人形象相符合，並且符合時事的議題為主，以增加新聞報

導的曝光率。此外，初次參選的新人應強化議題的批判性以及現任者的缺失；連

任者則必須強調政績表現，以及對未來的展望。表現方式則以感性化為主，並與

競選策略配合。但鄭自隆（1991）卻認為候選人的文宣表現與當選與否的關係

在文獻上並無定論，即使有關係，也未必是因果關係的呈現。 

鄭自隆（1992）針對七十八年的競選廣告進行分析，發現在當年國民黨與

民進黨的當選者廣告，都是採感性訴求，而落選者則多採中性或理性訴求。且在

野黨比執政黨更依賴競選廣告的使用。 

 

第四節 負面式競選廣告 

 

負面廣告，亦稱之為詆毀式廣告，主要是以揭發對手弱點，而非強調候選人

本身的優點。Sabato（1981）認為攻擊式的政治愈來愈流行，至少在競選當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廣告是採取負面、詆毀式的訴求策略，而在一此較不重要的競

選當中，Sabato估計過半的廣告是在其風格與內容上採負面的方式。 

    負面廣告被定義為『針對競選對手個性或政見上的失敗而產生的廣告』

（Kern，1989：93），最常被使用的時候是當一個候選人處於相當落後的地步，

或是一個領先的候選人卻在競選過程中急轉直下，這時負面攻訐對手常有良好的

效果。正面廣告主要的焦點乃是集中在候選人『好』的特質、成就、政見立場，

而負面廣告則是以批評詆毀對手為主。 

Kern（1989）將負面廣告分類為：軟性訴求與硬性訴求的負面廣告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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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訴求的負面廣告是利用暗色與威脅的聲音來創造一種殘酷現實的氣氛，強調

候選人對選民並不關心，所以不能信任；幾乎不利用到任何輕鬆愉快的娛樂性訴

求法，重點都在候選人可能對選民造成的威脅之上。軟性訴求的負面廣告則大量

使用輕鬆的娛樂價值、幽默、自我懇求，說故事、或未預料中的事件等來訴求觀

眾，這種廣告也可能與負面的感情訴求結合，諸如對個人自我決策過程的不確

定、事件具威脅性的層面，或對政治人物個人或階層的猜疑（轉自 彭芸，1992：

20）。 

Kern（1989）分析負面廣告的訴求，將訴求方式分為：1.罪惡感；2.強烈害

怕；3.不愉快的畏懼；4.憤怒與 5.不確定五種。Kern（1989）發現負面廣告，

尤其是硬性推銷式的，大量利用恐懼訴求，而不確定的訴求也常被使用。除了害

怕與不安之外，選民對於候選人的不一致性，政策失敗、對議題的急轉彎等都會

受到影響。所以負面廣告不管是邏輯或情感訴求，都在競爭激烈的競選活動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挑戰者最愛使用。 

Garramone（1985）認為負面廣告直接影響候選人的形象以及人們對其的

評價，尤其這種廣告是由獨立的第三者來提供而非競爭對手提供時，最為明顯。

另外，研究發現負面廣告若是攻擊對方的政見會較攻擊候選人形象更為有效

（Roddy & Garramone，1983）。 

負面廣告大量使用情感訴求，而負面廣告也較正面廣告使用更多邏輯訴求，

而正面廣告則較負面廣告利用更多道德的訴求。但是負面廣告的使用必須非常的

小心謹慎，因為其具有反感或反彈的潛力，有研究顯示負面廣告是『高危險』的，

因其必須在『將觀點提出與不使選民反感間取得平衡點』，一般來說，人們較喜

愛正面的、資訊的廣告，最重要的是廣告必須公平（彭芸，1992）。 

    負面攻擊廣告在美國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在 1996 年的總統大選中柯林頓大

量使用比較式廣告（Devlin，1997），而比較式廣告也是負面廣告的一種。除了

不同類型攻擊廣告的使用情形外，學者最關切的還是攻擊廣告所可能產生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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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d and Johnston（1991）認為區分政治競選廣告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將

政治競選廣告區分為正面廣告或負面廣告。區分的標準主要是依其內容為頌揚候

選人的人格特質、過去表現或議題政策，抑或批評對手人格特質、過去表現或議

題政策。這是一般對面競選廣告與正面競選最基本的分類方式。 

但有學者將負面廣告的類型再作進一步的分類。例如 Johnson-Cartee 

and Copeland（1991；1997）將負面廣告區分為「直接攻擊廣告」、「直接比

較廣告」與「間接比較廣告」（Johnson-Cartee & Copeland，1991；1997）。   

類似地，Gronbecks（1992）也將負面廣告分為，「隱含式」、「比較式」與

「攻擊式」。Basil，Schooler，and Reeves（1991）與 Kaid and Davison（1986）

則將反駁廣告（rubuttal ads）也列為負面廣告的一種（張卿卿，2000：15）。 

Thorson，Christ，and Caywood（1991）更指出其他負面廣告類型，其

中有「蹺蹺板」廣告（flip-flop ads），也就是指出對手不一致的地方來加以貶

抑;「嘲笑型」廣告（mocking ads），就是儘量在廣告中讓對手顯得很愚蠢；以

及「高調型」廣告（high-low road），指的是批評對手攻擊行為的卑劣並暗示

自已將不會與之一般見識（張卿卿，2000：15）。 

而 Jamieson（1986）也指出，負面訊息的呈現方式有三種，分別為概念式

（concept or production ads）、個人證言式（personal witness ads）以及

中性報導式（neutral reporter ads）。概念式指的是應用視學的連結使閱聽人自

已下判斷；個人證言式則請一般民眾以真人證言方式來傳達對對手的負面訊息；

中性報導式利用新聞報導的模式來陳述具體事實，讓讀者自已下結論（張卿卿，

2000：15）。 

    對於負面廣告的分類，甚至負面訊息的傳達方式，學者間尚無明確的共識。

學者在探討負面攻擊廣告的效果時，一般皆未將負面廣告的類型加以區分。而一

般學界的看法類似 Kaid and Johnston（1991）的看法，將所有直接、間接、

與比較式的攻擊廣告皆視為一大類目，也就是所謂的負面廣告（轉引自張卿卿，

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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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廣告效果之討論中，許多學者歸納出了負面廣告在效果上值得參考之論

