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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文獻回顧拓撲篇： 

如何分析政論節目的收視率與解釋集體收視起伏？ 

 

 第一節 傳統收視率分析架構與問題 

 
九○年代起，收視分析框架包含三個主要部分－－一是「收視率及其相關暴

露指標」、二是「觀眾因素」、三是「媒體因素」。例如 Webster & Lichty(1991)把
「觀眾因素」分為結構因素（潛在觀眾、可得觀眾）和個體因素（觀眾需求／品

味／偏好、知曉、觀眾團體構成）兩部分；把「暴露指標」分為總體指標（收視

收聽率、佔有率、總收視收聽率）和累積指標（到達率、頻次、受眾重複率、累

積受眾）兩部分；把「媒體因素」分為結構因素（有線與無線電視覆蓋率、頻道

間和頻道內節目編排選擇）和個體因素（電視機數、有線電視訂戶、遙控器、錄

影機數）兩部分，並將觀眾因素、暴露指標和媒體因素之間的關係由圖 3-1 表示： 
 

                   節目、技術服務和技術的長期發展 

           
 
 
 
 
 
 
 
 
          需求、品味和習慣的長期培養 
          

圖 3-1 收視率分析框架圖 
(轉引自劉燕南，2000：144) 

         

而國內研究多從「總體媒介生態結構」來評析收視率與其意涵。例如早期賴

國洲研究收視率與電視、廣告和節目企劃製作的關聯。張依雯(2000)則是還原電

視生態結構的階段性發展（即「無線電視台與外製單位」、「廣告代理商」、「有線

電視衛星頻道」與「收視率／提供單位」四者在十多年來的結構變化），以釐清

收視率與電視生態結構彼此間相生相成、互為因果的存在關係。林宜蓁(2003)則
認為收視率會對廣告主、廣告代理商與媒體購買公司的電視媒體購買策略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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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7。 
 

若是針對政論節目的收視率，目前多是零散的報章報導（如某節目又以幾點

幾的成績創下新高記碌），或是透過數據進行簡單的常識推斷而缺乏理論支撐和

因果說明──例如廣電人收視率調查曾經比較2003年和2004年政論節目的收視

量和播出量，發現 2004 年無論播出量、收視量皆較 2003 年來得大，也發現 2004

年底立委選舉過後，收視走勢逐漸趨緩，就能宣稱「2005 年若無重要政治事件，

政論節目收視量、播出量將回穩」28。 

    

但什麼才可稱做「重要政治事件」？政論節目的收視率分析該藉由什麼理論

基礎才能較仔細地進行？以往對於收視率分析，多集中於傳播的角度，由媒介相

互間的複雜生態來使用或判讀收視率；或者僅限於市場調查的角度，概略的提供

常識判斷。倘若研究者想進一步知道造成政論節目收視升高的社會原因，又該如

何解釋和測量？以下就借 Coleman 和 Swidler 的觀點，以及藉由報紙測量社會

脈絡的方法，來具體回答這些問題。 
 
 

                                                 
27 在實務界，「合縱連橫地」分析收視率更是屢見不鮮。例如廣電人可以監看收視率高低時段所

相對的節目內容，或是分析收視率資料所附帶的人口特質以提供廣告主較適合的檔次；AC 尼爾

森除了有數套軟體來分析收視率、節目與廣告的關係，還能把收視率人口分析搭配其他資料庫（如

「媒體大調查」（Net Watch Life Index）、「媒體專案服務調查」等等），以讓業者或廣告主更能了

解讀者、抓住讀者。 

 
28見廣電人(2004)2004 政治選舉年，政論節目紅翻天，今年政論節目收視將回穩。媒體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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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義                             資本主義 
              

1                                    3 
                               
                               

價值                              經濟行為 

第二節 借 Coleman 論點： 

政論節目收視率分析應區分個體和集體層次 

  

(一) 論點內涵 

 
James Coleman（1990）在其巨著《社會理論的基礎》第一章＜社會科學的解

釋＞就提及，有一種稱之「微觀到鉅觀」的問題（即在一個系統裡解釋基於行動

和傾向的系統行為，會用較低的個人層次去理解較高的系統層次），在社會科學

裡是普遍存在的。而遺憾的是，說明微觀和宏觀之間的連結，又往往十分脆弱。

而 Weber 的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精神，恰好就是個可以稍加註解的經典例

子。 
 

Coleman 認為，Weber 站在鉅觀的立場，說明喀爾文主義刺激了資本主義的

開展；換句話說，是用一個社會裡的宗教價值，來解釋一個社會裡的經濟組織。

但 Coleman 指出，應該像圖 3-2 一樣，更仔細地區分出其中的層次： 
 
 
 
