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以往政治選舉中所著重的研究對象多為選民的投票行為，而近來政治傳播領

域的研究，則是逐漸轉向競選團隊作為研究對象，但以政治行銷為架構、候選人

競選團隊為對象的相關研究，數量仍是有待累積。本研究所針對的 2005 年台北

縣縣長選舉中，基本上，不論是國民黨籍的周錫瑋、或是尋求民進黨繼續於北縣

連任的羅文嘉，都算是有知名度的政治人物，可是，周錫瑋競選前所擔任的職位

皆為民意代表 (包括省議員、立委) ，而羅文嘉雖然同樣擁有高知名度，但其卻

從未經營過北縣，所以競選時，雙方陣營必須面臨的是候選人形象定位的前後轉

換與形象的重新包裝，這即是本研究所欲深入探討的部份。 

 

    本研究的核心在於 2005 年台北縣縣長的候選人形象定位策略，但候選人形

象定位並不是獨立存在於某個競選環境，因此首先要了解的是，在競選期間的政

治氛圍為何，才能根據候選人個人特質進而形塑候選人形象。基於此前提，本文

先針對競選前的政治情勢作一說明。 

 

此次的台北縣縣長選舉政治氛圍所造成的影響之所以不可忽視，主要是因為

民進黨以往是一個強調清廉、會強烈抨擊國民黨貪腐黑金的在野黨，但是沒想到

在成為執政黨後，卻接二連三爆發疑似弊案的事件，尤其是在敏感的競選期間，

這些事情讓民進黨的形象受到相當程度的打擊，也使得這一次競選的政治氛圍所

著重的核心在於候選人的清廉度。這就造成在 2005 年 12 月的三合一選舉環境

中，其地方縣市長選舉從一開始就受到各界高度關注，甚至被視為是 2006 年的

直轄市市長選舉的前哨戰，更是朝野政黨在這次競選中替 2008 年的總統大選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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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以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台北縣縣長為例，之前已經被民進黨執政了 16 年，

在民進黨籍的尤清連任兩屆北縣縣長後，蘇貞昌也連續擔任兩任北縣縣長。值得

注意的是，蘇貞昌在 1997 年競選第 13 屆台北縣縣長選舉時，其得票率為 40.67%，

到了要爭取連任的 2001 年第 14 屆台北縣縣長選舉時，得票率上升為 51.31%，過

半的得票率代表著台北縣民對蘇貞昌執政的支持。可以推論的是，在民進黨 16

年的執政下，很可能選民已有固定的政黨認同。而且再加上台北縣的人口是全台

縣市之冠、版圖也是全台最大，因此台北縣在重大選舉中向來具有其指標性；換

句話說，台北縣縣長選舉在此次三合一選舉中其選舉結果之重要性不言可喻。 

 

就在野的國民黨而言，這次的台北縣縣長選舉在泛藍整合的情形下，是國民

黨極欲想收復這失去 16 年政權的地方版圖；就主政的民進黨來說，民進黨在北

縣則已執政多年，然而，照理說依執政優勢，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度應會高於挑

戰者的支持度，但根據聯合報民調中心及其他媒體民調顯示，北縣縣長候選人周

錫瑋與羅文嘉的民調(排除不願表態的選民)，從一開始即相當接近，直到選前各

媒體民調皆顯示周錫瑋有略略領先的趨勢，但大多還是呈現五五波的民調表現。

另外，像是天下雜誌第 332 期 (2005 年 10 月 1 日) 的民調發現，台北縣民眾對政

府的施政滿意度是全台最後一名；這似乎顯示北縣縣民對於民進黨執政的滿意度

開始下降，這樣的局面，使得在這次選舉中，北縣成為民進黨所欲保衛的政治版

圖。 

 

    這次選舉還有值得關注的外在要素是，以往的重要選舉，很可能出現一次重

大弊案候選人即難以翻身、獲得選民支持，但這次的選舉竟然於選前一個月，執

政黨連續爆發三個弊案，從 BOT 高捷弊案沿伸出許多政府高官如周禮良勾結財

團、陳哲男在擔任公職期間與陳敏賢涉嫌貪污、TVBS 檢討高捷弊案卻導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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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長姚文智揚言最嚴重不排除要讓 TVBS 撤照，尤其特別是國家領導---總統，