點。Johnson-Capeland（1991）依照負面廣告對攻擊者及被攻擊者所造成的

相對影響來研究負面廣告對候選人評估的效果；其中包括反彈效果

（boomerang effect）－即傷害攻擊者的程度遠大於被攻擊者；受害者症候群

效果（the victim syndrom）－即被攻擊者博取了較多同情；雙刃效果（double 

impairment）－對攻擊者及被攻擊者皆會產生傷害。除此之外，預期效果（the 

intended effect），即負面訊息正如攻擊者所預期，能對被攻擊者產生較負面

的效果。而可信度較高的攻擊廣告則可能對攻擊者產生嚴重的反彈效果（轉引自

鈕則勳，2002：67）。 

    Kaid＆Tedesco（1999：244-5）在其研究中強化了一些論點。首先，以議

題為焦點的負面廣告在競選中比較有效；再者，政治廣告能夠對倏選人形象的評

價產生影響；此外，形象攻擊廣告比議題攻擊廣告較不利於廣告的贊助者；最後，

對攻擊的直接反駁型廣告較能夠抵消攻擊廣告的效果。 

Trent 與 Friendberg 指出了負面廣告可能會有相互攻擊會使選舉本身失

焦、可能動員被攻擊者的支持者去投票及前述反彈效果等一些潛在的風險；但是

負面廣告在選戰中卻愈來愈多，除了選舉幕僚仍相信其所造成的有利結果會大於

負面傷害外，最好的理由應該是「它是有效的」（轉引自鈕則勳，2002：68）。 

    Atkin＆Heald（1976）指出負面的政治廣告具有以下的競選功能:（1）透

過戲劇而創造對政治候選人及其相關政見的知曉，（2）幫助選民就政治議題分出

優先順序，因此會支持提供廣告的候選人之記錄、公共陳述、立場等，（3）刺激

公眾的討論與媒介的報導以增加對選舉的興趣，（4）增加對提供廣告候選人的評

價，並減少選民對競選對手政治及風格方面的角色評價，以及（5）確保選民對

候選人的評價是兩極化的，因此其投票的選擇就變得較為簡化。 

Peter Dailey認為競選有三種階段：先是候選人建立自已的可信度；其次，

候選人對現存問題提出解決之道；然後攻擊對手（轉引自 彭芸，1992：84）。

現職者較不會利用負面廣告攻擊對手，但是挑戰者就比較喜歡藉此打開知名度、



 24

吸引他人注意，而在使用的時間上，專家建議是先將候選人的立場站穩之後再使

用負面廣告，並在使用一階段後，播放一兩週正面的政治廣告，如此光明收尾會

使選民感覺候選人是提出了解決，以及省思（Johnson-Cartee & Copeland，

1991：26-27）。 

    負面論證形式可分為直接攻擊廣告、直接比較廣告與隱含比較廣告，以下說

明三種不同形式廣告的內容: 

 

（一）直接攻擊 

Merritt（1984）認為負面攻擊廣告是為了自已的利益而醜化人們對敵對者

的認知，而直接攻擊廣告的假設是奠基於「選民投票常是為反對而非支持某特定

候選人」，被攻擊的對象有時是被指名道姓的，有時只是被提到「我的對手」，更

有時是以圖片的方式出現，使用的邏輯常是歸納的：由各種不同證據中選民做最

後的結論。研究發現這種單向的陳述對教育程度較低的人最為有效，同時對加強

原有支持者上亦頗具功效。但是研究也發現這種直接攻擊方法又是最為危險的，

選民可能因此產生反彈（Johnson-Cartee & Copeland，1991）。 

 

（二）直接比較廣告 

不似直接攻擊廣告般的『直接』，直接比較廣告呈現競爭者與敵對者，將雙

方的各種記錄、經驗、立場等均並列做為比較，表白出來當然是希望強調已方的

優越而顯出對方的不足，是故這種廣告的假設是:選民會很積極地也比較競爭候

選人在決策過程中的異同。有些學者或政治謀士們不認為直接比較的廣告是負面

的，因其將雙方的記錄都呈現出來，但更有學者認為候選人刊登或製作這種廣告

可控制其內容，對手的記錄或政策並非完全公平地被呈現出來，沒有人會將對手

優於自已的記錄或政策表現在比較地廣告當中，是故這種廣告的目的當然在於強

調自已優於對方的各種特質與條件（彭芸，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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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含比較廣告 

    隱含性廣告並沒有特別的或委婉的將對手指名出來，有時甚至沒有將誰提供

這樣廣告的訊息在一開始時表現出來，這類型的廣告包含了候選人的立場、記錄

或所有與選舉有關的重要資訊，卻沒有提及敵對者的資料。隱含比較廣告的特點

在於希望選民根據這樣的資訊來自已做判斷，是故是用演繹的邏輯來刺激選民，

更由於候選人沒有直接攻擊或與對手直接比較，不會引起太多的批評與反彈。 

隱含性、非直接比較性的廣告被證實是有效的，可以減低選民對選舉競爭對

手的評價，增加已方的獲勝機會，問題是，選民必須知道競選時提供廣告者的競

爭對手是誰，同時其被批評之處為何，也即是說，使用隱含比較廣告是假設選民

知道競爭各方為何人，也對各方的基本資料有起碼的瞭解，如此比較方才成為可

能，也因此這類型的廣告在低涉入、低可見度的競選中較少被採用（Johnson 

-Cartee & Copeland，1991）。 

 

    候選人在評估使用負面廣告時，學者建議應該考慮下列幾種因素:（1）選舉

情境，（2）候選人條件，（3）政黨條件，（4）候選人風格，（5）目標群體特質，

以及（6）負面廣告重複可被接受的因素（Johnson-Cartee & Copeland，

1991；轉引自彭芸，1992：89-92），就分述如下: 

 

（1） 選舉情境 

    學者認為高低涉入的選舉(High/Low-Involvement Elections)及低高可見

的競賽 (Low/High-Visibility Races)與文化變數卻決定了每次競選的環境

（Johnson-Cartee & Copeland，1991）。 

    Rothschild（1978）認為在談及涉入時有三原則:一是全國選舉的涉入應高

於地方選舉，而州選舉的涉入最低；二，競爭激烈的選舉之涉入較一人競選或不

成比例競選的涉入為高；三，爆炸性的政見或候選人會使競選的涉入增高。 

而 Kern（1989）則認為負面廣告會使選民更為涉入，而可能實質增加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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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票率，在 Rothschild（1978）的研究中發現政治廣告對低涉入的選舉較具

