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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改變成真，謝謝臺北，讓我們歡迎柯市長…」短短三句話，超越傳統政壇

十六字箴言的張力。2014 年 11 月 29 日夜晚，柯文哲以 85 萬 3983 張票數當選

臺北市長，並在臺北市 12 行政區中獲得全面性票數勝利，1這一刻臺北市民見證

了歷史。而我為了採訪工作，也站在臺北市吉林路競選總部前，見證政治「素人」

推倒藍綠高牆，衝破了八十五萬張選票的天花板。個人貼身採訪一周年，心情波

動不言可喻，更想透過媒體實務，探究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翻轉國民黨首都執

政優勢，究竟憑靠怎樣的一股「白色力量」? 

    傳統的選戰方式多以政黨為主軸，藉由各縣市區黨部組織展開選區拉票工作，

不過隨著人口增加及工商社會的型態轉變，政治精英透過傳播媒體與大眾溝通的

模式越來越普遍。在 1940 年代以前，全球的傳播模式以報紙和雜誌等平面媒體

為大宗，接續至 1960 年代被廣播和無線電視取代，1980 年代後再被無線電視與

衛星取而代之，直到 1990 年代之後則發生了網際網路的革命性發展。綜觀柯文

哲團隊主導的這場選舉，驗證了網路結合新興社群媒體，帶來的傳播力量無遠弗

屆，甚至激盪出原本對政治冷感之「中間選民」，願意出門投票的意願，這也展

現臺灣民主化進程中，草根的公民力量帶動新政治體系崛起的理論。 

                                                       
1柯文哲當選票數 85 萬 3983 票，得票率 57.15%，12 行政區得票數字與比例如下: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B1B1&qryType=ctks 
 
103 年直轄市長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9 日 
 
地區           姓名    號次  得票數 得票率 
臺北市松山區 柯文哲 7 62271 54.09% 
臺北市信義區 柯文哲 7 70023 53.90% 
臺北市大安區 柯文哲 7 86931 52.35% 
臺北市中山區 柯文哲 7 76588 59.80% 
臺北市中正區 柯文哲 7 47785 55.23% 
臺北市大同區 柯文哲 7 50187 67.07% 
臺北市萬華區 柯文哲 7 66883 59.65% 
臺北市文山區 柯文哲 7 74230 49.93% 
臺北市南港區 柯文哲 7 39558 58.19% 
臺北市內湖區 柯文哲 7 87990 56.59% 
臺北市士林區 柯文哲 7 103891 62.54% 
臺北市北投區 柯文哲 7 87646 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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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十五世紀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與傳播，為世界帶來信息革命，並推動了宗教改

革。2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批評天主教的文章，並以各地方言印刷聖經發行，

迅速傳遞到各地，當時「紙本印刷」為西方世界帶來革命性的思想傳播（李宇美

譯，2011）。放眼今日全球化浪潮下，「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確實成為不可或

缺的新興傳播媒介。 

   1987 年班·阿里發動「茉莉花革命」的不流血政變，其最大的特色就在於「網

路新媒體」的作用，3使得突發性的事件，在觸及了政治社會衝突敏感神經後，

能夠讓訊息、觀點和行動迅速的傳播、交流、討論與集結，讓蓄積已久卻始終找

不到出口的反抗能量暴然噴發，匯聚成群眾運動洪流(中時電子報訊，2013)。再

回顧 2009 年 6 月伊朗爆發大選舞弊事件，引發首都德黑蘭 20 年來最嚴重的反政

府示威活動，當時 27 歲的女研究生妮達·艾嘉·索爾坦(Neda Agha Soltan)上街示

威遭槍殺，民眾用手機顫抖拍下這一幕，畫面被大幅轉載到 YouTube、Twitter(推

特)、Facebook(臉書)等社群網站，妮達被尊為烈士，並成為伊朗民眾對抗什葉派

政權的「綠色革命」精神象徵。4可見以行動科技發展為主的新媒介傳播，已經

為全球帶來相當程度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 

   再回顧柯文哲參選臺北市長選戰；當時 2014 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在臺灣的政

