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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結束了，讓我們回想一下當時的自己。我們從這過
程中學到了什麼，又能回想起什麼呢？想不起來或覺得沒學到什麼或許是正常的，因

為我們太習慣於從競賽的角度看選舉，回想的大都是來自別人的觀點。這些「別人」

指的是你身旁的人，包括你認識的親朋好友，以及你應該不認識的政黨與媒體。

正是因為大家習慣於用競賽的觀點看選舉，所以隨著投票日的接近，電視、報

紙、網路上出現的廣告愈來愈頻繁，身旁的人愈來愈緊張，而讓自己愈來愈在乎這場

比賽的勝敗。正是因為不知不覺地融入了這場比賽，所以變得愈來愈在乎勝敗，當然

會在比賽結束後，產生自己支持的隊伍獲勝的痛快或舒壓感，或出現自己支持的隊伍

落後或失敗的失落或憤恨感。至於很多人選擇不參與或不去投票，可能是因為他們把

選舉當作是場不想看的賽事，不想「參戰」罷了，不一定代表這是個深思熟慮的理性

判斷。

若用「選戰」的角度來看選舉和參與選舉，

你大腦裡情感的作用一定大過理性的作用，

便會很習慣地拿各種媒體或別人的觀點來使自己的選擇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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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正山

你可能不知道的
媒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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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選戰」的角度來看選舉和參與選舉，

你大腦裡感性的作用一定大過理性的作用，便會很

習慣地拿各種媒體或別人的觀點來使自己的選擇合

理化。因為賽事不斷，所以若是用「競賽」的角度

來理解選舉，就可能在一場選舉後對它失去興趣，

而會開始談論下一場賽事，這正是今日政黨與媒體

在做的事。這也正是筆者打算表達的，若是習慣了

以競賽的角度看選舉，就很可能在選舉過程中失去

理性，在選舉過後變得無感，甚至想不起來從這個

民主過程中曾經學到什麼。

理性真的普遍嗎

「理性」在這裡指的是根據足夠的資訊，以

冷靜與深思熟慮的態度來表達自己立場與想法，或

做出決定的能力。如果一個人在做出選擇時不受刻

板印象和過往習慣的牽引，且能夠依各種資訊做出

合理的判斷，他就是個理性的決策者。

政治學者普遍推崇理性對於民主的重要，因

為理性可以帶來社會整體的思辯、反省、對話與包

容。只是，這有時太過理想化。即使是民主社會，

也不容易看到理性的選民，因為我們的判斷與思維

已過於依賴媒體和親友所餵食的資訊。加上我們早

已習慣跟政黨和媒體一樣，把選舉當作賽事，因此

在選舉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情感凌駕理性，隨著當

下的勝敗而喜悲，甚至無形之中以言語或行為傷害

身旁不同立場的人。

至於常聽到的「中間」、「中立」或「獨

立」選民，就是理性選民嗎？其實不然。很多人自

稱「中間選民」，認為自己不是那麼偏激，較為理

性。其實「中間選民」是個學理上和媒體習慣上的

概念而已，是指既不特別愛好「藍營」或「綠營」

的選民。說穿了，中間選民是學者和媒體為藍綠光

譜上難以分類的選民所做出的統稱。因此「中間」

並不是真的「中庸不偏」、「中立」或「獨立」。

若是你不喜歡藍營也不喜歡綠營，雖然大可

把自己歸到這一類，但這只是分類而已，不表示貼

上中間、中立或獨立的標籤之後，心裡完全沒有偏

向任何一邊。

政治學的研究已經指出，被分類為中間的選

民往往對政治比較冷漠，平時不見得注意政治時

事，對於選舉的意識與興趣較為低落。因此，所謂

的中間、中立或獨立選民，可能是民意調查中「未

表態或不願表態的選民」或「隱性選民」，指的是

意向不明或無法透過訪問探知到真實意向的選民。

因此，無論怎麼分類，我們要知道中間選民並非沒

有真實的偏好，也不見得真的理性。要讓自己跳出

這些分類標籤的框框，成為真正的理性的選民，就

必須先了解政黨與媒體對我們的影響，並且不再用

選戰的角度看待選舉。

注意力的爭奪戰

閉上眼睛，你能不能說說看目前社會上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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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議題有哪些？也許用手