效果，理由是高程度的選舉中選民會質疑、辯護或是對促銷產生反證，因此大多

促銷對選民來說較為無效，選民懂得保護自已，避免受到太多的影響。 

    同樣地，初選、非政黨選舉中政治廣告的影響也較大，因為政黨不是重要的

區分因子，不同的候選人因而和其特質相似的其他候選人做好區隔。相反地說，

全國性的選舉，高層次、高明顯度的職位中政治廣告的策略就不相同，前者可用

直接攻擊或比較的方式來採負面廣告，但後者則可用隱含的方式來呈現已方與他

人的差異。 

 

（2） 候選人身份 

    候選人是現任或在野對於整個競選的策略產生很大的影響，挑戰者必須要攻

擊現任者的各種記錄、說明要求改變的必要、對於未來的樂觀展望、強調傳統價

值而非要求價值改變、代表政黨的中心哲學等，所以負面政治廣告大多為挑戰者

所採用。 

 

（3） 政黨條件 

    由於每次競選態勢的不同，負面廣告被應用的情形也不盡相同，研究發現對

不確定政黨對象的獨立選民來說，直接比較的廣告最為有效，而當一黨是處於明

顯的劣勢，就不適宜採取攻擊的廣告，同時正在執政的政黨較少使用負面廣告。

然而這情況也在逐漸改變當中。 

 

（4） 候選人風格 

    不同的型態會採不同的負面廣告策略，有些候選人不願採取負面政治廣告一

方面是自已本身形象的問題，另一方面則與民眾對其期望有關，有些候選人好到

無法讓人相信其會使用負面廣告，或是其採取負面廣告會產生反效果，尤其是直

接攻擊的負面廣告，因此這種候選人最多是採取比較性的負面廣告來從事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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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標群體特質 

    愈來愈受重視的民意調查可找出候選人欲訴求的目標群體，由於某些心理與

人口學特質，使其傾向於支持那些候選人而排斥其他候選人，因此『單向的表

達』，亦即直接攻擊的廣告最能達到訴求較低教育程度的選民，而對教育層次較

高的選民而言，『雙向的表達』，亦即直接比較的廣告較具效果。 

 

（6） 負面廣告重複的可接受程度 

    任何從事廣告的廣告主或廣告代理商都關心多少廣告的出現率是一般民眾

可以接受而不至於引起反感，尤其政治性負面廣告播出的次數愈多愈常引起選民

的不滿。 

    如果從時間方向的觀點來看，負面的攻擊可分為『前瞻性的攻擊』與『回溯

性攻擊』兩類。前瞻性攻擊批評對手如果當選以後可能有的意圖，這種技巧最常

出現在現任者攻擊挑戰者上。恐懼訴求是最明顯的例子，現任者常常提出挑戰者

未來可能的種種大幅度改變，使得選民畏懼未來的情況而拒絕改變現狀。回溯性

的攻擊則是與前瞻性的攻擊恰好相反。回溯性攻擊是攻擊對手過去的表現、紀

錄，最常見的是用於挑戰者攻擊現任者上，現任者對於這種廣告的傷害性也最

大，因為記錄難以駁倒，事實俱在的證據最為傷人。 

    一般而言，政治廣告用三種策略：一是支持性的訊息，將候選人定位於某些

議題上，並增加民眾認知理想候選人的領導本質；二則是負面廣告，這當然是挑

戰對手，認為對方是不合宜的候選人；三即是反應性回應的廣告，乃針對對手的

負面廣告進行答覆。 

近年來則發展出第四種策略『預防針式廣告』（inoculation ads），即是以

事先的預防性廣告來減低、緩和可能產生的負面廣告攻擊。Pfau＆Burgoon

（1988）認為預防的功能可以在三種情況下出現：（1）減低政治攻擊來源潛在

的傷害；（2）緩和某些特別政治攻擊的內容；（3）降低政治攻擊可能影響收視

者投票意願的可能性。一般而言，預防針式廣告出現的時間與被攻擊時間離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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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其抵抗效果也就越強，同時電視是預防針式廣告最理想的出現通路。 

 當面對到負面攻擊時，Burgoon＆Pfau（1988）可以利用預防針理論去處

理接下來的挑戰。Burgoon＆Pfau（1995）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政

治的信念與預防針效果成正比關係。在政治信念上，保守派人士則較容易受到預

防針式廣告的影響，當其遇到威脅時，那些用來事先反駁的論點，會使那些保守

派人士的立場更堅定，甚至其政治信念更保守。 

此外，Pfau（1993）認為，預防針式廣告對於民主黨、共和黨、無政黨認

同之間，預防針式廣告對於那些強烈政黨認同傾向的人來說，是較有效用的。相

較於溫和、自由派人士，保守派人士當其曝露在對手說服攻擊狀態時，預防針式

廣告，可以提供更多抵抗態度改變的能力。 

在政治傳播領域中的研究結果發現，預防針式廣告應該被視為一種灌輸觀念

的工具，運用這種工具可以抵抗態度的下降，但前提是個人已經對這候選人的立

場有好感，而非利用這種廣告將它視為一種改變態度的工具。這些發現加強也延

伸了預防針理論的界線，因此得以運用在競選廣告的影響上。傳統上，都將廣告

看作是一種改變態度的工具，但預防針式廣告是當人們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的立

場有相對好感時，預防針廣告可以加強並支持抵抗被他人負面廣告說服的一種方

法。這種廣告對於政治保守性格的人格外有效，對女性也是如此。 

除了預防針式廣告之外，最常出現的是反應性的回應廣告，也就是說候選人

為了保護自己而不得不採取防禦的措施，所以必須針對被攻擊的部分建立一套新

的論證。一般而言，反應性的回應廣告用來減低或抵銷對手負面廣告的傷害所採

取的手法有下列八種：（1）沉默（2）認罪及補救（3）欣然接受（4）否認並攻

擊（5）以牙還牙（6）反駁（7）攪和（8）形象對立。 

    張卿卿（2000）指出過去的研究明確的指出負面廣告與正面廣告，在廣告

的記憶效果上，負面廣告具有明顯的優越性，若以議題攻擊與形象攻擊做比較，

受試者較偏好議題攻擊的負面式廣告。此外，張卿卿（1999）的研究指出，候

選人性別會影響負面廣告的效果，也就是說女性候選人採取負面攻擊會產生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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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男性候選人則無，根據張卿卿的解釋認為，台灣的政治環境，一般選民尚無

