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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發現立委來自大台北區與非大台北區在對媒體曝光對於競選之幫助以及政

策之幫助上有顯著差異。大台北之立委較非大台北之立委認為幫助大。無黨職者對於媒

體曝光之評價較高。在溝通行為上，男性較女性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的之內部溝

通。立委年資愈長，則愈多以政策為目的之內部溝通，而會有較多的以政策為目的之行

政溝通。選區性質上，非大台北立委較大台北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

泛綠立委較泛藍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有黨職者較無黨職立委參與較

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媒體溝通。另外，有黨職者較無黨職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的之媒

體溝通。無黨職者參與較多的以競選為目的之行政溝通。

壹、前言

政治傳播的文獻與相關研究對於政客(politicians)與選舉報導之關聯性的研究已經

相當地多，但是對於政客、媒體、政策與選民溝通之間的研究卻相對地較為缺乏。本研

究之目的即在檢視立法者針對不同目的所採行之媒體策略以及其媒體效果探討。本研究

認為立法委員在以政策溝通為目的時，與選民進行溝通為目的的情況下，其對應的媒體

策略有所不同，所以企圖在媒體上發聲的議題也有所不同。另外，與記者的關係與期待

會影響到立委的媒體議題策略。

國會議員有眾多接觸選民的管道，可以以宣傳單、海報、電子與平面媒體廣告、寄

發新聞信、至各公開與半公開場合發表演說等等，來直接地與選民溝通，但其中一些議

員則更加積極，他們涉入大眾媒體的新聞過程，包括接受媒體採訪、專訪、接受政論性

節目現場 Call in 等等。一般而言，國會研究(Congressional Studies)的學者咸認為議員花

了許多時間與能量在影響新聞(Cook, 1989, 1998; Kedrowski, 1996)，例如 Ranny (1983)

發現由於媒體環繞國會四周的情況愈演愈烈，而形成一個去中心化的國會，國會成員在

政策制定時，反而多運用媒體，而較少理會國會中的傳統溝通策略(所謂的傳統溝通之



例子，包括依照國會議員的資歷與黨團之層級指揮法案進行，或是議員之間進行面對面

溝通協商等等)。這樣的情況，挑戰了傳統國會運作的模式以及國會成員的行為。

其實國會議員使用媒體去影響公共政策之制定，恐怕並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新鮮策

略，事實上，自 Kennedy 以後的二十五年當中，歷任美國總統就已經逐漸運用公眾策

略來達到政治目標( Kernell, 1997)。當總統花愈多時間與資源於媒體，且以某些手法使

塑造媒體報導新聞的方式時(例如 Hertsgaard 1988, Reich 1988 等)，總統就可以設定公

眾議題走向，也可以影響國會議題 (Iyengar & Kinder, 1987)。 當公眾對議題產生興趣

時，而國會不採取行動，則將要付出代價。而媒體也可以藉由框架手法對論辯中的議題

產生民意上的效果( Iyengar 1991)。就說服層次而言，媒體的確有其潛力(Zaller, 1996)。

既然媒體有這些好處，政治人物企圖形成媒體的優勢輿論，是一點都不令人驚奇的。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政黨力量的衰退，因而媒體在政治系統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更

加重要(Cook, 1998)。 當政黨與利益團體作為一種溝通管道，但又愈來愈不能有效地為

政治人物與公眾進行溝通時，媒體作為政治溝通的重要性就會增加。在美國，媒體不僅

可以提供政治人物溝通管道，而且不同的媒體可以讓國會議員針對不同的目標公眾進行

溝通設計(Kedrowski, 1996)，因此製造新聞就等同於政策制定(Cook, 1998: 124-125)。

而在國會內部環境中恐怕也是鼓勵議員走向媒體。Kernell(1997)就指出，美國政治

系統已經從所謂的機構多元主義( institutionalized pluralism) 成為個人多元主義

(individualized pluralism)。所造成的效果為國會議員的的行動較為獨立。何況國會除了

各政黨外，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次級團體林立，每個團體與組織之間難免有利益上的衝

突，立法委員身在各種組織中，自然被其各種組織所制約，運用媒體策略可以達到跨越

各組織界線的目的，如此，對於潛在的志同道合者可以藉由媒體策略發送政策上之聯盟

訊息，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居於弱勢地位的團體或是個人(例如立院少數黨)，因為不容

易在國會內部尋求支持，所以比較傾向使用媒體策略。

國會議員不討厭媒體

凡是政客，只要非關醜聞，應該不會討厭媒體，甚至非常需要媒體以達到其政治目

標。Rosenthal(1998: 109)研究美國議員，發現媒體對州議會的影響力在增加當中。而媒



體影響力的增加也促使州議員面對媒體的時候，實在無法抗拒下場玩一玩，再加上媒體

常舉行各種議題的民調，而有隨之而來的政治玩家之間的媒體論戰，以及媒體也可以直

接接觸到選民，使議員愈加偏好運用媒體策略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國會議員運用媒體可以達到多個目標