 
 
                                     

2 
 

圖 3-2 微觀到巨觀的分析層次 
 
其中，命題 1 是代表新教教義在其追隨者中產生某些價值。 
 
命題 2 是有著某種價值的人接受某些經濟行為的傾向。 
 
命題 3 是個人層次的特定經濟行為傾向，會促成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 

 
也就是說，這裡把看似單一的命題分做三個：第一個命題包括標誌社會的自

變項與標誌個人的因變項；第二個命題包括標誌個人的自變項與因變項；第三個

命題包括標誌個人的自變項與標誌社會的因變項。要之，這裡有三條相關的連

結：第一是從系統層次到個人層次，第二是全屬於個人的層次，第三則是由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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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增進某些情境                               革命 
       

1                                          3 
 
                               2 

挫折                                       挑釁行為 
 
圖 3-3 如何解釋革命的發生 

到系統的層次。 
 

Coleman 並依此模式來修正挫折理論（Coleman 指出，簡陋的挫折理論認為

「社會增進的某些狀況，使人有所挫折，並導致了革命」──但這樣是把個人的

態度或傾向，過於簡單地拼湊在一起，來解釋微觀到鉅觀層次的連結），以更適

切地解釋革命如何發生，如圖 3-3 所示： 
 
 
 
 
 
 
 
 
 

 
其中，命題 1 代表許多形式（取決於理論家如何解釋挫折的成因），包括短

期挫折、相對剝奪感、期望價值增高等等。  
 
命題 2 代表心理學命題：挫折感導致挑釁行為。 
 
命題 3 代表個人挑釁行為的集合即引發了革命。 

 
當然，在 Weber 和挫折理論的例子中，微觀到鉅觀的轉變都會被認為是個人

傾向性、態度或信仰的簡單拼湊。但是，Coleman 強調，如果理論解釋的是某種

社會系統的活動，微觀到鉅觀的轉變絕非個人行為的簡單拼湊。也因此，Coleman
自我辯護，說明他所採用的個人層次的行動理論，乃是類似 Weber 在研究新教倫

理與資本主義的「有目的的行動理論」。另外，鉅觀到微觀間的轉換關係，以及

微觀到鉅觀的轉換關係（包括許多種類的行動相互依賴模式），也都要詳加考察

才行。 
 

(二) Coleman 論點內涵的小結與反思： 

政論節目收視率應區分個體和集體層次 

 
Coleman 指出了一個十分理想的架構：任何細緻的研究都要點明鉅觀和微觀

研究層次的差別。套到政論收視率分析裡，就是「收視率」這種聚合起來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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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應該有其相對的集體成因；除此之外，聚合資料也暗含著個體層次的訊息

(例如家戶指標和個人社經指教、教育程度、職業、居住地區等資料)。 
 

也就是說，理想上分析政論收視率應該先找出集體的原因，另外也必須分析

個人或家戶的收視是否會因其他因素而影響政論節目收視表現。但本初探研究基

於研究興趣，僅先聚焦在 Coleman 提出的集體層次上，嘗試回答大選期間政論

節目集體收視率起伏的社會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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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借 Swidler 論點： 

政論節目收視率與政治生活穩定程度有關 

(一)論點內涵 

 
Ann Swidler(1986)在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一文指出29： 

 
文化影響行動，並非藉由提供指引行動的終極價值，而是藉由形塑某

個習慣、技巧和風格的大集合或是「工具箱」，好讓人能從中建構「行

動的策略」。區分出「穩定」和「不穩定」兩個時期，就能更明顯發展

出文化影響的兩種模式。在穩定時期，文化獨立地影響行動，但只是

藉由提供人們去打造不同行動路數的資源。在不穩定時期，明確的意

識型態直接地駕馭行為，但長期來看，行動的結構性機會決定哪一個

意識型態能在競爭中倖存。（底線為筆者所加） 
 

Swidler 所說的「行動策略」，是指行動必然會融合成一種較大的集合。而所

謂「策略」，不是透過有意識地設計來達成某目標的「計劃」，而是廣義的組織行

動的方式，以允許人們去達成許多不同的生活目標；也因而與人的習慣、情緒、

感知性，及世界觀息息相關。另外，當人們在打造行動策略時，人們都擁有不同

可供使用的「文化能力」（cultured capacities）30。 
 

Swidler 的意思在於，文化並非一個統一的系統，也不是促使行動朝一個連

續的方向發展。相反的，它更像一個工具箱或是大集合，好讓行動者在打造行動

路數（lines of conduct）和行動策略時，有不同的資源可供選擇。也就是說，大

部分的我們思考世界與做出行動，更常是受更廣泛而不連續的文化反應所牽引，

                                                 
29當然這來自 Swidler 的諸多考察。例如在本文就析論了 Weber 的「理念」和 Parsons 的「價值」

意涵，也參考窮貧文化研究、Weber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後續討論，以及「價值」在

