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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考古篇：台灣政論節目十年流變 

 
 

第一節 何謂「政論節目」？ 

 
盧世祥等人(2004)曾力圖整理學者專家和節目製者人等對於「政論性談話節

目」的定義，認為「政論談話性節目基本上應為『以討論公共事務的政治新聞、

事件或法律議題之節目』」，但若參看各家原來說法，可謂眾說紛紜9 
  
綜觀國內外諸多研究，「政論節目」的相關概念，也是沒有統一，並透露著

演變的蹤跡：包括美國研究常用的”talk radio”與“talk show”的概念，以及國內研

究常見的「電話交談節目」（許文宜，1994）、「叩應節目」（李世明，1996）、「政

治性叩應電視節目」（高瑞松，1996）、「談話性節目」（彭芸，1996；楊意菁，2002）、
「新聞性電視叩應談話節目」（林巧婷，1998）、「新聞性談話節目」(李君順，

2003)，以及「政論性節目」（滿昱綸，2004）等等。 
 
簡單來說，想要「正名」就要依「國內或國外常見術語」、「電視或廣播節目」，

以及「是否 call-in」三者來界定概念。而觀察 2004 年台灣收視率較高的政論節

目，並綜合以上各方說法，本文認為：「政論節目」為一種在電視上專講政治和

時事的談話性節目；而 call-in 與否和主持人特色，只是顯示政論節目的互動程度

和節目特色，並非必要的定義條件。 
 
按此定義，本文接下來用較長篇幅來說明台灣政論節目十多年的流變情形。 

  
 

                                                 
9 筆者將這種「眾說紛紜」的狀況，列於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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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政論節目的流變 

 
截至 2004 年，台灣政論節目確實歷經長期的演變。本文以 1994 年出現的

「2100 全民開講」做為分水嶺（即區分出「2100 全民開講之前」、「2100 全民開

講」和「2100 全民開講之後」三個層次），呈現其中的重要事件與內涵。 
 

（一）2100 全民開講之前 

 
台灣早在解嚴前後，就陸陸續續在電視上出現政論節目。包括：「新聞眼」

(1985)、「國際瞭望」(1985)、「問題與對策」(1989)、「媒體面對面」(1990)、
「國會春秋」(1991)、「從今天到明天」(1991)、「集會遊行面面觀」(1991)、「有

話要問」(1992)、「飛越姍海關」(1995)、「大家面對面」(1995)、「超越封鎖線」

(1997)等等。其中，「新聞眼」、「國際瞭望」、「問題與對策」、「有話要問」播

出較久（四者平均有 550 集以上的）。就整理內容而言，多是邀請國內外學者、

政府官員對時事發表議論，分析檢討重大新聞和政策，甚至是邀請新聞事件

當事人與媒體記者面對面深入探討，節目也多在周日早上現場播出10。 
 

大體而言，這些節目多是為政府喉舌，而由於節目播出並非黃金時段，

並且缺乏觀眾互動參與，因此相對的影響性和重要性較少人提及。直到 1994
年在有線頻道開始製播「2100 全民開講」並引發觀眾共鳴，關於政論節目的

諸多面向才開始有了深入的探討。 
 

（二）2100 全民開講 

 
以下就五個面向呈現「2100 全民開講」（以下簡稱 2100）：包括「2100

出現的時空背景」、「2100 的內容特色」、「2100 的觀眾結構」、「2100 受人詬

病之處」，以及「2100 整體表現之小結」。 
 

1、2100 出現的時空背景：民主轉型、媒體市場化與叩應瘋 
 

1994 年 8 月 1 日，2100 首開政論節目型態之先河，在台灣有線電視 38
台開始熱烈放送。TVBS 當初在命名時，就是懷抱著「讓 2100 萬人民集聚

來開講」的雄心，也有自信於「節目不僅能吸引全國人民共同觀賞，還能吸

引大家共同參與」（轉引自 Shen，1999）。 

                                                 
10 轉引自盧世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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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2100 一炮而紅，並接連帶動許多 call-in 節目的流行──週一到

