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大眾媒介與政治傳播 

 

 
 
 

     「一般說來，人類以所見而非所感進行判斷；因為所有人均可見其外貌， 

但僅有少數人可以觸及真實」。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君王論》(The Prince, 1531) 

 

 

    傳播居於政治的核心位置。即使是威權國家的統治者，也必須與他們的人民溝通，

才可以至少建立起其正當性的假象。在民主國家，精緻且複雜的溝通過程必須經由競選

活動、民調、焦點團體訪談以及一般的政治說服等活動來達成。事實上，民主本身可能

被視為某種形式的政治傳播，它涉及政府與人民之間對於民意的持續協商。然而，很少

有政治傳播可以不透過媒介來進行。我們對政治的知識與瞭解很少直接由政客得來，而

是由我們所閱讀的報章雜誌、所收看的電視、所收聽的廣播，以及越來越廣泛地從所謂

「新」媒介(特別是網際網路)而來。然而，大眾媒介所構成的不僅是一個溝通管道，它們

也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而不只反映且更影響了社會中的權力分配。 

    本章所要探討的重要議題如下： 

 

重要的議題 
u關於政治與大眾媒介間關係的理論為何？ 

u大眾媒介強化或是危害民主？ 

u媒介逐漸增長的重要性是如何影響治理的過程？ 

u大眾媒介對促進全球化的影響程度為何？ 

u政府是如何運用大眾媒介作為其宣傳機器？成效如何？ 

u「公關」政治在媒介時代是否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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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大眾媒介理論 
 
 

    自從十九世紀末識字率普及和新聞媒體的出現以來，大

眾媒介便被認為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一般認為透過社會

和科技轉變的結合，媒介已經變得更具影響力的行為者，且

某些方面與政治過程愈形糾結。有三項發展特別值得我們注

意：第一，所謂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主要的」

機制(諸如家庭、社會階級等等)影響力衰退。人民在幼年晚

期和青春期所獲得的政治認同和傾向，在長大成人後會持續

形塑、加深，卻鮮少劇烈改變。這種過程因為現代社會的社

會流動性和地域流動性越來越強，及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價

值的傳播而被削弱。於是，媒介對政治的影響力擴大，由於

透過媒介這個主要機制，議題和政策相關資訊及隨之而來的

政治選擇才得以呈現在大眾面前。 

    第二，自一九五○年代以來，廣大電視觀眾群形成，及

近期「新」媒介的頻道和媒介輸出快速增加，使得大眾媒介

的影響力廣為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這意味著民眾對大

眾媒介的依賴程度之重前所未見。舉例來說，電視取代政治

聚會成為新聞與時事資訊的主要來源；更多的民眾選擇觀看

球賽轉播而非親臨賽事現場；甚至利用網路或電視購物的情

況也不斷增加。網路對政治的重要性迅速增長，已成為關注

的焦點：截至二○○六年，全球有超過十億人口使用網路。

儘管網路滲透率以北美洲(百分之六十二)、大洋洲與澳洲(百

分之五十一)以及歐洲(百分之三十六)最高，然而使用量成長

最快的卻是非洲、中東以及拉丁美洲。 

第三，媒介在經濟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媒介不僅僅

是縱橫全球的大公司，現在已藉由一連串的合併，將過去分

立的出版、電視、電影、音樂、電腦及電信各領域整合為一

龐大的資訊娛樂產業(Scammel, 2000)。媒介產業如微軟、美國

概念的澄清
 
大眾媒介(Mass media) 

 
媒介是由社會中涉及各
種形式的知識、資訊與娛
樂之製作和發行的機構
所組成。大眾媒介的「大
眾」(mass)特性，源自於媒
介管道運用相當先進的
技術、對一大群尚未分化
之閱聽人溝通。在文法及
政治上，大眾媒介是複數
名詞。不同的訊息可以透
過「廣播」媒介(如電視和
收音機)以及「印刷」媒體
(如報紙和雜誌)來傳遞。
同樣地，小報與大報也呈
現不同的認同。所謂「新
媒介」的出現(包括有線電
視、衛星電信以及網際網
路等)，使媒介產出與閱聽
眾分裂化的情況急劇增
加，已造成大眾媒介的概
念大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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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時代華納(AOL-Time Warner)、迪士尼以及梅鐸的新聞

集團都累積了相當龐大的經濟和市場力量，各國政府皆不容

輕忽其存在。 

    幾乎所有的時事評論家都承認，媒體有能力塑造政治態

度和價值，或至少能影響大眾對於議題和問題本質、重要性

的觀感，進而建構政治或選舉上的抉擇。然而，關於媒介影

響力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仍存有爭議，另有一系列理論對此持

相反觀點。其中最為重要的有： 

 

    �多元主義模型。 

    �主流意識型態模型。 

    �市場模型。 

    �菁英−價值模型。 

 
一、多元主義模型 
  

多元主義一般強調多樣性(diversity)和多重性(multiplicity)。

在大眾媒介的多元主義模型中，媒體如同一個意識型態的市

場，各式各樣的政治觀點在其中受到論證與討論。若不否定媒

介能影響政治觀點與認同，那便是承認媒介對政治的影響在本

質上是中立的，媒介大體上傾向反映社會中各種力量的平衡。 

    然而多元主義對媒介的描述極為正面。為了確保「有智

識的市民」(informed citizenry)的存在，大眾媒介強化了民主

品質，同時保證政府的權力受制。體現這種「看守者」的角

色的最經典實例，便是一九七四年華盛頓郵報揭露「水門

案」，這件醜聞迫使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

下台。有些人甚至認為新媒介(new media)的出現(特別是網際

網路)，提供抗議團體(如反資本主義行動者)一種相對廉價和

有效的方式傳播資訊、動員群眾，進而助長了多元主義和政

治競爭。然而多元主義模式也有其重大缺失。舉例來說，弱

勢、未組織化的團體被排除於主流出版和傳播之外，不得其

概念的澄清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
cialization) 