治發展史上並非獨立事件。臺灣在此選舉的前兩年之間，發生過華光社區、紹興

社區、苗栗大埔事件、反旺中媒體壟斷、反核四、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一

                                                       
2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改良了印刷機，幫助催生十六世紀歐洲新教徒的宗教改革。 
李宇美譯，2011，〈每個人都是一個媒體〉，《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臺北市:貓頭鷹出

版，頁 68。譯自 Clay Shirky.2008.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NY: Penguin Books.   
3中時電子報訊，2013，〈社評－茉莉花革命的三種命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29001115-260310。 
4蔡譽菁，2014，《新媒介科技時代中的新聞文化轉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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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逐漸累積能量，最後爆發在 2014 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劉坤

鱧，2015)。5    

當時柯文哲喊出的競選口號是，「改變臺灣，從首都開始；改變臺北，從文

化開始。這是一場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6柯文哲自許要改變臺灣的選舉文

化，從不插旗、不打悲情牌、不開撒錢式的選舉支票開始，柯文哲以嶄新的文化

觀念，改變傳統政黨政治的選舉方式。檢視柯文哲的競選戰略，包括文宣部、組

織部、政策部的組成，多半是「海選」出來的青年人才，柯文哲曾笑稱他帶領的

是一支雜牌軍，有如電影 KANO 中的組合部隊。7恰如柯文哲身上背負著二二八

受難家屬的身分，以及陳水扁醫療團隊的「墨綠」色彩，但競選團隊總舵手，卻

有著「藍」到骨子裡、新黨出身的姚立明擔任總幹事，幕僚群也有民進黨裡王不

見王的「蘇系」和「謝系」大將，分別掌管文宣策畫和新聞輿情部門。顯見柯文

哲獨特的用人哲學，也證實無黨無派的候選人，要搬動首都藍綠選民的投票意志，

勢必要喊出令選民有感的「跨越藍綠」標語。8 

    學生嘗試從「柯文哲現象」9研究新媒體傳播媒介，如何影響選戰策略?並探

討柯文哲為何能以政治素人之姿，席捲 85 萬票，成為歷任臺北市長選舉第二高

票當選人? 柯文哲又為何可以打破傳統藍綠架構，締造中間選民及年輕世代的政

治支持度板塊位移? 

                                                       
5資料來源:劉坤鱧，2015，〈柯文哲市長序〉，《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臺北，藍海文化。 
6此為柯文哲選戰之初所提競選口號。柯文哲認為這場選戰是以文化為主題的社會運動，因為其

競選之 2014 年正好是甲午年，如同要打一場二十一世紀的甲午戰爭。資料來源:柯文哲，2014b，

《白色的力量 2—改變成真：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臺北，三采文化，頁 56。 
7柯文哲因無黨無派加入選戰，其競選班底皆由青年海選或民間引薦而來。資料來源:黃大維、楊

緬因， 2015，〈「肄業」結盟〉，《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臺北，三采

文化，頁 20-22。 
8為求淡化黨派色彩，柯文哲自初選即不加入民進黨，內部勾勒出在野大聯盟形象，定調柯文哲

團隊方向為跨越藍綠。資料來源:黃大維、楊緬因，2015，〈在野大聯盟成形〉，《我在柯文哲身邊

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三采文化，頁 102-103。 
9柯文哲自述，「柯文哲現象」是因為臺灣人民心中有憤恨找不到出口，我只是那個出口而已，是

時代潮流推著我走，不是我在引領時代潮流，如果命運要把任務交到我手中，我會認真完成。資

料來源:柯文哲，2014a，《白色的力量－柯文哲：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只能讓其盡善盡美》，

臺北，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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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柯文哲團隊如何勝選？ 

    以 2014 年柯文哲對戰連勝文競選臺北市長，及四年前蘇貞昌對戰郝龍斌的

選戰相比，投票率幾乎相當，分別為 2010 年的 70.65%及 2014 年的 70.46%，僅

差距 0.19%的情況下，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得票率，四年後卻從郝龍斌到連勝文萎

縮了 14.83%，將近一成五。10究竟臺北市的泛藍政治版圖，為何「位移」?此現

象是否與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引發的施政不滿、食安風暴、過度傾中的兩岸政

策，以及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帶動年輕人參與政治事務有密切相關? 