指頭就數完，再多的也想不

起來了。但是再想想，為什

麼是那幾個？生活中有這麼

多重要的事正在發生，我們

顯然無法知道，也沒有意願

去知道所有正在發生的事

情。這時候我們便依靠新聞

媒體來一窺社會上的大小事

件，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看到

最重要的事情。有許多想當

然爾的重要事件，一旦發

生，媒體一定會放到頭版頭

條來呈現。

只是，報紙和網路新

聞的頭版空間有限，且電視

新聞帶狀的報導只允許少數

新聞可以依重要性先報導，

那麼是誰來告訴我們這些都很重要的事之中哪

一個最重要呢？掌握這個權力的，就是媒體本

身及媒體的廣告主。傳播學界和政治學界反覆

檢視並確認媒體具有「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的影響力，它指的是擁有議題發動能
力或傳播能力者（包括了政府、政黨和媒體

本身），透過對主觀或策略上認定的議題的強

調，來影響我們對議題重要性的排序。

重大天災或人禍在媒體和我們眼中是重

大的新聞題材，但平時我們並無從判斷哪些新

聞比較重要，該把注意力放在什麼題材上，

這也就出現了民眾注意力資源重新調度的「市

場」。換句話說，注意力是種可以轉換為實質

消費額、發行量或選票的無形資源，而媒體在

這個過程中是個掌握權力的資源分配者。

電視台可以選擇哪條新聞放在頭版，哪些

時段的廣告可以賣出、賣多少，以及賣給誰。

在企業、市場的商界人士眼中，消費者對某些

物品或節目的注意力往往是「商機」的來源。

當「哈佛小子」林書豪的優異表現吸引了全球

的目光時，眾多商品（如電腦、運動用品、信

用卡、套裝旅行等）無不藉著這「民氣」來增

加銷售量。

同樣地，民眾的注意力是民主政治體制下

政府與政黨之間爭逐的對象，是政黨眼中重要

的資源。政黨及候選人在選舉前會運用對己有

利的話題或民調數字來創造議題，爭取媒體使

用者的注意力。政黨在媒體上所進行的宣傳，

是在爭取我們的注意力，並「餵食」觀眾他們

眼中認為該知道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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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與大眾傳播媒體同步影響著民眾的政治生活。圖中是美國芝加哥市芝加哥論壇報

前的瑪麗蓮夢露巨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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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影響力中的情緒因素

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這樣的暗示或明示呢？這

一方面與我們使用媒體的習慣有關，另一方面與媒

體在新聞加工的過程中加入情緒因素有關。

依照商業的邏輯，如廣告商或政黨依收視率

來購買時段，依閱報量來購買版面，或依點閱率來

購買網站廣告空間等，媒體無可避免地陷入廣告資

源的爭奪戰中，想盡辦法吸引我們的注意。取得觀

眾注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要讓節目或報導的內

容足以引發我們的情緒反應，如沮喪、悲憫、驚

恐、焦慮、悲哀、興奮，浪漫等。

正因為引發情緒反應已經成為節目製作人進

行新聞傳播時考量的一環，所以可以看到的政論節

目總是努力挑選足夠引起情緒反應的話題。而無論

平面新聞或網路新聞，能夠引發情緒的新聞（八卦

及社會事件）愈來愈多，愈放愈前面。

這個現象在媒體內容趨向一致的時候更為明

顯。當不同的媒體報導相近的內容，或把同樣的消

息視為頭條時，對這個社會來說會產生巨大的議題

設定效應，也容易在短時間內讓大多數的我們對

群眾的政治行為有多少是自發的？有多少是動員來的？圖中是2012年4月美國芝加哥市郵局員工因得知聯邦政府即將裁減預算而舉行的抗
議行動。

報紙和網路新聞的頭版空間有限，
且電視新聞帶狀的報導只允許少數新聞可以依重要性先報導，
那麼是誰來告訴我們這些都很重要的事之中哪一個最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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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事比較重要產生相同的認知。舉例來說，