 
政治社會化是個人取得
政治信念與價值的過
程，透過此過程，政治信
念與價值也將代代相
傳。家庭與學校通常被視
為「主要的」政治社會化
機制，而工作環境、同儕
團體與大眾媒介則被視
為「次要的」機制。對政
治社會化的興趣在所謂
的行為革命時期達到巔
峰，將外在刺激視為解釋
(或可能決定)政治態度與
行為。儘管如此，批評者
宣稱，社會化奠基在人類
心理學、學習過程過於簡
化的模型上，反而特別地
忽略了思考主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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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而入。這意味著媒介的意識型態相當窄化，且一般具有親

官方(pro-establishment)的特性。再者，在政府和電視傳播以及

新聞業的共生關係愈發明顯下，私人所有、獨立於政府之外

的媒介可能無法有效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 

 
二、主流意識型態模型 
 

    主流意識型態模型視大眾媒介為一政治上的保守勢力，

與經濟和社會菁英的利益相結合，並對大眾倡導服從與消極

的政治態度。諸如葛蘭西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觀點，相當

一致地認為媒介宣揚資產階級的理念，維持資本主義者的霸

權，並依照主要集團和媒體大亨的利益而運作。換句話說，

私人所有權最終決定了大眾媒介所散播的政治及其他觀點，

而私人所有權正逐漸集中在少數全球媒體集團的手中。全球

最大的六家媒體集團為美國線上－時代華納公司(AOL-Time 

Warner)、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維康公司(Viacom)、迪

士尼(Disney)、維文迪環球公司(Vivendi Universal)以及德國博

得曼集團(Bertelsmann AG)。從這個觀點來看，媒體在促進全

球化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傾向傳播與西方消費主義相

容的理念、圖象和價值，以便開拓新的市場和擴大事業版圖。 

    主流意識型態模型中最具有影響力、最複雜的觀點，是

由杭士基(Noam Chomsky)和赫曼(Ed Herman)二人於《製造共

識》(Manufacturing Consent, 1994)一書中提出的宣傳模型

(propaganda model)。他們定義出五種「過濾器」，透過此過

濾器，新聞和政治報導會因媒介本身的結構而有所扭曲。以

下是五種過濾器的類型： 

 

�公司本身的企業利益。 

�對廣告商及贊助商觀點的敏感性。 

�自「權力代理人」(如政府和企業資助的智庫)取得的

新聞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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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士基(Noam Chomsky，生於 1928) 
 

美國語言學家和激進知識份子。杭士基生於費城，雙親為東歐移民
者。他最初在語言學領域嶄露頭角。在《語法的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一書中，杭士基提出「變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革命性理論，認為人類具有學習語言的天生能力。越戰
期間，杭士基思想逐漸走向激進，成為批判美國外交政策的激進派
大將，其思想觀點發展見於一系列廣泛著作，如《美國權力與新官

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新軍事人道主
義》(New Military Humanism, 1999)以及《霸權與生存》(Hegemony and 
Survival, 2004)中。在《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 1988，與

Edward Herman合寫)等書中，他對大眾媒介提出強烈批判，並檢視
如何動員公眾支持以進行帝國主義式的侵略。  

 
�加諸新聞工作者的抨擊和壓力，包括訴訟的威脅。 

�對市場競爭與消費者資本主義之利益抱持毫無疑問的

信念。 
 
杭士基的分析強調，在何種程度下，大眾媒介可能破壞

民主，協助達成(舉例來說，促使美國民眾支持)其帝國主義

式的外交政策目標。然而主流意識型態模型同樣也遭受批

評，原因包括：它低估了新聞界和廣播電視(特別是公共服務

傳播機構)對於變化中的社會、種族及發展性議題給予的關

注。再者，對於媒介產出能夠形塑政治態度的設想，是屬於

決定論觀點，卻忽視民眾以自身價值觀篩選、抗拒媒介訊息

的可能。 
 

三、菁英−價值模型 
 

    菁英－價值模型將焦點從媒介產業的所有權移轉到控制

媒介產出機制上。這個觀點認為編輯、記者和廣播員能夠享

有重大的專業獨立性，即便是亟欲干涉的媒體大亨也僅能夠

設立寬鬆的政治「注意事項」，而無法管制編輯的日常決策。

因此，媒體的政治偏袒反映出專業高層間呈現不均的團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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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然而，此模型具有數個不同版本，視其政治上重要性

之特性而定。 

在菁英－價值模型中，其中有一觀點認為，多數主流報

紙、雜誌和電視台之反社會及政治上的保守觀點，是由於他

們的專業高層薪資報酬高，且多半具有中產階級的背景。保

守主義者不時提出與眾不同的看法，他們相信媒介反映出受

過大學教育、自由知識份子的觀點，其價值觀與關注的事物

和一般大眾有所差別。女性主義觀點則指出，此模型強調男

性在高階新聞工作者和傳播業中的支配地位，暗指大眾媒介

較少關注女性觀點和議題，並且解釋了廣播員和新聞記者為

何有時採取「對抗式的」風格進行訪談及政治討論。雖然菁

英－價值模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大眾媒介所展現的政

治觀點，比起多元主義論者所提出的更為侷限，然而它仍舊

有其限度。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它沒有將所有可能加諸

於媒介專業高層的壓力通通考量進去。這些加諸於高層的壓

力，舉例來說，包含媒介所有者的觀點、利益及商業的考量，

尤其是收聽率(或收視率)。 

 
四、市場模型 
 

    大眾媒介的市場模型和其他模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捨

去有關媒介偏差的部份：在此模型中，報紙和電視反映(而非

型塑)一般大眾的觀點。因為不論媒介所有者和高層菁英的私

人觀點，私有媒介產業關注的就是利潤最大化和擴大市場佔

有率。因此，媒介給予民眾想要的，且無法冒險呈現大眾所

不認同的觀點，以免疏遠既存或潛在的觀眾與讀者。這種想

法套用在大眾服務廣播機構〔如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

或許顯得較不適切，他們較不需承受商業及廣告客戶的壓

力，即便如此，收聽率(或收視率)的壓力仍越來越明顯。 

 雖然此模型不將(至少是)私人所有的大眾媒介視為政治

過程的一部分，它卻有利於解釋政治生活中部分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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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便是肇因於輕視政治報導，而逐漸增長的政治冷漠

