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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以來，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期望以「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台」啟動客家文藝復興。本計畫使用內容分析
法，檢視臺三線四縣市的新聞內容對「浪漫臺三線」報導的主題與再現
方式，時間為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結果發現媒體對
「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停留在報導政策的階
段，消息來源引用也著重其政治性；二則是報導各式文化與觀光節慶活
動，即使介紹客庄，也並未將此政策以「活化客庄」的角度來探討，地
方文化、產業等重要行動者的消息來源缺漏，檢視政策執行的角度也被
忽略。建議新聞媒體能以具有客家背景的地方記者採訪此類新聞，也應
給予記者累積瞭解客家事務的機會，鼓勵記者提供客庄社區、產業經驗
與在地需求，讓多元意見進入政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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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kka Affair Council announced the policy “The Taiwan Romantic
Route 3 Program” to re-establish the Hakka communities on 22 March, 2017.
This study uses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news coverages related to the
Romantic Route 3 program, from 22 March, 2017, to 21 March, 2019,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olicy. The results revealed two main findings: the
news coverages only lingered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and the
source quotes focused on political nature. Other than that, the themes and
frames of the news did not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discussion but emphasized events or touris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news media can assign
their local reporters with Hakka backgrounds to cover relativ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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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為推動及落實蔡英文總統在 2016 提出的客家政見「浪漫臺三線」，
行政院在 2017 年 3 月 22 日舉辦「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第 1
次會議（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2017），結合中央 11 個相關部會及桃園、
新竹、苗栗、臺中 4 個縣、市政府，宣告啟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
道與客家文藝復興。
經費由客委會的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第一階段計畫，配合行政院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的 20 億元中央特別預算執行。第一階段主要為執行以
客庄慢食、慢遊、慢活（三慢）為特色的軟硬體基礎建設，以臺三線客
庄文史資料調查為基礎，推出叢書、音樂、文學及藝術村，改善與優化
自然與人文景觀、空間環境，進而推動文創、新農業、青創、產業聚落
及文化生態旅遊等產業計畫，希望以此計畫增加就業機會與觀光收入，
鼓勵青年返鄉。
行政院屢次提到「浪漫臺三線」是「客家文藝復興」、「百年工程」，
並要求執行單位逐年進行滾動式檢討調整。在本文執行前已屆滿兩年，
政府單位的政策，到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執行，與社區民眾的收穫與
感受，都必須檢視，而媒體作為規範理論中監督政府的第四權，以及文
化研究中再現了文化脈絡與意涵，媒體報導的內容可檢視「浪漫臺三
線」政策的報導主題與側重的面向。
針對客家政策的媒體報導研究較少，以孫榮光（2017）針對桐花祭
所做的研究為例，雖然他的目的是要提出社群媒體逐漸成為年輕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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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但是他也發現客家相關的粉絲頁接觸者少，桐花祭資訊是零
碎而片面的。無論是客家人還是非客家人，即使取得客家桐花祭訊息的
主要管道是網路，但也不是一般想像的社群媒體、影音平臺或是即時通
訊軟體或部落格為大宗，反而是一般網站才是客家人與非客家人取得的
管道，尤其是政府網站，可能是桐花祭是政府舉辦有關。
以當前大數據風潮下，幾乎都以社群媒體為主要研究對象，從粉絲
頁、部落格、公帳號、網紅、YouTube 影片等，但是傳統的大眾媒體卻
被忽略了，即使研究中已經發現民眾傾向使用自己較為熟悉的社群媒
體，在演算法下，接觸到的訊息並不多元，也就是有所謂「同溫層」的
疑慮，客家議題是不是能接觸到民眾值得討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
社群媒體裡，分享與互動的訊息，也有一定數量來自傳統媒體，研究
通常就止於詢問使用管道，但是內容多半忽略（Bright 2016；Lee et al.
2017）。
雖然沒有進一步針對社群媒體中有多少內容來自一般傳統媒體或其
網路媒體，或是尋求資訊所查的一般網站中，有多少是去傳統媒體所屬
的網路新聞網站，至少這些研究的設計與結果，都呈現傳統媒體的內容
無法完全忽略。客家族群與文化意涵的建構與再現一直是客家研究的主
要重點，從傳統大眾媒體、小眾媒體、至現在的社群媒體，媒體會影響
閱聽眾、形塑與再現觀點、意象、文化的共同假設（assumption）則是
一致的，本文希望從傳統媒體對「浪漫臺三線」的報導，檢視其報導主
題與再現，並比較其中異同，選樣的媒體包括：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
以及非客家媒體（四大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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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客家形象的媒體再現
許多研究提出客家媒體報導的隱憂，客家文化未能在這些活動的媒
體管道中體現，「只見桐花、不見客家」（孫榮光 2017），或是「一時
風潮、未能永續發展」（顏建賢、曾宇良 2011）；反而是客家媒體已經
走出活動報導的範式，開始關注在地案例、提出結構性的討論（劉慧雯
2016）。臺灣傳播研究針對非客家媒體的客家新聞研究，早期有彭文正
（2008）針對 2006 年《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及《聯
合報》進行客家意象多樣化研究，結果顯示四大報報導客家新聞比例增
加。李美華（2013：42）分析 1995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時報》、《聯
合報》及《自由時報》如何再現客家族群形象，發現客家新聞報導中有
關文化形象以正面或中立報導居多。有趣的是兩份研究都發現，「硬頸」
是描繪客家人特質比例相當高的詞彙。
而黃玉美（2013）的碩士論文研究《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中國時報》及 《聯合報》在客家基本法公佈，天穿日（農曆正月二十
日）為全國客家日後兩年半的新聞報導，發現客家議題仍以活動為主，
甚至成為政治籌碼。針對客家象徵符碼「硬頸」，後繼有賴惠玲、劉昭
麟（2017）針對四大報中對進行更完整的隱喻及轉喻的符號學分析，發
現「硬頸」逐漸由負面義翻轉成正面義，原本指涉與客家概念相關的人
事物，經報紙媒介之傳播再現，發現其指涉擴充至非客家人事物。可惜
近年臺灣傳播研究少有針對非客家媒體的客家新聞做系統性的研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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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家媒體進行比較分析，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是繼客家
基本法後，難得以非活動為主的客家事務，實為檢視客家與非客家媒體
針對此一政策的報導、再現的機會。
除了媒體報導，「客家意象」（Hakka Image）也成為檢視客家文
化的另一研究主軸，近期的研究較多著重在觀光旅遊研究中的意象，探
討旅人對客庄文化創意產業的意象為何，與其他不同旅遊方式、地點所
產生的意象差異。陳怡廷、陳麗如、吳姿瑩（2016） 以文字探勘的技
術瞭解前往客家旅遊目的地部落客的文章，對於客家旅遊的整體意象為
何，希望從遊客觀點瞭解客家旅遊目的地的整體意象發展，以掌握遊客
需求與態度。類似的旅遊意象尚有或是以飲食（張宏政 2017）與桐花（盧
佳宜、卓聖格 2013）、花布（劉美蓮 2016）做為客家意象的研究。
但是無論是像王雯君（2005）提出的一些具有刻板印象的客家意
象，被大眾傳播媒體渲染，讓客家意象被鎖定在一些特定框架中，或是
2005 年《思與言》期刊的專刊中從社會學解構客家意象的研究則是較
少，張維安（2005）提到客家意象逃脫不了刻板印象與真實的距離，無
論是客家人或非客家人認識客家也可能用這些刻板印象生活與互動，因
此要去觀察這些在媒體中所呈現的論述與客家意象是否害與過往的形式
類似，或是困於過去的既定框架。尤其在政府大力推動的浪漫臺三線，
是否也大量的使用或是困於此框架之中，也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
Mastro（2015）在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的專刊引言裡提到在討論
種族與族群的時候，媒體絕對是必須注意的焦點，包括媒體在各式新聞
事件如何描繪他們，暴露在媒體再現的族群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與認同，
尤其是邊緣化的群體，媒體使用可以塑造社會層級的態度，可能是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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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反社會。也因為媒體再現了種族與族群，影響了他們自身的認同與
互動、他者的看法，進而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因此，專刊集結傳播心
理學與語言學者對再現的現況與趨勢進行研究，並希望提供策略來減緩
這些再現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提出改善有害訊息需要政治決策與政策
論述。
在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專 刊 中，Tukachinsky、Mastro 與 Yarchi
（2015）內容分析 1987 年至 2009 年的 345 個電視節目，發現節目中
的拉丁裔、亞裔與原住民的比例明顯失衡，也傾向再現刻板印象，例
如：拉丁裔的性感特質。這些對目前已經嚴重的白人種族主義，更是火
上加油。而新聞傳播研究中也對族群在新聞中的再現特別重視，Dixon
（2017） 就發現美國的拉丁裔民眾，經常被描繪成肇事者或嫌疑犯，
白人在各式社會事件中總是以好人的形象出現。Yu（2017b）也發現族
群媒體的確會呈現比較在地的觀點，他發現在報導女性方面，族群媒體
不像主流媒體喜歡尋找全國性（transnational）案例，而是更重視地區的
有力女性領導人，作為消息來源或是故事的主角。
臺灣的族群不似美國多元且有可辨認任特色，媒體事件也少，族群
再現的研究本就不多，從臺灣的期刊論文來看，客家新聞再現的研究，
只有賴惠玲、劉昭麟（2017）的客家象徵符碼「硬頸」之演變，其他族
群研究新聞的再現研究也不多，例如：林俊偉 （2016）研究 2014 年花
蓮「慕谷慕魚」之「原住民鳴槍封路」新聞報導為例，或是邱盛秀、江
文瑜（2012）對臺灣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述分析。前者發現新聞報導突
顯抗爭事件的衝突性，忽略其他在地議題，消息來源也缺少在地族人。
後者則發現是各報對事件的報導以漢人的歷史視角為主，且各報皆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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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政治立場與意圖。
而提到族群媒體的運作，Husband（2005）的論點為少數族群媒
體其實與社群的日常是互動的（minority ethnic media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因此，不是同質或直線的運作，族群媒體是異質性，取決
於移民歷史，人口統計和傳播基礎設施等因素。後續研究者大多沿襲這
項論點，檢視族群媒體的內容或是族群媒體的從業人員。 Matsaganis 與
Katz（2014）就是以此模式檢視洛杉磯的族群媒體的製作人，發現製作
人還是受主流媒體的影響很，但 Yu（2017a）再以此模式檢視溫哥華與
洛杉磯的韓國族群媒體，雖然與 Husband 的研究有類似之處，但他也發
現不同社區中的變異 （variation），會讓族群媒體的實踐也因而不同，
這些研究都顯示檢視族群媒體的內容與製作者的必要性。
「浪漫臺三線」是大型的國家客家政策，政策的執行與修正，需要
不同的行動者與各方意見的對話、討論，媒體的報導通常是檢視政策的
好機會，而媒體呈現的內容同時也反應了政策執行的現況，臺灣在目前
的文獻上較少，多半只有針對客家政策本身的檢視，新聞報導如何呈現
則闕如，值得探討。以 Chinn、Hart 與 Soroka（2020）檢視美國 19852017 的氣候變遷相關新聞為例，氣候變遷政策的行動者與報導主題的
長期趨勢是，愈來愈多政治人物被提及，愈來愈少的科學家被報導。報
導內容與消息來源泛政治化外，報導立場也傾向意見兩極化，主要是共
和黨與民主黨的不同論述，這樣的報導趨勢導致公眾對氣候變遷看法存
在政治分岐與極化。由此看來，媒體對政策關注的重點，採訪的行動者，
都影響了政策的發展與民眾對政策的看法，本文檢視「浪漫臺三線」的
相關報導，得以探究其報導趨勢、主題與消息來源，探知對民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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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除了客家族群常被報導的框架、意象，「浪漫臺三線」的政策有諸
多面向，人文形塑旨在建立「藝術村及音樂村、名人故居與大師紀念館、
傳統及創新節慶活動、藝術家駐村、國家自然步道、地景藝術」；環境
整備的部份為：「省道軸帶自然景觀優化、茶園復耕及水梯田再造、自
行車路網與浪漫巴士、大地園藝建置與設立、市鎮街區及立面改造」；
產業發展的部份為：「客庄美食精進推廣、文化生態旅遊、青年返鄉留
鄉下鄉、新農培育計畫、產業群聚發展」，也是檢視媒體對何種政策面
向較為關注的契機。