週五、週六和週日、各式各樣不同口味的節目層出不窮。加上平面報紙也不

斷出現「叩應瘋」(call-in mania)等字眼，來反映自 1990 年代中期流行於台

灣廣播電台的現象，更讓「叩應」變成家喻戶曉的新運動（轉引自 Shen， 
1999）。 

 
根據沈錦惠的分析，2100 得以出現並竄紅的主因有三：第一，台灣社

會當時正處於民主轉型階段（Shen，1999）。例如 1996 年落實了「中國 5000
年來第一次的總統直選」，意謂全面代議制民主已不復在；另外，常期擺蕩

於「大陸」和「西方」強權外的邊陲位置，不僅讓民主化（例如從蔣家政權，

到接受台灣文化，到各黨競爭的政治型態）成為台灣的生存策略，也在潛移

默化之中逐漸加深台灣人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  
 

第二，電視媒體正邁向自由市場之路。包括黨、政、軍之手逐步退出老

三台，以及利潤最大化的商業邏輯逐漸抬頭，再加上許多新興電視台的競逐

（包括無視第四台與公共電視的呼聲、以及眾多有線頻道業者的加入）。 
 

第三，當時逐漸興起代表民眾參與慾望的「叩應瘋」。自 1980 年代中期

以後，民進黨等其他政治份子就開始利用媒體游擊戰的方式，企圖挑戰國民

黨長期壟斷媒體的行為；而後，自 1990 年代中期以後，諸多地下電台（如

許榮棋的民眾電台、台灣之聲，以及台灣新聲、南台灣之聲等等）更是不斷

藉由聽眾 call-in 而成功取得共鳴；加上 1994 年媒體主持經驗豐富的李濤入

主 2100，其洗練的主持風格和熱門的議題設定，更助長民眾的參與。11 
 

2、2100 的內容特色：儀式開講與詭辯 
 

根據沈錦惠的整理，2100 擁有許多類似時事脫口秀（current affairs 
talk-show）的特質（Shen，1999）。包括主持人儀式性的開場（例如高聲鼓

                                                 
11 有別於沈錦惠利用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來解釋 2100 此種 call-in 節目出現的成因，黃葳威(2003)

對廣播叩應節目的分析如下：「國內最早的廣播叩應節目出現於中廣，曾流行於地下電台，之後

隨著廣播頻道的釋出，新興電台開播，叩應節目一度以叩應部隊襯托節目氣勢，而風行於整個台

灣地區。…撇開叩應部隊的特殊現象不談，叩應節目其實是聽眾的回饋，兼負公共論壇的角色。

由於類似叩應節目或報紙投書內容大多對社會現象持相反意見，並以情緒化的反應較多，具有「社

會安全閥」( Social Safety Valve)或「壓力閥」(Pressure Valve)功能，可以抒解聽眾或民眾的情緒，

成為主動參與社會的公共論壇，刺激一般聽眾省察時事的不同觀點。六０年代又有學者認為，類

似叩應節目或讀者投書與社會擔負「精神發洩」(catharsis)的心理分析治療作用；兩者在民主社會

中兼負激發公開辯論、討論重要議題的功能，但激發並不代表直接影響。」見黃葳葳，＜從回饋

觀點看 callin 節目與聽友的互動模式＞，參考網址

http://elnweb.creativity.edu.tw/mediaguide/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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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喊出「沒有偏見，我們只提供公平、公開和理性的討論廣場」等口號）、

各方學者專家一字排開與重點介給、每集話題呈現議題取向、提供觀眾多種

參與管道（例如打電話或現場發言等等），以及雙語和多變的節目型式（棚

內、棚外、穿插影帶和新聞、視覺效果的輔助等等）。 
 

其次，沈錦惠也認為，2100 其實是種苦心打造出來的談話空間（the 
talkspace as a professional construct）。因為它展現了刻意安排的「異質面向」

（包括議題的變化，如政治和非政治的話題；以及來賓的變化，如各黨立委

或學者專家），以及刻意的「詭辯面向」（包括在議題設定愛用問句和簡單的

二元對立、善於製造中國／台灣兩分的邏輯；也包括主持人隨時保持節目的

高潮，並刻意在來賓立場中立時挑起對立）。簡言之，2100 只求把時事包裝

在一起來引起民眾參與，卻沒有進一步的說服功能，因此只能算是一種強別

人意「論述的情境」。 
 

此外，沈錦惠也指出，2100 只是個帶有民粹訴求的談話空間（the 
talkspace with populist appeal）。因為節目雖然鼓勵大眾「有話說出來」，但透