要注意的是議員使用媒體可能並不僅止於一個目標。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國會議員

運用媒體是為了再度勝選(Hernnson, 1998)大部分的學者認為國會議員利用媒體是與選

民溝通(Hess, 1986; Hernnson, 1998)。至於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溝通對象，過去研究顯示沒

有(Hess, 1986)，但最近的研究卻顯示同屬一個政黨的議員們會利用所謂的協調式傳播

(coordinated communication)達到政策目的(Lipinski 2001)。可見媒體在美國政治中是愈來

愈重要，國會議員已經體驗到媒體對於立法過程的重要性，顯示這些立法者也可能運用

媒體以達成其政策目標(Kedrowski, 1996)，以及贏得國會中的權力(Ranny, 1983)。

國會議員依照不同的目標而對記者產生不同的期待

Fico (1984)發現州議員在不同的目標設定下，對媒體記者有不同的看法。對於國會

內部權力運作有興趣者經常運用記者的報導將其政治活動曝光。對於競選導向的議員通

常以記者作為資訊來源，但應不認為媒體有太大的影響力，至於政策導向的立委並不常

利用媒體，也不認為媒體有太大的政策影響力。但是 Cook (1998, 191)則認為當議員發

現組織所賦予的資源並不符合期待時，議員還是會尋求媒體作為另一種出口。

並不是立法委員想要有媒體曝光就可以得到媒體青睞。新聞的產製並不是依照國會

議員的意志完成的，所以國會議員需與記者建立關係應該不是什麼新奇的觀點。而在媒

體之訊息策略上必須給予媒體發揮的空間，比方議題的新聞價值。本研究認為，國會議

員為了媒體曝光，在競選時期與非競選時期的議題選擇上會有所不同，非競選時期，議

員或許可以依照其定位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議題，但到競選期，由於候選人爭相競逐媒

體有限的空間，所以議題的選擇可能要考慮到議題的性質是否可以配合總統議題與黨團

議題，才比較可能在媒體上得到較佳的曝光效果。

台灣的情況？



在台灣，由於並沒有針對立法委員為接觸選民或是政策影響的媒體策略研究，而研究者

也發現台灣與美國其實政治環境與媒體環境差異頗大，尤其媒體方面，大致而言並無全

國性與地方性媒體之區分(美國相關研究的邏輯是議員上地方性媒體為選票考量，上全

國性媒體則為政策目的)，所以台灣立法委員之媒體策略，並不能全然借用美國經驗。

本研究想了解立法委員之媒體策略運用概況。一方面探討媒體策略運用於政策影響，一

方面則是想了解媒體策略與選票考量之間的關係。本計畫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

1. 立法院中偏好使用媒體策略(相較於傳統策略)的立委的特質為何？

2. 立法委員在以競選為目的和以立法為目的的的溝通策略有何不同？

貳、理論與文獻回顧

一、國會議員與媒體的關係

利用媒體去達成立法目標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 Danold Matthews (1973)曾經探討

美國參議員在五 O 年代時與記者的關係，他指出媒體其實是立法者的一個重要資訊來

源，所以參議員必須與重要媒體記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以確保其在政策上的專家權威