竟罕見的上談話性節目為自己辯護及宣傳，這樣的政治情勢使得執政黨的公信力

下降，並對民進黨籍北縣縣長候選人羅文嘉相當不利。從雙方候選人來說，國民

黨籍北縣縣長候選人周錫瑋被攻擊的是永洲弊案，而民進黨籍北縣縣長候選人羅

文嘉則在選前三天爆發走路工事件；在兩人民調持續呈現五五波，未拉開安全差

距時，卻又都發生了對各自選情不利的新聞，這使得台北縣的選情更為緊繃，各

界矚目究竟最後誰能勝出。在這樣的選舉緊張氣氛下，選舉結果於 12 月 3 日揭

曉，國民黨籍的周錫瑋竟以贏對手民進黨籍的羅文嘉十九萬多、近二十萬選票的

大勝之姿拿下台北縣縣長，這個選舉結果令藍軍喜出望外，使泛綠錯愕。 

 

    本研究所欲了解的是，在選前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雙方競選團隊是如何利用

候選人的形象定位策略以吸引選票。 

 

    由於候選人形象的呈現方式，最主要是藉由媒體再現讓一般民眾去認識候選

人，也是民眾了解候選人的重要管道，因此本研究認為，候選人形象在媒體的再

現是否與其原先競選團隊所設定的形象相同，為候選人於形象定位上的重要一

環。 

 

    通常在選舉研究中，主要可以分為兩個研究面向，分別是競選團隊與選民，

特別是選民中決定選戰關鍵的中間選民，但由於中間選民難以探訪，所以本研究

以競選團隊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再者，由於本研究是在選後進行，基此，作者再

加入政治線記者當做中立判斷者，來檢測雙方候選人的形象定位。 

 

    總之，本研究即針對 2005 年台北縣長選舉，探討雙方競選團隊如何應用政

治行銷、並依當時選舉期間的政治氛圍進行候選人形象定位；再以政治線資深記

者的觀點為判斷依據，評估 2005 年的台北縣縣長選舉究竟是周錫瑋、還是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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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的競選團隊定位較能成功的爭取選民支持。 

 

 

 

第二節  台北縣選區環境與候選人背景概述 

 

由於選區環境會影響政治行銷的操作方式及候選人形象將如何定位，而本研

究又為一在地化的研究，所以在這部份本研究就針對台北縣的選區環境作一個背

景的描述。 

 

一、人文區位分析 

 

台北縣位於台灣北部，面積達 2052.57 平方公里，為台灣第一大縣，台北縣

的人口數於民國九十五年一月統計，有 3,738,424 人，每平方公里人口密度為 1821

人，是台灣目前人口最多的縣市。縣民的年齡結構，被扶養 (14 歲以下及 65 歲

以上) 人口比例約佔二成五左右，勞動人口則有則約有七成四。產業主要以批發

零售業、製造業、住宿及餐飲業為主。 

 

台北縣內有十市 (板橋市、三重市、中和市、永和市、新莊市、新店市、土

城市、蘆州市、汐止市、樹林市)、四鎮 (鶯歌鎮、三峽鎮、淡水鎮、瑞芳鎮)、

十五鄉 (五股鄉、泰山鄉、林口鄉、深坑鄉、石碇鄉、坪林鄉、三芝鄉、石門鄉、

八里鄉、平溪鄉、雙溪鄉、貢寮鄉、金山鄉、萬里鄉、烏來鄉)。台北縣為台灣

地區人口遷入之主要區域，以台北縣遷移人口來源分布統計，台北市、

高雄市佔 28.80％，本省各鄉鎮佔 32.93％，省轄市、縣轄市佔 3.33 ％(台

北縣政府，http://www.tpc.gov.tw/web/Home?command=display&page=flash)，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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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是一個移民大縣，新增人口主要是從其他縣市流入的，估計外來人口占了

該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 (洪永泰、林瓊珠、劉玉婷，2004)。 

 

    台北縣的人口多為外來人口，以閩南人居多數，同時有為數不少的大陸籍人

士和客家籍人士，大陸籍人士明顯集中在都市地區，尤其在中和市、永和市和新

店市這三個地方 (洪永泰等人，2004)。 

 

