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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媒介所建構出的符號真實，在公共政策議題當中對立法委

員的報導，偏好使用何種框架來呈現。其中以 Adoni & Mane的社會建構論為基

礎，加上框架的作用，用以了解媒介建構的符號真實的過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在 Adoni & Mane的社會建構論當中，符號真實是由觀察客觀真實之後，並

且加以詮釋而形成。記者的主觀真實報導，可能是從客觀真實觀察得來，或者是

受到立法委員的主觀真實的影響，亦或是受到報社立場、同業互動的影響⋯等

等。在記者框架這些消息來源之後，呈現在讀者面前的就是符號真實。 

由於大多數的事件發生時，讀者並不在現場，所以無從以自己的角度觀察。

因此，這些遠距離事項，媒介建構的符號真實便會深深的影響我們的看法。因此，

讀者便會受到符號真實的框架影響，而形成自我的主觀真實。 

 

圖 3-1 本文之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客觀真實 

記者的主觀真實 

立委的主觀真實 

符號真實 

讀者的主觀真實 

框架過程 

框架過程 

其他的主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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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在立法委員的工作當中，媒體最感到興趣的時刻就是在預算審查時期，因為

這個時候最容易產生衝突的情況，而衝突的發生也就成為一個能夠引起民眾注意

的新聞點。由於稅務問題關係個人每年應繳納多少稅金，以及企業營運時每年所

需要繳納的賦稅，此項議題與個人及經濟的發展關係密切。因此，研究者假設財

政議題（包含稅務及預算）應該是各個政策議題當中，媒介最為偏好報導的議題。

因此，本文第一個假設如下： 

假設一：財政議題未必為媒介上的主要政策議題。 

 

 在媒體上看到的立委新聞通常都是一些政治明星，若以黨派來做分別，各個

政黨由於立法委員人數的不同，會受到媒體青睞而報導的政治明星也不盡相同。

研究者以立法院各黨派的立法委員人數來推估，各個政黨因為立法委員人數不

同，在媒介上的報導應該有不同的報導量。因此，本文第二個假設如下： 

假設二：媒介對各政黨立法委員的報導量不應有所不同。 

 

    每個政黨都有其不同的意識形態，各政黨立法委員對議題的傾向也有所不

同，而在政黨政治的運作之下，各個政黨應該都有其主要關切的政策議題，大黨

與小黨選擇關切的政策議題也應有所不同。由於各個政黨的主要議題走向並不相

同，因此媒介報導的各政黨立委在新聞上的議題曝光亦不相同。本文第三個假設

如下： 

假設三：媒介對各政黨立法委員的政策議題偏好不應有所不同。 

 

框架理論當中有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其中議題框架解釋了議題的實然面，

主要探討議題的解決方案等，若使用議題框架作為新聞報導，是較為硬性的報

導；而遊戲框架屬於競爭性質，有著各政黨立委衝突的新聞點，大眾應該比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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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有衝突感以及競爭類型的新聞。研究者推論，報社在商業經營上為了迎合讀者

的喜好，偏好使用遊戲框架式的報導。因此本文第四個假設如下： 

假設四：媒介報導當中，三家報社（中國時報、自由時報、聯合報）未必是以遊

戲框架的方式，來報導立法委員的新聞。 

     

媒介對各政黨立委的報導應該都是偏向戲劇性的描述，以遊戲框架當中的輸

贏、競爭為報導的中心概念、描繪政治人物的演出及風格，或者是強調政治運作

的過程等，如此才可以製造新聞點吸引讀者注意。因此，研究者假設，不論黨派

為何都應該偏好以遊戲框架的方式來報導立委的新聞。本文第五個假設如下： 

假設五：媒介報導當中，對不同政黨立法委員的報導，未必偏好使用遊戲框架。 

 

不同的政策議題應該有不同的報導方式，各種不同的政策議題當中，有些議

題可能適合使用議題框架來表達，但大多數的議題可能都是由遊戲框架來呈現。

假設媒介於報導時為了吸引讀者的注意，偏好報導政黨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對不

同的政策議題報導皆使用遊戲框架，以期製造新聞點吸引讀者。因此本文第六個

假設如下： 

假設六：媒介對不同政策議題的報導，未必偏好使用遊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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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壹、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以報紙為文本分析之對象。因為報紙能夠詳盡報導，不受時間限制，