法接受女性違反傳統攻擊他人。 

   鄭自隆（1992）也認為對對手的政見或形象加以攻擊的廣告表現手法，一般

而言，攻擊廣告最好是攻擊對手的政績或政見而非形象，因為形象的建立乃是長

時間的積累，短期的廣告並不容易達成詆毀對手形象的效果，即使有效果，對方

的選票也未必會轉移到己方。 

 

第五節  廣告訊息與選民投票行為 

 

    訊息要影響行為則必須有三個要件：第一、行為者必須暴露於訊息之中，第

二、行為者必須能理解訊息的內容，第三、行為者必須能接受訊息所強調的內容

（Hovland 1949，1953； 轉自 Shaw 1999：347）。競選廣告是將訊息直接傳

遞給選民，並期待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判標準，但競選廣告中所傳遞的訊息主

要仍受到選民是否能理解訊息以及選民心中的預存立場的不同，而產生不同效

果。 

    競選廣告的訊息的效果主要：受訊息的強度、選民的政治知識、選民的政治

立場、時間因素而有所差異。George C.Edwards、William Mitchell＆Reed 

Welch（1995：112）認為訊息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去發酵，如此一來，民眾才能

很容易想起訊息的內容，此外，媒體對民眾認知有預示效果，大部分的人對訊息

的認知都僅僅只是片斷性的，而且這樣的認知都是受媒體所牽引的。Iyengar

（1991：10）新聞媒體常常重覆播出的訊息，往往成為受眾潛意識的觀點，進

而成為評價公共事務的標準。因此，有學者批評候選人的支持度往往只是反應媒

體關注的焦點所在以及少數精英的意見而已。    

    由訊息的傳播為基礎，延伸出議題設定、框架效果與預示效果，三個範疇的

政治傳播研究。議題設定理論的概念指出，透過媒體的強調，讀者從中得知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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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議題的重要性為何（張卿卿，1999）。MoCombs（1972）的研究也證實了

在民主社會中，媒體所重視與不斷強調的公共議題，會成為人民心目中重要的議

題。因此，媒介可經由選擇、強調和解釋的過程，來影響閱聽人不同程度的認知

影響（高振盛，1994）。 

    由於媒介可經由選擇、強調和解釋的過程，來影響閱聽人不同程度的認知影

響。基於相同的理由，競選廣告也期望經由選擇、強調和解釋的過程，來影響選

民對候選人的觀感，進而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 

Iyengar＆Kinder（1987）的研究發現，在議題設定過程中，有預示效果的

存在。預示效果指的是媒介對某些議題的強調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於政府、總

統、政治事件及候選人的評判標準。新聞報導不只會提高民眾對議題的認知，也

會影響到民眾對議題的評估標準。也就是說，媒體凸顯議題時，不但可以影響選

民認為議題的重要性，更可以間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選民的投票行為

等。人們因為被媒體提示而影響對訊息的分類以及處理有關訊息的相關資訊的過

程稱之為預示過程，其產生的效果即為預示效果。West（1993）證實預示效果

的存在，認為經常收看競選廣告的選民，較可能以候選人在這些議題上的表現來

評估候選人。Fiske＆Taylor（1984）對預示所提出的定義是：先前情境對資訊

解釋及追憶時的效果。Iyengar＆Kinder運用這個觀念，認為資訊預示使得大眾

潛在的政治評估改變，當人們面對複雜的社會現象時，無法把所有他們知道的都

納入考量。此時透過預示作用，電視新聞可以為民眾設定政治判斷的標準，或者

影響到政策決策（Rogers＆Dearing，1988；Iyengar＆Kinder，1987；蔡美

瑛，1995）。所以媒介在報導凸顯一事件或議題時，並不是不偏不倚的，而是有

其正面或負面的價值。 

張卿卿（1999）根據 Fiske＆Taylor（1984）的說法，認為預示作用指的就

是近期內或常被啟動的知識類別，在處理新訊息時較容易再被喚起。這與人們基

模有關，一個基模可以因為預示而變的易得性較高且較容易啟動，當我們在處理

訊息時，與人們基模較相近或相似的訊息，則較容易儲存於記憶中。所以預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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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類似將訊息以類別或基模的方式儲存於人們的腦海中，媒體對訊息事件的報

導，刺激人們將訊息分類以及啟動腦海中的基模，近期內曾被啟動的類別最可能

被保留在記憶中的最上層，所以也最可能被用來處理新的資訊。 

    預示效果運用於選戰中，並非運用議題設定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

而是文宣人員將對己方候選人有利的議題、對方候選人有損的議題推向選舉議題

中，並賦予新的意義，經由不斷的刺激選民記憶基模，使得選民用文宣的觀點評

估候選人，並對某候選人產生較佳的評價，進而改變投票傾向。 

此外，候選人也可以刻意避開某些可能會對他們產生困擾的議題，因為人們

認知能力有限，那些較不常被喚起的議題，其易得性較低，人們較不容易以此來

對候選人進行評估；此種策略方式稱為摒除（defusing）（改寫自張卿卿，1999）。 

    但是比較弔詭的問題是，競選廣告的研究中發現競選廣告並沒有預示的作

用。張卿卿（1999）的研究，並未發現競選廣告對選民有預示作用，張卿卿認

為可能是因為可能是選民已有既存態度，當被問及其對各候選人的態度時，選民

不會從新評估，而只是去回憶其既存態度。 

    此外，競選廣告與新聞媒體最大的不同乃是在於在競選廣告中，候選人可以

完全操縱訊息的內容，並且隨著自己的需要將訊息散播出去；但是新聞媒體卻往

往無法隨候選人起舞，雖然近幾年的發展，新聞媒體常常有隨候選人製造一些假

事件、假新聞，但一般說起來，選民對新聞媒體的信賴度仍遠高於對競選廣告的

信賴，而且對報紙的信賴高於對電視新聞的信賴。這個因素也是為何張卿卿的研

究無法驗證政治廣告有預示效果的存在。 

McCombs＆Evatt（1994）更進一步提出第二層級的議題設定的看法。

McCombs（1995）認為傳統的議題設定功能指的是媒體能夠將其所報導的主

體的顯著性，轉移到民眾的腦海中；第二層級議題設定則是每一個媒體所報導的

主體均含有許多的屬性、特點、或特色，這些屬性與特質會投射出此一主體的外

在圖像，當新聞報導的切入角度與框架鎖定在該主體的某些特定屬性時，民眾的

注意力就會集中在這些屬性，而忽略了其他的屬性與特性（金溥聰，199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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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級的議題設定效果多用以研究候選人形象上，根據研究指出，媒體如果長期