感。電視台害怕「市場佔有率」下滑，特別減少重要政治論

辯報導，因此未能善盡教育、傳遞資訊予大眾的責任，而偏

好製作所謂的「教育娛樂性」節目。 

 

 

    貳、媒介、民主與治理 
 
 

一、民主的監護人？ 
 

大眾媒介對民主的衝擊，是媒介與政治之關係中，最廣

受辯論的面向之一。對許多人而言，新聞自由(Free press)的存

在是民主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徵。然而，大眾媒介要如何作為

民主的監護人？為什麼有些人質疑大眾媒介的民主性質，甚

至宣稱它們可能會危害民主？大眾媒介對民主的促進，可歸

納為以下四項重點： 

 

�培養公眾辯論以及政治參與。 

�擔任「公眾看守者」以制衡權力濫用。 

�重新分配權力與政治影響力。 

�提供民主藉以運作的機制。 

 

提供公民論壇、使有意義及重要的政治辯論得以進行的

能力，常被視為大眾媒介在民主政治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其優點在於知識充裕、且較具獨立性與深度意見之公民將更

積極地參與政治。因此，大眾媒介是政治教育的代理人。的

確，大眾媒介已經取代大部分正式的代議機構，如人民大會、

國會以及地方議會等，成為對話、辯論及商議等民主政治核

心的場域。此因大眾媒介可說是較其他傳統代議團體更適合

擔任此一角色。大眾媒介除了提供公眾(或許是)唯一有意義的

新聞自由(Free press) 
不受政府審查與政治干預，
且多為私人擁有的報紙(以
及其他媒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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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監督政治人物之外，例如透過政治人物的訪談及電視轉

播的議會辯論，也提供了一個可以表達更廣泛觀點與意見的

論壇，比僅由當選之政治人物所組成的代議機制更能廣納各

家之言。因此，透過此機制，學者、科學家、商業鉅子、貿

易工會領袖、利益團體代表和各種說客，皆能夠表達意見，

參與公共辯論。這更可以延伸至公眾本身，他們可以透過像

是電台叩應(phone-in)、「街頭訪問」節目、「聊天室」以及

網路部落格等方式表達其意見。大眾媒介不僅實質上擴大在

政治辯論中所表達的觀點與意見，同時亦能以活潑、吸引一

般大眾的方式呈現討論與辯論，並避免如同世界各地議會與

委員會中徒具形式、死氣沉沉的意見交換。 

大眾媒介之「看守者」角色在某種程度上是政治辯論論

據的子集。由此角度觀之，媒介的角色是透過審視政府活動

與揭發權力濫用的方式來確保公共責任。這再度說明，大眾

媒介執行這樣的角色，補足、甚或取代了正式代議機構的工

作。如同記者與電視播報員等媒介專業工作者特別適於此角

色，因為他們處於政治「之外」，且無時無刻都只對無能、

貪污與混亂的思維感興趣。反之，倘若公共責任只掌握在職

業政客的手中，它可能會受到那些試圖揭發無能與罪行、卻

希冀自己未來能掌權者所壓制。這不只會玷汙他們的動機，

也可能妨礙他們批判未來可能從中獲致利益的程序與實務。

然而，只有在適當的獨立、不受政府支配之情況下，媒介才

可以有效地執行此角色。因此民主治理除了需要公共資金資

助、並對獨立的委員會負責的媒介，也需要適當程度上相互

競爭的「自由」或私人所有媒介。 

第三，大眾媒介透過擴大社會中權力分配與政治影響力

的方式來促進民主，通常經由「新」媒介大幅提昇資訊管道

與交流機會的能力來達成。像是十五世紀印刷術的發明、電

視的散佈以及二次戰後的初代電腦與衛星(有時被稱為「第

一」或「第二次」通訊革命)等通訊科技的早期進展，皆傾向

於強化政府而非一般大眾。通訊科技不僅確保政府知道的比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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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還要多，亦幫助他們控制流向大眾的資訊，因此給予他

