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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為了具體說明報紙文本在總統大選期間呈現出怎樣的生活脈絡，以釐清政論

節目收視率與報紙議題之間的關連，本研究「收視率分析部分」乃採「廣電人收

視率調查40」之資料，觀察 8 個收視率較高節目（包括火線雙嬌、文茜小妹大、

新聞夜總會、謝志偉嗆聲、大化新聞、2100 全民開講、台灣心聲、新聞駭客等）

在總統大選期間的平均收視率情形；在「報紙文本分析部分」，本研究則透過「文

本單元定義與抽樣」、「分類與譯碼」、「研究者歸類和電腦輔助分析」、「賦予意義」

四大分析步驟（參考 Weber，轉引自林義男 1989；潘淑滿，2003），在以下分節

加以探討其程序與本研究操作情形。最後並於末節整理出本研究之流程圖。 
 
 

第一節 報紙文本單元定義與抽樣 

 
質化研究抽樣的樣本，必需是能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現實狀況之廣度」

的資料為準，而「非」量化研究中，以能代表人口並推論到人口母群體的樣本為

抽樣原則（胡幼慧、姚美華，1996）。此外，質化抽樣以「立意」原則為基礎；

而若探索目的在於進一層分析並找尋變異性，或是探索不尋常現象之機轉，可以

考慮採用「符與不符之個案」（confirming and disconfirming cases）或「極端或偏

差性個案」（extreme or deviant case）的抽樣策略（胡幼慧、姚美華，1996）。 
 
因此，本研究選擇 8 份發行量較大且立場不一的報紙(即中時、聯合、自由、

蘋果四大日報；中晚、聯晚兩大晚報；以及台灣日報和中央日報兩份較具政黨色

彩的報紙)，儘可能且精要地呈現每日重要的生活脈絡。 
 
本研究採用「頭版」做為報紙議題的樣本。理由在於頭版各類主標、圖文或

新聞提要，都是當日各報相對認為重要的訊息，也相對會引起讀者興趣。為了精

準描述每日可能的生活穩定狀態，研究者必須考慮質化樣本的重要性。 
 
另外，透過前測也發現，各報會將最重要新聞置於頭版，只是各報在版面和

                                                 
40 採此資料庫原因有二：免費申請且分層抽樣架構較 AC 尼爾森完備。此外，此調查以行政院主

計處的戶口普查區清冊為抽樣母體底冊（限台灣本島，金、馬、澎、蘭嶼、琉球及綠島地區皆不

列入），共包含台灣 20 個縣市及 2 個院轄市，總計 350 個鄉鎮市區。並採用等距抽樣方式(Systematic 

Sampling)選出樣本戶數定為 1,200 戶。調查對象為所有四歲以上的「常住人口」（即「一星期之中

平均至少要居住四個晚上以上，不可以連續三個月不在，一年內必須住滿半年」），排除軍事單位、

醫療院所、學校、職訓中心、宿舍、監獄、工寮、旅館、寺廟、船舶、社福機構、矯正機關等特

殊共同生活戶。也排除親朋從事與電視收視率調查相關行業者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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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風格有所差異41。考慮頭版照片重要但難以加權計算（如佔版面且也具視覺

振憾效果，但加權值難以計量），故將有標題的照片（即圖文）也列入樣本考慮

範圍。加上本研究遵循質化「立意取樣」與「重多元社會現實狀況之廣度」之抽

樣原則，最後決選八報紙之「各式頭版標題」做為基本文本單元。 
 

本研究選擇的「各式頭版標題」，是指「頭版新聞之主、副標題」、「頭版圖

文標題」、及「頭版各式新聞提要標題」三種；但所有「商業廣告」（如報紙讀者

回鐀活動、各大公司行號或政黨廣告等等）不予考慮。 
 

另外，透過前測發現，週五和週一常見府政重大決議或假日大型活動之訊

息，週二、三、四則多是重大決議的後續發展；再者，政論節目多在週一到週五

播出，假日只剩一、二個樣本可供研究。為令研究呈現 2004 年總統大選前後二

個月的最重要的生活脈絡，又同時讓收視資料具代表性，故本研究只選取大選前

一週起，只針對相對之下更具意義的週一和週五，進行系統抽樣 12 次，並以各

報之頭版標題（包括 3/8、3/12、3/15、3/19、3/22、3/26、3/29、4/9、4/12、4/15、
4/19、4/23 等日期），做為報紙部分之分析樣本。 
 
 