過一分鐘的時間限制和其他發言規則（如發言須與主題有關、不說髒話、不

做人身攻擊），還是多少限制了參與者的暢所欲言。而且，它雖然能避免如

call-in 電台過高的參與同質性，但只是藉由不斷 call-in、不斷把意見並列在

台面上，所以只把民眾的聲音去人個化(depersonalized)，並反覆著來賓或專

家的意見，卻缺乏增進互動的對話（摘自 Shen，1999）。 
 

3、2100 的觀眾結構 
 
沈錦惠依性別、年齡、教育、職業等變項來分析 2100 的觀眾群。她發

現雖然 2100 關注男性議題甚於女性議題，但女性觀眾和男性觀眾一樣愛看

2100。再者，青壯族群（18-39 歲）比中壯或老年族群更常聽過和看過 2100。
其次，2100 的觀眾教育程度多在高中、高職以上。最後，有別於以往的政

治叩應節目總是較能吸引底層民眾，2100 較能吸引如自僱或受僱勞動人

口、自營商、民營事業職員主管、自由業者等中產階級人士。12（摘自 Shen，
1999）。 

 
4、2100 受人詬病之處：衝突化、簡單化與戲劇化 

                                                 
12 補充一點，根據廣電人統計，自 2003 年 10 月 20 日至 24 日的週一至週五，每晚 5 時至 12 時

的無線及有台、共 12 個政論談話及叩應現場節目，總共累積了全台約 860 萬人次收看，而這些

節目的主要觀眾背景為「男性 50 歲以上」族群、「大專以上」或「中高社經地位」者佔大宗。其

中中天電視臺的「文茜小妹大」及 TVBS「全民開講」收視最佳，且這兩個節目觀眾最大的共同

點，皆為以「常用國語者」、「大專以上程度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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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像李登輝總統都曾經公開懷疑 2100 是否有「叩應部隊」存在13；

學者郭立昕(2000)也曾投書指正：「商業電視與收音廣播媒體，完全無興趣

提供任何公共政策的詳細說明與辯論空間，只是變本加厲的把政治議題「衝

突化、簡單化、戲劇化」14。 
 

也有學生團體曾經公開寫信給主持人李濤，聲稱在實地參與戶外開講之

後，就深深痛心於媒體壟斷民意的真相。學生言論摘要如下15： 
 

我們都很清楚，在短短二十秒的發言過程中，所能提出的單薄論

述，只能被被主持人與現場來賓用來斷章取義罷了。…這種節目永

遠只是以一個不單純的社會現象為出發點，來討論到底哪一個黨才

是解決問題的高手，此般粗操愚庸，簡直視民眾之智慧如無物。…

當我們看見，2100 開講的前一小時，節目利用嘉年華式的社團表

演來利誘同學「可以上電視」來填滿座位，再透過節目工作人員的

鼓動來營造學生熱情的氣氛。我們終於明白，媒體中包括情緒、議

題焦點等等，都是假的，而更遑論要精準地為民眾代言了。 
 

另外，台灣記者協會也曾發表監看政論節目後，提出「客觀，僅是策略

性的儀式」的警語16，並直接點名 2100 的問題： 
 

節目顯然在參與來賓的選擇上作了「政黨式」客觀平衡。此不但無

助於社會問題的釐清，反造成意識形態的衝突與對立，進而使社會

問題益加複雜化！…總體而言，「2100 全民開講」節目邀請參與來

                                                 
13新新聞(2001)李登輝黑白講，還是 Call in 在做假？第 548 期，新聞真相追蹤。聯結網站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548/article044.html 

 
14見郭力昕(2000)媒體政治 塑造了非理性社會？中國時報論壇版，11 月 4 日。原文摘要如下：

「TVBS 的『2100 全民開講』這個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節目，可以用超過一年多的時間只談

一件事：總統大選，且每晚抓住當天的風吹草動瑣碎問題，固定請幾批名嘴民代輪番上場演講比

賽並相互攻訐，對觀眾塑造不斷昇高的緊張對立情緒，再讓焦慮的叩應者以二十餘秒的時間發表

『民意』。這時間當然只夠她／他表達自己站在哪一邊；而想要稍具層次地申論意見的人，既然

毫無空間，只好被迫沈默或消音。所有電子新聞媒體又奉此『辯士／叩應連續劇』為模範，複製

這類秀場，集體地、夜以繼日地將全國民眾的神經繃緊在虛擬放大的戰爭對立邊緣。這就是朝野

政黨據以為攻防利器的一種重要『民意』來源。此種不斷強化民粹反智情緒的民意，有什麼嚴肅

的參考意義？」 
  
15 全文見南台灣學生媒體監督小組、抵制 IFPI 行動聯盟所寫，見證媒體壟斷民意的真相--給李

濤先生的公開信。聯結網站 http://www.esouth.org/sccid/south/south20010528.htm  
 
16 全文見台灣記者協會所發表，CALL IN 節目的變與不變。聯結網址

http://www.brain.com.tw/taa/action/20021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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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的對象，多為立法委員及專業黨工。專家學者的討論只成為一種