性，能時時對任何重大政策發表意見 (1973, 197-217)。

不僅是參議員如此，委員會主席也會運用媒體策略。Owen(1985)描繪六 O 年代的

銀行與貨幣委員會主席 Wright Patman 於任期中的媒體策略。他發現 Patman 利用媒體作

為一種通過其具有爭議性提案的工具。他利用其主席之便召開公聽會吸引媒體採訪，或

是意圖說出能造成上媒體頭條的幾句話。Patman 與他的手下也與記者建立良好的關

係，而且此關係可以引導政策制定朝向他所偏好的方向。Owen 指出 Patman 積極的領

導風格十足表現在媒體曝光的努力中，這樣的媒體關係也導致當年的幾個 Patman 所領

導的銀行法的立法成功。

根據 Scheele(1989)觀察，如果當年白宮主人與國會領袖不同黨派，則國會領袖對於

媒體關係就會特別注意，這種關係的重視可以有效地將其政策議題在媒體上有一個清楚

說明的機會。舉例來說，甘迺迪是第一個舉辦例行電視記者會的總統，那時的民主黨同

時掌控國會與行政部門，而共和黨於 1961 到 1963 年間總共舉辦過超過六十場的周記者

會，當時有一個眾所週知的 Ev and Charlie Show 的記者會，是共和黨 Senate Minority



leader 參議員 Everett Dirksen (伊利諾州共和黨議員)以及 House Minority leader Charles

Halleck (印第安那州)，這個記者會讓在政治權力居於劣勢的共和黨有一個機會去回應民

主黨的立法提案、批評甘迺迪政權、說明共和黨的基本立場以及政策主張。Dirksen 和

Charles 在這段短短兩年時間內，總共對媒體說明了約一百個政策議題。

本研究想要了解台灣國會議員如何運用媒體達成其政策目標，根據 Kedrowski

(1996)，國會議員經常為了其政策上的相關動作，運用媒體策略以達到其政策目標，這

些媒體戰略包括撰寫民意論壇(op-ed article)、接受訪問、上電視脫口秀、召開公聽會、

設計假事件等等。因為目標是為了政策影響，而且也增進其在同儕中之聲譽，他們的做

法會不同於為了選票的做法。

二、國會新聞的特色

新聞記者非常了解國國會並不總是上演最有新聞價值的政治遊戲之處。除了國會外，一

個社會中尚有其他政治玩家，尤其總統，更是具有新聞價值。十九世紀時，

十九世紀的美國國會新聞是報紙的最主要新聞，但到了二十世紀，總統成為最重要

的國家新聞。總統的職權愈大，環繞其周圍的活動愈多，當總統想要說服民眾時，媒體

是最佳工具。尤其當電子媒體出現後，相較愚國會，總統新聞的焦點相當清楚，所以畫

面適合其媒體特性。近年來，研究者發現，美國新聞關於總統與國會的報導量都下降，

但是國會下降的速度更快(Frantzich & Schier, 1995: 152-153)。Hess(1991: 105)則認為國

會新聞多還停留在平面媒體，但電視已漸漸取代報紙成為美國人最常使用的媒體，所以

國會的新聞就整體而言，就輸給了總統。前美國眾議員 Bill Frenzel 指出國會新聞基本

上很難報導，因為國會基本上是一個「過程(process)」，而非一個「事件(event)。國會議

事運作的複雜以及牽涉到法案進行過程中經歷多個不同層次等等，都會讓新聞在有限的

時間與版面上很難清楚呈現。因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國會新聞本身較不容易有新聞

價值的情況下，國會議員要以議題而產生媒體曝光，議題的選擇應該相當有策略性。

其實國會議員深知不同媒體之需求，而且將此需求成為其工作有利之處。例如在議

場的辯論、委員會表決等等會注意到新聞截稿時間，立委召開公聽會會邀請著名的人物



到場以增加新聞看頭等等，比方歌星 John Denver 為環境議題、Elizabeth Taylor 為 AIDS

議題、脫口秀主持人 Oprah Winfrey 為孩童虐待、演員 Robin Williams Whoopi Goldberg

為無家可歸者、梅莉史翠普為殺蟲劑的殘留等等出席過公聽會(Frantzich & Schier,

1995)。

筆者認為在競選時期立委的媒體議題設定策略應該與非競選時期會有所不同。議員

的媒體議題設定策略可能考慮的是在非競選時期，議題行至哪個政策制定階段最適合提

出？在議員的競選期間，為了配合媒體之競選氛圍，如何讓提出之議題不致被排擠？是

否要注意黨團議題與總統議題之配合，使議題的能見度提升？

三、立法院中哪些立委偏好使用媒體策略？

儘管每天從電視台的政論性節目中看到許多立委接受訪問甚至現場 call in，但是我

們還是可以偶爾發現有些立委並不見得常常出現於媒體，因而對於一般大眾而言比較陌

生。偏好使用媒體策略的立委顯然是立法院中的一個次文化，他們雖然也使用傳統策

略，但顯然多了一個媒體為其政策與選民溝通的工具。本計劃希望了解到底是哪些立委

比較努力於媒體的注意，哪些立委認為媒體操作是有效的。他們是誰？政黨屬性為何？

在政黨當中事屬於哪一階層？選區性質為何？年輕立委較多嗎？雖然並不是想要贏得

媒體注意者都可以成功，畢竟媒體比較喜歡的是一個看來具有可信度(所以資歷深位階

高)，且說話具有個人風格(比方說都會型立委)的政治人物(電子媒體尤其是)。

而立委對於媒體的運用與互動也會受其立委之目標設定影響。根據 Fenno (1969)，

立委可以大致區分為政策導向、選民導向與影響力導向三大類。Fenno(1969)發現關於

關於議事運作的委員會會吸引影響力導向的議員，而選舉導向的議員會尋求加入為選民

服務的委員會，如果是政策導向議員，則會主動尋求加入與意識型態之目標與利益有關

的委員會。不同的目標導向的議員對於記者的感知也不同。選舉導向的議員會以記者作

為接觸民的工具，政策導向的立委會以記者作為議會之外的法案支持力量。影響力導向

的議員對於記者的接觸目的較為多元，主要是了解政府所處的外在環境情況如何。

四、研究架構與問題



依據以上之架構圖，本研究有以下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黨

大小是否會影響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

研究問題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黨

大小是否會影響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於立法上的幫助之評價？

研究問題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黨

大小是否會影響到立法委員對於競選之溝通策略的行為差異？

研究問題四：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黨

大小是否會影響到立法委員對於立法之溝通策略的行為差異？

參、研究方法

立法委員是否利用媒體策略達成政策制定，如果答案為真，哪些立法委員、頻率多高、

以及到什麼程度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在美國，已經有一些學者探討媒體與政治組織之