們「管理」公共輿論的能力。然而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所謂

的「第三次」通訊革命，特別是透過了衛星、有線電視、行

動電話、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而產生，創造所謂的「資訊社

會」。更簡易與廣泛地取得新聞與資訊，代表公民與公民團

體在資訊獲得的質與量上，首次可以與政府相匹敵。這已在

犧牲國家政府與傳統政治菁英的情況下，普遍強化了非國家

行為者的能力。因此在挑戰政府立場與作為上，非政府組織、

利益團體以及智庫變得更有效率；它們有時甚至取代政府，成

為某些專門議題上觀點及資訊的權威來源，如環境、全球貧

困、公共衛生及公民自由等。此外，「新」媒介促進政治參與，

能更有效地組織政治抗爭與政治動員。拜行動電話及網路使用

所賜，反全球化或反資本主義的抗爭者因此能夠打斷並影響如

世界貿易組織、八大工業國家(G8)等組織的行動與作為。 

第四，媒介促進民主之潛能所在，體現於新科技擴大公

民參與的機會之中，透過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或所

謂的「網路民主」(cyber democracy)或「e化民主」(e-democracy)。

由此角度觀之，諸如政治會議參與度低、投票率低落等許多

成熟民主政體所遭遇的問題，並非反映對民主和政治的疏

離，而是民主程序無法與時俱進，以符合資訊社會中公民所

希冀參與政治、表達意見的方法。透過互動電視、網際網路

以及線上投票等方式運作的電子民主，似乎至少擁有三項優

勢。它克服了規模的問題：人們不再需要透過大規模組織來

參與政治活動；它大幅擴大公民對於資訊的接觸管道，意見

與觀點的自由交換得以實現；它使公民不用出門，就能輕易

與便捷地表達自身觀點。然而電子民主卻招致許多批評。其

中某些批評聚焦於實務上的不利因素，例如系統中(基於電子

式的參與，而非親身參與)衍生選舉舞弊與不法的可能性增

加。其他批評更進一步認為，電子民主將民主程序轉化為公

民坐在客廳裡進行一連串按鈕表決，削弱了政治參與的公眾

面向，民主公民權也被簡化為一系列的消費者選擇。 

概念的澄清
 
資 訊 社 會 (Information 
society) 

 
資訊社會中，以資訊的創
造、發行與操縱為核心的
經濟、文化活動；特別受
到廣泛的電腦化程序及
網際網路所支撐。資訊社
會被描繪為工業社會的
承接者，其中資訊與知識
被視為取代有形資本而
成為首要的財富來源。在
「資訊時代」或是「電腦
時代」(cyber age)，政府首
要的責任是改善教育與訓
練，以強化國際競爭力及
擴大個人的機會。由於現
代通訊無疆界的本質，資
訊社會也傾向全球化。然
而，資訊社會也可能因此
與新的不平等形式(「資訊
充分」與「資訊匱乏」)連
結，個人與團體也可能受
「資訊超載」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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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大眾媒介有效地實現民主治理的能力，仍存

有三種深層疑慮。第一，如同主流意識型態與菁英－價值理

論者所提倡，大眾媒介不僅沒有提供公民較為廣泛且平衡的

政治觀點，內容反而充斥著明顯的政治偏袒(political bias)。不

論政治偏袒是源於編輯、記者與播報員的價值與意見，抑或

源於大眾媒介與經濟、社會菁英間利益的結盟，我們都難以

見到大眾媒介可靠、一致地在實務上善盡其責，提供客觀資

訊與遵守公共服務的原則。在這個方面，媒介所有權成為重

點所在；事實上，大型媒介集團或媒介鉅子的利益與觀點不

能影響媒介輸出，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卻早已影響。就大眾媒

介影響政治議題的程度而論，此議題較可能在政治上傾向保

守，且至少與社會中支配團體的利益相符。第二，大眾媒介

並不受限於公共責任；它是「有權無責」(Curran and Seaton, 

2003)的典型例子。不論記者與播報員的觀點如何具知識性及

啟發性、不論它們如何極力將自己塑造為「人民的聲音」，

媒介專業工作者(不同於當選的政治人物)只「代表」自己而非

他人，且不具任何宣稱替公共輿論發聲的意義基礎。第三，

對於媒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質疑其來有自。如同本章最後一

部份所探討，媒介專業工作者與政治菁英之間常常發展出一

種共生的關係，而限制了大眾媒介的政治觀點及擔任「看門

狗」的效力。 

 
二、大眾媒介與治理 
 

 除了對民主的衝擊(不論好或壞)外，大眾媒介在資訊社

會中的重要性已從許多方面影響了治理過程。其中最為顯著

的包括：政治領導的轉變，以及隨之而來政府權力的重新配

置；有些人也提出警告，政治文化的改變正促使人們疏遠政

治，使社會難於統治；另外尚有政府行為及政策制定本質的

修正。 

 大眾媒介改變政治領導的主要方法，利用了社會對資深

概念的澄清
 
政治偏袒(Political bias) 

 
政治偏差，係指在政治觀
點的表達上，系統性地偏
袒某一團體的價值觀或
利益。偏差有時候與意見
而非事實的表達相關；在
此情況下，相對於偏差的
便是「客觀」。如果視事
實與意見兩者關聯密不
可分，相對於偏差的應為
「平衡」。儘管如此，偏
差可能由不同的形式呈
現(McQuail, 1992)。政黨偏
差明顯且蓄意地受到提
倡(報紙中的社論)。宣傳
偏差則是蓄意、故意但未
獲承認的(以偏概全，例如
「懶惰的」學生或「好戰
的」穆斯林)。無意的偏
袒，透過基於看似專業考
量的選擇與優先順序排列
過程而產生(使用「新聞價
值性」來決定報導版面)。
意識型態的偏差，是隱藏
且非蓄意的，運作的基礎
在於假設與深植於特殊信
仰體系(私有財產、投票選
擇、世俗化等被描繪為政
治生活的「正常」特徵)的
價值判斷之上。 