反映多數人意見，且在輿論形成過程中較其他的媒介功能來的大。此外，報紙不

僅能報導事實，而且也能分析其背景意義，以滿足公眾的求知慾。 

    研究方法選擇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在研究傳播內容是一種最常被使用的

方法，利用內容分析法可以讓我們分析與理解傳播內容說了些什麼，也可以探究

媒介內容所描述的人物形象，以及社會的趨勢與價值。運用在傳播研究上可以達

到五項功能（王石番，1989：83-128）：1.檢視傳播內容的本質與趨勢、2.探究

內容表達的形體與體裁、3.分析傳播來源的特質、4.測量閱聽人的特性、5.驗證

傳播內容的效果。Kerlinger（1973）曾指出，內容分析法是一種以系統、客觀與

量化的方式，來研究與分析傳播內容，以測量變項的研究方法。其優點如下（羅

文輝，1991；韓享良，2002：33-34）： 

（一）客觀性 

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的進行皆須以明確規則為依歸；所謂客觀，係指

對分析的類目加以精確的定義，因此不同的研究者在分析歸納時就能盡量屏

除成見，而得到相當一致的結果。也就是說，內容分析法界由客觀定義來達

成研究結果的信度，不因研究人員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二）系統性 

是針對如何為訊息訂定類目而言，內容分析法強調類目的建立應視訊息

內容之特性及研究問題而定，研究者應盡量排除依主觀意願來建構分析類

目。 

（三）定量性 

內容分析法可依照規則，對擬定之類目與分析單位加以計量，以數字來

量化「符號」或「特定文字」出現的次數，達到結果準確之要求。量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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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析過程與結果用數量來表示，以提高分析方法的信度與效度。 

 

貳、研究對象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為報紙選擇的對象，這三家報紙的發 

行量與閱報量有一定的代表性。 

    日期的選擇上則以建構月3的方式呈現，以第五屆立委的任期為建構月的基

礎。以就職日期為區分，三年任期當中各選取一年做一個建構月。因此，第一個

建構月定為二○○二年建構月，日期區間為二○○二年二月一日到二○○三年一

月三十一日；第二個建構月定為二○○三年建構月，日期區間為二○○三年二月

一日到二○○四年一月三十一日；第三個建構月定為二○○四年建構月，日期區

間為二○○四年二月一日到二○○五年一月三十一日。 

    樣本選取以前十六版為準。關鍵字則為「立委」，其中也包含了立委個人的

名字，而且是以與政策議題相關為主，其餘的如揭發個人隱私、謾罵、或選舉操

作等等皆不列入樣本。 

     

參、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的作用在於將內容分析予以單位化，而後才有根據具體執行、觀 

察、紀錄與分析（王石番，1989：229）。因此可知分析單位的訂定是定量化的一

個過程。 

本研究以「則數」（item）為分析單元。所謂一則新聞，是指【台北訊】、【記

者 XXX 報導】、【記者 XXX 特稿】、【記者 XXX 專題報導】等新聞。 

依 Holsti（1969）的觀點，將分析單位分為兩大類（馬繼康，1998：45-46）： 

（一）登錄單位 

                                                 
3 建構月的建造方式是將三百六十五天，每天都記上一個編號，然後經由亂數表的選取，找出那

一個月份的一號是代表建構月的一號，依次抽取至三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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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關內容元素作頻數登錄時最小的單位，最常用的登錄單位有以下五

種。 

1. 單字：包括有單字、複合字、片語，是內容分析最小的分析單位。 

2. 語幹：為大於單字的分析單位，是包括主詞和述詞的單句，或指重

要短句或某個主題的一個斷言。為研究宣傳、價值、態度和信念等

主題所不可或缺的單位。 

3. 角色：是以人物為主的分析單位。 

4. 則數：亦稱為項目，是最常用的分析單位。 

5. 時空單位（space and time measure）：指時間的長短及空間大小的單

位，使用上較則數更為精確。 

（二）文意脈絡單位（content unit） 

是檢定內容分析元素的最大單位，用於描述隱的傳播內容。 

     

肆、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參考 Cappella & Jamieson（1997：33）之定義，並依據本研究目的與

情境作部份修正。操作性定義是指報導有以下特徵： 

（一）遊戲框架 

1. 以輸贏、競爭為報導之中心概念。 

2. 出現競爭、遊戲、賭博、競賽、攻防、戰爭等相關詞彙。 

3. 描繪政治人物的演出、風格。 

4. 以民調為主，且描繪政治人物的立場。 

5. 強調公共議題的政治過程，而非議題之實質面。 

（二）議題框架：報導政策的問題與其解決方案，包括： 

1. 描寫解決方案的實質面。 

2. 報導政府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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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導政治人物對此議題的立場以及政治人物為其立場所做的辯護