（二）不同性質媒體的新聞再現
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是難得的客家新聞事件，其牽涉
的人、事、物、區域多且廣，電視臺、報紙、網路媒體皆有報導。「浪
漫臺三線」政策希望吸引的人群也不僅止於客家媒體的閱聽人，從學術
研究而論，臺灣客家族群新聞的研究，多半是直接針對客家電視臺新聞
或客家電視新聞團隊的研究，並未針對非客家電視臺的客家事務相關新
聞進行分析，例如：劉慧雯（2016）研究客家電視臺駐地新聞的採訪工
作，發現報導在地客家事物能脫離活動報導的淺薄窠臼，而能與臺北編
輯室以新聞團隊的方式，完成較有結構性的討論。提到客家刻板印象時
才有較多非客家媒體的研究，例如：賴惠玲、劉昭麟（2017）針對四大
報中對「硬頸」的語意再現，或是孫榮光（2016）針對電視綜藝節目的
負面客家形象進行研究。
然而，非客家新聞媒體亦會針對客家政策做相關報導，尤其是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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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三線的政策影響臺灣客家族群甚巨，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因此研究
新聞中呈現的浪漫臺三線報導時不應忽略；此外，非客家新聞媒體的閱
聽眾以非客家族群為主，非客家族群對於客家議題較不熟悉，判斷內容
上或是接收議題時，較容易受到媒體再現的影響。傳統媒體的內容（非
客家新聞媒體）其較高的流通特性使得政策呈現更需要進一步分析探
討。本文的研究貢獻之一提供機會審視客家新聞與非客家新聞的報導差
異。
本研究以報紙新聞與客家電視臺的新聞報導為主，沒有針對社群媒
體中的新聞研究，主要是因為從劉昌德（2020）與劉慧雯（2020）的
研究中，發現社群媒體中的新聞來自一般傳統媒體仍多，即使媒體的社
群編輯（小編）更改了內容，但是小編貼文與新聞原文重疊率從 60%80% 不等，再加上小編會為了吸引社群媒體上的閱聽人，修改成較有情
緒與能互動的用語，選擇較為軟性的新聞，在消息來源方面也傾向擷取
新聞中的非官方消息來源。一方面，「浪漫臺三線」的新聞可能在小編
選擇下數量上有所不同，二方面，為了社群媒體特性而修改原文屬於再
製的新聞，這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再現，值得另起研究探討。
而影響新聞的再現原因，包括媒體類型，同樣類型的新聞，電視與
報紙便有差異，主要是電視與報紙的製作過程與敘事不同、關注的報導
主軸也常歧異，電視新聞因為製作過程需要快速，常常無法深入探討
等。張郁敏（2013）研究四大報與六大新聞臺的科學新聞，科學主題、
報導主軸、主要發生國家與主要消息來源四個新聞內容元素，影響科學
新聞媒體顯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影響報紙與電視的新聞內容元素並不
相同。發現電視新聞記者主導性高，受到科學主題影響較大，而報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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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新聞的社會議題新聞較顯著的原因，就可能與報紙新聞產製的時間壓
力比電視新聞小，較有時間製作社會系統層次的影響。本文選擇四大報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收集較
多與浪漫臺三線的相關新聞，以及較豐富的新聞面向。
除了媒體類別，媒體規模或是所有權型式都會影響新聞內容，
Lee、Long、 Slater 與 Song（2014）研究全國電視新聞網與地方新聞網
的癌症新聞，發現，地方版較簡短，並重視癌症防治，宣傳更多防癌行
為與檢測，對於國家癌症協會、美國癌症社群等全國性組織較少提及。
Gutsche 與 Shumow（2019）針對海平面上升的新聞進行研究，發現地
方記者會劃分地方與全國媒體的新聞邊界，會引用全國性媒體作為新聞
來源，顯示地方新聞的專業性，地方記者成為有關環境議題的專家。
以臺灣情境而言，則是研究報紙的地方版與全國版，不過，近年來
臺灣針對地方版與全國版的研究愈來愈少，幾份少數的研究又發現傳統
大報的地方版，與全國版重複很多，地方報紙只剩少數幾家。2010 年
葉碧華與李秀珠（2010）研究地方報與三大報中的地方版，就發現臺南、
花蓮這種中度規模經濟地區的新聞多樣性比較高，低度與高度規模經濟
地區就較低，臺北縣市新聞同質性最高。黃惠英（2009）在研究平面
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與更生日報）有關蘇花高速公路報導，發現無
論是全國新聞與地方新聞消息來源大同小異，新聞版面是菁英階層與政
商名流的場域，過度依賴這些消息來源容易導致新聞偏頗，無法提供批
評與反思。
黃惠英（2009）研究發現報紙討論蘇花高議題，與中央政策息息相
關，偏向新政令，政府傾向興建，地方報與全國報皆支持，沒有其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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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供反思；宣布停建的時候，對環保關懷就突然增加，此外，兩種報
紙都欠缺讓當地民眾從地方情境脈絡特殊性與社區經驗來發聲。而紙本
中的全國版與地方版的研究減少，也是因為新聞內容分析的研究開始
以報紙資料庫為多，在紙本的接觸人口愈來愈低，網站或是社群媒體
導回網站的電子版為大宗的情況下，不少研究都捨棄紙本改採網站、
社群媒體或資料庫文本進行研究（劉蕙苓 2017；劉昌德 2020；劉慧雯
2020），資料庫中的新聞文本有其代表性。
而相對需要更多專業素養的新聞，不同的媒體類型也可能影響新聞
內容，Belackova、Stastna 與 Miovský（2011），在藥物使用的相關新聞，
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有顯著的差別，公共電視邀請
比較多不同面向的科學家、警方、社工、藥廠、政治人物等等，也有多
元的聲音。但是商業電視臺因為篇幅較少，多半是記者自己的說法（own
authorship），或是尋找不用花費太多成本的消息來源（cost-effective
outsourcing）。
但是公共電視也不一定是品質保證，在心理疾病的相關議題（mental
illness）上，Carmichael、Adamson、Sitter 與 Whitley（2019）將受過訓
練的公民記者做得心理疾病相關新聞與加拿大公營電視臺的新聞比較，
發現受過訓練的公民記者的影片更正面與充滿希望，當公民記者的影片
有 60% 關注復原，電視臺新聞卻只有 27%；高達 40% 的電視新聞將心
理疾病與犯罪、暴力與法律事件結合，公民記者只有 23%。顯示受過相
關訓練的記者，能減少偏見與污名化。
本文選用客家電視媒體比較非客家紙本媒體的主要原因為，客家
電視臺作為族群媒體與公共媒體，對於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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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以有多元討論，一方面是對族群議題熟稔、二方面也是擁有公共媒
體的報導優勢。原本應該以非族群媒體的電視臺新聞與其比較，但是電
視新聞因為製作過程需要快速，無法深入討論，並非想要瞭解多元化報
導的適切選擇。而紙本媒體的守門程序較為嚴謹，對政策相關報導的內
容討論較多，是瞭解「浪漫臺三線」政策的新聞再現各面向的適切選
擇，可惜目前沒有紙本型式的客家族群媒體，因此，本文選擇客家媒體
（客家電視臺）以及非客家媒體所呈現的浪漫臺三線政策相關報導內容
來比較其中異同。為了瞭解最適切新聞內容分析，Gutsche 與 Shumow
（2019）在比較全國與地方媒體，也將 WLRN 地方廣播電臺納入研究，
並以其網路上文字版本為內容分析文本。
因此，根據以上文獻討論列出研究問題如下 :
1.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內容、主
題與消息來源為何 ?
2. 非客家媒體（四大報）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內容、主題
與消息來源為何 ?
3.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與非客家媒體（四大報）對「浪漫臺三
線」的內容、主題與消息來源為何有何異同 ?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欲探究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以及非客家媒體（四大報：
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所呈現的浪漫臺三線政策相
關報導內容，並比較其中異同，故採用內容分析法以獲取不同媒體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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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內容呈現，其內容包含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並包括社論與投書。資料
搜集日期以 2017 年 3 月 22 日，浪漫臺三線治理平臺召開首次會議，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浪漫臺三線四年計畫的一半期程。
本研究所使用之內容分析法針對選用媒體之新聞呈現、框架與概念
做編碼，以「則」作為最小研究單位，計算每一「則」新聞中的新聞
目的、主題與消息來源做識別。本研究以四名候選編碼者進行為期一
個月之前置編碼訓練，並以後續通過一致性檢測（Krippendorff’s alpha
> 0.67）之二位編碼者（二位編碼者第一次試編 Krippendorff’s alpha 為
0.74，第二次試編 Krippendorff’s alpha 為 0.81）進行實際編碼，該二位
編碼者為二位國立大學傳播相關背景之碩士研究生。