點綴式的妝扮。而更多的情況是：專家學者本身的專業背景與議題

無關。…議題本身就已含有「對嗎？」「有理嗎？」等的先判價值，

對談的內容自然跳脫不出意識形態的框架。 
 

5、小結：2100 的整體表現 
 
總而言之，2100 得以出現、得以成功，顯然是有當時政治、社會和廣

電環境鬆綁等等大環境的配合，並加上節目本身在主持風格、製作內容、議

題設定上，不斷向「全民參與」的理想圖像靠攏，因而成功地吸引到特殊的

觀眾群。然而，在長時間監看或親身參與之後，社會大眾、學者專家紛紛對

於其節目提出不少質疑與建言，包容集體代表性的假象、製造更對立而無法

理性對話的爭端等等。 
 
因此，就算大多數的觀眾雖認為 2100 所討論的議題有意義、而且相對

立場並陳的討論方式(juxtaposition approach)也有助理解議題，但他們也同時

認為有一些當紅話題被過份操作。而且他們還是傾向「隨機地」的收看該節

目(尤其當節目是他們感興趣的問題、以及政治議題或選情報導當紅的時

候)，並不是固定的吸收資訊。（轉引自 Shen，1999） 
 
所以正如學者所言，2100 尚未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能真正影響讀者更定

期收視的訊息來源。它雖然宣稱自己的公共論壇形象，但卻傾向忽略沒有聲

音的意見、也忽略了這些觀眾的興趣。可以說，雖然 2100 突破以往，致力

於許多公共事務的討論，而讓電視變得更親民、也讓民眾有其他選擇參與的

模式，但它還是比較像是強調討論當前事務的公眾嘉年華(a public festival of 
current-affairs discussion)，只是一種媒體現象，而非台灣社會的公器(public 
utility)（引自 Shen，1999）。 

 

（三）2100 全民開講之後 

 
簡言之，李濤主持的 2100，雖然常因「假客觀」與議題設定的媚俗傾

向而受人詬病，但該節目的高收視率刺激了眾家爭鳴，也因此塑造出如陳文

茜、趙少康，以及具有反制意味的謝志偉、汪笨湖等媒體強人。但是，細究

其後至 2004 年的節目變化，經研究者整理，呈現「代表制的假客觀，到朋

黨制，到成為民粹法庭的裁判」、「廣告節目化、媒體政黨化和媒體幫派化」、

「原先的民主論壇淪為民主祭壇」和、「呈現媒體荒謬性與激起公共媒體、

深化民主的呼聲」四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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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制的假客觀，到朋黨制，到成為民粹法庭的裁判 

 
曾有媒體主筆點名李濤的「2100」和汪笨湖的「台灣心聲」，簡潔地痛

陳台灣政論節目，從早期發展至今竟然是愈來愈不堪入目17： 
 

《2100 全民開講》之所以該被批判，在於這節目表面上是一個政

治性的公共論壇，但是，受邀來賓藍、綠代表制的遴選標準，根本

是錯誤地化約了社會生活的複雜性，誤以為兩者間存在著簡單的對

等關係。若說《2100 全民開講》所暴露的是個未能解決的「盲點」，

那麼我們日後所看到的各種政論節目，其實更為不堪，因為這些政

論節目連「代表制」的「假客觀」形式都省略了，赤裸裸地為個人

與政黨利益喉舌，來賓也幾乎清一色朋黨化。那些常露臉的名記者

亦然，他們的賣點是洩漏些採訪秘辛，結果無異於為朋黨節目加蓋

權威戳印。 
 

政論節目從假代表制到朋黨化，說明了我們根本沒有公共政治，而

是標準的私政治。其中，汪笨湖極可能是這過程裡的突變種。不喜

歡李濤節目者，覺得這個代表制規則的你來我往過於繁複，汪笨湖

則是改寫了這個規則，餵人直接吃鹽、讓你覺得夠鹹。這種讓支持

者快意淋漓的模式當然不獨汪笨湖，但他卻能在這個餵觀眾吃鹽的

過程中，讓自己倏忽膨脹－－他不但是主持人、政論家，更昇華到

民粹法庭的裁判。（底線為研究者所加） 
 

也就是說，汪笨湖所代表的政論節目類型（genre），已不僅是一般朋黨

節目的產物了。因為他早已走出在攝影棚裡和自己人相互取暖的格局，正義

感、民粹血氣與絕對裁判的自信，全都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2、廣告節目化、媒體政黨化和媒體幫派化 
 

除了類型轉化，台灣政論節目也被貼上「附傭政治、附傭收視率的商業

競爭邏輯」等標籤，因此充其量只能說是促進了電視參與式傳播的機會，卻

距離「能藉由意義真實、規範正確、態度真誠的有效性宣稱，並能對此宣稱

做相互主體性的了解，進而達到理性通溝」的「公共領域概念」(public sphere) 
相去甚遠。 

 