不同研究對行為影響所呈現的失效情形（如理性選擇理論所說）和有效情形（如對於價值觀的經

驗研究）。另外，我們也可以在 Swidler 的訪談錄裡，看到她受到她的師承系統：她自許為「凃派

子弟」（Durkheimian Stream），也就是 Parsons 到 Geertz 到 Bellah 這一個支脈，但她也鑽研許多 Weber

的相關概念。她認為，Weber 給她最大的啟發，在於應該追問理念是否影響社會生活，亦是對一

個變動過程（而非一個固定過程）的追問。也就是說，Weber 在分析「何時」與「在什麼特殊的

狀況下」，理念才會有重大的影響。所以，Weber 看似對於理念沒有太大作用的狀態感到興趣，

但他同時又想找出理念力量最大的一組特定社會情境。見 Besecke, Kelly and Macgregor, Lyn(2001) 

 
30 Swidler 曾在談訪時說：「Bourdieu 所說的習僻（habitus）概念，就是我說的文化能力（cultured 

capacities）加上行動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當人們決定著一組行動時，「價值」只是人們的

眾多選項之一，而非直接刺激人去連貫行動的東西。見 Besecke, Kelly and Macgregor, Ly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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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可鍛鑄的、隨著社會提示和脈絡，以及多多少少的自我意識而變動的。

Swidler 在晚期選擇「文化為大集合」的譬喻（較於早期「文化為工具箱」的譬

喻）31，就是在解釋個人如何能在文化與制度性限制下，還能同時有意識地使用

文化。 
 

她也認為，若想要發展出一個模型，來解釋文化影響力的不連貫之處，但同

時又能承認在某些時刻或時期，文化確實擁有難以置信的影響力，那就必須區分

出「穩定」與「不穩定」兩個時期32。處於一個不穩定的生活脈絡時，意識型態

活動會爆發增生、儀式的實踐和部分教條也會有所修正。相反的，處於一個穩定

生活時，人們會傾向認為「價值」是組織或加強行為模式的東西，而且文化和結

構情境看似相互增強，因此更難得知什麼是文化的特殊之處。「文化的兩種模式」

整理見表 3-1： 
 
表 3-1 文化的兩種模式 
       特徵      短期效果       長期效果 
穩定的文化  低度連貫與連續 對行動的直接控制較弱 提供打造行動策略

的資源 
（傳統與共識）較為壓縮    淨化或增強技巧、習慣 創造風格、時代精神

               以及經驗的模式    以及尤其是行動策

略的連貫性 
       低度連貫與連續 對行動有較強的控制  創造新的行動策略

不穩定的文化                    但長期影響取決於

（意識型態） 和其他文化觀點            讓競爭意識型態存活

相競爭                的結構機會 
                            來源：Swidler，1986 

 
也就是說，當處在穩定的生活，且整個社會也處於相對穩定的歷史階段，文

化時常變得密切地融入人的生活經驗。文化看不見又自然地存在，就像難以加以

檢驗而知的共識一樣。但在不穩定的生活和時代，卻讓文化變得更因人而異地的

可見與置疑，並允許人在形塑自我反應的新風格、技巧、信仰和眾多活動之中，

找出新的變化或是行動策略。 
 

                                                 
31 引自 Farrell(2002)的評論。 

 
32 我們可以從 Swidler 對於 Sewell 的批評，看出她認為區分兩個時期的重要性：「Sewell 的問題出

於認為文化是連貫的和到處存在的。如此一來，文化就無所不在，也無所不是。也因此，人們無

法再系統性地追問『變動』的問題。人不能追問事物之間或多或少的文化差異，因為文化已然消

失並融合入所有的事情，人也不能追問文化為何會在此時比彼時更有影響。也因此，去定義出某

個文化影響力最大的時刻，是至為重要的。」見 Besecke, Kelly and Macgregor, Ly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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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會變遷之時，意識型態增生，且傳統文化模式被更新以迎合新狀態；