238 



                     345 第十一章  大眾媒介與政治傳播

政治人物私人生活、個人舉止不斷增長的興趣；而付出的代

價就是減少嚴肅、樸實的政策與意識型態的辯論。關於此現

象，部分是源於媒介(特別是電視)對影像、人物個性甚於對議

題、政策的偏好。在英國或是其他議會制度國家，政治上皆

有明顯的「總統制化」或「美國化」的傾向。此一傾向所反

映的，並非媒介中蓄意的偏袒，而是一種企圖，向對於議題

與政策感到興趣缺缺的大眾「兜售」政治。這也解釋了將選

舉視為「賽馬」的傾向：公眾關注的焦點不在政策產出的重

要性，而在選舉的勝負上。此兩項趨勢總是同時發生，將選

舉變成政治領袖之間的「選美比賽」，政治領袖代表的是政

黨的「品牌形象」。因此，電視視覺(televisual)上的技巧(輕鬆

的神態、幽默感、展現「親和力」的能力等等)成為評斷領導

人的依據，而非他們對於政治議題的掌握、或進行嚴肅辯論

的能力。然而媒介的關注，僅僅使受到檢視的政治領袖成為

名人，抑或影響了權力在政府體系中的位置？ 

   「媒介時代」的來臨，無疑地改變了政治領導者的行為，

以及政治人物的個人前景。如外貌、髮型與衣著品味等表象

因素，在決定政治前途與發展上變得更為重要。然而，此種

發展不僅止於改變現代政治的「風貌」;它們亦將政治行政部

門內及行政部門與議會之間的權力關係重新排序。「政治名

人」的增加，給予總統、首相以及其他政黨領導人向選民作

個人化訴求的能力，而出現空間領導(Spatial leadership)的現

象。這使得領導者可以「逾越」資深同儕、政黨與政府機制，

直接訴諸大眾。更進一步來說，他們所給的訊息、所採行的

政策與意識型態立場，都逐漸由政治領袖個人所決定，並且

(看起來是)受到人數不斷增加的公共關係顧問、「媒介公關」、

媒介經理、民調專家及宣傳主任等組成的顧問團支持。此項

後果之一便是資淺的政治人物因此對其領導者言聽計從，以

免傷害領導者的形象與名聲。一旦領導者因分裂或內部批判

而受到傷害，黨內每一份子或政府都將因此受害。政治權力

因此由政治人物個人所獲得的宣傳及媒介關注為基礎而建

空間領導(Spatial leader-
ship) 
政治領袖將自身抽離自
政黨與政府，以「局外人」
姿態自處、或發展自己的
政治與意識型態立場的
一種傾向。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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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越多的媒介關注，代表越大的政治影響力。然而，媒介

關注對於政治領袖來說並非完全有益無害。雖然他們的成功

與勝利可以受到公開頌揚，但是他們的缺失、失敗以及罪過

亦能被無情地揭穿。的確，當代政治領袖的致命弱點，即是

負面媒介報導可能將他們變成「選舉包袱」(electoral liability)，

而政黨及黨內同志為了挽救政黨及個人的政治前途，會因此

將其一腳踢開。 

 媒介影響治理的第二種方式，是透過它對政治文化所造

成的衝擊。媒介有時遭控在公眾中製造一種腐蝕性的犬儒主

義，導致對政治普遍疏離的情形增長，對政府及各種政治人

物缺乏信任(Lloyd, 2004)。這進一步與危害成熟民主政體的趨

勢(如投票率低落、黨員人數節節下滑等)相關。在媒介驅使之

「藐視文化」現象中，英國經常被視為最鮮明的例子，但是

類似的趨勢在他國亦顯而易見，如美國、澳洲與加拿大。原

因為何？對於一般政客及特別針對政府的批判性立場，是維

繫民主治理的關鍵所在。然而，對於正當性批判與系統性、

持續不斷的否定，兩者在實務上難以區別。一部份是由於越

來越重的商業壓力，已迫使媒介作出「性感」與引人矚目的

政治報導。媒介畢竟是一門生意，這無可避免地對報導新聞

及時事施加壓力。事實愈來愈快地進入評論與詮釋的漩渦

中，模糊了事件和其所指意涵間的界線。同樣地，由於媒介

聚焦或大肆宣傳(hype)各種醜聞、對無能的指控、政策失敗抑

或是惰性，例行的政治辯論以及政策分析越來越少受到關

注。因此，政治領袖像是活在不中斷的實境節目中，節目目

的似乎是一逮到機會就要羞辱或詆毀他們。公眾則傾向視政

客為不值得信任、虛偽不實，如同看待實境節目的參與者一

般。 

 大眾媒介影響治理的最後一種方式，是透過其對政策制

定過程的衝擊。這至少以兩種方式發生。第一，政府(如同社

會中的每一份子)被更大量、即刻的資訊所轟炸。知道太多，

有時候與知道太少一樣具有危險性。美國無法預測及防範二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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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就是例證之一。美國面臨的問

題，並非缺乏蓋達組織及其計畫、行動的資訊，而是巨量

的國家安全情報導致有效分析幾乎無法進行。再者，由於

新聞與資訊在全球散播的速度加快，政府往往在充分的討

論與消化資訊之前，就被迫對事件做出更快的反應。「全

天候新聞」的時代不可避免地走向「全天候政府」的時代。

政客受到鼓勵(甚至被迫)在議題上表達立場，以免遭致遲鈍

與無為的批判，進而無暇進行政策選擇及分析其意涵。第

二，強烈依賴大眾媒介，意味著設定政治議程及規定政策

制定方向的主體，常常是媒介而非政府。舉例來說，二○○

四年十二月在亞洲發生的海嘯，透過轉播將電視影像即時傳

遍全球，使大眾對災民的同情心湧現，造成規模史無前例的

私人慈善捐獻，並迫使各國政府在幾天之內具體地增加援助

的規模。 

 
三、媒介全球化 
 

 媒介的影響力逐漸受到政治關注，是由於它在強化全球

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將人民阻絕於他國散播的新聞、資訊與

影像之外變得日益困難，於是廣播與電視便開啟了這個過

程。舉例而言，東歐的共產政權受到親西方、(因此也是)親資

本主義的廣播與電視與日俱增的穿透力而動搖，這些廣播與

電視來自西歐及美國，造成了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革

命。「新」媒介(特別是衛星電視、行動電話以及網際網路)