    在各政黨實力分布方面，以 2005 年縣長選舉人數統計來說，台北縣合格選

民人數為 2750960 人，其投票率為 72.83％，國民黨是拿下 988739 票，得票率 54.87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main.htm)。根據洪

永泰 (2004) 的分析，國民黨的選票結構並不穩定，過去國民黨在台北縣約能掌

握 54 萬張選票左右。在 2001 年的立法委員選舉，僅剩 40 萬票左右的實力，其

選票實力除了受親民黨影響外，也深受黨內團結與否左右，基本上台北縣的淡水

鎮、三芝鄉、石門鄉、金山鄉、萬里鄉、八里鄉及台北縣較南端的平溪鄉、雙溪

鄉和烏來鄉是歷來國民黨票源較為穩固的地方 (洪永泰等人，2004)。但是，從

近幾年多次選舉的得票結果來看，民進黨在台北縣的選票逐漸增加，票源也愈趨

穩定，民進黨在三重市、蘆洲市、石碇鄉、坪林鄉和貢寮鄉能掌握四成五的選票，

這也是民進黨實力最強的地方，而在板橋市、新莊市、樹林市和雙溪鄉也具有三

成五的選票 (洪永泰等人，2004)。以 2005 年台北縣縣長選舉人數統計，投票率

為 72.83％，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是拿下 798233 票，得票率佔 44.3％ (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main.htm)。 

 

整體說來，國民黨在台北縣至少有四成五的實力，但其票源並不穩定，民進

黨的實力則約在四成左右，其中，雖然親民黨的票源穩定性能有待評估，但至少

可掌握兩成左右的選票，而親民黨是否提名候選人參選對於國民黨的選票實力具

有重大影響；新黨在台北縣幾乎不具影響力，台聯的影響力則低於一成，所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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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基本盤來說，泛藍的支持率約有六成，而泛綠約四成 (洪永泰等人，2004)。 

 

台北縣的結構跟台灣其他縣市比較不同、有其特別性：像是人口數為全台最

多、行政版圖全台最大，又由於靠近台北市，所以選民素質不差，這都會影響到

選舉結構、和決定藍綠版圖的結果，在這次的台北縣縣長選舉中，其投票率為

73.83%。 

 

二、法定競選期間前之政治氛圍 

 

在 2005 年台北縣縣長競選期間，政治環境其實並不利於民進黨的選舉，因

為在選前的雙陳事件 (陳哲男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 在擔任公職期間與陳敏賢 

(前高雄捷運公司副董事長) 涉嫌貪污) 引發 BOT 高捷弊案、當時的新聞局局長

姚文智疑似因為 TVBS 的談話性節目—2100 全民開講檢討高捷弊案，轉而質疑

TVBS 的股權資金結構，甚至說最嚴重不排除撤銷執照，及刪減軍公教 18%優惠

的議題不斷發酵，這種情形很可能會讓人民覺得這是民進黨的內部紛爭，而且更

像是在內鬥、利益分贓不均的結果。 

 

    首先，雙陳事件之所以引起當時社會眾所矚目，是因為基本上陳哲男個人的

身份極為特殊，他既是總統府副秘書長、又是高雄市代理市長陳其邁的父親，在

93 年五月時獲聘國策顧問，但是由於 94 年 10 月，因這次疑似涉嫌貪污事件，

而請辭國策顧問獲准，同時也遭民進黨開除黨籍，實際上陳哲男與民進黨的關係

密切；而陳敏賢則是高雄捷運公司副董事長，同時也是東南水泥董事長藍綠政商

關係都相當好，當初高雄捷運公司籌組成立時，陳敏賢就代表東南水泥參與投

資，股權僅有 7%，但還是出任副董事長，他個人在高雄捷運公司內深具影響力，

此外他也是現任的總統府顧問，當初陳水扁選舉總統時，陳敏賢是他的主要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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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這個事件是起於當時驚傳高雄泰勞暴動，而前勞委會主委陳菊陳菊接受電視