但是這些受意識型態趨使的文化回應（即有明確意圖去提供明顯且連貫統一的世

界圖像），總是因為本身所相應的生活經驗仍未完整，而很有可能地遭受挑戰。 
 

(二)Swidler 論點內涵的小結與反思： 

政論收視率與政治生活穩定程度有關 

 
Swidler 花了很多力氣，發展一個初步的解釋型架構。我們了解，人在動機

及文化能力的巨大差異之下，仍會在不同時期（如穩定和不穩定）的歷史、文化

狀況與制度性限制裡，有著某種可歸類的、可理論說明出來的社會回應──例如

加深既有的行動策略，或創造新的行動策略33。 
 
我們可以說，在 Swidler 的解釋架構裡，再再強調「先區分生活是否穩定，

再談文化如何影響人的行動策略」。亦即，若我們可以找出指標來概念化與操作

化「生活穩定的程度」，就能觀察某個行動策略的改變是否顯著（例如收視率的

變化），來檢驗 Swidler 的理論模型是否存在。 
 

套到政論節目收視分析裡，等於我們可再追問「社會生活的穩定程度是否和

政論收視之間有所關連」？只是，如何測量「生活穩定程度」？Swidler 只舉出

「意識型態活動是否爆發增生」、「儀式的實踐和部分教條是否有所修正」等長期

而抽像的指標概念，對於本研究想聚焦在短期(如大選期間的二個月)的操作幫助

不大。因此，另覓適合於短期施測又能合理地反映生活穩定程度的觀察對象，正

是本研究接下來必須突破的關鍵。 
 
 

                                                 
33 我們可以再藉其他學者的評論，來為 Swidler 的理論做一註解。Smith(1998)就曾指出，雖然 Sewell

的論點是以「結構／能動性」的爭論為核心，而不像 Swidler 著重「文化／行動」的議題，但兩

者仍有相似的結語－－「Sewell 認為，一個恰當說明文化如何運作的理論，必須同時包涵穩定與

變動這兩個議題。也就是說，文化的角色，在於社會秩序的再生產，也在於產生創新性的實踐。

而與 Swidler 相同，Sewell 指出文化基模在形塑社會行動時的關鍵角色，是被當做行為指引的加

強和轉置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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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各大報紙進行政治系統穩定程度的測量 

 

(一)政治不穩定的意涵 

Samuel Huntington 曾經指出，我們可以藉由「社會動員速率」與「大眾政治

參與」之間的動態關係來瞭解「政治不穩定」的原因34（轉引自江炳倫，1981）。
陳健民（2004）認為，從消極的角度來看，所謂「社會穩定」意謂一個國家較少

出現「非常規的政權轉變」及「政治動亂」；若從積極角度來看，我們可視「社

會凝聚力」（包括公民對政府及社會的信任、歸屬感及參與）為「社會穩定」的

指標35。李顯峰、陳紹容(2002)認為，可用「調整後國會中政黨的有效數目」、「美

國經濟成長」、「台灣經濟成長」、「選舉之波動」、「學齡兒童就學率」、「民主政治

發展歷程的分段」、「行政院長的更替」等指標，來建立 1974-2001 年「台灣政治

不穩定」的迴歸方程式。另外，亦有研究指出政治或社會不穩定與「離婚率」、「晚

婚率」、「現代化」、「政治轉換的規則性」、「政治限制」、「政策持續性」等因素有

關。 
 
由此可知，「生活穩定程度」的定義繁雜，並且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心

理等面向，另一方面，過往指標也多數為長期趨勢或總體趨勢。然而，由於本研

究基於研究興趣，想先回答「2004 年總統大選期間的生活穩定程度，是否影響

了集體政論收視率的上升起伏」，因此必須鎖定適於短期施測（即總統大選兩個

月間）又能合理反映生活脈絡的觀察對象。 
 

(二)從報紙測量生活不穩定的理由與方法 

 
從「社會建構論」和「媒介議題設定」的角度來看，人們的作為並非以確定

或直接的知識為基礎，而是基於如 Walter Lippmann 所說的「腦中的圖像」而來，

而且這些圖像又是他人或其他「大眾媒介」所提供。人對於無法經驗到的事件的

感覺，就是他對該事件的「心像」，人對其所處環境的適應，必須透過「虛構」

的媒介才得以進行（Lippmann，1922，轉引自羅世宏，1992）。過往實證研究也

發現，媒介對議題報導量的多寡和版面位置的安排，會影響到公眾對議題重要性

的認知（Siune nad Borre，1975、Shaw and McCombs，1977、Willams and Larsen，

                                                 
34 其中的動態關係，可用下列三者等式來瞭解： 

（１） 社會動員／經濟發展 ＝ 社會挫折； 

（２） 社會挫折／流動機會 ＝ 政治參與； 

（３） 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 ＝ 政治不穩定。 

 
35 原文參考網址 http://www.hkddn.org/information/doc/Speech_Chan%20Kin%20Man_chi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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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轉引自牟迎馨，1997）。 
 