                                                 
17參見台灣立報(2001)台灣政論節目的突變：解汪笨湖現象。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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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2004 年總統大選逼近，藍綠立委就在立法院教育委員會中，相

互指控對手政黨介入多家電視台的政論性節目，企圖透過「廣告節目化」的

方式，欺騙觀眾，影響明年總統大選的選情18，並要求新聞局長黃輝珍調查。 
 

又如，政論節目在大選期間搖身成為或藍或綠的論述先鋒，加上主持人

媒、政雙棲的身份，呈現了「媒體政黨化，捲入藍綠對決」以及「媒體幫派

化，政治借殼上市」之景況，更讓人驚呼「媒體政治玩得太過火，台灣史上

第一次」19。 
 

3、原先的民主論壇淪為民主祭壇 
 

林麗雲(2004)則在報紙投書直接指明20，台灣政論節目的產製仍受限於

特定的商業邏輯，經常是「根據區隔的市場去設立言論的立場，製造對立而

非對話」。加上政論節目的死忠觀眾大多熱衷政治，而且具有明顯的政治傾

向，屬於社會中意見光譜上的兩個極端，因此政論節目為了吸引到穩定的觀

眾群，必須把目標設定在這兩端的市場，導致「『全民開講』名為全民，卻

不是讓各種立場的民眾全部都能講話；『台灣心聲』也不見得要反映了所有

台灣人的心聲」。 

 
林麗雲(2004)也以各節目自定的宗旨（「2100 全民開講」是「政經、文

化、生活…，重大的新聞議題，都在節目中充分被討論」；「新聞高峰會」是

「擁抱台灣人的聲音，在地的觀點，第一手的內幕，診斷台灣亂象」；「台灣

心聲」是「嗆聲、說真話，走透台灣基層，跟人民借膽」），來反問政論節目

的定位和功能，結果認為政論節目的立場和主持人私交都會影響其所設定的

                                                 
18遭民進黨、國民黨立委點名疑似政黨介入的政論性節目，包括年代電視台的「台灣心希望」、「台

灣心聲」，民視的「李鴻禧教室」、「坐南向北」，和台視的「謝志偉嗆聲」等。見藍天電子報(2003)

選戰買政論節目？藍綠互咬。12 月 4 日第 68 期。http://www.kmt.org.tw/epaper/Papers/921204/P1.html 

 
19全文見劉伯姬(2004)媒體政治玩得太過火，台灣史上第一次。新新聞 889A 期。摘要如下：「…

政論節目，很少有人會去認為它是公共論壇，這種價值觀消失了，反而就是『挺藍』或『挺綠』

的節目。…現在，檯面上主持政論節目並據收視優勢的，有很多主持人與政治瓜葛不淺，例如，

趙少康以前是立委、署長、台北市長候選人，也是新黨大老；鄭麗文，過去是綠營國代，長期從

事政治運動；謝志偉，雖是教授，但為民進黨站台的經驗豐富令人無法摒除他的政治因子；陳文

茜，當然從頭到尾都沒有卸下政治人物的身分；汪笨湖，過去曾為李登輝站台…。兩大報之一的

媒體高層表示，他們自認自己是媒體人、是政治評論家，可是，如果去檢視其言論，不得不質疑，

他們是否「假藉媒體人的言論，行政治之實」？政治企圖染指媒體是現實，但常用的是國家機器

或金錢利誘，如今，卻是媒體反過來操作政治，或是一群批著媒體外衣的政治人「借殼上市」來

玩政治。」參考網址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toc/889a.html。 

 
20 見林麗雲(2004)是民主的論壇?還是祭壇?──透視政論節目。《台灣日報》5 月 4 日、5 月 5 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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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恐有簡化訊息、誤導民眾之嫌21。。 
 
4、呈現媒體荒謬性與激起公共媒體、深化民主的呼聲 

 
姚人多(2004)曾在「媒體、民主與對話──從總統大選的媒體荒謬性談

起」的座談會，針對總統大選時的政論節目提出批評22：「在今日商業媒體

的運作邏輯下，一個（談話性）節目不管立場多藍還是多綠，只要有 1%的

收視率就可以維持下去，實在是惡性循環」。 
 
范雲(2004)則認為，在商業邏輯之下，多元的媒體形式相對創造多重、

異質、互相切割的公共領域，已挑戰傳統的「公共領域」概念，但新的危機

在於「他人不想聽，或他人不想涉入來作理性對話」。因此，即便大家都使

用不同的媒體，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公共媒體」來解決新危機23。 
 
學者也指出，我們必須著手改善惡質的媒體環境，思考利用媒體來深化

民主的可能24： 

 