已大幅地激化此一過程；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戲劇性的散佈，

亦是因為他們潛在的跨國特質之故。中國及新加坡是少數審

查網路的國家，但這種企圖可能會隨著時間而顯得愈發不可

能。以大眾媒介促進或甚至刺激全球化的程度來看，大眾媒

介已經造就了範疇深遠的政治發展，其中包括全球化資本經

濟的成長、國家角色的衰退(或至少是變化)，以及(有些人視

之為)同質的全球文化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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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媒介在促進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的角色

向來備受爭議。大眾媒介的力量、跨國企業的成長、以及如

大眾觀光等趨勢相結合，經常被視為造就了一個單一全球體

系之發展；此體系烙印在世界各個角落，也因此造成全球的

單一文化。此過程最顯著的特徵，便是世界性的消費主義、

唯物主義價值觀與欲望的發展，兩者皆為萌芽中的全球資本

主義之基礎。巴柏(Benjamin Barber, 1995)稱此新興的世界為

「麥當勞世界」(McWorld)以描述其概念：大眾傳播及現代貿

易藉由科技互相結合，並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各地的人都

著迷於「速食化的音樂、電腦與食物中；音樂電視頻道

(MTV)、麥金塔電腦(McIntosh)以及麥當勞將國家化約成一個

商業上同質的主題樂園」。由此文化全球化的觀點而言，全

球文化、宗教、傳統以及生活型態的豐富多樣性，正面臨所

謂「媒介帝國主義」可能造成的「西化」或「美國化」過程

所顛覆。造成文化全球化具有西方特徵(或更精確說，美國特

徵)，不僅是因為消費資本主義發源於此，也因為全球媒介內

容大量取材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傾向之故。英文興起成為全

球語言，以及好萊塢電影及美國製作的電視節目主宰全球市

場，皆可反映此一現象。 

 儘管如此，以上針對受全球大眾媒介刺激的文化同質化

之描述，還是未能加以說明實際上複雜且經常發生衝突之過

程。在媒介將文化歧異性「扁平化」的趨勢之外，尚存有多

樣性與多元主義的強烈傾向。這已基於不同的原因，經由不

同的方式而發生。首先，如同巴柏(1995)所言，麥當勞世界的

興起已經與對抗性力量的出現(最顯著者，即好戰的伊斯蘭

(militant Islam)、或巴柏所言之「聖戰」(Jihad))產生一共生的

連結。其次，「新」媒介(特別是電腦化的印刷技術、衛星電

視以及網路等)擴大了接觸大眾傳播的管道，實質上也大幅降

低其成本。舉例言之，一九九六年成立、位於卡達的半島電

視台，成功地提供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各地表達非西方觀點與

意見的論壇，成為如有線電視新聞網、美國之音與英國廣播

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
ization) 
將某地產出的資訊、商品與影
像流向世界各地、使國家與地
區間文化歧異扁平化之過程。

概念的澄清
 
消費主義(Consumerism)

 
消費主義是一種精神與
社會的現象，其中個人的
快樂等同於物質財富的
消費。消費主義經常與
「消費者社會」或「消費
者資本主義」的出現相
關。消費者社會是一圍繞
著財貨或勞務之消費(而
非生產)所組織的社會。
「生產者」社會重視紀
律、責任與勤奮的價值，
而消費者社會著重物質
主義、享樂主義與立即的
(而非延遲的)喜悅。消費
主義立基於人與生俱來
的貪得無饜，也就是消費
越多越開心。然而，批判
者視其為一操縱過程，透
過漫天的廣告與行銷運
作，哄騙人們相信物質的
取得(或「購買」)將會提
升其自尊及社會地位(通
常經由「品牌形象」的關
聯性)，由此促進資本主義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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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公司的競爭對手。第三，透過大眾媒介所促成的文化交

流，絕非「由上而下」或單向的過程；相反的，所有社會(包

括經濟上與政治上強大的社會)皆因為全球化文化市場的出

現，而變得更加歧異與多元。已開發國家在輸出可口可樂、

麥當勞以及音樂電視頻道之餘，也逐漸被寶萊塢電影、中國

功夫鉅作、「世界音樂」、非西方宗教及各種療法所「穿透」。 

 

 

    參、政治傳播 
 
 

一、宣傳機器 
 

 政府和大眾媒介經常被視為兩股對立的力量，後者(基於

公共或是商業利益的考量)揭發前者的失敗與缺失；然而這樣

的概念具有高度的誤導性。相反的，政府經常直接或間接地

掌控媒介，將媒介作為某種形式的宣傳機器。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納粹德國所建立的宣傳機器即是經典例子之一。

納粹意圖透過繁複的意識型態教化過程來「協調」德國社會。

舉例言之，青年組織以希特勒青年團或德國婦女聯盟的形式

組建而成；學校課程全盤修改，所有老師被迫加入納粹教師

聯盟；德國勞工陣線取代了自由貿易工會，透過「歡樂鎮」

(Strength through Joy)組織提供勞工娛樂設施。戈培爾作為納

粹黨的宣傳首長，於一九三三年成立了德國資訊與宣傳部，

使德國從此沒入無止境的宣傳洪流之中。在大眾傳播以及娛

樂的領域內，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逃過戈培爾部門的新聞

檢查制度。它監督所有的寫作、音樂、戲劇、舞蹈、繪畫、

雕刻、電影與廣播。戈培爾特別著重於廣播，並鼓勵製造便

宜的「人民的」收音機，促使大批民眾透過廣播收聽宣傳，

人數不斷增加。一九三五年，他開創全世界第一個常態性的

電視播送服務；雖然因閉路系統而僅限於柏林，但卻一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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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澄清
 
宣傳(Propaganda) 