（一）抽樣
本計劃原定以 1. 自由時報（N=93，地方版為 40 則）、2. 中國時
報（N=171）、3. 聯合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
家電視臺（N=35），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
以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抽樣範圍（總
計數量為 421 則）。在執行上遭遇自由時報的報紙資料庫的收錄範圍變
動，故本研究在原定的研究樣本抽樣中做了些許調整，因此本研究在原
定之內容編碼之外，額外增加標題編碼，以補足自由時報抽樣之部分遺
漏，並擴展新的可能及拓展研究貢獻。
自由時報部分，原訂於規劃之二年期間搜集所有與客家、浪漫臺
三線相關之新聞內容，利用 WiseNews 報紙資料庫進行搜集。初版之搜
集結果囊括相關新聞內容與其他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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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自由時報之地方版電子全文並不齊全，導致研究抽樣之缺失。本研究
決定在抽樣上排除自由時報地方版之內容，故原訂之自由時報抽樣內容
調整為自由時報全國版本，其餘中國時報、聯合報維持包含全國版與地
方版之內容。
然而在四大報之內容比較上，產生潛在學術缺口，即「是否自由
時報的地方版在呈現客家或浪漫臺三線相關議題時，與其他三大報之表
現有所不同？」。為補足資料收集上之困境並克服該學術缺口，本研究
決定另外比較四大報之全國版與地方版客家與浪漫臺三線議題相關之新
聞標題，然而選用標題作為補充研究中分析單位的主要原因有三：（一）
新聞寫作採用「倒金字塔」、「倒寶塔式」寫作方式，依照重要程度
將資訊做好排序，關鍵性的資訊通常會呈現在標題或是首段（李明哲
2010）；（二）從新聞守門的角度觀之，新聞室的守門機制仰賴編輯室
的運作，編輯室修改新聞記者之標題有恪守該媒體之新聞立場之意義，
為針對該媒體產製新聞之框架呈現，故新聞標題呈現之形象亦代表了該
媒體的觀點與立場（羅彥傑等 2010）；（三）從臺灣媒體現況觀之，
近年來越來越多「標題殺人」、「釣魚式標題」的出現，導致新聞媒體
的標題的選擇上出現了改變，標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標題的吸引力越
來越重要，許多傳統的新聞專業也被迫改變（Molyneux & Coddington
2020）。
綜上所述，標題作為新聞與媒體的框架與意義呈現有重要的功能，
閱聽人也傾向於藉由標題去接收媒體的立場與新聞內容，在重要的政策
呈現中，標題作為第一線的資訊傳達確實需要被仔細檢視。故在缺乏完
整的自由時報地方版內文時，本研究選用四大報的相關標題作為分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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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補充自由時報新聞內容的不足（參見表 1）。
其餘抽樣部分，將依照計畫針對報紙標題中包含「客家」、「浪漫
臺三線」二字詞（布林邏輯中使用「或」）之新聞做抽取，利用資料庫
系統中之標題搜尋進行，並另下載電子全文做編碼使用。