間的關係( Cook, 1998; Cooper, 2002; Kedrowski, 1996; Kernell, 1997; Sparrow, 1999)，本

媒體溝通策略評價

1 以選舉為目的之溝通

2. 以立法為目的之溝通
人口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教育程度

4. 擔任立委年資

5. 是否有黨職

6. 所屬政黨色彩

7. 大黨或小黨

8. 選區性質

溝通策略之行為

1. 以選舉為目的之溝通

2. 以立法為目的之溝通



研究探討的是在台灣的國會與媒體之間的關係。2004 年立委選舉於 12 月初舉行，為免

立委辦公室過於忙碌，無暇回答問卷，所以問卷調查於 10 月中旬寄發第一波問卷。之

後進行第二波與第三波的問卷發放，直到 12 月底第五屆立委任期結束，總共回收有效

問卷 138 份，回覆率為 53.91%。

問卷中的項目多數為封閉式的李克量表題項，與少數的開放式題項(問卷初稿請見

附件一)。其中測量的概念為對於政策制定以及選舉訴求兩種不同的目標的媒體策略，

以及與記者關係的看法是否與媒體策略有關。

本研究這部分的執行遭遇的狀況是絕大多數立委本人沒有時間回答問卷，所以在立

委本人不易接近的情況下，以訪問其重要助理來代替立委是站得住腳的(Kedrowski,

1996 也採此種替代方案)，因為許多的文獻告訴我們立委的工作夥伴對於他們於政策以

及選民溝通上有相當程度的知識，而且對於法案與競選過程的細節也有相當的了解，所

以應該相當能代表立委的意見與態度(Bisnow, 1991; Mablin, 1980)。

本研究所得到的138份問卷當中，有9份為立委本人親答，129份為辦公室主任代填。

129為代填助理當中，平均為其立委之工作時間為44.30月（SD=25.79），工作時間最短

為10個月，最長者為144個月。立委之年資分佈上，任期3年者有62位(佔樣本的44.9%)，

任期6年者有47位(佔樣本的34.1%)，任期9年者有17位(佔樣本的12.3%)，任期12年者有7

位(佔樣本的5.1%)，任期15年者有3位(佔樣本的2.2%)，任期18與21年者各有62位(各佔

樣本的.7%)。男性立委106位，女性則為32位。教育程度上，小學1位(.7%)，高中職為8

位(5.8%)，大專與大學42位(30.4%)，碩士63位(45.7%)，博士24 位(17.4%)。黨籍分佈上，

民進黨55位(39.9%)，國民黨35位(25.4%)，親民黨27位(19.6%)，台聯黨9位(6.5%)，新黨

1位(.7%)，無黨籍聯盟7位(5.1%)，其他有3位(2.2%)。年齡分佈上，30-39歲者有20位

(14.5%)，40-49歲者有47位(34.1%)，50-59歲者有45位(32.6%)，60-69歲者有24位(17.4%)，

70-79歲者有2位(1.4%)。

肆、研究結果

一、媒體曝光評價以及溝通策略之變項指標建立



（一）媒體曝光評價

本研究測量媒體曝光評價的題項有十題，其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一所呈現。由表1

可以看出一般而言，立委對於媒體曝光對於競選以及立法之幫助多為正面態度（平均值

為3以上），其中以「立委通常利用媒體曝光增加政治議題的討論空間」、「立委通常利用

利用媒體曝光機會增加勝選的可能」、「就

立委的競選工作而言，媒體曝光相當重要」等三題得分超過 4.0。

表 1：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的評價（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

非常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立委通常利用媒體曝光增加政治議題的討論空間 4.25 .69 1-5

媒體曝光特別有效推動立法 3.71 .82 1-5

媒體曝光有效說服其他黨派支持政策提案 3.06 .84 1-5

媒體曝光可使行政部門對政策或議題做更多討論 3.91 .67 1-5

立委通常利用利用媒體曝光機會增加勝選的可能 4.19 .72 1-5

為了立委選舉獲勝，媒體曝光是特別有效方式 3.78 .85 1-5

媒體曝光對於說服選民關於您的政策是有效的 3.72 .69 1-5

媒體曝光可促使選民認同您的個人特質 3.88 .65 1-5

就立委的競選工作而言，媒體曝光相當重要 4.13 .60 1-5

就立委的立法工作進行而言，媒體曝光相當重要 3.47 .76 1-5

經第一次主成份因素分析後，發現「立委通常利用媒體曝光增加政治議題的討論空

間」、「媒體曝光對於說服選民關於您的政策是有效的」兩題項與其他題項之間有double

loading的情況，因此刪除這兩題後，跑第二次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表二之結果。這八