 
宣傳(源自天主教教會分
支舉行之活動 de propa-
ganda fide，目的在傳播信
仰、招募教徒)意指資訊
(或不正確的資訊)以刻意
的形式散播，以達成形塑
意見，或甚至激起政治行
動。「宣傳」一詞具貶意，
隱指非真理或扭曲，以及
操控公眾輿論的(粗暴)企
圖。以獨占大眾媒介工具
為基礎的普遍性宣傳，通
常被視為定義極權主義
的特質之一。納粹宣傳即
是最佳例證。宣傳與政治
偏袒的差異在於，前者是
系統性的、蓄意的，而後
者可能是局部的與無意
識的。宣傳有時會分類成
「黑色」宣傳(露骨的謊
言)、「灰色」宣傳(曲解
或一半真半假)及「白色」
宣傳(真理)。 

新聞檢查制度(Censorship) 
對一切言語、文字、出版品
或表演的控制，以壓制在道
德或政治上被視為不可接受
事物之行動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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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到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才結束。 

 媒介宣傳也是共產政權一項重要的特徵。舉例來說，蘇

聯對大眾媒介不僅有一套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同時也培育

出一種新聞文化(「內部審查」)，要求對於蘇聯共產黨(CPSU)

的意識型態與政策給予全面支持。印刷及播放媒介均被視為

蘇聯權威的宣傳工具，媒介內容堅定地反映蘇聯歷史上各階

段的國家政策(Oates, 2005)。宣傳重點特別在擴大報紙讀者

上：共黨的日報《真理報》(Pravda)在一九八○年前達到近一

千一百萬的流通量，《新聞報》(Izvestaya)也有七百萬的流通

量。然而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擔任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而

引入「開放」(glasnost)後，開啟了蘇聯媒介的轉變，從而產

生了深遠、最終勢不可擋的政治影響。媒介影響力的巔峰出

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蘇聯發生推翻戈巴契夫政權、且試圖

重建威權統治的政變，但記者與播報員的反抗行動促成了政

變的失敗，以及同年蘇聯政體的崩解。俄國在後共產時期的

媒介自由紀錄上，常顯得不甚協調。除了一九九○年正式廢

除新聞檢查制度、及免於審查之自由納入一九九三年憲法(第

二十九條)以外，俄國媒介(特別是電視)仍持續由國家利益所

支配。像是第一頻道、獨立電視台(NTV)以及俄羅斯電視台

(RTR)等電視頻道均在二○○三年國會選舉以及二○○四年

總統大選時，因為偏袒總統普亭與政府支持的統一俄羅斯

黨，以及針對反對黨與其候選人展開「抹黑」宣傳，而備受

批評。 

 然而，對使用媒介作為宣傳工具的批評，並非僅限於極

權政體和新興民主國家。例如，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在一九九四年及二○○一到二○○六年擔任義大利總理時

期，便激起不少爭議。義大利首富貝盧斯科尼擁有 Mediaset

集團，義大利六個私有電視頻道中他就掌握了其中三個。他

於一九九三年創立義大利力量(Forza Italia)政治運動，部分原

因是為了拓展其政治抱負。此運動的成功自然與人們普遍疏

離義大利僵化的政黨體系有關，但也是受益於貝盧斯科尼擁

開放(Glasnost) 
(俄文)字面是「開放」或「透
明度」之意；對政治表達與
媒介控制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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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媒介中，持續不斷的正面報導。然而在貝盧斯科尼二度

擔任總理期間，經常因為欲將其媒介控制力擴張於 Mediaset

頻道之外、或施加壓力影響公營之義大利國家電台(RAI)的電

視頻道而飽受批評。批評者宣稱，這使得貝盧斯科尼近乎全

面控制義大利所有電視資訊來源，確保了對他個人以及義大

利力量中間偏右觀點的有利報導。另一方面，貝盧斯科尼的

支持者也宣稱，他並非在媒介中強加自己的偏袒，而是在反

制深植於公共電視部門裡中間偏左之政治偏袒。雖然貝盧斯

科尼身兼媒介大亨與政治領袖的雙重角色，使義大利成為特

殊案例，但是在民主政體中，政治人物對媒介施加影響力的

企圖絕非罕見。的確，在新興的「公關」與新聞管理的時代，

這樣的企圖已成為例行公事。 

 
二、政治公關 
 

    除了在大眾媒介中╱透過大眾媒介運作的政治偏袒外，

當代政治中政府與媒介日趨密切的關係、以及兩者間如何互

相利用，已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已經造成民主政體中政

治傳播的型態及本質發生轉變，對民意與(程度更廣泛的)政

治文化產生影響。政府向來無法和真理畫上等號。政治人物

關切的是如何勝選和維持權力，因此對於維持大眾支持的需

求相當敏感。因此，強調正面性而隱藏負面性是必然的結果。

在自由民主的背景下，自由媒體的存在排除了官方宣傳與粗

糙的意識型態操控，政府因而轉向利用控制、散播資訊的新

科技達成形塑新聞議程的目的，通常稱之為新聞管理(news 

management)或政治行銷(political marketing)。資訊或政策最理

想的呈現，或所謂的「政治公關」(spin)，也就成為現代政府

最關注的焦點之一。 

    「政治公關」的藝術主要是由新聞化妝師(spin-doctors)

來實行，包含了許多面向，列舉如下： 

 

公關(Spin) 
透過資訊的呈現以獲致希冀
的回應；或者說是「對事實
能省則省」(being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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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消息給媒介前，先對資訊、議論加以審查。 

    �對資訊來源加以控制，以確保唯一的官方說法。 

    �釋放無法追查來源的簡報或消息。 

    �只對立場一致的媒介來源透漏消息。 

    �媒介截稿前才釋放資訊，以防止查證及反對聲浪的報

導。 

    �在重要事件佔據新聞議程時釋放「壞」消息。 

 