表 1 抽樣數量
媒體
1. 自由時報
2. 中國時報
3. 聯合報
4. 蘋果日報
5. 客家電視臺
總數

新聞內容編碼數量
53 則
171 則
76 則
46 則
35 則
381 則

新聞標題編碼數量
93 則
171 則
76 則
46 則
35 則
421 則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二）編碼原則
本研究之編碼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新聞目的、新聞內容主題
與新聞來源。新聞目的判斷該則新聞的撰寫方針、框架與內涵意義，政
策執行需要有更多的意見參與，媒體除了對政策本身的解釋與批評其中
有問題的地方，也應該主動尋找各種意見，以「浪漫臺三線」政策情境，
本文把新聞目的分為：政策宣導、政策批判、產業界意見、學者意見、
民間意見（見表 2）。
依據「浪漫臺三線」的三大面向人文形塑、環境整備、產業發展為
內容分析法的分析類目指標，人文形塑方面是否報導內容與策略主軸中
的細項工作：「藝術村及音樂村、名人故居與大師紀念館、傳統及創新
節慶活動、藝術家駐村、國家自然步道、地景藝術」；環境整備的部份
為：「省道軸帶自然景觀優化、茶園復耕及水梯田再造、自行車路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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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巴士、大地園藝建置與設立、市鎮街區及立面改造」；產業發展的
部份為：「客庄美食精進推廣、文化生態旅遊、青年返鄉留鄉下鄉、新
農培育計畫、產業群聚發展」。
而提及臺三線的新聞，可能未必與「浪漫臺三線」的政策有關，參
考客委會曾經定義的客家新聞分類為類目：「『客家事務』，包括客家
人之語言、音樂、戲曲、信仰、民俗、教育、藝術、美食、服飾、建築
等議題，以及與客家人之政治地位、社會權益、經濟營生、社區發展、
產業創新等族群相關議題。」而與活動有關的「一般客家活動」、「特
殊客家節慶」、「非客家活動但具有客家元素」；與選舉議題有關的「競
選活動」、「候選人」、「派系爭議」、與其他。結合上述指標，新聞
內容主題則根據其內容所提及事物的領域作識別，包括：振興經濟、景
觀再造、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滿足民生需求、交通事故（見
表 3）。
而新聞來源則針對新聞編撰的客觀事實做分類，包括：報導地點、
消息來源、記者、媒體單位、新聞標題、新聞日期。消息來源部分，則
參考黃惠英（2009）的政府部門（中央政府、縣市政府）、地方民眾、
學者專家、企業團體、非營利組織、和其他，並修改與此客家政策相關
的行動者（見表 4）。
本研究編碼以編碼者針對新聞的框架與內容去做判斷，確認是否包
含以上所列舉之編碼指標，分析單位為一篇報導，只要有提及上述類目
事實即列入登記，並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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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聞目的
編碼指標
政策宣導
政策批判
產業界意見
學者意見
民間意見

定義與解釋
由目前執政黨、政府角度出發的政策宣傳，主要在宣揚相關政策、政績以
及相關規定的說明介紹。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反對黨或其他政治人物、行政官員所提出針對客家、浪漫臺三線的相反、
質疑或是挑戰聲音與看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來自產業界（如：觀光、餐飲、花卉、農產品、農產品加工 … 等）的觀
點與看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由文史工作者、研究人員、教授學者 … 等來自專業的聲音與觀點。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由一般民眾提供較完整的論述或是看法、觀點，而非只是針對記者問題做
回應，單純回答是否、喜不喜歡、開不開心不在此列。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表 3 新聞內容主題
編碼指標
振興經濟

定義與解釋
新聞框架包含產生持續性供需、形成產業鏈並創造工作機會，其文字
可能包含以下幾項：在地商家、在地人才、促進商業、地方創生、青
年回鄉。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景觀再造
新聞框架包含對原有地景（自然環境與人為建築）的維修、整理、重建、
建設、改良與再活化，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設施汰換、改善環境、
古蹟修繕。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文化
新聞框架包含文化與精神層面的介紹與描繪，且具有深度與脈絡支撐，
並非單純器物層面的物件，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用餐禮儀、技
藝傳承、傳統文化、先民智慧。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觀光
新聞框架包含觀光訴求的介紹、提升與推廣，多以傳統節日（如：天
穿日）、季節節慶類型（如：桐花季）以及刺激消費與觀光（如：音
樂祭），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體驗經濟、國際語言、吸引人潮、
觀光交流。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生活文化的介入 新聞框架包含客家文化對人民的影響，強調對生活的介入性，其文字
可能包含以下幾項：客語友善、客家電臺、客語流行樂、客語教育。
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滿足民生需求
新聞框架包含對民生需求的提供與協助，其文字可能包含以下幾項：
醫療服務、水電、日常生活所需。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交通事故
因為臺三線的名稱關係，新聞內容有可能是相關的「交通事故」。以 1
代表有 0 代表無。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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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聞來源
編碼指標
報導地點

消息來源

記者
媒體單位
新聞標題
新聞日期

定義與解釋
新聞報導的地點，依照縣市做劃分。縣市別編碼表：01 基隆市、02 臺北市、
03 新北市、04 桃園市、05 新竹市、06 新竹縣、07 苗栗縣、08 臺中市、09
彰化縣、10 南投縣、11 雲林縣、12 嘉義市、13 嘉義縣、14 臺南市、15 高
雄市、16 屏東縣、17 臺東縣、18 花蓮縣、19 宜蘭縣、20 澎湖縣、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23 機場報導、24 綜合報導（跨區、連線）、25 社論（評論）
該則新聞的消息來源，如：中央政府單位、地方政府、一般民眾、學者專家、
政治人物…等。編碼號：01 客委會、02 總統、0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
04 縣市長、0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06 地方居民與遊客、07 文史工作者協會、
08 學者、09 產業界、10 立法委員、11 議員、12 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負責該篇報導新聞記者。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客家電視臺。
該篇報導所使用的標題文字。
該篇報導所刊登的日期。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四、研究結果
（一）新聞標題
從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期 2 年，為抽樣範
圍，對報紙標題中包含「客家」、「浪漫臺三線」二字詞之新聞做抽
取， 總共抽取 1. 自由時報（N=93）、2. 中國時報（N=171）、3. 聯合
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家電視臺（N=35），
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總計數量為 421
則），平面報紙部分以中時的報導數量最多（40.6%），依次是自由時
報（22.1%）、聯合報（18.1%）、蘋果日報（10.9%）（參見表 5）。

「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媒體再現

202

表 5 新聞標題則數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

1.

自由

93

22.1

累積百分比
(%)
22.1

2.

中時

171

40.6

62.7

3.

聯合

76

18.1

80.8

4.

蘋果

46

10.9

91.7

5.