回想2004年3月19日投票前夕，當時的陳水扁
總統、呂秀蓮副總統遊街受到槍擊的事件，經

媒體報導後震撼全國。選情緊繃加上媒體的評

論，很快地就引爆了選民的情緒。

雖然這個事件對於選舉結果真正影響的程

度還未有共識，也尚未有具體的研究結果說明

這件事的衝擊有多大，但是這個事件透露出民

眾的注意力在選前已經十分地集中，使「兩顆

子彈」成為不少對選舉結果失望的選民宣洩情

緒的對象和管道（輸得不服氣），也讓不少支

持民進黨的民眾覺得委屈（贏得不痛快）。

這個事件接下來的數個月中，你有沒有注

意到台灣社會在做什麼？整個社會其實是在進

行大規模的注意力重新調度，以及情緒調節的

工程。至於有沒有繼續討論選舉期間的公共議

題？沒有。2012年總統選舉後呢？情況也是一
樣的。想一想，這個社會除了論輸贏之外，還

持續討論過什麼選前的公共議題嗎？

人做為政治動物的限制

現在你知道了，無論是身在民主的社會或

非民主的社會，人做為「政治的動物」，其偏

好和行為都受到政治環境的「內外交迫」。內

在的限制來自人本身生物性、生理性的種種反

應，包括我們的情緒、欲望和感情，外來的限

制則來自於同樣看不到、摸不到的結構和權力

安排。當娛樂節目、新聞報導，乃至新聞圖片

令我們產生情緒和情感的時候，我們往往不會

質疑這種情感可能是由許多外在的機制所誘發

的。

一個有趣的實驗指出了人的閱讀行為其實

深受其生物性的影響。研究團隊用網路新聞的

方式，給參與實驗的大學生分組看5則新聞的標
題，每則新聞的標題有5個版本，每一組看到的
標題不相同。

這5個版本是：事實描述（如，在佛羅里
達州海灘出現鯊魚攻擊事件，受傷者被送往某

某醫院救治）、衝突性的描述（如，在佛羅里

達州出現鯊魚攻擊事件，受傷者指控救生員怠

忽職守，引發激進團體與救生員的衝突）、不

幸的描述（如，在佛羅里達州出現鯊魚攻擊

事件，受傷者的手臂與腿嚴重撕裂並大量失

血，且救護車被堵在車陣中）、悲劇性的描述

（如，在佛羅里達州出現鯊魚攻擊事件，目擊

者指出受攻擊者在冰冷的水中驚聲狂叫，與鯊

魚做生死搏鬥），以及經濟學性的描述（在佛

羅里達州出現鯊魚攻擊事件，該觀光區立即關

閉，預估已經造成1千1百萬美元的損失）。
研究者觀察學生看過標題之後進一步點閱

詳細新聞內容的過程，發現當標題不同時，同

一則新聞吸引點閱的效果就不相同。新聞標題

中越能夠引起情緒、暴力或同情心的字眼，被

點閱的機率愈高。在5類的標題中，悲劇性和衝
突性描述的標題在10分鐘內吸引最多的點閱，
依次是經濟性、不幸和事實描述。

這個實驗進一步確認了媒體及新聞製作走

向軟式新聞的趨勢。傳統新聞著重對事實的強

調，顯然沒有軟式新聞有趣，因為軟式新聞較

能為我們帶來好奇心的滿足和情感上的共鳴，

至少能夠吸引較多的注意。社會新聞的頭版化

也反映了這個媒體對注意力的爭戰，普遍把煽

動性強會引發好奇性、性欲或同情心的社會版

新聞，放到頭版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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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我們平時有興趣把日常的注意力放