專訪時指出，有有力人士介入仲介泰勞，所以引發華磐公司引進外勞是否涉及不

法抽佣、同時高雄捷運疑似發生弊案。基此，高雄地檢署首度約談陳哲男，當下

檢方指出：陳哲男涉嫌圖利罪，所以將其列為被告，偵查重點則在於陳哲男和陳

敏賢兩人、以及華磐管理公司的資金往來是否涉及不法，還有就是是否在外勞仲

介方面有不正常金錢往來，並且三人是否有一起出國旅遊。一同出國這部份還涉

及陳哲男於民國 91 年 11 月 2、3 日為任職總統府副秘書長任職期間，未向陳水

扁總統告假，便在週末假日時，跟陳敏賢搭機赴韓國濟州島進行私人旅遊。不過，

陳哲男在被約談前，即發表聲明稿，承認他去過韓國渡假，不過這是他個人行程，

和華磐公司引進外勞或捷運無關。 

 

    陳敏賢則是在被控引進泰勞時，明知高捷外勞管理及仲介合約未經董事會核

可及授權，且華磐無管理外勞實績，仍指定華磐管理外勞，並超收外勞就業安定

基金 1048 萬餘元，被依背信及業務侵占起訴。華磐負責人嚴世華、王彩碧夫婦

也被起訴。  

 

    然而，正當陳哲男與陳敏賢雙雙否認一同出國共遊時，國內知名的政論性節

目 TVBS「2100 全民開講」則在節目中，由當時無黨籍立委邱毅 (現為國民黨黨

籍) 公開一張陳哲男與陳敏賢在韓國賭場、被賭場監視器當場拍下的照片，雙陳

上賭場的圖片、及照片上指出的拍攝時間則間接證實了陳哲男涉案的可能性。 

 

    就在 TVBS「2100 全民開講」不斷炒作高雄捷運弊案時，當時新聞局局長姚

文智立刻提出質疑 TVBS 資金結構違法的事件，新聞局長姚文智宣布，新聞局認

定 TVBS 台是百分之百外資，實屬違法，將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比例原則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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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分書，處以一百萬元罰款，並且新聞局限 TVBS 在民國 94 年 12 月 20 日

以前改正，否則將連續罰，甚至撤照。此話一出，讓許多媒體及泛藍政黨反咬是

因為民進黨政府被「2100 全民開講」批判高捷弊案，所以做政治打壓報復。 

 

    接著，在雙陳事件及 TVBS 持股案未過燒時，陳水扁總統又宣佈 2005 年縣

市長選戰主打的議題，是要降低軍公教人員 18%優惠利率存款所得，陳水扁認為

這 18%是因為特權而來，因此他主張刪除，這項措施在當時預估約有 30 萬以上

軍公教退休人員受影響，以公務員為例，每月退休所得將減少 5000 元到 15000

元不等。 

 

    可是，當初 18%的由來，其實是當年國民黨執政時有感軍公教人員待遇太

低，加上政府財政困難，付不起合理的退休金，因此仰賴當時發行銀行，也就是

台灣銀行上的一種權宜措施，後來則逐步演變成軍公教人員退休金計算的一部

分，以當時的環境來看其實並不是因為有什麼特權才有這項措施。 

 

    基於上述，從雙陳事件、到 TVBS 電視台股權爭議、到陳水扁此舉，被當時

媒體解讀是轉移政府貪汙腐化焦點、企圖讓台灣再次造成民眾階級上的對立分

裂。 

 

這些事件對民進黨的傷害主要是來自於以往民進黨是以清廉、清新的正面形

象來作為主要訴求，但現在這些負面事件卻接二連三的發生，雖然這些事件都是

屬於中央層級，可是這些中央議題對民進黨的選舉來說確實有很大程度的負面影

響，因為選民會去比較過去的民進黨、國民黨與現在的民進黨、國民黨在作為上

的差異，特別是民進黨在執政前仍不斷的強調清廉、改革，如今卻重蹈國民黨的

覆轍、貪污，在某個程度上，選民可能會覺得很失望，同時這也是當時民進黨所

要承受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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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來雖然國民黨籍的參選人周錫瑋爆發「永洲案」與「瑋士案」，一度影響

周錫瑋的支持民調，同時民進黨籍的台北縣縣長參選人羅文嘉的民調支持度略

升，而羅文嘉也於競選期間初期曾因為民進黨當時負面聲浪及反扁聲音不斷，順

勢提出「新民進黨運動」，羅文嘉在當時強調，既然是選縣長選舉，選民會關心

的應該是「縣政議題」，而不是中央高層次的「政黨議題」與意識形態，不過民

進黨執政的負面消息，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行為與社會支持度，對年底全台的選

情仍會有一定的影響，他相當憂心、重視，所以提出「新民進黨運動」，其主要

訴求是希望能找回民進黨以往反省與創新的核心價值，但是這並未獲得陳水扁及

黨內同志的一致認同，選前一星期，羅文嘉陣營爆發走路工事件，尤其這件事在

被媒體大幅報導後，對羅文嘉的傷害更大，使得民進黨在台北縣的選情更加辛苦。 

 

