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論述建構之馬英九語藝視野 

第二章、研究相關背景 
 

 

本文以「馬英九」相關報導為研究對象，因此在「研究相關背景」的部份先

簡介馬英九生平，這有助於文本的詮釋與理解1，其次，檢閱以「馬英九」為主題

的相關研究，並說明本文的特色與重要性。 

 

第一節、馬英九生平簡介 

  

壹、國民黨「最完美的產物」 
 

綜觀馬英九的前半生⋯他算得上是國民黨在反共愛國政策、傳統制式教育、

搭配嚴格家教下製造出來的「最完美的產物」2。 

 

    建中及台大法律系畢業、成功嶺宣誓代表、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美國國務院

「亞太地區學生領袖訪美計畫代表」、中山獎學金得主、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等。

從馬英九早年的經歷看來，可發現他自年少時期便有過人的優異表現，除此之外，

這些殊榮也可追溯到馬英九的家庭背景及其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其黨工之子的

出身與嚴格的家教，也促使他成為黨國所挑選栽培的菁英人選。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長期任職國民黨黨務系統，早年就讀中央政治學校，參

與抗日、反共的青年軍，後又擔任北區知青黨部書記長、中央黨部考紀會副主委。

馬鶴凌一生投身黨國，他也將這樣的心志傳承給了馬英九，並對其寄予深厚的期

                                                 
1 林靜伶指出，語藝批評的主體在於文本的分析（內在分析），不過，必須對於文本所處的情境進
行介紹（外在分析），此舉有助於文本的詮釋與理解。引自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
9-10。台北：五南。 
2 引自曾一豪（2005）。《少年馬英九》：54。台北：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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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他對於馬英九走上從政的道路及其往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3。在馬英九加

入國民黨的當天，馬鶴凌特別把原本要外出郊遊的馬英九留在家中，向他闡述入

黨的意義及黨政、外交、時局的關係4，除此之外，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馬英

九原先多次表示不選台北市長、到最後決定參選的轉折中，便可看到馬鶴凌扮演

的推手角色。根據馬英九所撰「理性與感性—我的父親馬鶴凌」一文5，可觀察到

馬鶴凌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要求兒女們背誦古文典籍、培養愛國精神與道德情操，

並且重視生涯規劃，馬英九可說是從小就受到道德的訓示與政治的啟蒙，也進而

影響馬英九之後走上從政的道路。 

 

馬鶴凌雖然是高階黨工，但就此便推論馬英九為「權貴子弟」恐怕太過武斷，

相較於高官之後如錢復、連戰、陳履安、宋楚瑜等人，馬英九稱不上啣著金湯匙

出生，而馬鶴凌在國民黨中始終未進入權力核心，因此對於馬英九在國民黨內的

發展，並非靠馬鶴凌的裙帶關係便能平步青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馬英九身

為黨工之子及所受的家庭教育，讓他擁有以黨國興亡為己任的心志及「純正血

統」，再加上他年少以來便十分突出的優異表現，使他取得進入黨國體制的通行

證，與大多數人仍有所區隔。舉例來說，當台灣仍是威權強人掌控、政治異端噤

聲的 1970年代，而大多數青年對政治蒙昧無知的情況下，剛上大學的馬英九便與

同學邀請立法委員在咖啡館中暢談國家大事6。綜言之，馬英九雖非權貴子弟，但

由於其出身背景與家庭教育，使其擁有忠黨愛國的政治信仰，並且比大多數人有

更好的發展機會，進而讓他在國民黨威權體制底下成為黨國栽培的菁英。 

 

    馬英九在台大及美國求學的時期，正逢國際政治情勢與國內政治發展巨變的

                                                 
3 引自王白（2002）。《馬英九現象》：73-103。台北：普天。 
4 引自曾一豪（2005）。《少年馬英九》：56 。台北：希代。 
5 引自馬西屏（2002年）。《誰識馬英九》：232-239。台北：天下文化。 
6 根據馬英九的建中同學沈呂巡表示，馬英九與幾名要好的同學自高中開始便組成讀書會評論國
家大事，有一次甚至邀請資深立委仲肇湘一同座談。引自曾一豪（2005）。《少年馬英九》：114-116。
台北：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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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愛國的馬英九便開始對時局有許多的建言，並參與許多抗議活動，例