從台灣既往跨媒介的比較研究來看，雖然平面媒體（報紙）或電子媒體（電

視）在報導選舉新聞時，都存在著「政治性偏差」或「結構性偏差」36（吳戈卿，

1982；雷飛龍、陳世敏，1985；張慧玲，1988；劉懿慧，1991；陳義彥、陳世敏，

1992；彭芸，1992；羅文輝、鐘蔚文，1992；王宗安，1994；羅文輝、金溥聰、

陳清河、黃惠鈴，1995；李婉婷，1997；黃慧鈴，1997；羅文輝、黃葳威，2000
等等）。但整體而言，報紙在解嚴、解除報禁之後已有逐漸改善的趨勢（且是民

營優於公營再優於黨營報紙），但電視新聞（尤其是老三台）相對仍較存在政治

偏差。 
 
再從「跨媒體影響力」的觀點來看，也發現平面媒體是電子媒體的意見袖見。

除了新聞晨間節目有「讀報」習慣之外，國外研究也發現電子媒體（尤其是電視）

依賴文字媒體、或受文字媒體影響（參見牟迎馨，1997），尤其近來平面媒體電

子化和數位化之後，報紙延伸了觸角，影響力更不容小覷37。另外，國內研究也

證明晚間電視新聞受晚報影響（牟迎馨，1997）、談話性節目題材幾乎都是當天

晚報的主要新聞議題（彭芸，1999），近來電視新聞甚至出現「抄報紙」的窘況38。 
 
最後根據「媒體特性」的角度，報紙相對而言也比電視穩定。因為若借用

「冷」、「熱」媒介的角度（參見何道寬譯，1995）來區分今日印刷和電子媒體，

可見印刷媒介強調單一視覺，使人們養成線型、因果、重複與邏輯的思考方式，

但電子媒體相對提供了更多參與感，集視覺、聽覺與「觸覺」(tactile)於一身。

從實務觀點看來區分印刷和電子媒體，也可見報社每日出版報紙，以不同內容分

割版面，不同版面拼湊成一份報紙，讀者可以前後隨意翻閱，但電視新聞的呈現

以直線方式進行，觀眾稍一疏失就錯失部分資訊（黃新生，1994），而且也容易

採用剪輯技巧，創造虛幻不實的新聞（羅文輝，1994）。 
 
綜合上述各種理由，研究者聚焦「大眾媒介的訊息分析」，並選擇「報紙」

（而非電視新聞）呈現的議題，來做為每日重要生活脈絡的縮影。研究者必須整

理匯集當日報紙的各種議題，透過編碼轉譯再進行質化分析，以呈現台灣大選期

                                                 
36 「結構性偏差」是指候選人的新聞性不同，因此媒體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篇富來處理不同的候

選人；「政治性偏差」是新聞媒介因為政治因素，故意在選舉新聞中支持某一政黨，或偏袒某些

候選人，是對於當局者、或媒體所有權者的支持政黨的一種經常性和系統性的偏袒。參見李婉婷，

1997；羅文輝，1994。 

 
37 例如，近期＜經濟學人＞（Economist）就以＜報紙求生在線上＞（Newspapers struggle online）

為題，分析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成功跨足網路領城，影響傳統報紙甚鉅（the success of the 
BBC's news website that most troubles newspapers）。（見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Jun 16th 2005） 
 
38彭芸(2005)用「抄」不用「跑」的電視新聞。中國時報名家論壇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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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生活穩定程度狀態。 
 