首先，如果商業電視台要繼續推出政論節目，則應有責任考察言論

的真偽與合理性，不應放任「名嘴」無的放矢，任憑媒體成為放話

的中心與謠言的集散地。其次，商業電視台不應只追求短期的利潤

而不顧整體的社會需求。他們宜應投入更多的資源在深度報導與分

析，關注公共議題，並分析這些議題的脈絡與成因。再次，由於商

業電視台仍受到商業邏輯的宰制，我們必須強化公共傳播制度。主

要原因乃是，公共廣電媒體較不受到商業邏輯的影響，致力於提供

完整的資訊給閱聽人，回應公共生活中多樣的色彩與多元的價值，

並提供公平參與及表達意見的機會給各個社群。總之，我們必須改

造目前惡質的媒體環境，要求媒體善盡公共服務的責任，才能真正

深化民主。（林麗雲，2004） 

 

簡言之，從 1994 年到 2004 年台灣政論節目的整體流變來看，已有眾多

學者專家在報章雜誌或討論會議，相繼對政論節目的發展提出沈痛的呼籲與

                                                 
21 出處同上註。 

 
22見苦勞報導(2004)媒體、民主與對話：總統大選媒體亂象，媒改社座談會，探討改造之道。4 月

11 日。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us.net/greenclub/041904.htm。與談人包括苦勞工作站秘書長孫窮

理、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范雲、公共電視研究員程宗明、清大社會所助理教授姚人等等。 

 
23 出處同上註。 

 
24 出處同註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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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顯示早先創辦節目的美意和期待（如讓全民表達心聲、增加民主討論

與參與、學習民主表達等等），傾向在商業和收視率的壓力下而蕩然無存、

前景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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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政論節目的研究類型 

 
 較具規模的政論節目學術研究，也有一段發展歷史與背景。八、九○年代之

後，廣義的政論節目（包括談話性廣播與電視節目、叩應政治談話性節目等等）

才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的焦點。究其背景，除了和傳播環境的轉型、法令鬆綁

等結構性因素有關，也和節目與主持人影響力愈來愈不容小覷等現實因素有關。 

 

例如政治傳播學者葛柏（D. A. Graber）觀察美國 1992 年的總統選舉，就

發現 ABC、CBS、NBC 的晨間節目與 Larry King Live、Donahue 等五個談話性節

目，已成為報紙、電視新聞與廣播新聞等在提供嚴肅競選新聞的主要競爭對手（轉

引自彭芸，1996）。另外，Larry King、Limbaugh 等重量級主持人，有其特有風

格，佔有一席之地，影響力連總統都要敬畏三分（轉引自彭芸，1999）。 
 

另外，政論節目研究也和論證民主與公共領域相關討論的興起，以及政治參

與和傳播專論開始注意民主、公共傳播和談話節目等等一連串的發展有關。（參

見楊意菁，2002、2004）。 
  

以下，研究者將國內外文獻區分為「政論節目做為一種歷史發展現象」、「政

論節目做為一種公共論壇或民主政治的機制而施與評量」、「政論節目對於選民或

政治行為的影響」和「政論節目之製作、議題與觀眾分析」四個類型，來歸納政

論節目的研究主題。 
 

（一）把政論節目做為一種歷史發展現象 

 
不論國內或國外研究，都有深究政論節目得以發展的時空背景，或是討論節

目本身得以轉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傳播環境。例如 Shen(1999)，就曾以 2100
全民開講為個案研究，首部完整說明此節目得以在台灣發展的各面向背景──包

括台灣解嚴後的民主轉型、解除報禁後的媒體市場化與新興的「叩應瘋潮」等等。 
 

高瑞松(1996)則認為，隨著潮流演進、政治與傳播結合，媒介選舉來臨，電

子媒體具有快速、臨場感、真實的特性，更是選時兵家必爭之地。另外，彭芸

(1996，1999，2001)從傳播科技進展（如新、舊式媒介的差異）與政治發展的背

景（例如候選人愈來愈得在各種新興媒介推銷自己給選民），說明美國從談話性

廣播到電視政治談話性節目的發展躍進，以及台灣從地下廣播電台到電視叩應節

目流行的過程25。 

                                                 
25其實這種歷史背景式的論點，在台灣地下電台的相關研究也十分常見。見陳美華(1994)、陳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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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論節目做為一種公共論壇或民主政治的機制而施與評量 