客視

35

8.3

100.0

421

100.0

總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而進一步分析新聞標題的新聞目的（見表 6），「政策宣導」部分，
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23 則（65.7%）主題
是政策宣導，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2 則（26.1%），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24 則（25.8%），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26 則（15.2%），聯合報最少
76 則中，只有 9（11.8%）則。顯示不同媒體對「浪漫臺三線」政策宣
傳的新聞目的的確有明顯不同（χ2=48.835***, n=421, df=4）。
而「政策批判」部分，報導數量沒有政策宣導多，最多的是客家媒
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7 則（20.0%），聯合報 76
則中，有 9 則（11.8%）的標題是攸關政策批判，接著是蘋果日報 46 則
中，有 2 則（4.3%），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7 則（4.1%），自由時報
則完全沒有標題上有政策批判的新聞，顯示不同媒體對「浪漫臺三線」
政策批評的新聞目的的確有明顯不同（χ2=24.254***, n=421, df=4）。而
「產業界意見」、「學者意見」都只有蘋果日報各報導一則，「民間意
見」則是完全沒有提及。
當新聞標題提及「浪漫臺三線」的主題時，發現「振興經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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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求」與「交通事故」都是數量很少的報導主題，無論是哪一家媒體
都是 0 或是僅有個位數的標題提及。而「景觀再造」、「文化」、「觀
光」、「生活文化的介入」則是數量較多的報導主題（見表 7）。
在「 景 觀 再 造 」 部 分， 報 導 數 量 以 自 由 時 報 93 則 中， 有 19 則
（20.4%）最多，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6 則
（17.1%）次之，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4 則（8.7%） ，聯合報 76 則中，
有 6 則（7.9%），中國時報最少 171 則中有 12 則（7.0%）提到景觀再造，
不同媒體對「景觀再造」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13.379*, n=421,
df=4）。
在「文化」部分，報導數量明顯比其他主題多，但反而客家電視臺，
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只有 1 則（2.9%），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52 則（55.9%），中國時報次之 171 則中有 93 則（54.4%） ，聯合
報 76 則中，有 27 則（35.5%），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5 則（32.6%）
最少，不同媒體對「文化」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41.327***,
n=421, df=4）。
主題是「觀光」的新聞標題數量也多，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93 則中，
有 47 則（50.5%），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37.0%），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0 則（29.2%），聯合報 76 則中，有 17 則（22.4%） ，客
家媒體客家電視臺最少，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只有 7 則（20.0%），
不同媒體對「觀光」主題的報導有顯著的差異（χ2=20.979***, n=421,
df=4）。
而主題是「生活文化的介入」也是數量比較多的新聞標題主題，最
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63 則（36.8%），聯合報 76 則中，有 2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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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自由時報 93 則中，有 24 則（25.8%），蘋果日報 46 則中，
有 9 則（19.6%），最少的是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
中，只有 6 則（17.1%），不同媒體對「生活文化的介入」主題的報導
有顯著的差異（χ2=9.772*, n=421, df=4）。

表 6 （新聞標題）新聞目的
自由 93

中時 171

聯合 76

蘋果 46

客臺 35

政策
宣導
無

69(74.2%)

145(84.8%)

67(88.2%)

34(73.9%)

12(34.3%)

有

24(25.8%)

26(15.2%)

9(11.8%)

12(26.1%)

23(65.7%)

卡方值
χ2=48.835
***
n=421
df=4

政策
批判
無

93(100.0%) 164(95.9%)

67(88.2%)

44(95.7%)

28(80.0%)

χ2=24.254
***
n=421

有

0(0%)

9(11.8%)

2(4.3%)

7(20.0%)

df=4

76(100.0%)

45(97.8%)

34(97.1%)

0(0%)

1(2.2%)

1(2.9%)

7(4.1%)

產業界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有

0(0%)

0(0%)

--

學者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76(100.0%)

45(97.8%)

34(97.1%)

有

0(0%)

0(0%)

1(2.2%)

1(2.9%)

0(0%)

--

民間
意見
無

93(100.0%) 171(100.0%)

76(100.0%)

46(100.0%)

35(100.0%)

有

0(0%)

0(0%)

0(0%)

0(0%)

0(0%)

*** p<.001, **P<.01, *P<.05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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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聞標題）新聞內容主題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無

88(94.6%)

166(97.1%)

74(97.4%)

44(95.7%)

32(91.4%)

有

5(5.4%)

5(2.9%)

2(2.6%)

2(4.3%)

3(8.6%)

卡方值

振興
經濟

景觀
再造

--

χ2=13.379*

無

74(79.6%)

159(93.0%)

70(92.1%)

42(91.3%)

29(82.9%)

n=421

有

19(20.4%)

12(7.0%)

6(7.9%)

4(8.7%)

6(17.1%)

df=4
χ2=41.327
***

文化
無

41(44.1%)

78(45.6%)

49(64.5%)

31(67.4%)

34(97.1%)

有

52(55.9%)

93(54.4%)

27(35.5%)

15(32.6%)

1(2.9%)

n=421
df=4
χ2=20.979
***

觀光
無

46(49.5%)

121(70.8%)

59(77.6%)

29(63.0%)

28(80.0%)

n=421

有

47(50.5%)

50(29.2%)

17(22.4%)

17(37.0%)

7(20.0%)

df=4

生活文
化的介
入

χ2=9.772*

無

69(74.2%)

108(63.2%)

53(69.7%)

37(80.4%)

29(82.9%)

n=421

有

24(25.8%)

63(36.8%)

23(30.3%)

9(19.6%)

6(17.1%)

df=4

無

92(98.9%)

171(100.0%)

76(100.0%) 46(100.0%) 31(88.6%)

有

1(1.1%)

0(0%)

0(0%)

無

93(92.8%)

171(100.0%)

76(100.0%) 46(100.0%) 34(97.1%)

有

0(0%)

0(0%)

0(0%)

民生
需求

0(0%)

--

4(11.4%)

交通
事故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0(0%)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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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內容
而新聞內容部分，從 2017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止為
期 2 年，為抽樣範圍，對報紙內容中包含「客家」、「浪漫臺三線」
二字詞之新聞做抽取， 總共抽取 1. 自由時報（N=53）、2. 中國時報
（N=171）、3. 聯合報（N=76）、4. 蘋果日報（N=46），以及 5. 客家
電視臺（N=35），5 家媒體的純淨新聞與新聞專題，包括社論與投書，
總計數量為 381 則，平面報紙部分以中時的報導數量最多（44.8%），
依次是聯合報（20.4%）、自由時報（13.9%）、蘋果日報（11.9%）（參
見表 8）。

表 8 新聞內容則數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

1.

自由

53

13.9

累積百分比
(%)
13.9

2.

中時

171

44.8

58.7

3.

聯合

76

20.4

79.1

4.

蘋果

46

11.9

91.0

5.

客視

35

9.1

100.0

381

100.0

總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自由時報因為在新聞內容蒐集過程中，與標題部分有 40 則差異，
只能針對其中 53 則內容進行分析，在統計解釋上無法直接與其他媒體
進行比對，但仍能看出 53 則中的新聞目的、內容主題與消息來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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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進一步分析新聞報導的目的（見表 9），「政策宣導」部分，中
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0 則（29.3%），客家媒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
報導標題中，有 23 則（65.8%）主題是政策宣導，自由時報 53 則中，
有 12 則（23%），聯合報最少 76 則中，有 21 則（27.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37%）。
而「政策批判」部分，報導數量沒有政策宣導多，最多的是客家媒
體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9 則（25.8%），聯合報 76
則中，有 7 則（9.3%），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9 則（5.3%），接著是蘋
果日報 46 則中，有 2 則（4.4%）是攸關政策批判，自由時報則完全沒
有政策批判的新聞。
而「產業界意見」的新聞內容，只有客家電視臺的 4 則（11.4%）
與中國時報的 1 則（0.5%），其他媒體都沒提到。在「學者意見」部分，
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7 則（20%），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3
則（1.8%），聯合報 76 則中有 2 則（2.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
（2.2%），自由時報 53 則中沒有學者意見。
在「 民 間 意 見 」 部 分， 客 家 電 視 臺 在 35 則 的 報 導 中 有 11 則
（31.5%），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4 則（2.4%），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
（4%），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2%），自由時報 53 則中沒有民
間意見。
進一步分析新聞報導的主題（見表 10），在「振興經濟」部分，報
導數量以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標題中有 7 則（20%）最多，蘋
果日報 46 則中，有 7 則（15.3%）次之，以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8 則
（15.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3 則（7.7%），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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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4%）提到振興經濟。
在「景觀再造」部分，報導數量以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
有 16 則（45.8%）最多，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6 則（30.2%），中國時
報 171 則 中 有 30 則（17.6%）， 蘋 果 日 報 46 則 中， 有 8 則（17.4%）
，聯合報 76 則中有 12 則（15.8%）提到景觀再造。
在「文化」部分，報導數量明顯比其他主題多，但反而客家媒體客
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只有 4 則（11.5%），最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08 則（63.2%），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3 則（50%），聯合
報 76 則中有 35 則（46.1%），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1 則（39.7%），但
是因為自由時報在標題有 52 則 （55.9%）提到文化，顯示遺漏的部分
應該也有許多報導文化。
主題是「觀光」的新聞內容數量也多，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
中，有 30 則（56.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6 則（56.6%），中國
時報 171 則中有 61 則（35.7%），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1 則
（31.5%），聯合報 76 則中指有 21 則（27.7%）最少。
而主題是「生活文化的介入」也是數量比較多的新聞內容主題，最
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2 則（41.6%），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7 則
（37%），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60 則（36.1%），聯合報 76 則中有 23
則（30.3%），最少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報導中只有 4 則（11.5%）。
而主題是「民生需求」與「交通事故」是數量比較少的新聞內容
主題，「民生需求」報導最多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報導中有 6 則
（17.2%），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4 則（7.6%），聯合報 76 則中有 2 則
（2.7%），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2%），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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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8%）為最少。而「交通事故」只有客家電視臺報導，在 35 則報
導中有 1 則（2.8%）。