如保釣運動、抗議中日斷交、發表資深民代退職的文章。服役後，前往紐約大學

及哈佛大學攻讀學位，自此更為熱衷於參與愛國活動，例如義務擔任《波士頓通

訊》的主編、主筆及紐英崙中華公所的發言人，而後遭逢美國與台灣斷交，因此

馬英九更不時接受媒體訪問或參與遊行抗議以宣揚愛國理念，與政治立場迥異的

親共或台獨人士時有交鋒7。由於馬英九在海外留學時諸多的愛國表現，受到執政

當局的注意8。1980年代初期，馬英九受到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延攬回國服務

9，因此他結束於美國的法律顧問工作，返國擔任蔣經國的私人英文秘書以及總統

府第一局的副局長，當時的他才三十一歲，自此便開始他不斷竄升、表現搶眼的

從政生涯。 

 

1984年，馬英九受蔣經國破格拔擢10，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負責國外聯繫

及政黨外交工作，成為媒體鏡頭前令人驚豔的年少俊彥，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

而後出任出任研考會主委、陸委會副主委、不分區國大代表等職，雖尚未受民意

洗禮，不過其在政策上的專業頗受肯定，也逐漸累積知名度。1993年，開始擔任

法務部長，大力查緝黑金，廣受民間好評，但也因此破壞國民黨選舉布樁而影響

選情，引起國民黨高層不滿，於 1996年被調任政務委員，隔年，彭婉如案、劉邦

友官邸血案及白曉燕綁架案等事件爆發，馬英九便以「國內重大事件頻傳、民怨

四起，對此感到痛心無力，忝為內閣成員」為由辭去政務委員職位，辭職聲明中

也意有所指地提到「以權謀私，爭功諉過；改革阻力重重，人民積怨日深」，將

                                                 
7 引自馬西屏（2002年）。《誰識馬英九》：202-218。台北：天下文化。 
8 馬英九因為主編愛國刊物、參與愛國運動而受到國民黨高層的注意，特別是他投稿中央日報的
「勇者的證言—追記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一文獲得國內高度迴響，為其返國進入總統府服務埋
下種子。引自曾一豪（1998年）。《馬英九前傳》：161-163。台北：希代。 
9 引自羊曉東（1998）。《馬英九的人生長跑》：22。台北：時報文化。 
10 《馬英九前傳》一書指出，國民黨副秘書長通常必須是擔任過中央黨部各工作會主任、省市黨
部主委等職位者出任，因此馬英九的人事案被稱為「搭直昇機上來的國民黨新貴」。引自王白

（2002）。《馬英九現象》：18。台北：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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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頭指向國民黨高層11，其特立獨行的動作反而博得民間更多的愛戴，也與黑金、

腐化形象的國民黨當權者作出更清楚的切割。 

 

1998年，卸下政府職位與黨職的馬英九，將重心轉移至大學授課及民間公益

活動，不過民間簇擁其參選台北市長的聲浪不斷，而國民黨高層也不始終未放棄

勸進馬英九12，最後他終於首肯參選，果然一舉擊敗當時施政滿意度極高的市長

陳水扁，對於在近年選舉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陣營，也是一大鼓舞13，自此馬英

九便集所有鎂光燈的焦點所在，在政治舞台上更為活躍。不過，馬英九主政以來

台北市市政屢次出現問題，因此常被指為危機處理能力不夠，但並未減損其民意

支持度，2002年改選時，擊敗擁有府院黨強力加持的民進黨候選人李應元而連任

市長。2000年政黨輪替之際，馬英九更呼應泛藍群眾抗議，夜訪李登輝表達群眾

訴求，此後，馬英九不只成為泛藍陣營中職位最高的民選首長，其不時對黨務革

新提供建言，並與民進黨當局的交鋒不斷，使其隱然被賦予泛藍共主的角色。2005

年，馬英九背負著「不沾鍋」的指責，「進廚房」參選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遭逢

王金平強力競爭、黨內高層批判與戰略疲弱的處境，最後仍以「個人品牌」贏得

主席寶座，成為名副其實的泛藍首領，而今，問鼎更高政治職位的態勢十分明顯。 

 