報導某位候選人的特定屬性或特質，則當民眾想到此為候選人時，這樣的屬性會

自然浮現在選民的心目之中，成為對該候選人形象評估的依據。McGee

（1978）、Hwllweg＆Dionisopoulos（1989）等人也都認為，在選民的投票行

為的預測上，候選人的形象遠比政見或政黨等都要好的一個預測項目。而許多的

政治學者也都同意，在投票行為三個變數之中，政黨取向、政見取向、候選人取

向當中，政黨取向是長期的一種心理依附過程，而政見取向、候選人取向則是容

易受短期的外在因素所影響（P.E.Converse＆G.BMarkus，1979）。而選舉的

過程當中，選民對形象訊息的喜愛程度，遠勝於對議題訊息的喜愛程度，因此不

論正面或負面競選廣告訊息，多以候選人形象為廣告訴求的重點所在。 

 競選廣告影響選民的方式則有兩種：強化與說服。強化的方式有：刺激引

爆選民的政黨認同、刺激引爆選民對外在環境的觀感（最常使用的是刺激選民對

經濟環境的好壞記憶）、刺激引爆選民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看法。Shaw（1999：

348）認為後二者的刺激可以對中立選民以及政黨傾向較弱的選民產生說服效

果。Shaw也認為強化與說服是研究競選廣告的關鍵，但實際的模型運作上，要

去控制變項去測量競選廣告的強化與說服效果是相當不容易的4。 

 競選廣告研究的變化，反應競選環境的改變。而在廣告的效果上，一如傳

播效果般從魔彈論轉變為有限效果論。雖然競選廣告的效果很難如同一般商業廣

告般，可以完全控制並進行測量，但多數的學者仍支持競選廣告效果存在的論點

（Ansolabehere and Iyengar，1996；Holbrook，1994 ,1996）。再者，政治

態度的改變是一個長時間的變化過程，有些選民即使短時間受廣告或媒體的影

響，改變了政治態度或政治行為，但許多研究都證明，許多態度的改變都只是受

短期環境影響；但就長期而言，其政治上的心理認知很難改變。在政治社會化的

過程當中，家庭與同儕團體的影響，更甚過於廣告的影響，但在競選過程中，很

                                             
4 此處所指的強化是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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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找尋一個變數去釐清態度或行為上的轉變，到底主要是受家庭、同儕團體或是

廣告所影響。而國外的研究與國內政治環境、媒體環境仍有所差異，並非一體適

用於臺灣的現狀，所以政治廣告的研究與廣告的說服效果，對國內研究者而言，

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六節 第三人效果在政治領域中的研究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是近年來不少傳播學者重視的研究題

材，傳播學者們發現，大多數人會認為大眾媒介對別人的影響力較大，對自己的

影響力較小。換言之，絕大多數的人會傾向低估大眾媒介對自己的影響力，或高

估大眾媒判介對別人的影響力，更進一步來說，媒介內容是負面或不需要的（如

暴力、色情、負面廣告）則受訪者會產生第三人效果；如果媒介內容是正面的或

需要的（如公共宣導），則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對別人的影

響較小；或是對自己與別人的影響差別不大（羅文輝，2000）。 Davison（1983）、

Gunther（1995）、Salwen（1997）發現大多數人會認為大眾媒介對別人(others)

的影響力較大，對自己（self）的影響力較小。Rucinski與 Salmon（1990）則

發現，在 1988 年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受訪的美國威斯康辛州選民認為無論選舉

新聞、政治廣告或政治辯論，對別人投票決定的影響，都大於對自己投票決定的

影響。另外一項研究（Salwen，1997）用電話訪問 549位 18歲以上的美國成

年人，也發現在 1996 年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絕大多數的受訪者認為媒介的報導

對其他人的看法影響較大，對自己的看法影響較小。 

胡幼偉等人（1994）指出，有關第三人效果研究主要有兩個面向：第一個

面向在於檢驗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設，即受眾在暴露於大眾媒介所傳遞的訊息

下，是否傾向認為該訊息對於其他人的影響大過於對自身的影響。第二個面向則

主要是在探討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弱的因素。在第三人效果的強度上，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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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會隨自己和他人的距離而有所不同（Cohen et al.，1988）。換句話說，受

訪者會認為媒介內容對比較像自己的或自己比較接近的他人(團體)影響較小，對

比較不像自己或自己距離較遠的他人（團體）影響較大。 

    第三人效果的假設最初是由 W.P Davison 在 1983 年首先提出，他認為人

們會傾向高估說服訊息對其他人的影響，也就是說人們在接受到說服訊息時，會

認為訊息對他人的影響大過於對自己的影響；同時因為這樣的認知導致個人採取

因應的作為（胡幼偉，1998）。第三人效果，在管制媒體色情上的確產生顯著的

影響；但並非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宗立婷（1998）的研究也指出，臺灣選民對於選舉有關的媒體報導，確實