    先前所提的「永洲案」則是羅文嘉指控周錫瑋擔任省議員期間，藉由永洲企

業有限公司，利用特權施壓向台灣中小企銀超貸一千五百多萬元未還，而周錫瑋

妻子林珊珊是該公司的最大股東。羅文嘉當時質疑永洲公司，為什麼可以沒有提

供擔保品的情形下，貸款一千五百萬元？是否因為有特權運作？但這件事已有法

院判決，其判決書指出，當時銀行是把周錫瑋當作連帶保證人提出告訴，因此，

周錫瑋也可以算是被害人，僅需賠償連帶保證的兩百萬元債務，這部份的債務周

錫瑋則已償清。 

 

    在「永洲案」後，羅文嘉陣營又緊追「瑋士案」，羅文嘉在民進黨中央召開

記者會時強調周錫瑋說謊，因為還有「瑋士案」的存在。羅文嘉當時則指出周錫

瑋的瑋士公司特權貸款案特權貸款案與「永洲案」中的永洲企業有限公司，其借

款地址相同，公司負責人都是周錫瑋助理楊晏典、總經理也都是周錫瑋，周錫瑋

夫妻持股占五成，借款時間均是周錫瑋擔任省議員任內，借款對象都是台灣中小

企銀，欠款金額分別是一千兩百多萬、八百多萬元（部分償還），均是信用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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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周錫瑋幕僚表示，所謂的瑋士案，根本就只是周錫瑋遭偽冒為保證人，

結果負責人跑了，保證人遭求償，但因為印文皆不符，最高法院也三審定讞結案。

基本上，不論是永洲案或是瑋士案，基本上法院都已做出宣判，並有判決書可供

查詢。 

 

    所謂「走路工」其實是選舉用詞，是為因應在造勢場合上，避免政黨動員太

少太冷清，所以就運用發放類似茶水費的方式來募集民眾，以達到造勢會場氣氛

熱絡的目的，因為選舉時不得給予參與民眾報酬，不然就會有賄選之虞，所以通

常政黨的作法就是給予「走路工」簡單的車馬費，這費用分別 300 元~500 元不

等。 

 

    羅文嘉的走路工事件是因大南客運的陳姓駕駛，不滿發放走路工的情形，自

行拿走客運的側錄影帶，由於事後站長要他不要張揚，因此他主動找上周錫瑋總

部，周錫瑋總部則召開記者會公開播出錄影帶，這段錄影畫面，引發選戰震撼，

尤其是畫面中發錢的畫面，一度引發是否是國民黨偽造的爭議，當時並有 11 位

台北縣民進黨籍立委、還有蘇貞昌皆替羅文嘉背書，保證羅文嘉的個人清廉，不

過，在選後，板橋地檢署將當時涉案的蘆洲市環堤社區主委洪志雄與台北縣總工

會理事長鄭素華等 7 人，依違反選罷法起訴。被起訴的 7 人，涉嫌以每人 300

元的金額，動員選民參加民進黨舉辦的「縣市平等、河岸牽手」活動，即使涉案

人都否認替羅文嘉賄選，可是檢方認為從報紙廣告，以及當天參加活動民眾所持

的旗幟文宣，都可以證明該活動確實為羅文嘉造勢，因此認定是藉動員名義發走

路工、且暗示民眾投票支持羅文嘉的賄選行為，將涉案 7 人以違反選罷法，提起

公訴。  

 

    然而國民黨由於是在野黨，能被對手抨擊的攻擊點相較執政黨來說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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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競選期間之前，國民黨正在進行黨主席選舉，由馬英九當選黨主席、黨的

聲勢漸漲，特別是馬英九的個人光環及連帶效應更不可忽略，其個人的清新形象

替國民黨加分不少，相較於民進黨的政黨形象，國民黨則是較佔優勢。 

 

   三、候選人背景概述 

 