檢視馬英九的經歷，可發現其家庭背景及所處的政治環境，塑造其成為忠黨

愛國的熱血青年，並受到國民黨的精心栽培，在黨國體制內出任要職，正如前面

的引言，馬英九是「國民黨最完美的產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燒成灰都是

國民黨人」的馬英九14，卻始終與國民黨有所區隔，貪污腐敗的國民黨形象從未

                                                 
11 引自羊曉東（1998）。《馬英九的人生長跑》：83-87。台北：時報文化。 
12 羊曉東指出，國民黨高層李煥、吳伯雄、章孝嚴及陳瓊讚等人努力勸進馬英九參選台北市長，
馬鶴凌也與中央一直保持聯繫。出處同註 19，頁 112。 
13 王白指出，馬贏得台北市長選舉，對於失去大半地方政權的國民黨來說，不只是奪回政權象徵
的台北市，也意味著國民黨已坐擁阻擋台灣逐漸「綠化」的「反攻基地」。出處同註 13，頁 16。 
14 馬英九在出席台北市黨部主委交接典禮時，曾勉勵新進黨員要像他一樣，自許「燒成灰都是國
民黨人」。引自林家如（2001年 12月 11日）。〈藍軍倒戈傳聞多 馬英九定軍心：我燒成灰都是
國民黨人〉《東森新聞報》，網址 http://www.et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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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英九連結，並在國民黨威權體制崩解後，仍然受到民眾的熱烈擁戴，通過民

意的嚴格考驗，這樣的「馬英九現象」，時常被認為與他潔身自好的操守及掃黑反

毒的作為有關，除此之外，也與其熱衷公益的清新形象有關，這部分將在下個段

落討論。 

 

 

貳、形象清新的政治明星 

 

他不是一位影視明星，但擁有所向披靡的群眾魅力。他不是專業的運動選手，

但堅持運動佳的精神並帶動運動風氣他不是宗教信徒或慈善家，但具備高度

的社會公信力推動社會公益15。 

 

    馬英九在三十一歲便進入總統府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當時便被認為是黨

國全力栽培的政治金童。在政治以外的領域，馬英九也十分受到矚目，他熱心參

與公益活動，擔任各種公益團體的代言人或義工，例如聯合勸募協會榮譽理事長、

董氏基金會名譽顧問、中華骨髓移植關懷協會榮譽理事長、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

會救援大使、中華民國捐血協會理事等。馬英九也廣受社會大眾的認識與喜愛，

屢次在各種票選中奪冠，例如，他曾被天下雜誌票選為「最美的政治人物」、文化

大學學生刊物調查大學生「最想複製的政治人物」、中國時報調查立委「評價最高

的部會首長」前三名、也是中國時報「十大時尚人物」及「同志十大夢中情人」

票選中少數進入排名的政治人物之一，更曾在票選中被比喻為「潘安」、「儒俠史

豔文」及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郭靖」16，其所受到的關注不僅超越一般政治人物，

甚至連偶像明星也難忘其項背。 

 

                                                 
15 引自羊曉東（1998）。《馬英九的人生長跑》：5。台北：時報文化。 
16 引自曾一豪（2005）。《少年馬英九》：244-245。台北：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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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獨特的個人魅力從何而來？大部分的討論都不會忽略掉「慢跑」。根

據馬英九的傳記所述17，馬英九參與的公益慢跑活動不計其數，包括健康少年反

毒慢跑、海峽兩岸接力長跑、反雛妓華西街慢跑、為殘障而跑等，跑過的地方從

紐約的中央公園到巴黎凡爾賽宮的花園，而挪威鄉間以及熱帶地區的新加坡也都

有馬英九揮汗跑步的身影。有論者認為，馬英九是「以慢跑突出意向的政治人物」

18，而坊間出版的馬英九傳記，也名之以「馬英九人生長跑」，並以”run”一詞聯

想參與慢跑活動的馬英九正要在選戰中「開跑」19。慢跑是十分健康且大眾化的

活動，相較於政治給人貪腐、陰暗、算計的感覺，慢跑給馬英九帶來健康、清新

的形象，並容易民眾貼近。除此之外，有些討論則不諱言英挺的外貌也為馬英九

加分不少，特別是「婦女票」，甚至直指馬英九是女性選民的「夢中情人」，而

馬英九也時常善用他的異性吸引力，在選舉站台時鼓動女性支持者的熱情，成為

候選人的最佳助選員。 

 