在對醜聞、隱私、暴力、凌虐等社會案件的關懷上

嗎？還是我們在這些醜聞、隱私、暴力、凌虐被揭

露之後，才因為它有戲劇效果而注意，甚至是繼續

當連續劇來看呢？以上的注意力實驗告訴了我們，

看軟性新聞或社會版的新聞並非是我們日常生活的

喜好，多半是在不注意的情形下，依「本能」跟隨

媒體塑造出來的議題而起舞的現象。

選舉新聞的言論市場

「民主」不光是指人民擁有對總統和民意代

表的投票權，或人人參與投票就夠了。民主更深的

意涵還包括了人民能夠且經常性地由下而上發動議

題並形塑話題，讓政府和立法機構跟

隨。

我國目前的選舉多半是政黨或是

選舉期間的競選團隊，透過媒體把我

們的注意力「框架」到某個議題上，

再透過媒體在內容、取材和詮釋上的

選擇性播送，產生對我們的「提示」

效果，讓我們看完新聞後產生某位候

選人好或不夠好的「判斷」。因此，

在台灣我們看到目前的公民投票案都

有人民的連署，看似是由民間發動，

但實際上多是政黨與媒體在選舉前以

動員為目標所蘊釀的產物。

真正理性的選民擁有看清以上

政黨媒體角色的智慧。如果你說你討

厭政治，你的意思應該是對於媒體上

諸多淺碟式的、競賽式的報導非常反

感。我們若長久停留在這個「政治很亂，不想碰」

的認知之中，慢慢就會對真正值得關心的、日常生

活中的公義、平等議題興趣缺缺，拱手把議題發動

的權力拋給媒體和政治行為者來操作。如果你了解

這些報導也是「生產」出來的，本身所呈現的並非

事實的全貌，就不會被這種負面情緒拉著跑了。

做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對媒體和政治人物影

響我們的方式要有一定的了解。當我們說「政治人

物都在騙人」的時候，可曾想過「我們不要跟著政

黨和媒體設定的議題起舞」？甚至進一步問：「還

有什麼是根本不在目前政黨和媒體的清單裡的重要

問題？」

當我們看電視新聞感到心中不平時，是不是

公眾的情緒，你了解嗎？

做為民主社會的公民，
對媒體和政治人物影響我們的方式要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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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警覺到政治人物和政黨操弄大眾同情心和

道德感的痕跡？翻開報紙，是不是會想到「每

天刊載出來與全球脈動無關的頭版新聞，其實

是個培養我們對娛樂話題的嗜好，增強我們對

事情的刻板印象，卻削弱我們與這個世界連結

的『頭版毒藥』」？

收看反覆報導窄化後的議題的報紙和電

視，可不一定會讓你更有政治知識。知道眾多

的影藝或娛樂消息，也與民主社會需要的公民

素養無關。處在媒體報導內容趨向一致，且每

日的重要新聞以話題的聳動性為出發的資訊環

境中，我們總是載沉載浮。我們往往無法判斷

一則政治新聞刊出的過程，到底是政府或政黨

為了設定議題而出的新聞，或是媒體為了挑起

閱讀興趣而出的新聞，甚或是媒體為了配合特

定政黨的需要而出的新聞。

因此當我們愈習慣於固定新聞頻道時，會

更不易偵察到媒體發動他們影響力的時間點。

現代公民減少對報紙、電視和網路新聞的接

觸，或許是更能保有自己警覺能力的做法。

現在你知道怎麼樣不從「選戰」的角度來

看選舉了嗎？政黨和他們派出的候選人眼中，

選舉就是場不是你上台就是我上台的戰爭，媒

體也習慣了跟政黨一樣用選戰的角度來評論和

報導選舉。但是在理性選民眼中，選舉不必是

選戰。對政黨和候選人來說，選舉像是個你死

我活的戰場；對選民來說，並不是。

我們長久以來太習慣用政黨和媒體的語言

來決定自己的偏好，或根本就隨著別人的鼓動

而投票，最後搞得自己跟候選人一樣緊張。我

們都忘了，選舉是個要談談遠見，談談誰比較

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有比較、有辯論，才能讓

理性的選民成功地跳脫競賽似的思維。你若是

這樣看選舉，一定會從這過程中學到東西。

不論你有沒有投票權，希望看完這篇文章

後，運用這些觀點與知識去觀察每日的政治生

活。無論是看政論節目，還是與人討論選舉，

下次面對自己心中那股被社群、政黨與媒體激

起的情感時，希望你會比較有能力去駕馭情感

並展現理性。筆者不主張每個人都因為過度強

調理性而冷漠，畢竟我們是政治動物，還是會

有長期情感上支持的對象。

新一代的理性選民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

方，在於他們除了喊「凍蒜」之外，還說得出

來「我（不）支持他，倒不是因為我長年支持

這個政黨，而是因為我看到他會帶來XX政策上
的轉變」、「我（不）支持他，不是因為我看

他這個人（不）順眼或家人告訴我怎麼做，更

不只是他包裝的形象（不）好，而是因為在政

黨與媒體重重包裝的背後，就是能看（不）到

具體支持他的理由」、「我會支持他，不全然

因為別人告訴我他的選情告急，而是我對整個

選戰觀察比較的結果」。

劉正山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在理性選民眼中，選舉不必是選戰。
對政黨和候選人來說，選舉像是個你死我活的戰場；
對選民來說，並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