與說明。 

4. 報導對於方案的意涵以及解決方案對民眾的影響 

（三）混合框架 

當過錄者判斷報導中的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比重不相上下時，則歸於此

類。 

（四）無法歸類 

有些新聞報導無法歸類為哪一種框架，通常是單純報導事件的新聞。例

如遊行，通篇新聞只有動作的描繪，而無較深入的議題相關描述。 

然而，部份報導的寫法的確摻雜了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劃分界線不易。遇

到上述情形，過錄者讀完通篇報導後，以其認為較為顯著之框架來分類，而定下

報導基調的導言（導言為新聞報導之重點）或是所佔之篇幅之大小（超過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篇幅即為顯著）等因素均可以幫助過錄者判斷該則報導是否屬於遊戲

框架或是議題框架（陳憶寧，2002a：96）。 

 

伍、信度、效度檢驗 

一、信度檢驗 

    內容分析法為求系統性和客觀性，故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信度檢定。

內容分析法欲達成的信度指的是：測量研究者內容分析之類目與分析單位，是否

能將內容歸入相同的類目當中，並且得到一致的結果。一致性越高內容分析的信

度也越高，反之越低（楊孝榮，1984；馬繼康，1998：47）。 

 Weber（1990；引自陳建仲，2003：45）對信度的評估標準如下： 

（一）穩定性 

係指內容分類的結果在時間上是恆久不變的。若同一個編碼者對相同內

容做一次以上的編碼，則編碼的穩定性才可確定。在編碼時，若前後出現「不



 29

一致」，則沒有信度。這些前後不一致可能來自下列各種不同的原因： 

1. 編碼規則的歧義 

2. 文件本身的歧義 

3. 編碼者自己認知上的改變 

4. 偶然出現小錯誤，如數據抄錯等 

（二）再現性 

有時又稱為「編碼者間信度」，意指不同的編碼者對相同文件做編碼時，

會產生相同的「內容分類」。不同的編碼通常來自下列情況： 

1. 不同編碼者彼此認知上的差異 

2. 帶有歧義的編碼說明書 

3. 個別編碼者偶然出現的一些隨機的抄錄錯誤。 

高度的再現性乃是內容分析法最起碼的要求，因為穩定性所測量的是單

一編碼者個人本身的前後一致性，而再現性所測量的是不同編碼者彼此之間

共同的瞭解或意義上的一致性。 

（三）正確性 

意指文件分類符合某一標準或規範。它是信度類型中最強的一種。就如

Kripendorff (1980)所提：當某些文件已有標準編碼，通常都可用來測試編

碼者的實際表現。但除了教學的場合之外，通常不易發現這種標準編碼。 

    根據學者Wimmor（1985）指出，在資料完成登錄後，必須就樣本的 10%至

30%作信度分析。因此本研究依亂數選取了二十份的資料共四十題進行信度分析。 

其中主要變項之編碼者同意度以及複合信度檢驗如下：政策議題類型這個項

目當中，兩位編碼員相互同意度為 0.9，複合信度為 0.947。框架類型這個項目

當中，兩位編碼員的相互同意度為 0.85，複合信度為 0.919。在政策議題類型編

碼當中，20 則新聞，兩位編碼員一致的編碼決定有 18 個，所以同意度為 90%。

在政策議題內容為何種框架的編碼當中，20 則新聞，兩位編碼員一致的編碼決

定有 17 則，所以同意度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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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度檢定所根據的公式及計算方式如下（王石番，1989：294）： 

（一）兩人相互同意度 

                          2M 

相互同意度＝ ────── 

                N1＋N2 

M 為完成同意的數目 

N1 及 N2 為每人應同意的數目 

             （2 × 35） 

相互同意度＝────── ＝ 0.875 

             （40＋40） 

 

（二）複合信度 

      N（平均相互同意度） 

CR＝───────────────── 

       1＋[（N－1）× 平均相互同意度 ] 

CR＝複合信度 

N＝編碼人員 

               2 × 0.875 

複合信度＝  ────────  ＝ 0.933 

            1＋[ 1 × 0.875 ] 

Gerbner（1969）的文化指標以 0.80 為信度係數標準，信度在 0.8 以上顯示

信度高（王石番，1989：293）。本研究信度達到標準。 

 

二、效度檢驗 

 效度主要在於驗證測驗是否能真實而正確的測量所欲測量的特質或行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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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測驗結果的正確性。因此，在類目的編製過程便與專家及同學進行討論，

經過不斷的測試之後，政策類型的類目由原先的原始政策類型類目再改為更具有

效度的類目，以期增加效度。而框架的類目部份由於是 Cappella & Jamieson以及

陳憶寧在之前研究就已經使用，因此較無效度問題。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效度的類型與測量方法有很多種，較常見的大致有下列