存有第三人效果，而且教育程度是解釋第三人效果認知的最有利變數。胡幼偉

（1997）證明在選舉期間，教育程度較高、政治涉入感較深的選民，會主動尋

求更多有關的選舉資訊，這樣的行為會增進選民自認對議題的認知理解程度，並

進而促使選民相信，選舉新聞對他人的投票影響，會大於對自己投票影響的決

定。Duck、Hogg＆Terry（1995）在探討澳洲選舉時也發現，受訪者認為媒介

對自身的投票行為影響較小，對他人的影響較大；特別是這些訊息內容偏向他黨

的立場時。羅文輝（2000）在探討負面媒介內容與社會距離對第三人效果認知

的影響發現，無論是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暴力影片及電視靈異節目，受訪者

均認為這三類媒介內容對別人影響較大，對自己影響較小。 

    本研究在第三人效果上，並非去探討影響第三人效果因素為何，主要是探討

在競選廣告上，選民是否會存有第三人效果。王旭（1996）的研究指出，閱聽

人所認知到有關選情的民意調查其實很敏銳，可以分辨得出進行民意調查的單位

是政黨還是媒體，因而對不同的民調執行機構有不同的對待方式。本研究僅想探

究民眾對於競選廣告所傳播的訊息，是否一樣可以清楚分辨出，一樣認為自身較

不易受競選廣告的影響而改變投票行為，而他人則容易受競選廣告的影響進而改

變投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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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有關投票決定方面的研究 

 

選民投票行為的決定，學界亦有相當的研究。以美國選舉投票行為之研究發

展而言，大致分為三時期。 

第一階段為一九四○前的萌芽期。投票行為研究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美國

學者 F.S Chapin於 1912 年所發表的「Variability of the Popular Vot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轉自 Eldersveld，1952：732）。此時一階段的投票研

究主要是採取人文區位的生能研究法（Ecolo-gical Approach），主要探討地

區內的人口結構、年齡、教育、職業、宗教、省籍、黨籍等等因素的不同，對投

票行為產生的影響。人文區位研究途徑是將總體的投票情況與一個地區的一般特

徵聯結起來。人文區位的生能研究法正如 Eulau 所言:一個地區的區位結構與此

地區的政治體系結構之間，存在有一個直接的關係。因此，人文區位的選舉研究，

就是把區位結構當作政治體系的外在決定因素，並分析它與作為政治體系內在決

定因素之政黨體系結構之間的關係。Silbey等人認為總體資料的最重要功能是可

以檢證有關投票與穩定的社會、政治特徵之關係，而非用來解釋特殊的投票抉擇

或個人的政治態度傾向。人文區位分析也面臨一些難題，例如:無法得知選舉結

果的變化，到底是來自於個人行為的轉變，亦或是來自於地區選民人口的增加。

此外，區位（生態）謬誤的疑慮，也將導致人文區位研究途徑無法由總體層次推

論到個體的層次（陳瑞獻，1997）。Ranney（A. Ranney，1962）指出，在投

票行為的觀察上，整體資料的運用會有其限制。如以選區國會議員贊成偏左的議

案，就認為選區的選民在投票取向上亦偏左，那就是犯了「生態的謬誤」。

Robinson（W.S Robinson，1950）也指出生態的相關與個人的相關，往往不相

符合。 

第二階段為一九四○到一九六○年為關鍵期，此一階段主要發展的研究途徑

有三：包括強調團體及社會互動概念的社會學研究途徑（哥倫比亞學派），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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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在投票行為上重要性的社會心理研究途徑（密西根學派），強調理性選

擇的經濟學研究途徑。 

（一）社會學研究途徑：以社會學研究法而言（哥倫比亞學派），它是籍由

社會學的研究途徑，來進行投票行為之分析；此途徑首先是由哥倫比亞大學的

Lazarsfeld、Berelson 等人所發展出來的。Lazarsfeld 認為投票的抉擇，只不

過是選民所屬「團體地決定」的表現，而非個人的決定；投票基本上是一個團體

經驗，人們是依照團體而投票。Lipset（1954、1960）則認為選民的投票行為，

主要有兩個動機：一是「利益的投票」（interest voting），即是為了影響政府的

決策，實現或保障自己的利益而去投票，另一則是「從眾的投票」（conformity 

voting），意即受到團體的壓力而投票，並非自覺利益受到政治決策的影響，而

希望改變現狀。相同的，利益的投票和從眾的投票也可能同時影響個人的投票或

不投票。社會學研究途徑研究的焦點放在初級團體（家人、親友）及次級團體(政

黨、工會)對個人投票行為之影響。以及社會及團體因素對個人投票的影響（如

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及居住環境等），發現這些因素都是很重要的投票行為決定

因素。除此之外，亦作跨區之比較研究，偏重於對投票行為的描述與解釋，

Lazarsfeld的名言：「社會特徵決定了（選民的）政治偏好」，足以說明社會學途

徑的特色。另一方面 Key（V .O Key，1966）則認為，對社會特質的過份強調

是一種「社會決定論」，在解釋選民的投票決定上，會產生很大的限制。 

 （二）社會心理研究途徑：亦稱密西跟學派。主要人物有 Campbell、Gurin

及Miller等，此一學派強調，一個人所抱持的態度與對環境的認知，可以決定他

的行為，個人的行為並非是受其所佔據的社會位置或其他客觀的情境因素所決

定，Campbell體認到在美國的選民之中，大多數的投票者，並未能充分地理解

一個政黨所具有的意識型態，因此經由某些候選人、某些議題的立場、某些政治

實體的詮釋，所標示出來的政黨象徵，對選民就具有重大的心理上效用。

Campbell 假設個人投票給候選人，是肇因於其個人內部的心理力量作用所導

致。因此他們極度重視心理層次的解釋變項，而不關心心理變項究竟是受什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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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決定，他們所強調的心理中介變項，基本上包含：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及議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Campbell、Gurin＆Miller The Voter Decides，1954）。而