英俊挺拔的外型，再加上台大哈佛的學歷，以及反毒掃黑、熱衷公益、酷愛

慢跑的清新形象，馬英九受到廣大民眾的喜愛，同時也被認為是「媒體寵兒」。有

論者認為，媒體不只是特別關注馬英九，甚至掩飾其執政的弊端，因此他的民意

支持度居高不下。例如，姚人多（2003）、劉昌德（2001）認為媒體在報導馬英九

危機處理時多所呵護，不像在檢驗一般政治人物般嚴厲。除此之外，連珊惠（1998）

與余宗儒（1999）20也針對 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研究

發現三大報對馬英九的形象給予較正面的報導，而對手陳水扁的負面報導則較多。 

而媒體之於馬英九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本文透過語藝批評方法所欲探索的。 

                                                 
17 關於馬英九所參與的慢跑活動，資料參考自：（1）羊曉東（1998）。《馬英九的人生長跑》：247。
台北：時報文化。（2）曾一豪（1998年）。《馬英九前傳》：23。台北：希代。 
18 引自王白（2002）。《馬英九現象》：2。台北：普天。 
19 引自曾一豪（1998年）。《馬英九前傳》：23。台北：希代。 
20 引自（1）連珊惠（1998）。《從報紙呈現之候選人形象看編輯之守門行為─以中國時報、聯合
報、自由時報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余宗儒（1998）。《1998年報紙報導台
北市長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之研究：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三報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新
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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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馬英九熱衷愛國運動以及為威權強人服務的經歷，可謂「國民黨最

完美的產物」，但也因此被抨擊為職業學生或黨國鷹犬，再加上其外省籍的身份，

與當前「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正確大相逕庭。然而，馬英九仍在政壇上

的異軍突起，甚至在非政治的領域也廣受歡迎，此情形時常指向馬英九獨特的個

人魅力與清新形象。而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台灣政壇裡，在起起落落的政治人物

當中，馬英九一直都受媒體的注目與民眾的青睞，其所引發的馬英九現象更值得

探索，而本文所關注的則是馬英九現象中常被討論的「施政出現缺失、但無損民

意支持」，旨在探究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新聞背後所蘊含的世界觀與政治社

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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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關於「馬英九」的研究 
 

 
馬英九至省政資料館參加座談會，發現衣服掉了一顆鈕釦，即央請資料館女 

職員代為縫上，不料引起兩位女職員爭相自告奮勇要為他縫扣子⋯擺平的妙 

策是馬英九另一顆扣子好生生地被拆下來，然後兩位女生各位他縫一顆，以 

示公平21。 

 

對於馬英九現象的理解，有許多觀點以「偶像崇拜」或「個人魅力」一筆帶

過，一如這段新聞所呈現的「馬英九」刻板印象。不過，近年來開始出現相當數

量的學位論文，自 1998年至 2003年總計有 17篇，這些研究對於馬英九的競選策

略、媒體報導、形象塑造等有較嚴謹且深刻的討論，本文將這些研究以「研究主

題」分成四大類：「政治宣傳」、「競選辯論」、「媒體報導」及「選民行為」，詳見

表一。簡介如下。 

 

一、政治宣傳：主要是研究馬英九及其競選團隊或市府團隊的文宣與策略，包括

競選時的報紙廣告、宣傳單、網站或整體選戰策略，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與文獻

分析為主，或輔以深度訪談來佐證資料分析的結果，也有非競選情境的政治宣傳，

研究主題是市府新聞部門如何透過新聞稿塑造馬英九的形象。 

二、競選辯論：以語藝學或語言學取徑分析馬英九選舉時的辯論策略。 

三、媒體報導：使用內容分析法以了解媒體如何報導選戰活動，或如何塑造候選

人形象，從中探究馬英九的競選策略，或使用深度訪談以了解新聞編輯如何選取

選舉新聞，探究新聞背後可能存在的立場或影響力。 

四、選民行為：透過調查研究以了解選民對馬英九的評價及其投票取向，或輔以

人口學資料重建馬英九的選民結構。 

 
                                                 
21 引自【人物短波】（1993年 2月 9日）。〈馬英九擺平扣子風波〉，《中國時報》：第 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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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關於「馬英九」的學位論文 

一，政治宣傳 

作者 篇名 研究內涵 出版相關資訊 

李宜璇 
候選人競選網站的選戰

策略－以 2002年台北市
長選舉為例 

採取文獻資料蒐集、深度訪談與比

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討候選人競

選網站在選舉過程中扮演的策略 

銘傳大學公共管理

與社區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2年

謝妙玲 

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候
選人報紙競選廣告之研

究---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聯合報的內容分析. 