貳、研究問題-柯團隊如何運用「社群媒體」，集結公民力量？ 

    臺北市長選戰過程中，柯文哲的對手連勝文陣營，常質疑柯文哲團隊以「網

路霸凌」，來進行言論攻擊。仔細探究對手口中的「網軍」，11其實可以歸納為柯

團隊於選戰中，對選舉「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分析的過程。媒體報導，

柯文哲團隊中最自豪的「軍機處」，掌握輿情與民調分析，自 1400 萬人次的臺灣

臉書用戶，觀察使用者行為，柯文哲團隊以網友按出 6 億個讚的海量數據，監測

網路輿論風向，對柯文哲政見提出敏銳而具體的建議。12例如柯文哲在食安風暴

中，曾於臉書粉絲團張貼「總統府沒有總統、花生油沒有花生」的惡搞照片，竟

於一小時內吸引 2 千多位網友按讚。YouTube 影音頻道上，柯文哲為人津津樂道

的演講內容「生死的智慧」，更在一個月內吸引 10 萬人次點閱。舉凡關鍵字涉及

「柯文哲」，文章點擊率依議題性不同，皆能衝出破千至 1.9 萬的點閱次數。13  

                                                       
10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 http://db.cec.gov.tw/histMain.jsp?voteSel=20141101B1。 
11連勝文團隊推出文宣廣告，如八月份的《小資女孩用悠遊卡在臺北市刷卡過一天》短片，及九

月份推出的《一直玩一直玩》，和十月份推出的《千萬不要挑戰我連勝文的決心，食安問題篇》

的短片，皆被網友 KUSO 改編，連勝文競選團隊控訴，其為柯文哲團隊「網軍」進行網路霸凌。

資料來源:劉坤鱧，2015，〈網路、鄉民、大數據－新興媒體與新政治〉，《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

藍海文化，頁 130。 
12柯文哲強調這場選戰，是鄉民力量的展現，也見證了網路世代的強大，無論是線上捐款、理念

傳播、活動募集，這都是一場網路主導的選戰。 
資料來源:柯文哲當選感言全文。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1295021-1.aspx。 
13資料來源:田習如、顏瓊玉，2014，<揭密柯文哲股份公司>，商業周刊 14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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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並以深度訪談進行調查分析，以研究「柯文哲競選團

隊」中的「策略者」為特定對象，加以訪談調查，包括三種基本類型： 

    一、個人調查：對組織中的某一個人進行調查研究—即 2014 年臺北市長選

舉候選人「柯文哲」。 

    二、團體調查：對某個組織或團體進行調查研究—即柯文哲競選團隊中，負

責大數據分析之成員，及新聞輿情部門主管。 

    三、問題調查：對某個現象或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即針對素人參政與白色力

量崛起之「柯文哲現象」進行深度訪談研究。  

    四、時間範圍：2014 年 7 月柯文哲執行「青年海選計劃」，至 2014 年 11 月

28 日競選臺北市長期間。 

    五、議題選擇： 

(一)柯文哲勝選與青年關心公共事務及公民力量崛起之關聯性。 

(二)柯文哲團隊掌握媒體喜好「快、狠、準」特性: 

     即要求候選人回應快速(注重新聞時效性)、發言狠毒(具新聞對比性) 、準

確(切中議題不官僚回話)等特徵，是否成為柯文哲現象，迅速於媒體圈發酵之誘

因。並輔以媒體專訪或「時事問到飽」的特徵回應採訪需求，進而維持柯文哲於

媒體平台的討論度。 

 (三)觀察社群輿論調整策略: 