個題項呈現二個因素（面向），共可解釋54.36%的變異量。第一個因素由四道題項4組成，

可解釋44.94%的變異量（愛根植=2..70）。這個因素（面向）的四項個題項均和競選有

關，因此命名為「競選效益」。第二個因素（面向）由四題項組成，可解釋20.46%的變

異量（愛根植=1.63），這個面向的四個題項均和政策制訂與有關，因此命名為「政策效

益」。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檢定的結果如表2。



表2：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看法之主成分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為了立委選舉獲勝，媒體曝光是特別有效方式 .88 .11

就立委的競選工作而言，媒體曝光相當重要 .80 .07
立委通常利用利用媒體曝光機會增加勝選的可能 .71 .08
媒體曝光可促使選民認同您的個人特質 .67 .06

媒體曝光特別有效推動立法 .19 .75
媒體曝光有效說服其他黨派支持政策提案 -.09 .71
媒體曝光可使行政部門對政策或議題做更多討論 .05 .67
就立委的立法工作進行而言，媒體曝光相當重要 .18 .61
愛根值 （Eigenvalue） 2.71 1.63
解釋變異量 33.90 20.46
Cronbach’s α .77 .65

（二）為立法而進行之溝通策略頻率

本研究測量立法委員對於促進立法的各種溝通策略參加之頻率的題項有14題，其平

均值與標準差如表3所呈現。一般而言，立委通常認為以下的活動參與是頻繁的（平均

值高於3），只有「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Call In)」、「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

壇」與「上廣播節目」三項低於3。另外，立委顯然認為「與政府機關聯絡」（平均值高

於4）與「與政府機關首長辦公室聯絡」(平均值逼近4)是最為頻繁的為立法而進行之溝

通策略。

表 3：立法委員為了立法而參與以下活動之頻率（1=從來沒有，2=不太頻繁，3=普通，

4=頻繁，5=非常頻繁）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直接與其他立法委員溝通 3.76 .75 1-5

與貴黨之領導階層溝通 3.58 .87 1-5

接受記者採訪 3.44 .83 1-5

召開記者會 3.24 .88 1-5

召開公聽會 3.22 .87 1-5

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 Call In) 2.82 1.06 1-5

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壇 2.85 .94 1-5

發布新聞稿 3.37 .90 1-5

上廣播節目 2.92 .96 1-5



與政府機關聯絡 4.05 .74 1-5

與政府機關首長辦公室聯絡 3.94 .75 1-5

在議場發言 3.81 .97 1-5

與遊說者會面 3.39 .93 1-5

與政黨幹部開會 3.58 .85 1-5

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表四之結果。十四個題項呈現三個因素（面向），共可解

釋61.18%的變異量。第一個因素由七道題項組成，可解釋28.17%的變異量（愛根植

=3.94）。這個因素（面向）的七項個題項均和媒介策略有關，因此命名為「媒介溝通策

略」。第二個因素（面向）由五個題項組成，可解釋19.37%的變異量（愛根植=2.71），

這個面向的五個題項均和立院與政黨溝通有關，因此命名為「內部溝通策略」。第三個

因素（面向）由兩個題項組成，可解釋13.65%的變異量（愛根植=1.91），這個面向的兩

個題項均和官員溝通有關，因此命名為「行政溝通策略」。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檢

定的結果如表4。

表4：立法委員溝通策略行為之主成分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召開公聽會 .80 -.01 .12

召開記者會 .80 .03 .09

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壇 .76 -.01 -.02

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 Call In) .75 .20 -.22

上廣播節目 .71 .20 -.13

發布新聞稿 .67 -.08 .38
接受記者採訪 .65 .39 -.09
與同黨幹部開會 .04 .76 .16
與同黨之領導階層溝通 .07 .74 .02
直接與其他立法委員（同黨或是非同黨）溝通 -.05 .68 .07
在議場發言 .29 .67 .30
與遊說者會面 .21 .54 .35
與政府機關聯絡 -.10 .17 .86
與政府首長聯絡 .01 .37 .83

愛根值 （Eigenvalue） 3.94 2.71 1.91



解釋變異量 28.17 19.37 13.65

Cronbach’s α .86 .76 .85

（三）為競選而進行的溝通策略頻率

本研究測量立法委員對於競選的各種溝通策略參加之頻率的題項有14題，其平均值

與標準差如表五所呈現。一般而言，立委通常認為以下的活動參與是頻繁的（平均值高

於3），只有「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Call In)」、「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壇」

與「上廣播節目」三項低於3。另外，立委顯然認為「與政府機關聯絡」（平均值高於4）

與「與政府機關首長辦公室聯絡」(平均值逼近4)是最為頻繁的為立法而進行之溝通策

略。

表 5：立法委員為了立法而參與以下活動之頻率（1=從來沒有，2=不太頻繁，3=普通，

4=頻繁，5=非常頻繁）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直接與其他立法委員溝通 3.41 .86 1-5