五種（羅文輝，1991：63-66）： 

（一）表面效度 

    表面效度是最簡單的一種效度考驗方法。測量表面效度的方法，是看一

項測驗能否測量出想要測量的東西。 

    測驗或測量方法的表面效度通常由主觀判斷決定，常用的方法是由一組

專家來判斷測驗所問的問題，是否能正確反映出研究的主題（Kidder & Judd, 

1986）。 

（二）內容效度 

    內容效度與表面效度都與測驗內容的適切性有關，但內容效度所關切的

是測驗的內容是否能平均涵蓋所測量之概念的意義範圍。 

    建立內容效度的方法，是為一個概念的每一層意義，發展出若干問題，

然後再從每一層意義的問題中，平均選擇數題，作為測驗題目，使測驗的內

容能適當的代表該概念的意義範圍。 

（三）預測效度4 

    預測效度的特色是將測驗的結果與將來的實際結果對照，兩者越接近，

則預測效度越高。 

（四）同時效度（Concurrent Validity） 

    同時效度與預測效度頗為接近，都屬於效標效度（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同時效度是用一些現有的標準，來考驗一項測驗的效度。 

（五）構念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4一般來說，同時效度與預測效度都屬於效標效度，原書將其分類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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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念效度所探討的是研究中測量一個概念的方法（操作性定義），與該

概念所牽涉的理論架構中之其他概念的相關程度。 

 

Weber（1990；引自陳建仲，2003：46）對效度的評估標準如下： 

（一）建構效度 

是指某一建構的量數與此一相同建構的其他量數之間彼此相互關連。進

一步又可細分為「收歛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度」(discriminate 

validity)。若一種量數與其建構的其他量數相互關連，則該量數具有收歛效

度；若一種量數與其不同建構的其他量數彼此不相關，則該量數具有區別效

度。 

（二）假設效度 

意指變數之間的一致性，以及這些變數間的關係與理論之間的一致性。

一個量數若具有假設效度，則該量數與其他變數的變化關係正如理論所期望

的。 

（三）預測效度 

意指所預測的事件或研究的外在情況與實際發生的事件或情況互相一

致。這些預測的事件包括未來、過去或現在的事件。 

（四）語意效度(semantic validity) 

意指在分類時，被歸為同一組的單字，或其他「編碼單位」都必需具有

相似的含意。 

 

陸、類目合併 

    本研究在進行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s）分析時發現，因為政策類型分類

的項目太多，導致某些細格（cells）中的期望值太小，不具分析意義（亦即超過

百分之二十的期望值小於五）。因此，根據類目性質，以立法院各委員會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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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為準，將其合併，以利進行卡方分析。合併後之正式編碼表如附錄二，在

政策類型當中將原本的二十項，縮減為十項。正式編碼表的政策類型分別為： 

1. 國防 

2. 外交（含兩岸） 

3. 財政 

4. 經濟（含農業） 

5. 交通 

6. 研考 

7. 法務 

8. 教育文化（含教育、文化、體育、媒體） 

9. 衛環社福（含醫療衛生、環保、社會福利） 

10.其他（含兩性、治安、科技） 

在原本的各政黨分別之下增加了泛藍與泛綠的項目，其中泛藍包含了國民

黨、親民黨、新黨；泛綠包含了民進黨與台聯黨。 

 

第四節  研究限制 

    由於人力、物力、時間、經費與個人能力等因素，使得本研究有以下的限制： 

 

一、研究架構方面 

新聞來源（立法委員）與記者、編輯之間的互動相當的複雜，很難去歸因那

則新聞是否是由立法委員所主導，完全沒有被改變的一字不露的刊登（除了新聞

稿以外），又或者兩者之間的相關程度為何。本研究因研究能力有限，不探討新

聞文本上所呈現之媒體議題與立法委員原意之相關程度，意即新聞記者個人之主

觀真實與立法委員個人之主觀真實之間的相關，而主要在探討媒體當中關於公共

政策的類型與框架呈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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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方面 

    由於採用內容分析法，所以在新聞內容過錄的過程當中，雖然兩位過錄人員

會取得一定的共識，但仍舊是一種主觀的認定。 

 

三、新聞選取與其內容 

新聞選取方面，雖有客觀的標準，但多少仍有研究者個人主觀的認定部分，

這部分可能就會造成些許的誤差。在新聞內容部分，有些新聞出現了立委的關鍵

字，但是有關立委報導的比重卻相當的少，這個部分就比較難以評估是否適合。

新聞選取以前十六版為主，雖然政治人物有關政策議題的新聞大多出現在前十六

版，如此選擇較有效率，但也使得十六版之後的新聞出現沒機會選到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