Campbell、Converse及Miller（The American Voter，1960）更一步提出

「漏斗狀的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是將選民的投票取向區分為政治

性與非政治性，以及個人與外在的兩個面向，然後再在時間的主軸上，觀察兩面

向所交互形成的四種投票決定的過程與態度。漏斗狀的因果模型主要是從投票者

的心理傾向或態度來詮釋投票的決定，Campbell等人所指意思是在漏斗的嘴部

的是政治脈絡、投票者的社會背景以及其他的環境因素，在漏斗的尖端則是個人

的政黨認同、候選人的吸引力，以及和選舉有關的議題。選民在投票時所做的最

後決定，是他個人對候選人、議題、團體與政黨因素之整體態度的產物（陳瑞獻，

1997）。此一模型主要強調的重點乃是：強調『時間向度』與『政黨認同』。認

為政黨認同是整個概念架構的重心，同時也是影響投票的一個穩定且長期存在的

重要心理因素。影響投票行為的心理因素可區分為長期與短期因素，長期因素即

是持續性的黨派取向；短期因素則為候選人個人魅力。Campbell等人的論點一

方面解釋了選民對政黨在心理層面上的認同對其投票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延續

Lasswell 等人有關選民投票決定是早在競選開始時便已決定的觀點（鈕則勳，

2002：71），但認為競選活動仍有催化、強化、轉化選民投票行為的作用。Key

（1966）雖然對 Campbell等人有關政黨認同的重要性提出挑戰，卻也是認為

競選活動雖有影響，但是其影響力卻遠不及選民對候選人過去表現的評個。持平

而論，除了 Lasswell等人的研究之外，Campbell與 Key等人後續有關選民投

票決定的研究，主要是指出其他一些影響選民投票重要因素，並未特別探討競選

活動的影響力。真正以競選活動的影響力為探討主題的是 Finkel（1993）的研

究，但其研究結果也是認為競選活動雖有影響力，但對選民投票決定的重要性仍

不及選民對候選人與政黨的態度（鈕則勳，2002：71）。此一階段的研究，不論

社會學研究途徑或社會心理學研究途徑，其目的亦在描述或解釋選民的投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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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三）經濟學的研究途徑：即是以理性抉擇的概念來探討選民的投票行為，此派

即所謂『理性投票者模型』 （a rational voter model），最主要的人物有

Anthony Downs。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

的理性抉擇模型提出兩項基本假定：1.選民是理性的；2.選民投票之目的是為了

建立政府。在此兩項基本假定下，經一連串的邏輯演繹推理過程，並以「成本—

效益」作為核心觀念，而建構投票行為的理性抉擇。Downs認為：「每一個理性

的人決定去投票，正如同他所做的其他決定一樣；如果投票結果比成本更重要，

他會投票；如果不然，他會放棄投票。」這個計算會使理性的投票者決定是否投

票，如果要投票，則是投給哪一政黨或哪一候選人。不同於社會學研究途徑或社

會心理學研究途徑，此一模型的目的是在預測選民的投票行為。理性抉擇論的優

點是可以探討選民投票抉擇的短期因素，並對其動機加以解釋，因而可以彌補社

會團體理論與社會心理學派的缺點，使選民的投票抉擇不再只是被動地受到客觀

的外在因素所影響，而能考慮到選民的主觀動機及選民對候選人策略的回應。 

第三階段為一九六○年之後，投票行為的的發展研究，大體上仍延續社會

學、社會心理學、經濟學等研究途徑的發展。此時期有學者提出前瞻性投票

（Prospective voting）與回溯性投票行為（Fiorina，Retrospective voting）。

前瞻性投票認為選民主要是對政見、政策的偏好所影響，在前瞻性投票理論中，

選民的政見取向比候選人、政黨取向等其他因素，顯現出政見取向是極為重要

的。回溯性投票認為選民在作投票決定時會參考候選人或同黨現任總統的政績表

現；在位者政績好壞會影響選民投票提抉擇。另外，此一階段亦強調跨國性的比

較以及從新審視過去的投票行為理論。Percheron＆Jennings（1981），就認為

一般傳統的政黨認同模式，並無法有效的解釋法國選民的投票行為，在法國因當

注意的是意識型態而非政黨。Norpoth（1978）則對政黨認同的投票行為提出

了挑戰，指出投票行為可能影響了政黨認同，而非政黨認同影響投票行為。

Converse＆Markus（1979）強調意識型態對投票行為的影響；Weisberg（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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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於過於密西根學派所發展的政黨認同，提出新的見解，認為政黨認同不是二

度空間、單一面向的分類，而是多重面向，甚至三度、四度空間的政黨認同模式。 

除此之外，Heywood（1997）整理投票行為理論時指出一種迥然不同於過

去研究的投票行為模式：主流意識型態模式。 

    主流意識型態模式是投票行為較為激進的理論，傾向於強調個人選擇受到意

識型態操縱與控制的程度。從某些層面來看，這種理論類似於社會學模式，認為

投票所反映的是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然而，主流意識型態模式和社會學

理論不同之處在於，它重視團體與個人如何詮釋他們的位置，而這詮釋依據，是

透過教育、政府，以及最重要的大眾媒體所呈現在他們面前的。 

相較於大眾媒體僅是強化已存在偏好的早期觀點，如今則認為媒體可透過辯

論議程的設定，以及建構偏好與同情的能力，進而扭曲政治溝通的流動。此結果

便是，假如選民的態度順服於這種主流意識型態的網絡，則政黨將無法發展出不

符合該意識型態的政策。以這種方式行之，則選舉過程將傾向於維護現存的權力

與社會資源分配，更遑論加以挑戰了。主流意識型態模式的缺點在於，由於高估

社會調節的過程，因此完全忽了個人的理性與自主能力（楊日青等，1999）。 

    國內的研究方面，莊天憐（2001）以獨立選民的投票行為研究發現，獨立

選民的投票率略低於有政黨認同者，在投票行為上，獨立選民較不會去投票，在

獨立選民的投票因素上，候選人傾向因素所佔比例最高，政黨傾向因素佔最低，

獨立選民在投票時較不會受政黨所左右，也較不會投票給政黨候選人。 

    盛杏湲（2002）以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行為的研究中指出，台灣選

民的投票因素為政黨認同與議題取向，兩者相互影響。選民對統獨議題的看法不

同，的確影響到政黨認同。而且，即便是控制了政黨認同與省籍因素，統獨議題

仍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因素。 

盛杏媛（1998）針對選民的投票決定與選舉預測的研究指出，政黨因素對

台灣選民投票行為的影響是屬於較長期穩定的力量，候選人因素對投票行為的影

響，則較短期且不穩定，而此一不穩定不僅表現在跨不同的選舉年，也同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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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次選舉中的不同時間點。 

    但金溥聰、鄭自隆則持不同看法。金溥聰（1998）針對 1996 年總統大選的

研究，發現選民想到一位候選人時，最常想到的是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其次才是

政黨背景與議題政見。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中，候選人特質是評估候選人形象的主

體，而選民對候選人形象評估的高低，是最有效預測選民投票行為的變數之一。 

鄭自隆（1993）在比較 1991 年與 1989 年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競選廣告中的