 
台灣大部分的政論節目研究與評論都可歸在此類。例如彭芸(1992、1996、

1999)，就曾較廣義地探討國內國外政治傳媒的不同演進，指出叩應節目雖然使

現場的主持人及來賓可與觀眾產生互動，使觀眾被動的角色有了新的詮釋，但是

談話性節目對政治行為和理想的民主政治仍有進步的空間。 
 

盧世祥(2004)則大範圍地透視 2004 年總統大選期間的政論節目，發現台灣

政論節目未符他國政論節目標準，也未達到學者專家對於民主論壇的期待。另外

也有些學者（如郭立晰、林麗雲、管中祥、姚人多等）就台灣近年來政論節目的

發展模式，發表評論嚴肅指責此類媒體已荒腔走板，根本不配做為民主公器。 
 

至於 Shen(1999)與楊薏菁(2002，2004)，則先後拿 2100 全民開講為個例，探

討其議題內容或節目功能，是否真的符合政論節目深化民主政治、展現公共民意

的期待。比較兩者研究結果可知，即使相隔多年再檢驗，2100 仍是有討論公共

議題不夠多元、呈現政治議題（特別是國內政治）的單一狹隘性等限制，或者是

雖然展現了極大化公共參與或實在的公共參與，但其實是藉公眾參與吸引更廣泛

的閱聽大眾，故只具有形式化與公平假像的意涵，並不能代表公共領域真公公平

公開的精神（楊薏菁，2004）。 
 

針對 2100，高瑞松(1996)則認為雖然媒介經營者以公正／客觀的立場，提供

民眾一個公平接近使用媒介的機會、紓解民眾不滿情緒、反應民意所趨、達成穩

定社會功能，但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仍有差距、民眾也缺乏公眾表達意見的訓

練，因此仍須全民監督。林巧婷(1998)細緻分析哈柏馬斯部分理論與節目內容後

則發現，拿「理想的言辭情境」，或是「理性討論風貌」來評判 2100 太過嚴苛，

但「民主、平等」、「理性討論」是扮演公眾論壇的媒體須不斷努力的目標。 
 

只有滿昱綸(2004)轉換分析對象，嘗試分析汪笨湖所主持的政論節目內容，

但結果顯示政治與商業利益確會讓政論節目的政治監督功能蕩漾無存。 
 

（三）論節目對於選民或政治行為的影響 

 
政論節目到底對選民有多大影響力?美國學者 Just(Just et. all, 1996)發現訪談

                                                                                                                                            
(1994)、許文宜(1994)、李世明(199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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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節目確實讓閱聽大眾更多機會看到或聽到較長的候選人談話。Edsal(1994)也證

明支持收聽政治廣播或觀看政論節目，確實能影響受眾的投票行為或政治參與行

為。 
 
然而，有些研究（如 Jones, 1998；彭芸，1992）不認為收聽政治廣播或是觀

看電視新聞節目，就能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反而認為關鍵的因素在於選民的原

來的政黨傾向和政治參與的態度。彭芸(2000)還發現，台灣 2000 年總統大選時

經常看叩應節目的選民較多投票給宋張組，而投票給連蕭組的最少看叩應節目，

但兩者間的因果仍要進一步釐清。盛治仁(2003)則認為，叩應的觀眾無代表性，

而經常收視政論節目的觀眾和全體民眾在人口特徵和政治態度也大不相同，因此

政論節目是否有影響力，應持續追蹤經常收視者的態度，才能有較明顯的結論。 
 

（四）政論節目之製作、議題與觀眾分析 

 
彭芸(1999)針對我國 1998 年「三合一」選前兩個月的談話節目，進行討論

議題、節目主持人與來賓特色等等內容分析。結果發現節目為了要引起觀眾興

趣、持續吸引觀眾不轉，並願意叩應進來、產生互動，節目會考慮「商業性」本

質（即題材具時事性、衝突性）；而除了公共電視之外，各談話節目的題材幾乎

都是當天晚報的主要新聞議題，且近七成與市長選舉有關。 
 

另外彭芸(1999)也發現，在議題方面集中於競選策略、緋聞、喝花酒、抹黑

等等，有將近三分之一均是賽馬式膚淺的選舉議題，其他辯論會、統獨、省籍等

等與衝突有關的題材，都是節目用來吸引觀眾的利器；但是過份強調衝突的收視

率迷思，其實就是我國談話節目的危機。 
 

到了 2000 年總統大選，彭芸(2000)發現教育程度高、收入穩定的選民、認

為自己的是中國人的、政黨為新黨與民進黨支持者較多收視叩應節目，且綜觀國

內外文獻，看叩應與選民的政治興趣、選舉興趣、外在效能感程呈明顯關聯，與

其選舉參與亦呈現明顯關聯。 
 

到了 2002 年北高市長選舉，盛治仁(2003)和先前研究有類似發現：立委和

媒體記者是政治談話性節目的主要來源、節目最喜歡討論選舉和政黨，但對於政

府效能和內政政策等問題則興趣較低、談話性節目對於跑馬賽的選舉以及有衝突

性的政黨議題有較濃厚的興趣、對於政策類的討論只佔相對較小的比重，以及外

省籍、男性、年紀大者最常收看。但在其他人口變項和政治傾向的分析上則看以

往研究出現不同看法（如親民黨者經常收看比率較高；居住地區和教育程度無收

視差異；經常收看者政治評價呈兩極、政治信任感低、民主價值和政治效能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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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致趨勢）。 
 