表 9 （新聞內容）新聞目的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政策
宣導

卡方值
χ2=22.084***

無

41(77%)

121(70.7%) 55(72.3%)

29(63%)

12(34.2%)

有

12(23%)

50(29.3%)

17(37%)

23(65.8%)

21(27.7%)

政策
批判

n=381
df=4
χ2=24.395***

無

53(100%)

162(94.7%) 69(90.7%)

44(95.6%) 26(74.2%)

n=381

有

0(0%)

9(5.3%)

2(4.4%)

9(25.8%)

df=4

無

53(100%)

170(99.5%) 76(100%)

46(100%)

31(88.6%)

有

0(0%)

1(0.5%)

0(0%)

4(11.4%)

7(9.3%)

產業界意見

0(0%)

學者
意見

--

χ2=32.875***

無

53(100%)

168(98.2%) 74(97.3%)

45(97.8%) 28(80%)

n=381

有

0(0%)

3(1.8%)

1(2.2%)

df=4

2(2.7%)

7(20%)

民間
意見

χ2=57.899***

無

53(100%)

167(97.6%) 73(96%)

45(97.8%) 24(68.5%)

n=381

有

0(0%)

4(2.4%)

1(2.2%)

df=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3(4%)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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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新聞內容）報導主題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振興
經濟

卡方值
χ2=11.020**

無

45(84.9%) 158(92.3%) 73(96%)

39(84.7%) 28(80%)

n=381

有

8(15.1%)

7(15.3%)

df=4

13(7.7%)

3(4%)

7(20%)

景觀
再造

χ2=18.030***

無

37(69.8%) 141(82.4%) 64(84.2%)

38(82.6%) 19(54.2%) n=381

有

16(30.2%) 30(17.6%)

8(17.4%)

12(15.8%)

16(45.8%) df=4
χ2=35.425***

文化
無

32(60.3%) 63(36.8%)

41(53.9%)

23(50%)

31(88.5%) n=381

有

21(39.7%) 108(63.2%) 35(46.1%)

23(50%)

4(11.5%)

df=4
χ2=18.588***

觀光
無

23(43.3%) 110(64.3%) 55(72.3%)

20(43.4%) 24(68.5%)

有

30(56.7%) 61(35.7%)

26(56.6%) 11(31.5%)

21(27.7%)

生活文化的
介入

n=381
df=4
χ2=10.010**

無

31(58.4%) 111(64.9%) 53(69.7%)

29(63%)

31(88.5%) n=381

有

22(41.6%) 60(36.1%)

17(37%)

4(11.5%)

23(30.3%)

民生
需求

df=4
χ2=19.526***

無

49(92.4%) 168(98.2%) 74(97.3%)

45(97.8%) 29(82.8%) n=381

有

4(7.6%)

3(1.8%)

1(2.2%)

6(17.2%)

無

53(100%)

171 (100%) 76(100%)

46(100%)

34(97.2%)

有

0(0%)

0(0%)

0(0%)

1(2.8%)

2(2.7%)

df=4

交通
事故

0(0%)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而消息來源部分，以地方政府行政官員最多，有 243 次（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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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縣市長的 81 次（13.6%），第三是客委會有 63 次（10.6%），
其 他 依 序 是 文 史 工 作 協 會 44 次（7.4%）、 中 央 行 政 體 系 部 會
長 39 次（6.6%）、地方居民與遊客 33 次（5.6%）、產業界

25 次

（4.2%）、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19 次（3.2%）、學者 16 次（2.7%）、
總統 12 次（2.0%）、議員 11 次（1.9%）與立法委員 8 次（1.3%）。而
為後續卡方統計檢定，將數目較少的消息來源合併，合併的邏輯是 2 總
統與 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同屬中央政府單位，7 文史工作協會與 8 學
者同屬文化研究人員，而 10 立法委員與 11 議員則是代議士與政治人物
（參見表 11）。

表 11 新聞內容消息來源
來源種類
1 客委會
2 總統
3 中央行政體系部會長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史工作協會
8 學者
9 產業界
10 立法委員
11 議員
12 候選人與政治人物
總計

次數
63(10.6%)
12(2.0%)
39(6.6%)
81(13.6%)
243(40.9%)
33(5.6%)
44(7.4%)
16(2.7%)
25(4.2%)
8(1.3%)
11(1.9%)
19(3.2%)
594

來源種類 （合併後）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63(10.6%)
51 (8.6%)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化研究人員

81(13.6%)
243(40.9%)
33(5.6%)
60(10.1%)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政治人物

25(4.2%)
38(6.4%)

59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進一步分析針對媒體的不同，採用消息來源是否會有所不同，本文
希望以第一與第二個消息來源來進行分析，過去傳統報紙消息來源內容
分析法，將每一則新聞中的全部的消息來源納入統計，無法看出倒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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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寫作法中，前面段落的新聞消息來源比後面段落消息來源的重要性
大，因此，將各媒體的第一消息來源與第二消息來源分別計算。另外，
自由時報因為在新聞內容蒐集過程中，與標題部分有 40 則差異，只能
針對其中 53 則內容進行分析，在統計解釋上無法直接與其他媒體進行
比對，不過在每個消息來源的總量上，還是可以看出哪一個消息來源是
媒體較為常用的（參見表 12）。

表 12 各媒體「第一」消息來源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4 縣市長

自由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2(4%)

16(9%)

4(6%)

7(16%)

4(11%)

1(2%)

12(7%)

6(8%)

3(7%)

7(20%)

18(37%)

8(5%)

22(31%)

6(14%)

1(3%)

5 地方政府行
21(43%) 100(59%) 15 (21%) 21(48%) 9(26%)
政官員

總和
χ2=18.67***
33(9%) n=33
df=4
χ2=12.21*
29(8%) n=29
df=4
χ2=27.64***
55(15%) n=55
df=4
χ2=170.99***
166(45%) n=166
df=4
χ2=12*
20(5%) n=20
df=4
χ2=27.46
***
37(10%)
n=37
df=4

6 地方居民與
遊客

1(2%)

9(5%)

3(4%)

1(2%)

6(17%)

7 文化研究人
員

4(8%)

18(11%)

11(15%)

0(0%)

4(11%)

1(2%)

2(1%)

3(4%)

4(9%)

1(3%)

11(3%) --

1(2%)

5(3%)

8(11%)

2(5%)

3(9%)