柯文哲團隊活用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特性以制定選戰策略，於選戰前期掌握時

事議題，以麻辣發言策略頻繁曝光於媒體；選戰中期以 30 支「柯 P 新政」為主

軸，輔以「民調」參考決定回擊對手力道；選戰後期由於民調持續領先，柯團隊

刻意淡化對立，拋出「愛，擁抱臺北」、「讓高牆倒下」等中性訴求，號召白色選

民走進投票所，改變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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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照柯文哲競選期間經歷的重大事件列表，逐一觀察其臉書粉絲頁人氣消

長情況，14分別以下列六階段為觀察指標。 

 

圖 1-1 柯文哲競選重大紀事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圖 1-2 柯文哲臉書數據分析  

資料來源:柯文哲 FB 粉絲頁 

   不過本研究期間僅設定為 2014 年 7 月至 11 月 29 日投票日前一天，乃針對柯

文哲團隊的競選行銷策略做探討，未能進一步檢視社群媒體造就柯文哲現象之後，

能否驗證其團隊具有行政效率? 或新媒體傳播工具是否能引領群眾，選出「適任」

領導者，或營造盲目民粹效果? 這部份乃本研究之限制。 

                                                       
14包括粉絲頁觸及人數、按讚數、發表心情與留言人數、分享文章人數等。 

7月

青年海選

8月

台北調徵選

9月

MG149案

10月

監票部隊

11月

電視辯論

11月

台北七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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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1987 年 7 月 15 日，國民黨政府解除在臺灣實施超過 38 年的戒嚴令，形式

上「開放」報禁和黨禁，眾多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型態不外乎報紙、雜誌、

廣播和電視這四類，在此之前傳統媒體壟斷了所有民眾的發聲管道，進而造成「壟

斷媒體發言權，就決定了臺灣選舉的勝負關鍵」(劉坤鱧，2015)。15因此，臺灣

長年來無論地方型選戰，或是中央級重大選舉，只要掌握媒體資源者，就能在選

舉文宣策略佔上風。 

而柯文哲的勝選經驗中，卻是臺灣選舉有史以來，首次由電視和報紙等「傳

統媒體」，轉變為「新興媒體」角力戰的關鍵性戰役。此舉可以回溯到「智慧型

手機」(smart phone)自 2008 年起帶來的全球化科技革命，加上無線網路和寬頻的

普及，徹底影響臺灣人接受資訊的使用習慣。加上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臉書(Facebook) ，和手機/電腦通訊軟體(LINE)等社群網站的結

合，更造就年輕世代透過行動裝置(手機、筆記型電腦等工具)，關心公共事務並

參與政治的新型態。 

     本文蒐集多份，論及柯文哲參政的期刊及專書進行文獻分析；當中有柯文

哲主筆的自傳《白色的力量 2—改變成真：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和《柯 P 模式 : 

柯文哲的 SOP 跟你想的不一樣》、劉坤鱧《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黃大維與

楊緬因合著《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黃寄萍《柯 P 致

勝術》、張瑜芳研究《2014 年臺北市長選舉跨媒體議題設定研究—以柯文哲與連

勝文臉書為例》、宋喬伊研究《選舉議題操作與危機處理之研究─以 2014 年臺北

市長選舉為例》等七份文獻，將其分類為「偏重人格特質的論述觀點」、「偏重媒

體工具的論述觀點」、「偏重選情戰略的論述觀點」三大類，就各項論述的核心觀

點，進行探討並分析不足之處。 

                                                       
15劉坤鱧認為臺灣選舉的勝負關鍵，除了「選舉沒師父，用錢買就有」之外，還需要符合媒體的

「政治正確」要求。資料來源: 劉坤鱧，2015，〈網路、鄉民、大數據－新興媒體與新政治〉，《翻

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藍海文化，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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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偏重人格特質的論述觀點 