與貴黨之領導階層溝通 3.44 .85 1-5

接受記者採訪 3.53 .94 1-5

召開記者會 3.28 .98 1-5

召開公聽會 2.94 .93 1-5

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 Call In) 3.06 1.07 1-5

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壇 2.93 .93 1-5

發布新聞稿 3.46 .91 1-5

上廣播節目 3.04 1.00 1-5

與政府機關聯絡 3.31 .86 1-5

與政府機關首長辦公室聯絡 3.29 .89 1-5

在議場發言 3.51 .88 1-5

與遊說者會面 3.15 .99 1-5

與政黨幹部開會 3.24 .90 1-5

經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表六之結果。十四個題項呈現三個因素（面向），共可解

釋66.19%的變異量。第一個因素由七道題項組成，可解釋32.05%的變異量（愛根植

=4.49）。這個因素（面向）的七項個題項均和媒介策略有關，因此命名為「媒介溝通策



略」。第二個因素（面向）由五個題項組成，可解釋20.37%的變異量（愛根植=2.85），

這個面向的五個題項均和立院與政黨溝通有關，因此命名為「內部溝通策略」。第三個

因素（面向）由兩個題項組成，可解釋13.78%的變異量（愛根植=1.93），這個面向的兩

個題項均和官員溝通有關，因此命名為「行政溝通策略」。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α檢

定的結果如表6。

表6：立法委員為競選的溝通策略行為之主成分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上廣播節目 .82 .19 .08

撰寫報紙雜誌的專欄或是民意論壇 .81 .07 .05

召開記者會 .81 .24 .02

上電視政論性節目(包括 Call In) .80 .21 -.06

接受記者採訪 .77 .34 -.04

召開公聽會 .77 .08 .28

發布新聞稿 .51 .20 .25

與同黨幹部開會 .06 .81 .22
直接與其他立法委員（同黨或是非同黨）溝通 .19 .70 .25

在議場發言 .33 .68 .18

與同黨之領導階層溝通 .51 .65 -.07

與遊說者會面 .15 .58 .22

與政府首長聯絡 .06 .26 .90

與政府機關聯絡 .09 .34 .87

愛根值 （Eigenvalue） 4.49 2.85 1.93

解釋變異量 32.05 20.37 13.78

Cronbach’s α .89 .80 .91



表七：立法委員對於媒體記者表現的評價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1) 您覺得報社記者對您有用嗎？ 7.03 1.68 0-10
(2) 您覺得報社記者有影響力嗎？ 7.08 1.52 0-10
(3) 您覺得報社記者可信嗎？ 5.93 1.67 0-10
(4) 您覺得報社記者有道德感嗎？ 5.58 1.78 0-10
(5) 您覺得報社記者專業性高嗎？ 5.84 1.80 0-10
(6) 您覺得電視記者對您有用嗎？ 6.90 2.01 0-10
(7) 您覺得電視記者有影響力嗎？ 7.16 1.86 0-10
(8) 您覺得電視記者可信嗎？ 5.29 1.92 0-10
(9) 您覺得電視記者有道德感嗎？ 4.90 2.06 0-10
(10) 您覺得電視記者專業性高嗎？ 4.97 2.17 0-10

表八：立法委員對於媒體記者表現評價看法之主成分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1) 您覺得電視記者有道德感嗎？ .88 .19
(2) 您覺得報社記者有道德感嗎？ .86 .23
(3) 您覺得電視記者可信嗎？ .85 .27
(4) 您覺得電視記者專業性高嗎？ .83 .19
(5) 您覺得報社記者專業性高嗎？ .82 .21
(6) 您覺得報社記者可信嗎？ .82 .27
(7) 您覺得報社記者有影響力嗎？ .23 .87
(8) 您覺得電視記者有影響力嗎？ .14 .86
(9) 您覺得電視記者對您有用嗎？ .30 .84
(10) 您覺得報社記者對您有用嗎？ .25 .83

愛根值 （Eigenvalue） 5.88 1.82
解釋變異量 58.76 18.20
Cronbach’s α .94 .90

表九：立法委員對於記者於工作協助上的評價（1=很不同意，2=不大同意，3=普通，

4=有點同意，5=很同意）

平均數 標準差 範圍

在幫助您得到相關利益團體訊息 3.49 .85 1-5

在提供您政策上的點子與想法 3.56 .89 1-5

在提供您法案資訊上 3.26 .93 1-5

在提供關於行政院消息上 3.26 .86 1-5

在提供總統府消息上 3.05 .86 1-5

在提供選區資訊上 3.25 .89 1-5



在幫助您與選民溝通上 3.09 .86 1-5

在幫助您媒體曝光上 3.85 .74 1-5

在撰寫新聞稿上 3.28 .84 1-5

在測試輿論反應上 3.59 .85 1-5

記者使公眾產生問題意識 3.97 .59 1-5

記者告知民眾社會當中有團體受到議題的影響 3.85 .62 1-5

記者告知被議題影響的團體 3.72 .64 1-5

記者散佈與提案相關的資訊 3.72 .71 1-5

記者發掘各種公共問題 3.85 .69 1-5

記者幫助立委下投票決定 3.05 .83 1-5

記者對於政策評估 3.15 .79 1-5

記者對於政策修正 3.20 .81 1-5

表十：立法委員對於記者於工作協助上的評價之主成分因素分析（varimax rotation）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在提供您政策上的點子與想法 .82 .20 .22 .00