這種類型的新聞管理在美國發展最盛；一旦候選人贏得

總統選舉，選戰策士或競選活動經理人出任白宮重要職位的

情形相當普遍。柯林頓政府普遍被認為將政治公關及政策呈

現的技巧，帶入一種全新、更為精緻的境界。英國的布萊爾

政府亦對政治包裝(packaging of politics)特別關注，招致部分

「重形式更勝於本質」的批評。在布萊爾政府的發展中，最

顯著的有二：一是在首相新聞辦公室之控制下，政府的傳播

集中化。布萊爾政府採取「軟硬兼施」(carrot and stick)的方法

對付記者，若記者報導立場與政府一致，則獲得新聞消息，

若批評政府則受到懲罰；二是部門資訊辦公室的政治化，受

到來自唐寧街(Downing Street，譯者按：此處指英國政府)的嚴格

控管。一九九八年到二○○六年間，政府在公共關係、行銷

與廣告上的花費成長了三倍。 

    然而，在新聞管理的發展中，將媒介視為被動、消極的

角色，並不正確。大眾媒介需要政府，就如同政府需要媒介

一般。政府是新聞和資訊的重要來源，而在媒介擴張(如電視

頻道、網際網路、雜誌和報紙等)、發掘新聞的壓力越來越大

的情況下，政府的角色日趨重要，亦希望獲取越來越多「具

有價值的新聞報導」。在某些情形下，出版商、編輯、新聞

記者和新聞化妝師聯手操縱新聞，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在

英國，已針對布萊爾政府與梅鐸新聞集團提出相關的指控：

政府不願通過隱私權的相關立法，與《太陽報》(英國銷售第

一的小報)及《泰晤士報》立場先後轉向工黨，兩者有時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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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巧合。  

媒體導向的政府除了破壞政治報導的精確性和獨立性

外，它的出現也隱含其他的意義。舉例來說，有些人認為政

府可以直接訴諸大眾，對大眾的觀點與關切所在做出更有效

的回應，因此能夠強化民主。然而，另外一些人視其為民主

過程的威脅，擴大了操縱和不信任的範圍，亦削弱了如人民

大會、議會等代議機構的角色。更甚者，它有可能會引起冷

漠，破壞傳統政治活動的利益(尤其特別是投票和黨員數方

面)。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主要歸因於「政治公關」、風格

和呈現的方式已成媒介關注的焦點，強化了政府「宣傳機器」

的形象：龐大，卻與一般民眾的生活、關心的事物脫節。 

 
 

n結論 
u對於媒介的政治衝擊，存有相互對立的理論。多元主義者視媒介

為強化辯論與選舉抉擇的一個意識型態市場。然而，其他理論卻

強調系統性的媒介偏差；此偏差不是源於媒介和經濟、社會菁英

的結合，就是由編輯、播報員及記者的個人觀點而來。市場模型

顯示，媒介的輸出所反映的就是一般大眾的觀點。 

u媒介在民主之中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原因有四：提供公共論壇從

事有意義的、嚴肅的辯論，因而促進政治教育；作公眾的看門狗，

揭發濫權；試圖擴大獲得資訊的管道及促進政治的行動主義(特別

是透過「新」媒介)；民主藉以發生的機制。儘管如此，對於媒介

的政治觀點、缺乏民主的責任以及和政府間過於緊密的連結等議

題的疑慮已油然而生。 

u大眾媒介已經從不同的面向影響治理，包括其改變了政治領導，

並(在此過程中)重新分配政府權力。大眾媒介也改變了政治文化，

且(如同有些人所警告的)造成對政治人物與政治尊重的普遍下

滑。最後，媒介逐漸增長的影響力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顯而易見：

政策制定必須更快速地反應，且必須從龐大的資訊中做出正確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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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媒介在促進全球化方面已激起某些爭議。有些人對「媒介帝國主

義」提出警告，開始關切媒介在散播消費主義的全球文化、以及

強化「西化」或「美國化」上扮演的角色。然而大眾媒介所促成

的文化交流，絕非是一個「由上而下」或單向的過程。 

u 政府有時候運用媒介作為其宣傳機器。這涉及了為確保只有「官

方的」觀點或概念傳播出去，而對各種媒介輸出進行的直接控制。

在納粹德國及共產政權中均可見典型的案例，而民主政權也有利

用新聞管理與政治公關的趨勢，顯示政府與媒介間逐漸發展出一

種共棲關係。 

 

n問題與討論 
u「新」媒介有何新穎之處？ 

u大眾媒介反映大眾輿論、亦或形塑大眾輿論？ 

u自由媒介對民主統治是否具必要性？ 

u大眾媒介如何改變政治領導的本質？領導者會因此趨強或趨弱？ 

u大眾媒介是否為文化均質化的代理人？ 

u是否所有的政府都使用宣傳？還是僅有部分政府使用？ 

u現代政府是否較關切政治行銷而非政治成效？ 

 

n進階閱讀書目 
Axford, B. and R. Huggins (eds), The New Media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一本實用且涵蓋廣泛的論文

集，探討「新」媒介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轉化政治。  

Bartle, J. and D. Griffiths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Transformed: 

From Morrison to Mandel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本書分析英國媒體、政黨和投票者間轉變的關係。  

Gunther, R. and A. Mughan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2000). 本書利用不同國家內的多種模式，對媒體與政治

之間的相互衝擊進行系統性評價。   

Meyer, T. and L. Hinchman, Media Democracy: How the Media C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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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ze Polit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Polity, 2002). 本書結合了

政治與媒體理論途徑，對政治「媒體化」做出精采分析。   

Philo, G. (ed.) Message Received  (London: Longman, 1999). 以格拉斯

哥媒體集團(Glasgow Media Group)為研究基礎，針對大眾傳播做

出激進分析。  

Street, J., Mass Media, Politics and Democracy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關於媒介與政治兩者間各種面向

的概論，可讀性佳，討論範疇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