    柯文哲從擔任臺大醫師的身份，到表態參選臺北市長競選期間的發言，都符

合媒體對政治人物「話題性」的強烈需求。自 2011 年臺大醫院發生「首例愛滋

病患者器官移植案」，16柯文哲遭彈劾、降級和扣薪等懲處，以及 2013 年柯文哲

因「大專院校教授涉挪用國科會補助款弊案」遭法務部約談等背景，17柯文哲認

為是司法選擇性辦案，其事件皆激起柯文哲對社會現況的批評，除了萌發從政意

願，更喊出「改變成真」的口號，企圖吸引對時局不滿的年輕人目光(王泰俐，

2011)。18因此，在柯文哲當選 2014 年臺北市長之後，討論「柯文哲現象」的文

獻，及柯文哲勝選的戰略分析紀錄，漸漸浮出檯面，多數以柯文哲個人的「素人

從政」形象特質作剖析，或是選戰中應用的網路媒體工具，作為研究主題，少有

探討新媒體模式崛起對新政治系統產生的影響。 

柯文哲認為，這場選戰中自己是候選人兼總幹事、兼發言人、兼文稿撰稿人、

兼政策草擬者。柯文哲獨特的人格特質，成為他競選期間，活躍於各大媒體版面

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柯文哲教學以來，流傳於實驗室間的「柯語錄」，19因為

廣受學生喜愛，後來甚至出版成書冊附錄。諸如，「我生平最討厭三樣東西：蚊

子、蟑螂、國民黨」、「真實人生中的龜兔賽跑」、「人生的結局只有兩種，插管和

沒插管而已」，闡述的都是時下年輕人，因為國家缺乏公平正義而產生的相對剝

                                                       
16柯文哲負責臺大醫院器官移植團隊，衛生署認定柯文哲有督導之責，其後柯文哲遭監察院彈劾，

最後臺大醫院以扣薪懲處，其妻陳佩琪醫師對此召開記者會，控訴臺大醫院偽造病歷。資料來源：

柯文哲，2014a，《白色的力量－柯文哲：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只能讓其盡善盡美》，三采文

化，頁 225。 
17柯文哲前往臺北市調查處接受約談，他表示有三個國科會研究計畫，許多項目混合，但發票與

報帳是由助理處理，並非由他負責。在約談後，檢方並未起訴柯文哲。資料來源：柯文哲，2014a，

《白色的力量－柯文哲：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只能讓其盡善盡美》，三采文化。 
18選戰中挑戰者風格的特徵，在於其「不只要說服選民改變是必要的，還要讓選民覺得候選人就

是那個最有能力帶來此種改變的人」（Trent& Friedenberg, 1991）。資料來源：王泰俐，2011，〈2009 
年縣市長選舉現任者與挑戰者-候選人部落格傳播策略比較〉，《廣告學研究》，36:37。 
19經典柯語錄包括〈白袍〉、〈生死〉、〈性別與愛情〉、〈政治〉、〈社會〉、〈生活反思〉等面向。資

料來源：柯文哲，2014a，《白色的力量－柯文哲：我改變不了四季的變化，只能讓其盡善盡美》，

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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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感，以及對威權社會、權貴家庭等背景的反動，柯文哲透過幽默自嘲的口吻，