在幫助您得到相關利益團體訊息 .82 .19 .17 .00

在提供您法案資訊上 .77 .20 .31 .00

在提供關於行政院消息上 .68 .00 .39 .25
在提供總統府消息上 .66 .00 .44 .22
記者告知民眾社會當中有團體受到議題的影響 .17 .80 .00 .17

記者告知被議題影響的團體 .17 .79 0 .00

記者散佈與提案相關的資訊 .16 .76 .19 .00
記者發掘各種公共問題 .00 .74 .00 .18

記者使公眾產生問題意識 .00 .70 .29 .17
在幫助您與選民溝通上 .26 .00 .81 .00

在撰寫新聞稿上 .15 .11 .76 .14

在提供選區資訊上 .32 .10 .73 .16

在測試輿論反應上 .35 .28 .63 .00

在幫助您媒體曝光上 .24 .30 .59 .00

記者對於政策修正 .00 .15 .13 .89



記者對於政策評估 .19 .27 .00 .84

記者幫助立委下投票決定 .00 .00 .14 .80

愛根值 （Eigenvalue） 6.62 2.62 1.80 1.21
解釋變異量 36.77 14.55 10.01 6.74
Cronbach’s α .89 .84 .84 .85

二、研究問題探析

研究問題一探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

黨大小是否會

影響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對於媒體曝

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並無顯著差異（t=- .40, p=.22）。所屬政黨之色彩（泛藍或是泛綠）

也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並無顯著差異（t=-.40, p=.22）。所屬政黨之大小（民

進黨、國民黨屬大黨，親民黨、新黨與台聯屬小黨）也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

價並無顯著差異（t=.47, p=.18）。然而，立委之選區為大台北地區與非大台北地區，則

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就有顯著差異（t=-.11, p<.05），選區為大台北地區者

認為曝光有所幫助。是否有黨職在身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並無顯著差異

（t= .45, p=.18）。年齡與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也無顯著關連(r= .03,

p=.74) 。立委年資與對於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也無顯著關連(r= -.15, p=.09)，

有趣的倒是發現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所屬政黨也未與媒體曝光於競選的幫助之評價有

關【F(6,129)=.92, p= .48】。整體而言，就人口變項的分析，只有立委來自大台北區與

非大台北區在對媒體曝光對於競選之幫助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問題二探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黨籍、所屬政

黨大小是否影

響立法委員對於媒體曝光於立法上的幫助之評價？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對於媒體曝

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並無顯著差異（t=- .34, p=.25）。所屬政黨之色彩（泛藍或是泛綠）

也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並無顯著差異（t=.17, p=.37）。所屬政黨之大小（民

進黨、國民黨屬大黨，親民黨、新黨與台聯屬小黨）也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

價並無顯著差異（t=.09, p=.86）。然而，立委之選區為大台北地區與非大台北地區，則



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就有顯著差異（t=-1.19, p<.01），選區為大台北地區

者認為曝光有所幫助。是否有黨職在身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也有顯著差異

（t= 1.91, p<.05），無黨職者對於曝光之評價較高助。年齡與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

助之評價也無顯著關連(r=- .02, p=.83)，雖無顯著關連，但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呈現負相

關。立委年資與對於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也無顯著關連(r= -.13, p=.12)，就描

述統計而言，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所屬政黨也未與媒體曝光於政策的幫助之評價有關

【F(6,129)=.18, p= .98】。整體而言，就人口變項的分析，只有立委來自大台北區與非

大台北區以及是否有黨職在對媒體曝光對於政策之幫助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問題三與四主要探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立委年資、選區性質、不同政黨

色彩、所屬政黨大小是否會影響到立法委員對於競選之溝通策略的行為以及對於立法之

溝通策略的行為差異的差異？資料分析顯示性別只有在以競選為目的之內部溝通（立法

院或是政黨內之溝通）有顯著差異(t=.96, p<.05)。男性較女性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

的之內部溝通。年齡：年齡與任何一種溝通行為都無顯著相關。教育程度與任何一種溝

通行為都無顯著相關。立委年資方面，與以政策為目的之內部溝通呈正相關(r=.186,

p<.05)，而也與以政策為目的之行政溝通呈正相關（r=.172, p<.05）。選區性質上，只有

在以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立法院或是政黨內之溝通）有顯著差異(t=- .89, p<.05)，