    本文基於民進黨已執政 16 年、爭取繼續執政的觀點，在候選人的部份則先

說明民進黨籍的羅文嘉，再說明欲挑戰執政黨續任的國民黨籍的周錫瑋。 

 

    民進黨籍的羅文嘉，是客家人，生於桃園縣新屋鄉的客家庄，1988 年進師

大附中、台灣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畢業，是台灣大學第一屆普選學生會會長。

25 歲時當兵退伍後，擔任陳水扁立委國會助理，之後，於 1994 年~1997 年陳水

扁台北市市長任內的新聞處處長與發言人 (在任新聞處處長時，發生當時轟動一

時的「拔河斷臂」事件，並因拔河事件辭職下台；並且也曾因其認為聯合報的報

導不公，而公開撕毀聯合報)、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主任，在陳水扁競選兩任

台北市市長時皆為其競選總幹事，曾擔任第五屆立委、後來因陳水扁的指派而擔

任 2004 年~2005 年行政院客委會主委，所以於立委任期中途離職，基本上羅文

嘉在他擔任的每一個職務期間，皆是在未滿任職期限內離職。羅文嘉在民進黨中

向來被視為是陳水扁的嫡系子弟。 

 

    以下為羅文嘉擔任行政官員時的主要政績簡述： 

 

    羅文嘉在擔任台北市新聞處長任內創辦「台北藝術節」、「台北文學獎」與「公

車詩」，增添台北市的文化活動，以往台北市這類的藝術活動比較少，同時羅文

嘉也經常舉辦跨年晚會、飆舞活動，這是國民黨執政台北市以往所沒有的。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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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也取消電影院放映國歌的強制規定，改由業者自行決定自由放映國歌，而非以

往一定要播映國歌的規定。 

 

 在擔任立委任內，羅文嘉最重要的是推動廣電法修法，主張讓黨政軍勢力退

出媒體；催生傳播通訊委員會、著力於公共電視集團、及媒體改造等議題。羅文

嘉也堅持國會改革，提倡國會席次減半、立委專職專任和利益迴避。此外，羅文

嘉也相當關懷文化事務。於 行 政 院 客 委 會 主 委 任 內，羅 文 嘉 舉 辦客家電

視，隸屬於公共電視集團，並由於羅文嘉自身為客家人，所以他積極推廣客家產

業。 

 

    羅文嘉在這次的競選中主要推出的政見為台北縣單獨升格、土城監獄搬遷，

並將原址改建為兒童樂園、在台北縣種一千萬顆樹。 

 

    國民黨籍的周錫瑋，輔仁大學傳播學士、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行政碩士及企

業管理碩士畢業，為第十屆台灣省省議員背景出生，之後參選台北縣立委、擔任

過第四、五、六屆的立委，在立法院的委員會中屬於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周錫瑋在參選台北縣縣長並得到勝選後，已於 2005 年 12 月 20 日離職。周

錫瑋原來是國民黨黨籍，ㄧ度離開國民黨、加入親民黨，在這次台北縣縣長選舉

前夕，則又再次入籍國民黨。 

 

    周錫瑋首先入的是國民黨黨籍，那時的國民黨黨主席是前總統李登輝，由於

那時李登輝與宋楚瑜因為提名參選總統人選的相關事宜產生不同意見，使得國民

黨內部產生分裂危機，後來，宋楚瑜宣布退黨參選 2000 總統大選，因興票案選

敗後，宋楚瑜藉由民意基礎成立親民黨，當時有一些國民黨的立委就退出國民

黨、加入親民黨，表達對李登輝的不滿，周錫瑋就是當時那些立委的其中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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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在 2004 年與國民黨黨主席連戰搭配競選總統，再次競

選失利，親民黨的聲勢開始略為下滑，加上國民黨在提名台北縣縣長候選人前

夕，黨主席馬英九提出要採取黨內初選機制，周錫瑋則在此時表達想參選台北縣

縣長的意願，周錫瑋並強調，這是十六年來民進黨在台北縣執政，泛藍可以贏得

勝選的一個機會，泛藍需要團結一致、共推一組候選人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此時

泛藍分裂，整個泛藍就註定敗選，但是由於親民黨當時不願接受以民調作為最後

人選決定，周錫瑋便表示基於這個原因，於是他退出親民黨、再次加入國民黨。 

 