採取內容分析法，研究候選人在報

紙廣告的訴求及策略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邱映慈 
整合行銷傳播在選舉行

銷上之運用－以 1998年
台北市長選舉為例 

運用深入訪談法及文獻分析法，探

索候選人如何運用整合行銷傳播

的概念進行文宣策略及組織動員

的整合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

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年 

蔡佳洹 
候選人競選策略之研

究：以 1998年台北市長
選舉馬英九為例 

運用多種分析方法（包括文獻分析

法、調查研究、深入訪談法），研

究馬英九選舉如何運用競選策略

挑戰政績卓著的現任市長陳水扁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碩士論文，

1998年 

陳麗婷 
1998台北市長選舉三黨
候選人文宣策略之分析 

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各候選人的

競選文宣內容，包括報紙廣告、宣

傳單、網路文宣等，並輔以深度訪

談法，重建其競選文宣策略的全貌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江孟穎 
首長形象建構之研究－ 
以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

新聞稿為例 

使用內容分析法、輔以深入訪談，

研究市府新聞部門如何塑造市長

形象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年 

邢縱仁 
台北市政府公關新聞稿

塑造首長形象之研究 
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市府新聞部

門如何塑造市長形象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年 

二，競選辯論 

作者 篇名 研究內涵 出版相關資訊 

楊迺仁 
電視選舉辯論之語藝分

析－以 1998年台北市長
選舉電視辯論為例 

以 Fisher的敘事典範，分析市長候
選人的辯論策略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1
年 

金家楷 
選舉辯論中遊說攻擊策

略之分析：以 1998台北
以語言學分析 1998年台北市長候
選人於辯論時所採取的遊說攻擊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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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選舉辯論為例 策略 ，1999年 

陳淑欣 

政治言談中的人稱代

詞：1998年台北市長選
舉辯論中之人稱代詞使

用研究 

從語言學的角度分台北市長候選

人的辯論語言，研究重點在於人稱

代名詞的策略運用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9年 

三，媒體報導 

作者 篇名 研究內涵 出版相關資訊 

林瑜霜 
2002年台北市長選舉候
選人新聞媒體守門研究 

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深入訪談法，透

過報紙報導選舉新聞的差異，以探

索新聞守門人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年 

陳鴻文 
報紙對候選人競選活動

報導之研究－以 2002年
台北市長選舉為例 

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報紙選舉新

聞，以從報導數量、取向及候選人

形象的塑造等面向作觀察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2
年 

梁心喬 
候選人形象設定效果研

究－以 2002年台北市長
選舉為例 

先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報紙報導所

呈現的候選人形象，再以調查研究

法測得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由此

推測出媒體對選民的影響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

學系碩士論文，

2001年 

連珊惠 

從報紙呈現之候選人形

象看編輯之守門行為─
以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為例 

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深入訪談訪，探

索新聞如何塑造候選人形象，以及

新聞守門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
年 

余宗儒 

1998年報紙報導台北市
長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

之研究：中國時報、聯

合報、自由時報三報之

比較 

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報紙如何報導

競選活動，並從中評估各候選人的

事件行銷策略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年 

四，選民行為 

作者 篇名 研究內涵 出版相關資訊 

陳若蘭 
台北市選民投票變遷之

研究：民國 83年與 87
年台北市長選舉之分析 

從投票變遷分析 1994與 1998年台
市長選舉，並以「新台灣人論」及

「回溯性評估」解讀馬英九的勝選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0年 

黃靖麟 

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

選民行為的影響：1994
年與 1998年台北市長選
舉比較分析 

從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選民行為

的影響分析，比較 1994與 1998年
台北市長選舉，並以此二變項說明

馬英九的選民結構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0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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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的特色與重要性 
 