但應依據什麼規則來分析每日報紙？首先，延伸在第三章第三節裡 Swidler
的論點，本研究採用的指標必須顯示「生活不穩定的高低程度」，才能看出生活

的不穩定是否會影響政論節目集體收視的上升。其次，由於本研究是探究「大選

期間的生活脈絡」和「政論節目的收視」，因此，「政治生活穩定與否」乃是最須

剖析的焦點。綜上兩點，本研究所用指標除了能涵蓋大選期間複雜生活脈絡，最

好還能聚焦在「政治生活的不穩定程度」，以釐清政治生活脈絡與政論節目的收

視關係。 
 
根據雷飛龍、陳世敏(1985)，陳義彥、陳世敏(1992)針對報紙選舉新聞的內

容分析，我們可將「政治系統的穩定」，由底層到高層區分為「政治社群類」、「基

本的政治價值與政制類」、「政治過程類」、「政府人事與政風類」，以及「政府的

政策與行動類」五個層次的討論。依政治系統理論，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系統，其

基座的政治社群與典則政制具有高度的共識，有爭議或變動的是上層的執政人物

及其所制訂的政策與所採取的行動；相反的，若是影響政治系統最深的政治社群

之意見，也趨向極端或毫無回旋餘地時，即代表政治系統的強烈不穩定，甚至終

將導致變遷。 
 
換句話說，研究者可沿用過去選舉新聞所用的政治系統架構為初步核心類

屬，但也必須依樣本訊息而修正、合併與新增出適用本研究的核心類屬，才能在

聚焦於政治生活的分析之餘，還不偏廢報紙多元的生活樣貌（過程詳見第肆章第

二節）。 
 
藉擴充的核心類屬來分類大選期間各報頭版議題，並區分當時不穩定的程度

差異，不但可說明政論節目收視是否跟生活脈絡的不穩定有關；另一方面，也可

依來補足政論節目收視率分析過於簡陋的遺憾（例如廣電人調查39裡僅宣稱若無

重要政治事件，政論節目收視量、播出量將回穩，卻沒解釋何謂「重要政治事件」，

也沒有說明造成收視率起伏的原因）。 

 
簡言之，本研究透過報紙分析欲進一步探究：當社會普遍集體地出現哪一個

層次的訊息時，政論節目的收視率就會大幅升高？當社會集體散發的訊息在政治

不穩定的層次裡上下移動時，政論節目的收視率是不是相對開始有所起伏？ 
 
 

                                                 
39見廣電人(2004)2004 政治選舉年，政論節目紅翻天，今年政論節目收視將回穩。媒體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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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考古和拓璞篇的總結： 

初探新的政論節目研究思考架構 

 
透過十年來政論節目的文獻考古，不僅讓我們了解政論節目發展至今的轉

型、問題和研究成果，也讓我們更有興趣於另一個未知領域的拓璞──政論節目

的收視率到底有什麼社會文化的意義？ 
 

要之，參照 Coleman 建立的理想型架構，本初探研究先將焦點置於導致政論

節目收視率升降的集體層次；透過 Swidler 的理論，本研究假設社會脈絡穩定與

否，是造成政論節目收視率起伏之因；藉由報紙頭版議題的質化分析，本研究想

要具體說明社會集體訊息愈在政治不穩定的層次上升起伏時，政論節目收視率是

不是會有相應情形。 
 
也就是說，本初探研究離開了過去特就某一政論節目、或是特就觀眾個體的

討論，而是嘗試把政論節目視為一個集合，並去思考政論節目收視的集體表現是

否嵌鑲在一個更大的社會脈絡之下？另外，本初探研究也在比較兩種媒介（包括

報紙議題和政論節目收視率）之間的關連情形，嘗試跨媒介地捕捉政論收率升高

這個社會現象的成因。 
 
筆者嘗試將社會文化和報紙、政論節目的關係架構以圖 3-4 表達： 

  
 
 
                              
                                    各大報紙 
                                  ? 
                  政論節目 
 
 

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 

                            
圖 3-4 社會文化和報紙、政論節目的關係架構圖 

 
如圖 3-4 所示，複雜的社會文化脈絡像是個黑箱子，不管是個人或是各式各

樣的媒介都在其中受其影響，也在反映著整個社會文化脈絡。從「社會建構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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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議題設定」的角度觀之，「大眾媒介」是當今人們理解社會圖像的工具；

而比較國內以往跨媒介的比較研究、並從「跨媒體影響力」和「媒體特性」的角

度觀之，平面媒體（報紙）相較於電子媒體（如電視新聞或政論節目等等），比

較少呈現政治或結構偏差，也較具意見領袖和結構穩定的特質。既然我們可以歸

結出「報紙相對其他媒介，較能適當呈現生活脈絡」的前提，接下來我們就要進

一步分析與回答：報紙反映的社會文化脈絡若經由更細緻的質化分析後，到底會

不會跟政論節目的收視率起伏有所關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