                                                 
41 例如中時晚報常是「頭條、（二條有時無）、圖文和 3-4 則『今日焦點』」；聯合晚報常是「頭條、

二條、圖文和數則新聞提要式標籤」；中國時報常是「頭條、（二條）、圖文和 3-4 則『內文精選』」；

聯合報常是「頭條、二條、圖文和 3-4 則『重點新聞』」；自由時報常是「頭條、（二條）、圖文和

3-4 則『焦點提要』」；蘋果日報常是「主文加變形標、大照片（附圖說但無標題）和 2-3 則新聞

提要式標籤」；中央日報常是「頭條、二條、圖文和 3-4 則『提要』」；台灣日報則是「頭條、（二

條）、圖文、2 則新聞提要式標籤置於報頭兩側、3-4 則『精彩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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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報紙分類與譯碼 

 
譯碼架構（coding frame）的建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此架構是一種系統化

的比較方式，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發展出一系列的譯碼結構，作為資料歸類的基

礎架構。譯碼架構主要是根據資料的分類系統而來，而資料的分類主要是根據變

項的特質與次數逐步發展而成。(引自潘淑滿，2003) 
 
本研究之分類與譯碼的部分，是採質化研究之「開放登錄」（open coding）、

「成軸登錄」（axial coding）和「選擇登錄」（selective coding）三原則（Strauss and 
Corbin, 1990；參見胡幼慧主編，1996）逐步匯整而成。以下分別析論之： 

 

(一) 開放登錄部分： 

 
「開放登錄」指經由密集檢測資料來對現象加以命名及類屬化的過程，其步

驟包括：對現象加以標籤－＞發現類屬－＞對現類屬加以命名－＞以概念的屬性

和面向的形式來發展類屬。 
 
依此原則，本研究開放登錄所選標題樣本之文字訊息，並由研究者密集比對

同一日期最常出現的事件類屬，加以登記，以做下一步分析。 
 

(二) 成軸登錄部分： 

 
「成軸登錄」是要做主要類屬和次類屬之間的連絡，將分散的資料經由新的

方式又重組起來的過程。 
 

依此原則，本研究開始把最常出現之類屬加以初步分類和集結；不同類屬又

依出現頻率高低加以排序整理。儘量做到「結構式的觀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讓類別周延且互斥，以進行下一步分析。 

 

(三) 選擇登錄部分： 

 
「選擇登錄」是要選擇一核心類屬，有系統地說明及檢證主要類屬和其他類

屬的關係，及填滿未來需要補充或發展的類屬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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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為初究研究，故先援引陳義彥、陳世敏(1992)的政治系統分類層

次（由低而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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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初步核心類

屬。再透過觀察實際樣本不斷修正、合併與新增出本研究適用的核心類屬／情境

──包括「非政治系統事件或政治系統穩定事件」、「會影響國內政治系統的外圍

不穩定事件」、「執政當局的不穩定事件」、「體制內對抗政治典則和政制的事件，

或非常態的政制執行事件」、「體制外破壞政治社群的事件」五個類屬／情境。本

研究最後選擇的五核心類屬／情境說明如下： 
 

1、「非政治系統事件」或「政治系統的穩定事件」類： 

前者如社會、體育、演藝、民生、醫藥、文教新聞等等；後者指法案通

過、總統就職、爭議解決、建設竣工、失業率低、台股上漲、基根穩固等等。

（以下簡稱 A 情境） 
 

2、「會影響國內政治系統的外圍不穩定事件」類： 

如他國重大政治或暗殺新聞；外資、外媒、美方、中國對台灣或兩岸政

治的負向預測或限制；學界、宗教界、藝界、股匯市、房市、等相關系統隨

政治動蘯或呼籲冷靜等新聞；大陸傳 SARS。（以下簡稱 B 情境） 
 

3、「執政當局的不穩定事件」類： 

包括執政黨政策與行動、人事、政風、政令等爭議；選舉過程的競爭、

攻防、表態、站台、造勢、拜票、黑金議題炒作、選情分析等等；其他政黨

或黨團間的發言、運作、再造和批評等等。（以下簡稱 C 情境） 
 

4、「體制內對抗政治典則和政制的事件」和「非常態的政制執行

事件」類： 

前者如首次公投、修憲、違憲、學生靜坐；或對大選不公依法彈劾、提

司法行政驗票與費用、依法查封票匭、合法策動大規模群眾抗爭等等；後者

如槍案調查、作票調查、臨時政黨協商、總統與民對談、和平前空府前等等。

（以下簡稱 D 情境） 
 

5、「體制外破壞政治社群的事件」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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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群眾暴力相向、流血暴動、擬革命、搞警察國家、暗殺、槍擊正副總

統、大選陰謀、立委衝撞總統府、政治大老聚集長期抗爭等等。（以下簡稱

E 情境） 
 
另外。在政治系統的層級來看，Ｅ情境的出現代表最不穩定的狀態，次

為 D 情境、C 情境、B 情境和 A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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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歸類或透過電腦協助分析 