接續先前的研究，本研究可歸屬於上述分類的「新聞報導」類，針對新聞報

導的內容進行研究，不過，本文在研究時間、方法及目的上不同於先前的研究，

並期能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有所突破，說明如下： 

 

壹、研究跨時四年，分析文本包含競選與非競選情境 

先前的「馬英九」研究，其時空背景主要是競選情境，唯江孟穎（2003）與邢

縱仁（2003）研究市府新聞單位平時如何塑造首長形象，而本文以馬英九相關危

機事件為經緯，所選取的新聞文本以非競選情境為主，但也有與競選相關的文本

（例如 2000年與 2004年總統選舉選後的民眾抗爭事件），研究期間從 2000年到

2004年，跨時總計四年。本文透過較長時間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試圖自文本內容

的差異中追溯出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其中分析文本包含競選情境與非競選情

境，期能提供豐富的「馬英九」理解方式，並對「馬英九現象」的研究有所開拓。  

 

貳、採取質化研究方法，在量化為主的「馬英九」研究中另

闢蹊徑 

關於馬英九的研究大致可分作「政治宣傳」、「競選辯論」、「媒體報導」及「選

民行為」，旨在探討政治對新聞媒體的影響、政治宣傳對民眾的影響或是新聞媒體

對民眾的影響等，可歸屬於廣義的「政治傳播」研究領域。政治傳播泛指政治領

袖、媒體與公眾間透過訊息的交換與詮釋，以主導公共議題的過程(Perloff, 1999)，

而政治傳播的企圖通常在於影響政治環境(McNair, 1995)。綜言之，政治傳播研究

所關注的是政治（領袖或政府）、媒體與公眾之間，以權力為目的的訊息交換與互

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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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卿卿，2003）的分類，政治傳播的研究典範有三：實證主義典範、

批判典範與詮釋典範。實證主義典範主要透過實證研究以探索新聞與競選宣傳的

效果，發展出的理論有議題設定理論、預示效果、框架效果、歸因理論、沈默螺

旋理論及第三者效果等；批判研究典範將政治傳播化約為政治宣傳，其研究旨趣

在於理解媒體背後的霸權統治，相關的理論有政治經濟學、文化霸權理論、公共

領域理論等，這些理論都受到馬克斯主義深遠的影響；詮釋典範則預設社會真相

是建立在人們的定義之上，因此透過文本內容的檢視，便能發覺隱藏於文本之中

的意義與真實，該典範所採取的是語藝批評取徑，主要被運用的三個批評方法是

幻想主題分析、戲劇五因分析與敘事分析。 

 

承上，可發現先前關於馬英九的研究，除「競選辯論」類屬於「詮釋典範」

外，其他論文全屬「實證典範」為主，而本文以幻想主題分析方法研究新聞報導

與讀者投書，以探索隱藏於文本中的的世界觀與政治脈絡，係屬較為少見的「詮

釋典範」。本文自較少被運用的研究取徑，以不同的觀點探索馬英九現象，這也是

本文的特色之一。 

 

參、採取語藝批評觀點，探討新聞文本與政治社會情境的關

係 

根據 Ribacki 與 Ribacki(1991)所提示語藝批評的思考脈絡：一，描述語藝行

動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說明語藝行動的目的、言說者在語藝行動上所產生的訊息

結構、符號與理念的使用情形；二，詮釋並分析語藝行動所處的情境：包含詮釋

創造語藝行動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等情境，在此脈絡下探討言說者的限制

及閱聽人的反應；三，評估語藝行動的特性及目的：判斷語藝行動的結果，並從

倫理、效果、真實、美學等面向進行評估。另外，林靜伶（2000）也引語藝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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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與 Hart的說法：語藝研究者必須不斷自問，針對文本的分析能幫助我們了解

什麼？以及，是否透露文本內容以外的訊息？ 

 

承上，本文基於語藝批評的特質，不只探索新聞報導所建構的「馬英九」語

藝視野，也包括評估新聞報導的動機與說服力、探討讀者投書的覆頌，並勾勒出

其與政治社會情境的互動情形，解讀媒體在馬英九現象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

所觀察或詮釋的面向較先前的研究更為廣闊。再者，本文採取幻想主題分析方法

透過資料收集與類目建立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者需論證其分析與批評的合理

性，而避免純粹分類與計次的限制，這也是本文與先前研究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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