19(5%) --

49

170

72

44

35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
政治人物
總計

*** p<.001, **P<.01, *P<.05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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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家媒體引述的第一個消息來源的部分，引用最多的是「地方政
府與行政官員」，總共有 166 次，最多的是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00 則
（59%），接著依序是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1 則（48%），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1 則（43%），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9 則（26%），
聯合報 76 則中有 15 則（21%）為最少。自由時報雖然短少 40 篇內文，
但是在引用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卻與其他媒體不相上下，可見地方政府
與行政官員這個消息來源對自由時報的重要性。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二多的消息來源是「縣市長」，總共
有 55 次，最多的是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8 則（37%），聯合報 76 則中
有 22 則（31%），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6 則（14%），中國時報 171 則
中有 8 則（5%），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 則（3%）為最少。
同樣地，自由時報雖然新聞則數有缺少，但是仍然是最常訪問縣市長為
第一消息來源的媒體。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三多的消息來源是「文化研究人員」，
總共有 37 次，最多的是聯合報 76 則中有 11 則（15%），客家電視臺
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4 則（1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8 則（11%），
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4 則（8%），蘋果日報 46 則中則完全沒有採訪文
化研究人員。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四多的消息來源是「客委會」，總共
有 33 次，最多的是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7 則（16%），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4 則（11%），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16 則（9%），聯合
報 76 則中有 4 則（6%），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2 則（4%）。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五多的消息來源是「中央單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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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9 次，最多的是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7 則（20%），聯
合報 76 則中有 6 則（8%），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3 則（7%），中國時
報 171 則中有 12 則（7%），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六多的消息來源是「地方居民與遊
客 」， 總 共 有 20 次， 最 多 的 是 客 家 電 視 臺 在 35 則 的 報 導 中 有 6 則
（17%），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9 則（5%），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4%），
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1 則（2%），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第七多的消息來源是「代議士與政治人
物」，總共有 19 次，聯合報 76 則中有 8 則（11%），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3 則（9%），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2 則（5%），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5 則（3%），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在第一個消息來源中，引述排名最後的消息來源是「產業界」，總
共有 11 次，蘋果日報 46 則中有 4 則（9%），聯合報 76 則中有 3 則（4%），
中國時報 171 則中有 2 則（1%），客家電視臺在 35 則的報導中有 1 則
（3%），自由時報 53 則中有 1 則（2%）。
而各媒體的第二消息來源的部分，則是大幅減少，總共只有 160 次，
比第一個消息來源（370 次）短少一半以上，顯示大部分的新聞只有一
個消息來源，而前三多的消息來源還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客委
會」與「縣市長」。接下來依次是「代議士與政治人物」、「中央單位」、
「地方居民與遊客」，最少的還是「產業界」（參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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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媒體「第二」消息來源
自由
1 客委會
2 中央單位
4 縣市長
5 地方政府行政官員
6 地方居民與遊客
7 文化研究人員
9 產業界
10 代議士與政治人
物
總計

中時

聯合

蘋果

客臺

總和

6 (25%)

7(14%)

2(4%)

1(17%)

5(15%)

21(13%)

0(0%)

4(8%)

8(17%)

1(17%)

1(3%)

14(9%)

1(4%)

5(10%)

8(17%)

2(33%)

3(9%)

19(12%)

12(50%)
1(4%)
3(13%)

22(44%)
5(10%)
3(6%)

14(30%)
3(6%)
2(4%)

0(0%)
0(0%)
0(0%)

8(24%)
2(6%)
7(21%)

56(35%)
11(7%)
15(9%)

1(4%)

0(0%)

1(2%)

2(33%)

4(12%)

8(5%)

0(0%)

4(8%)

9(19%)

0(0%)

3(9%)

16(10%)

24

50

47

6

33

160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三）政策發布時序與整體新聞表現
本文研究時間為「浪漫臺三線」公布之後兩年，將兩年平均分為四
個時期來看整體新聞的表現，第一期是 2017 年 3 月 20 日發布後六個
月，第二期是後半年（2017/09/20 ～ 2018/03/19），第二期尾聲與第三
期（2018/03/20 ～ 2018/09/19）初是政策發佈週年，第四期是 2018 年 9
月 20 日到兩年結束（2019/03/20）為止。兩年中比較重大的政治事件是
2018 年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舉行，當選人於
同年 12 月 25 日就職。
本文發現政策發佈初期，整體的新聞目的的報導是以政策宣傳為最
高，雖在第二期之後大量減少，週年時微幅上升，之後又下滑，還是
比起四個時期的都很少的其他新聞目的新聞為多（見圖 1）。而新聞內
容的報導主題也是在第一階段各內容主題的報導量都是最高，之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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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最多的報導主題是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這些較常與過去
研究客家新聞再視的面向重疊，反而政策重視的振興經濟與景觀再造報
導量偏少（見圖 2），除了觀光與滿足民生需求這個在政策開始前就常
有的報導面向，在第四階段都微幅成長，其餘的主題都是政策初始報導
量最多，第二期之後大量減少，週年時微幅上升，第四期又下降的趨勢。
而從新聞消息來源來看（見圖 3），除了縣市長這個消息來源，也
是初期的引用量最多，之後下降，週年微幅上漲。縣市長則是在第二階
段最高，這階段剛好是各黨進行角逐 2018 年 11 月的縣市長選舉的黨內
初選時間，但是之後引用量也慢慢下降。而代議士與政治人物，政策公
布之初，報導量稍高後，一路下滑，直到 2018 縣市長選舉期間達到高
點。媒體引用最多的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在第一階段都算引用量多，
第二期下滑最多，在政策發佈週年反而跌至最低，之後微幅上漲，與地
方居民與遊客一樣在第四階段報導量增加，對照報導內容主題的觀光與
生活文化的介入同樣在第四階段報導量增加，顯示對過去客家新聞的觀
光、文化活動等，仍佔有重要地位。客委會、中央單位、文化研究人員
與產業界等消息來源，則是在初期引用較多，六個月後都減至最少，週
年微幅上漲，但整體來說引用量都是少數。
而新聞標題的新聞目的以政策宣傳最多，政策批評次之，但兩者數
量相差頗多，其他的意見幾乎為 0，數量也是從初期最多，之後逐漸下
降，政策批評在週年後有微幅上升但數量仍在個位數（見圖 4）。新聞
標題的新聞內容主題（見圖 4），與圖 2 相同，最多的報導主題仍然是
以文化、觀光、生活文化的介入這些居多，政策重視的振興經濟與景觀
再造報導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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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目的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2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內容主題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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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內容）新聞消息來源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4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標題）新聞目的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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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政策發佈後四階段的（新聞標題）新聞內容主題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五、結論與建議
2017 年 3 月以來，行政院推動「浪漫臺三線」政策，期望以「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 結合中央相關部會與桃園、新竹、苗栗、
臺中 4 個縣、 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啟動客家文藝復興。
計畫目標（客家委員會 2017）為「系統性完成臺三線環境文化資源之
保存與再利用」、「整體梳理環境景觀，還原聚落及山林質樸風貌」、
「建構客家藝文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群聚」以及「厚植示範地區客庄社
會資本」，希望能解決臺三線文化主題缺乏保存運用、景觀缺乏管理規
劃與人口外移等問題，創造青年返鄉就業並重建在地客庄活力。
從計畫本身來看，文化資源保存與再利用、產業經濟與景觀再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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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本研究擷取兩年的媒體報導發現，目前研究的媒體所呈現的「浪
漫臺三線」的報導主軸，無論標題或內容，最常被提及的主題是「文化」
（標題：內容＝ 188:191）、「觀光」（138:149）、「生活文化的介入」
（125:126）這些主題在過去研究「客家意象」時，就常常是媒體報導
的主軸。針對「浪漫臺三線」的政策內容所提及的重點，「景觀再造」
（47:82）、「振興經濟」（17:38）只有少數媒體報導。
而從新聞目的來看，黃惠英（2009）認為政策的執行，媒體的報導
要提供不同的面向提供反思，以及提供政策執行者忽略的在地社群的生
活經驗，但是本研究顯示，無論是新聞標題或新聞內容，「產業界意見」
（2:5）、「學者意見」（2:13）、「民間意見」（0:19）為主要訴求目
的的新聞非常少。「政策宣導」（94:123）雖然是政策宣導執行政策的
必須過程，但是在兩年期間，都佔「浪漫臺三線」相關新聞的大宗，至
於「政策批判」（25:27）在政策公布初期最多，但數量也很少，之後
就只有週年微幅上漲，也符合臺灣的喜愛製作事件週年報導的媒體製作
常規（許瓊文 2014）。