 
當選擇出核心類屬之後，研究者必須按類屬原則將資料歸類，或是透過電腦

進行歸類和分析。本研究乃由研究者按「非政治系統事件或政治系統穩定事件」、

「外圍政治系統的不穩定事件」、「執政當局的不穩定事件」、「體制內對抗政治典

則和政制的事件，或非常態的政制執行事件」、「體制外破壞政治社群的事件」五

個類屬歸納所有標題樣本，並利用 fs/QCA 1.1 軟體 42 (Fuzzy-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1.1)(Ragin, Kriss and Sean, 2003)，分析當天報紙類屬和政論

節目收視率的相關性集合。 
 

（一） fs/QCA 的基本介紹 

 
QCA 適用於「多於個案研究又少於量化研究」的小樣本。本研究預分析 12

個特定日期的報紙和政論節目收視率，故適用之。QCA 採「布林邏輯43」(Boolean 
algebra)的原理，歸納所有標誌類屬和預測結果能夠出現的相關性集合，常適用

於解釋宏觀的社會現象(macro social phenomena)。由於本研究欲了解各報紙出現

什麼情境或事件組合時，最會引起政論節目的高收視率，故適用之。 
 

QCA 有兩種設計，一是傳統的”Crisp Set”，二是改良後的”Fuzzy Set”。 Crisp 
Set 將個案二分成”in”或”out”，例如將「抗議者」二分為「抗議者(in)」或是「非

抗議者(out)」。而 Fuzzy Set 則是 0 與 1 的截然二分之間再加入質化的敘述以區分

其中的程度，例如，「抗議者」依質化程度可有”fully-in” (membership = 1) ，”almost 
fully in” (membership = .90)，”neither more in nor more out” (membership = .5，也

稱為”crossover point”)，”barely more out than in” (membership = .45)，或是”fully 

                                                 
42 自 1950 年代起，電腦演算(Computer algorithms)技術被用來化簡資料類別。原始資料結構被重

新計算成為簡單的「真值表」(truth table)，以呈現原來的複雜情形。這種簡化程序是按著個案比

較的原則(case-oriented comparative methods)而來，但又能透過電腦演算而進行複雜的結構比較。

fs/QCA 就是其中一種軟體，透過真值表的運算，提供某觀察結果為何出現的原因情境組合 

(Ragin，1987、2000)。相關教學網站、著作下載和作者電子信箱可參考：

http://www.socwkp.sinica.edu.tw/CharlesRagin/charlesragin.htm；http://www.compasss.org/wp.htm；

http://www.nsf.gov/pubs/2004/nsf04219/nsf04219.pdf。 

 

43
 「布林邏輯」乃是依十九世紀數學家 George Boole 之名而來。是用代數符號來代表邏輯的變項，

以 1 和 0 為狀態，而 AND, OR, NOT（三者最為基本），以及 IF, EXCEPT, THEN 等等都是常見的

邏輯的操作。相關定義可參考 connectors.tycoelectronics.com/glossary/glossary-b.stm，

www.icknowledge.com/glossary/b.html，www.weft.telinco.co.uk/changes/boolean/oracle05.html，

en.wikipedia.org/wiki/Boolean_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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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membership = 0)等等的區別，端看研究者如何建構，並要清楚說明建構規則

以利其他研究者理解和操作。 
 

本研究依報紙樣本議題多元、版面佔幅組合複雜等特性，因此適合利用

fs/QCA 較多層次的質化敘述，仔細區分出每類議題呈現程度的差異。綜觀 12 天

各報紙出現情境的比率高低，依”fully-in” (membership = 1) ，”more in than out” 
(membership = .75)， ”more out than in”(membership = .25)，和 ”fully out” 
(membership = 0)轉化資料，再用軟體進行邏輯運作和分析。 

 
fs/QCA 的最終目的，是分析出造成結果的必要條件（necessity analysis）和

充分條件（sufficient analysis）為何。「必要條件」是指某原因（X）的出現是造

成結果（Y）發生的必要因素。但通常社會科學的研究很少發現這類因素的存在。

「充分條件」則是指某一個原因（X）會造成結果（Y）的發生，但此原因不必

然是唯一使 Y 發生的因素。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發現的原因是以此類因素為主。

研究者借由 Fs/QCA 對兩種條件的分析，可以更深入探討質性資料中現象間因果

的關係。 
 

（二）fs/QCA 分析的關鍵 

 