    周錫瑋在這次競選中最主要提出的政見是台北縣市合併升格、學生年金、與

台北市共同使用翡翠水庫的水源，以及台北縣交通上環狀捷運的規劃。 

 

    總之，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周錫瑋的優勢是在於民進黨的弊案頻傳、人民

對於民進黨的執政能力失去原有期待，並且周錫瑋原本就算是立法院內的政治明

星，知名度高，加上有新任黨主席馬英九的力挺，可讓民眾對他的形象加分，周

錫瑋是台北縣的立委、為民意代表出身，在地方上似有較多的了解，其以往多為

監督者的角色，但由於沒有什麼實質上的政績，讓人無法明確得知他的行政能力

為何；羅文嘉雖然背負著民進黨的沉重包袱，而且從未在台北縣經營過，可是他

個人形象鮮明，並有過去行政上的實際經驗，這部份則會讓他在強調候選人本身

能力時較具優勢。 

 

    雙方競選團隊將根據這次 2005 年台北縣縣長的台北縣政治版圖、政治情

勢、與候選人個人從政經歷及個人特質規劃出整體的競選策略，並從中勾勒出候

選人個人形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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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流程 

 

一、研究問題 

 

    基於過往研究顯示，以未有政黨認同的選民而言，在台灣選舉中，其最主要

的影響因素為候選人形象，本研究檢視過去相關政治競選研究時發覺，候選人形

象在每一次競選皆相當重要，而訂定了本研究之研究核心為候選人形象定位。 

 

    要了解候選人形象定位，必須先明白當下的政治情勢，才能進而操作。在每

一次的競選活動中，選舉環境的氛圍會形成一結構性的因素，因為競選活動不是

在真空進行，所以每次選舉皆必須考量到整體的環境因素，因此，首先要明白的

是其所形塑的整體社會氛圍，之後才能依政治行銷的架構，訂定候選人形象定位。 

   

    由於競選期間疑似弊案的事件接二連三的發生，這選舉氛圍使得 2005 年台

北縣縣長選舉所強調的主軸為「清廉」，而本研究主要鎖定的研究對象是挑戰者

國民黨籍的周錫瑋、與尋求續執政的民進黨籍羅文嘉，在兩名參選人皆非政治新

人的情形下，將如何重新包裝其候選人形象，說服選民他們是能勝任北縣縣長職

務的領導者，是本研究所欲了解的部份。 

 

    再者，基於候選人形象的顯現需經由媒體再現，因此本研究需進一步探討的

是，長期跑政治線的記者他們對於這兩位候選人的形象定位評價為何，以及何者

定位較能爭取到選民的支持，以試圖了解在這次選舉中雙方的競選團隊的候選人

形象定位的操作策略。 

 

    除此之外，雖然候選人形象在每次選舉中都佔有極重要的部份，但是過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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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界的選舉相關研究中，較少以質化做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所以本文則認為若

能以質化的角度進行探討，實可補強過去量化單一面向之不足；而且，隨著台灣

的政治民主化，將行銷理論運用在政治活動上的實例也越來越多，政治行銷成為

新興學門，政治活動，特別是競選，於國內外的研究已相當豐富，但相關「政治

行銷」的研究概念在國內仍為相對少數，在政治競選實務上卻早已有實際運作經

驗。因此，本研究以政治行銷為研究架構，藉由 2005 年台北縣縣長選舉為例，

提出下列問題： 

 

(一)、在 2005 年台北縣縣長選舉的環境系絡下，雙方候選人陣營將如何形塑候選 

     人形象定位？即候選人形象定位策略為何？ 

(二)、在 2005 年台北縣縣長選舉的環境系絡下，政治線記者對於候選人形象的評 

     估為何？ 

(三)、政治線記者對雙方候選人陣營於候選人形象定位評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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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在確定研究問題及動機之後，即收集相關文獻理論並深

入訪談雙方競選團隊與資深記者，再就訪談資料進行分析；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如

下： 

 
 
 

確定研究問題  
 
 
 

深度訪談---雙方候選人陣營 

文獻探討  
 

深度訪談---資深政治記者 

 
 

雙方候選人陣營、資深政治記

者訪談資料分析比對 

研究結果 

研究結論 
 

 
 
 
圖 1.1 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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