（一）非客家媒體側重觀光、文化，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
從個別的非客家媒體開始，從各報的標題內容主題比例來看，自
由時報的「振興經濟」（5.4%）、「景觀再造」（20.4%）、「文化」
（55.9%）、「觀光」（50.5%）都是比例第一，「生活文化的介入」
（25.8%）是報導比例的第三名。從內容來看，自由時報即使內容短少，
在「觀光」（56.7%）仍是第一，「景觀再造」（30.2%）是第二名。
新聞內容的統計上，自由時報雖然短少 40 篇內文，但是在引用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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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行政官員卻與其他媒體不相上下，可見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這個消
息來源對自由時報的重要性。
自由時報在報導立場比較傾向民進黨，王章逸、闕河嘉（2020）針
對臺灣的土地徵收新聞進行研究時，就發現同樣是土地徵收，在民進黨
執政縣市發生的案件，有幫其「美化」的論述，本文沒有針對文章的正
負向態度進一步分析，但自由時報完全沒有採用「政策批判」框架的新
聞。但從自由時報主要的新聞目的與報導主題來看，解釋政策角色的確
是比其他媒體著力更多。
中國時報的報導主題，「文化」（63.2%）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為
第一，「生活文化的介入」（36.1%）的報導比例是第二名，「觀光」
（35.7%）是報導比例的第三名。搭配消息來源來看，與在地社區經驗
比較相關的文化研究人員（11%）與地方居民與遊客（5%）並不高，
反而是以地方政府行政官員（59%）為多，也是如同黃惠英（2009）所
描述的「政治官僚是地方紀錄的要角」，庶民聲音缺乏。
而聯合報的報導主題，觀光（27.7%）是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最少
的，「生活文化的介入」（30.3%）也報導較少，僅高於客家電視臺，「民
生需求」（2.7%）、「文化」（46.1%）是佔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的第三名。
從消息來源來看，文化研究人員（15%）的引用比例是最高的，但是縣
市長（31%）的引用比例是第二高，聯合報的報導走向仍然受到政治菁
英影響，漸漸減少刻板的客家文化意涵以及客家新聞意象，對於文化開
始有更深層的探討。
蘋果日報是四大報中，報導份量最少的，報導最多的主題「文化」
（50%）、「觀光」（56.6%）、「生活文化的介入」（37%）仍可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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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媒體的報導比例第二名，而蘋果日報的消息來源則是以地方政府行政
官員（48%）引述最多，與蘋果日報長期的消費取向新聞，以及對於複
雜的新聞事件，只採取「一般關注」的訴求吻合（楊意菁 2020），並
未多花篇幅與尋找多元消息來源來報導「浪漫臺三線」政策。

（二）客家媒體提供政策資訊但消息來源單一
而客家電視臺，在新聞目的的各項類目都是第一，「政策宣導」
（65.8%）、「政策批判」（25.8%）、在「產業界意見」（11.4%）、「學
者意見」（20%）、「民間意見」（31.5%）這些常被其他媒體忽視的主題，
都是佔各媒體報導比例第一位。顯示身為客家族群體的客家電視臺，的
確在「浪漫臺三線」的政策報導中提供政策資訊，但是相對於政策宣導，
能讓政策有充分討論的意見收集，雖然比起其他媒體為多，但「產業界
意見」仍屬少數。
而「文化」（11.5%）、「觀光」（31.5%）、「生活文化的介入」
（11.5%）比較屬於「一般關注」的客家新聞主題，雖然客家電視臺報
導「觀光」比例還是不少，但是與其他媒體比起來，就是報導最少的。
與政策本身有關的「振興經濟」（20%）、「景觀再造」（45.8%）都
是報導比例第一位，顯示客家媒體的確比其他媒體對政策有更深層的討
論。
從消息來源來看，客家電視臺 35 則新聞中，引用地方政府行政官
員、中央單位與客委會作為第一消息來源超過半數，雖然客家電視臺的
經費主要由客委會預算編列，但是作為公共媒體應該要以反應多元聲
音，並以客庄需求為主，若是過度倚重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的消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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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無法反映民意、發掘社區問題，則會失去反映地方經驗與互動的機
會。

（三）客家媒體與非客家媒體的新聞報導框架異同
1. 消息來源皆有高度政治性
本文也與過去研究一致，發現官方消息及權威訊息掌握了話語權，
並且將討論政治化，「地方政府與行政官員」與「縣市長」，都是屬於
縣市地方，也顯示「浪漫臺三線」的相關報導，的確有比較多的地域報
導，可惜都是屬於官方消息來源。與「浪漫臺三線」最有關的行動者應
該是地方社群與居民，為了吸引更多的觀光人群，遊客應該也是重要的
消息來源，但是除了客家電視臺在新聞報導的總則數中有超過一成五的
新聞引述地方居民與遊客，其他媒體都未達一成，顯示客家政策的消息
來源還是以政治性為主。
2. 非客家媒體報導中消失的政策討論
另外，非客家媒體的報導主軸，觀光、文化、生活文化介入這種大
多耳熟能詳的客家活動與事務，也是過去研究中（劉慧雯 2016；孫榮光
2017），客家新聞中提到客家意象與主題，可能是非客家媒體對客家事
務的不熟悉造成，也可能是製作過程的方便，報導這些面向所要花費的
心力最少，也是新聞記者們擅長的客家新聞文類。但是這些主題卻未能
從討論「浪漫臺三線」的主軸切入。
而「浪漫臺三線」政策目標之一「建構客家藝文及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群聚」以及「厚植示範地區客庄社會資本」，希望能解決臺三線文
化主題缺乏保存運用、景觀缺乏管理規劃與人口外移等問題，創造青年

「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媒體再現

224

返鄉就業並重建在地客庄活力，這些都是與地方產業十分相關的主題，
但產業界的消息來源十分稀少，連自由時報與客家電視也不重視。蘋果
日報一向以民生消費吸引讀者，反而在引用此消息來源比例最高。整體
而言，非客家媒體對政策的深度討論少，觀光活動與文化活動居多。

（四）研究建議與限制
綜合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媒體對「浪漫臺三線」政策的報導，分
為兩個方向，一是都還停留在報導政策的階段，消息來源引用也著重其
政治性；二則是報導各式文化與觀光節慶活動，即使介紹到客庄，也並
未將此政策以「活化客庄」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鮮少被提
及，重要行動者的消息來源缺漏，與檢視政策相關的新聞主題也被忽
略。
新聞實務建議方面，因為要找到多元的客家社群與豐富的消息來源
作為深度報導的基礎，短時間無法一促即成，必須要靠人脈與社會資本
的積累，除非新聞室的常規能容許較長時間與較多資源製作新聞。否
則，建議新聞媒體能以具有客家背景的地方記者採訪此類新聞，但也要
給記者足夠的時間與資源製作專題、檢視政府政策，而不是每天追著活
動與政治人物，累積記者對客家事務的認識。而中央客委會與各縣市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在設計相關新聞稿與活動的時候，也要避免以行政官員
的露出為績效指標，而是以客庄案例與事務為重點，避免喧賓奪主，讓
民眾能真正瞭解客家事務政策。
研究建議方面，則是本文只採用內容分析法，未能進一步以文本分
析法，檢視臺三線四縣市的新聞議題與內容。同時，要瞭解新聞議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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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選擇，從文本著手之外，更需要瞭解新聞室對於「浪漫臺三線」
相關新聞的選擇與製作過程，加入新聞工作人員的研究，才能完整檢視
客庄新聞，同時也給予新聞室與未來政策建議。
本研究限制，除了新聞文本在各家媒體成立收費資料庫與網站後，
蒐集的困難增加，部分無法以統計檢定來檢視各媒體的差異處，尤其是
客家媒體只能以客家電視臺做為代表，限制事後檢定的可行性。另外，
在新聞目的部分，發現類目以政策分析應該會有宣傳、批評及各方意
見，但結果卻發現除了客家電視臺，真正從這些面向出發的新聞報導不
多，未來的研究分析政策類目應該納入其他概念，檢視主要的新聞報導
面向為何。
而本研究的四大報研究內容為純淨新聞、新聞專題以及社論與投
書，客家電視的取樣也以每日新聞為主，並未包括專門針對浪漫臺三線
議題而製作的「特別節目」或「談話性節目」，此類節目時間較長能針
對政策給予更多資訊，以及相關社區案例，消息來源也會有所不同，本
研究未包括此類新聞節目，可能忽略了客家媒體對此議題的報導質量，
需要後續研究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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