同樣是 2002 年台北市長選舉，李君順(2003)則認為，不同人口變項均會對

收看政論節目的動機和涉入程度造成影響；另外，政治參與對收視動機與收視涉

入程度多有顯著影響、收視動機對收視滿足與收視涉入程度也有一定的關聯。 
 

到了 2004 年，廣電人調查則發現，政論節目的主要觀眾族群為「35 歲以上

收視族群（尤其以 50 歲以上所佔的比例最大）」、「大專以上和高中學歷的的收視

族群」、以及「北部地區(台北基隆宜蘭)為主的收視族群」。26由此對照諸多研究，

即可發現觀眾結構的差別，亦可見政論節目的觀眾結構尚屬浮動，不一定有絕對

的人口指標。 
 
 

                                                 
26見廣電人「談話性節目影響力」之分析，或自由時報新聞網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3/today-o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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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論節目十年流變的小結與反思 

 

（一）節目轉型不斷，未來發展仍值關切 

 
從以上對於政論節目的定義、台灣政論節目至 2004 年的流變、以及政論節

目相關研究的類型整理，可以說明台灣政論節目數十年來的發展、研究成果與研

究方向；但放眼未來仍是尚憂喜參半，後續發展值得繼續關切。 
 
大致看來，台灣政論節目自早期承接地下電台，為民喉舌、儼然一副新興民

主論壇之姿，但在愈來愈商業取向的媒體競爭環境下已變了樣，也愈來愈經不起

學者專家嚴格審慎的檢驗，漸漸成為需要再監督、再提升的媒體惡霸，前景堪慮。 
 
另一方面，十年來也已經累積不少在節目產生時空背景、節目內容議題、來

賓觀眾、主持人風格、節目民主價值、節目可能影響力的研究成果。雖然對比這

些研究結果已能為政論節目畫出初步輪廓，但結果亦顯示政論節目在觀眾結構和

影響力預測較為浮動、甚至有所出入，因此可見台灣政論節目的收視群眾和媒介

生態尚未成熟穩固，也間接點出政論節目仍有持續追蹤價值，值得期待。 
 
以下，研究者也就過往研究在範圍、對象、架構與研究方法上的反思，藉以

釐清本文接下來再探討的新方向。 
 

（二）範圍、對象、架構與方法的再思考 

 
筆者覺得比較有趣之處，在於這麼多有關政論節目的文獻，竟幾乎全數落在

傳播學的領域（例如媒體研究、媒介批評和政治傳播等等），由此可見，政論節

目在社會學或其他領域，應該還算一塊新鮮的材料。例如，觀看政論節目是不是

有某種社會集體的因素？如果說政論節目收視率是集體的現象，那麼相對應造成

此現象的社會基礎、文化脈絡又是什麼？ 
 
第二，在研究對象上面，過去研究較多長期觀察「2100 全民開講」或「台

灣心聲」一個個案，而較少藉由收視率或其他方式來或綜合論述總體政論節目，

或是看其短期之間的變化意義。可見台灣政論節目的研究，也許還可以更豐富多

元。例如，若把政論節目不分藍綠、集體看成某種“genre＂，去看其短期的集

體收視變化會不會是一種有趣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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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研究架構上，過去研究多半套用既有的理論典型（如民意與公共性、

公共領域理論，或是結構功能理論）來檢視政論節目的內涵表現；學者專家也多

就這些理論規範，指責痛切、力求改進政論節目。站在這些個體檢視的基礎上，

我們能不能再到更大的文化與人的脈絡之中，找出結構上的因果詮釋呢？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也多限於內容分析或是問卷調查。原因在於以往

政論節目的收視資料庫尚未建構完全，或是取得管道不易。但現在不論是 AC 尼

爾森或是廣電人的政論節目收視調查，都已累積數年，尤其「廣電人收視調查」

更是改良抽樣方式並免費開放申請。因此，台灣政論節目研究或許可以再加入收

視率資料庫的資訊，豐富討論的內容。 
 
以下，就站在過去研究的肩膀上，從另一個全新的角度來探討台灣政論節目

──如何分析政論節目的「收視率」？如何站在社會文化的角度，來解釋與觀察

政論節目收視率在短期內起起伏伏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