政黨標籤，鄭自隆發現廣告中政黨標籤之標示與候選人當選與否無關。間接證明

台灣選民在投票行為上仍是候選人取向高於政黨取向。 

 

第八節 近年來國內外對競選廣告的研究論文探討 

 
Shaw（Shaw.D.R；1999） 

The effect of TV ads and candidate appearances on statewide 
presidential votes,1988-96 

   Shaw（1999：345）肯定過去的研究，認為競選廣告對於選民的投票行為是

有影響力的。Shaw並認為候選人個人特質與競選過程中的選舉活動，是影響選

民投票的關鍵因素，但候選人的支持率多與其他因素相互混合，很難證明其支持

度的高低與廣告的好壞有密切相關。所以 Shaw 認為，競選廣告的效果研究應

著重於廣告是否影響選民的偏好，這個核心價值之上。 

    Shaw（1999：357）依照政黨支持、地域以及過去的投票行為進行分析。

Shaw發現，各政黨均有其支持度較穩固的地方，也就是政治板塊的概念。而且

從過去的投票記錄看來，這些地方幾乎未曾改變過。也正因為如此，Shaw推論

一、競選廣告對未表態或沒有政黨支持的選民，有較大的影響。二、候選人的得

票受其支持度所影響，而競選廣告的作用就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

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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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R. Jacobs＆Robert Y.Shapiro（1994） 

Issue,candidate image,and priming ： The use of private polls in 
kennedy＇s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Lawrence＆Robert（1994：527）認為以選舉的策略而言，候選人不應當

只有一個鮮明的形象或對某議題抱持鮮明的立場。Lawrence＆Robert 也認為

選民對候選人政策立場的確會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而這種評價主要是根據

過去的經驗與記憶所產生。所以競選的策略就是不斷的去刺激（priming）選民

心目中的態度，而刺激的方式是由候選人幫選民界定所必須關注的議題，並由候

選人定義評價議題的標準。而刺激的媒介也是決定成效好壞的關鍵，最好的媒介

是利用新聞的方式去刺激選民的態度。 

   Lawrence＆Robert 的結論認為 Downs 的議題議題決定論，的確是引導

選民投票抉擇，但是當選民的議題的資訊瞭解不夠完全，或是與議題相關資訊可

得性不高的時候，選民的投票選擇則依賴過去對政府的喜愛度與政黨立場來選

擇，這樣的結果與 Campell et al.（1960）、Fiorina（1981）、Keith et al.（1992）、

Smith（1989）等人的研究結論相同。 

 

George C.Edwards、William Mitchell＆Reed Welch（1995） 

Explaining presidential aprroval：The significance of issue salience 

    George、William＆Reed認為民眾對議題的看法，是可以有效的預測民眾

對候選人的看法；但是這必須有一個假設的前提存在，那就是何謂重要的議題？

重要的議題必須是多數人都知道的議題，而且多數人會知道自己對此議題的看

法。作者認為以美國過去的經驗來看，經濟問題與戰爭是很好的預測議題。研究

也證明議題的重要性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讓選民知道，民眾對議題的看法亦可以影

響對候選人的認同，顯著的議題直接影響選民對公共事務與總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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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agner（1983） 

Media do a difference：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mass media in the 
1976 presidential race 

Joseph認為對選民可言，媒體缺乏顯著的證據去證明媒體能影響選民的態

度、價值觀以及政治行為。作者認為選民的態度、價值觀與政治行為是必需長期

的人口統計學上的特徵與人際溝通所影響，充其量媒體的影響只是強化預存態度

與個人行為傾向。作者認為新聞媒體也並非非常有力的傳播管道，付費的政治廣

告也無法達到其預期操縱選民投票的效果，但作者認為付費的政治廣告可以替候

選人傳遞大量有利候選人的訊息，並提供選民不同於新聞報導的比較空間。作者

認為政治科學不能依靠選民聽或看媒體的報導，去推論媒體、對選民的認知、態

度與行為有顯著性的影響，但這並不意味媒體對選民完全沒有影響，只是影響性

是間接的而非直接影響，而且影響範疇是有特殊的環境條件，作者的研究認為地

方性的事物媒體是較有影響力的。 

 

Matthew Mendelsohn（1996） 

The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The proming of 
issue,leaders,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Matthew認為在選舉的過程中，媒體可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並產

生決定性的影響，並使得選民政黨認同降低。而且作者再度確認媒體對選民不熟

悉的問題或是短期不易明瞭的問題具有說服效果存在。媒體也有刺激選民的意見

或改變選民價值觀的功能，但這並不意味個人真實態度的改變，只是經由媒體的

刺激，改變選民評價事物的標準而已。就如同民意的改變，並非選民態度上的轉

變，只是看問題的切入點不同，所產生的結果自然也就不同。 

 

Chingching Chang（2003） 

Party bias in political-advertising processing results from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the1998 Taipei mayoral election 

    張卿卿發現台灣選民對競選廣告訊息的認知，受到選民本身的政黨認同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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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也就是說選民對競選廣告訊息內容會有選擇性的認知，這也間接驗證政黨認

同才是影響台灣選民投票的關鍵因素。一般而言，選民並不會因為正面訊息或負

面訊息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相反的，因為選民對訊息內容產生選擇性的認

知，所以廣告訊息僅僅強化選民既有的偏好而已。另外，張卿卿也發現，在台灣，

對候選人而言，負面競選廣告會產生雙刃效果，也就是選民對發動攻擊一方的候

選人評價，或是被攻擊一方的候選人評價都會降低。候選人並不會因為負面攻擊

而得到好處。 

 

陳憶寧（2001） 

「總統候選人攻擊性新聞與支持度的關聯：以公元兩千年總統大選為例」 

    陳憶寧認為報紙頭版的負面報導的確與總統候選人的支持度呈現負相關。相

較於議題攻擊，對候選人形象攻擊的新聞，更會造成候選人支持度的下降，陳憶

寧認為，民眾並非以候選人對議題的看法做為評價候選人的唯一標準，反而是，

當媒體一再地以形象為題大家發揮時，候選人形象也會成為一個議題，而進一步

使得形象來當作一種判斷候選人的標準（131-2）。此外，民意論壇的報導也影響

候選人支持度的高低，不過這一點論述只有宋楚瑜是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