使用 fs/QCA 軟體進行邏輯運作和分析，在於把 Fuzzy Set 裡複雜的程度差異

（例如可分出 1、0.75、0.25 和 0 四種程度差別），依研究者可容許的「一致性」

（consistency）和「結果一致性」（在 fs/QCA 的報表中是以 yconsist 來呈現）的

程度，化簡為 Crip Set 模式（即最後只有 0 和 1 的程度差異），以供研究者更清

楚地歸納出研究結果。 
 

「一致性」（consistency）代表某一原因（X）或多項原因之組合（如 X1、

X2、X3 等之出現與不出現的各種組合）的出現或發生是否會與結果（Y）之出現

或發生間有一致的關係。一致性的程度之判斷是以集合理論（set theorem）為基

礎（Ragin，2004）。而 fs/QCA 在判斷一致性時是以結果一致性為主。以某一原

因（X）是否為某一結果（Y）之充分條件為例來計算結果一致性時，當 X 在各

個案出現的數值均小於 Y 的數值時，也就是 X 之數值集合是包含在 Y 集合時，

則 X 是 Y 的充分條件，且其一致性在此情況下為最高。當有些個案之 X 的值是

大於 Y 值時，則 X 做為 Y 之充分條件的一致性就會減低。結果一致性之程度的

最小值是 0（代表最低的一致性），最高的值為 1（代表最高的一致性）。 
 

 一般說來，研究者可容許的「結果一致性」的程度為最嚴苛的 1，但研究者

仍可視情況來決定願意接受之一致性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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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s/QCA 的分析步驟 

根據 Charles Ragin 的投計，研究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操作步驟有八(Ragin, 
2004)： 

 
(1) 「將原始資料依 Fuzzy Set 的程度進行編碼」（create a data set with 

fuzzy-set membership score）； 
(2) 「將編碼後的資料存成 fs/QCA 程式或其他相容格式」（input the 

fuzzy-set data directly into fs/QCA or a program that can save data files 
in a format compatible with fs/QCA）； 

(3) 「輸入欲運算的原因和結果44」（select a preliminary list of causal 
conditions）； 

(4) 「依因果程度，建立第一次真值表」（create a truth table by specifying 
the outcome and the causal conditions）； 

(5) 「在數字欄設定次數區間」（select a frequency threshold to apply to the 
data listed in the number column）； 

(6) 「選擇合於本研究的『一致性區間』來區分因果是否成立」（select the 
consistency threshold for distinguishing causal combinations that are 
subset of the outcome from those that are not）； 

(7) 「依(6)所示的『一致性區間』編碼新變數欄（yconsist），不符合則輸

入 0，符合則輸入 1」（input 1s and 0s into empty column, which is 
labeled with the name of the outcome and listed to the left of the yconsist 
column）； 

(8) 「設新變數欄（yconsist）為結果加以運算，可得轉換後的真值表分

析」（delete rows that do not meet the selected frequency threshold and 
code the outcome according to yconsist, click Continue and a Truth Table 
Analysis window will appear）。 

 
 

   

                                                 
44一般而言，造成結果的原因情境應被設定在 3 種至 8 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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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賦予意義 

 
透過以上八個程序的 fs/QCA 運算之後，研究者仍要回到報紙文本的最後一

個分析步驟──重新賦予資料意義。本研究藉助 fs/QCA 的運算，可初步歸納出

政論節目收視率高時的報紙議題組合（見第伍章的討論）。但仍透過回到原始資

料反覆觀察的動作（例如回到當天原始報紙資料，或是開放登錄、成軸登錄和選

擇登錄後的報紙議題），儘可能豐富這些組合的實質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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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研究之流程圖 

 
要言之，本研究的基本流程，可依圖 4-1 表示。 

 
 
理論上的流程安排           實際上的經驗操作 
 
         
  
 
  
 
  
 

 
 
 
 
 
 
 
 
 
 
 
 
 
 
 
  
 
 
 
 
 
 

 
圖 4-1 理論流程圖與本研究實際流程圖 

 

 

 

準備政論節目收視率資料 從廣電人收視率調查擷取大選期間

重要政論節目的平均收視率 

賦予意義 

進行報紙分類與譯碼： 

開放登錄、 

成軸登錄、 

與選擇登錄 

研究者歸類與電腦輔助分析 

進行報紙文本單元定義與抽樣 立意選擇大選期間八大報紙的頭版

標題做為報紙文本單元 

開放登錄所有報紙標題文字訊息、 
尋找共同事件與區分出主副類屬、 
依照修正過的「政治系統五大核心

類屬」再次將樣本歸類 

基本資料呈現與利用 QCA 深入分析

報紙類屬與收視率的關係 

參照 QCA 分析結果，再反覆回到文

本資料，以豐富報紙議題類屬和政

論節目收視率的關係和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