非大台北立委較大台北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政黨色彩只有在以立法

為目的之內部溝通（立法院或是政黨內之溝通）有顯著差異(t=.80, p<.05)。泛綠立委較

泛藍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資料分析顯示政黨大小與溝通行為無關。

是否有黨職在以立法為目的之媒體溝通上有顯著差異(t=1.33, p<.01)，有黨職者較無黨職

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媒體溝通。另外，在以競選為目的之媒體溝通上也有顯著

差異(t= .99, p<.05)，有黨職者較無黨職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的之媒體溝通。在以競

選為目的之行政溝通上也有顯著差異(t=- .93, p<.05)，無黨職者參與較多的以競選為目

的之行政溝通。

伍、結論



本研究為一初探性研究，企圖對台灣之國會意願的溝通策略有一初步瞭解。本研究

之最大貢獻在於將溝通策略以實證法建構出以競選為目的以及以立法為目的之媒體曝

光評價。另外，也在溝通之行為層次上發展出三個指標，分別為媒體溝通策略、內部溝

通策略以及行政溝通策略。

研究發現，立委來自大台北區與非大台北區在對媒體曝光對於競選之幫助以及政策

之幫助上有顯著差異。大台北之立委較非大台北之立委認為幫助大，研究者推論與大台

北之競選可能與媒體形象塑造較有關係，所以立委體認到媒體曝光對於選舉之重要。另

外，大台北地區的立委對於媒體力量之認知也擴及政策影響力，研究者推論，大台北地

區立委較接近台灣主流媒體，對於媒體形塑社會影響力（中上階層）之能力可能有所體

認。無黨職者對於曝光之評價較高，這一點與文獻契合，畢竟沒有黨職者資源較為匱乏，

需要媒體之助益。

在溝通行為上的探討，研究顯示男性較女性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的之內部溝

通。立委年資愈長，則愈多以政策為目的之內部溝通，而會有較多的以政策為目的之行

政溝通。選區性質上，非大台北立委較大台北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

泛綠立委較泛藍立委參與較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內部溝通。有黨職者較無黨職立委參與較

多的立法為目的之媒體溝通。另外，有黨職者較無黨職立委參與較多的競選為目的之媒

體溝通。無黨職者參與較多的以競選為目的之行政溝通。以上小結可以發現，雖然有黨

職的立委也許在媒介曝光的評價上不如無黨職立委，但是其不論就政策或是競選目的而

言，在媒體曝光行為上反而參與較多。中間的落差或許應該用新聞學的觀點來解釋，畢

竟有黨職的立委新聞價值高些，作為消息來源可使新聞價值提高。本研究認為未來有關

國會的媒體策略研究也許可以朝國會議員如何吸引媒體報導延伸。

參考文獻

Bisnow, Mark. 1990. In the Shadow of the Dom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Cook, F. (1983).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Effects on the public, internet group leaders,

policy makers and poli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47: 14-35.
Cook, T. E. (1986). House Members as Newsmakers: The Effects of Televising Congres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XI(2): 203-226.



Cook, T. E. (1989). Making Laws and Making News: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ooper, A. C. (2002). Media tactics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2(4), 353-371.

Fico, F. (1984). How lawmakers use reporters: Differences in specialization and goal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4) : 793-800, 821.

Frantzich S. E. & Schier, S. E. (1995). Congress: Games and strategies. Dubuque, IA: Wm.
C. Brown Communications, Inc.

Hernnson, P. (1998).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Campaign at home and in Washington. 2n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Hertsgaard M. (1988).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Hess, Stephen. (1987). “Being newsworthy.”Society 24(2):39-47
Hess, Stephen. (1991). Live from Capitol Hill! Studies of congress and the med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Kedrowski, K. M. (1996). Media entrepreneurs and the media enterprise in the U.S.

Congress. NJ: Hampton Press.
Kernell, (1997). Going public: New strategie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Lipinski. D. (2001). The outside game. Congr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arty strategy. In

R.P. Hart & D. R. Shaw (eds.), Communication in U.S Elections: New agenda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Matthews, D. R. (1973). U.S. Senators and their world. NY: Vintage Books.
Owen, J. E. (1985). Extreme advocacy leadership in the pre-reform House: Wright Patman

and the House Banking and the Currency committe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5: 187-205

Ranny, A. (1983). Channels of power: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Reich, R. B. (1998). Locked in the Cabinet. New York: Vintage Book.
Rosenthal, A. (1998). Th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Scheele, Henry Z. 1989. “Response to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The Joint Senate-House

Republican Leadership Press Conferences.”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19(4):
825-846.

Sparrow, B. (1999). Uncertain guardia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Zaller, J. (1996). The myth of massive media impact revived: New support for a discredited

idea. In D. C. Muts, P. M. Sniderman, & R. A. Brody, (Eds.), Political persuasion and
attitude chang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