激起了庶民的普遍認同感。 

    柯文哲自述自己是一隻「失去說謊能力的獅子」，20並揶揄自己三十五歲以

前被寵壞，就像一隻朝天睡覺的動物，無視人情世故，才會在第十次才升上教授，

三十五歲到五十五歲期間，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我的個性想怎樣就怎樣，實在

也不屑說謊，(柯文哲，2014b)。因此，柯文哲在媒體露出的言談，往往被定位

為「麻辣發言」或是不假修飾的「真心話」，為政壇少見的政治人物代表，除了

激起新世代的關注與討論，也直接造成媒體收視率大幅成長的主因，21久而久之，

柯文哲即成為時下的「媒體寵兒」。 

   除了柯文哲自身的觀點之外，其競選團隊重要幕僚也提出類似看法，認為柯

文哲「心直口快」的個性，屢次接受媒體採訪，脫口而出「真心話」，更廣受年

輕人喜愛，認為是政治素人顛覆官僚文化的最佳代言人。主要原因是柯文哲的求

學背景和思維，本身就充滿「鄉民化」22，因為柯文哲的思考邏輯與發言口吻，

和鄉民人口組成很像：高學歷、理工思維。楊緬因直言，對競選團隊來說，並不

擔心柯文哲發言偏離觀眾，而是要對選民營造「柯文哲和你很像」的形象概念，

企圖拉攏年輕世代(楊緬因，2015)。 

    身為柯文哲團隊競選總幹事的姚立明更明確指出，23柯文哲當選的主觀因素，

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素人候選人，這個人從講話方式、公開競選經

費、海選幹部到主動停止募款，所作所為都出乎對手的意外。姚立明認為柯文哲

                                                       
20柯文哲於自傳中表述，非洲大草原中只有「獅子」會肚子朝天睡覺，因為沒有動物敢惹牠，引

申為柯文哲不願說謊的傲氣。資料來源：柯文哲，2014b，《白色的力量 2—改變成真：柯文哲的

城市進化論》，三采文化，頁 73。 
21柯文哲於自傳中表述，為什麼媒體喜歡找我問問題?「因為大家知道我回答的絕不會是假話」。

更諷刺這個社會為什麼沒人敢說真話?資料來源：柯文哲，2014b，《白色的力量 2—改變成真：

柯文哲的城市進化論》，三采文化，頁 47。 
222014 年太陽花學運，社運人士運用鄉民的網路特性，行使街頭政治，讓社會見識到「鄉民的力

量」，鄉民一詞從貶義與自嘲中，多了一層代表庶民的心聲。資料來源：黃大維、楊緬因，2015，

〈柯 P 團隊的九大謎團〉，《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三采文化，頁

217-219。 
23資料來源：劉坤鱧，2015，〈姚立明教授序〉，《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臺北，藍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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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厲害的就是，把一個來自四面八方，原本互相不認識、七拼八湊的團隊，帶領

的有模有樣(姚立明，2015)。 

 

小結 

    綜合柯文哲本人自述，與核心幕僚團隊姚立明、楊緬因的觀點，都可看出柯

文哲以「素人從政」的身份，成為選戰中的「話題」，並內化成吸票動能。尤其

柯文哲團隊結合「仁醫」的獨特形象，與對手連勝文的出身背景形成對比。不過

本論文認為「柯文哲現象」之所以能在選戰中突顯，甚至成為選戰致勝因素，關

鍵在於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執政表現讓民眾不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柯文哲」

形象的出現，帶給許多年輕世代「改變成真」的冀望感。中國國民黨甚至在選後

的中常會上發佈，「103 年地方公職九合一選舉輔選工作檢討報告」，24羅列六項

國民黨選戰失利的原因，包括選民以選票表達對執政不滿、國民黨忽視青年與網

路力量、未能有效整合網路與實體力量、站在部分公民團體對立面、忽略選戰議

題走向等，不過其中最值得探討的是「首都選戰影響外溢擴及其他縣市」之因素。  

   在上述文獻中，雖然有以柯文哲人格特質的角度，探討柯文哲勝選的因素，

但可惜的是，未深入以當下臺灣的政治環境，來檢視「柯 P 現象」外溢的效果。

本論文認為其關鍵因素，應該是公民對馬政府執政不信任，才讓柯文哲出線成為

「民怨出口」。 

第二節  偏重媒體工具的論述觀點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過程，過去的選舉傳播，依恃人際關係與政黨的通路，

而現代的選舉，大眾傳播媒介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彭芸，1992)。25由此可見候

選人的競選活動成效，與其選擇的媒體工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24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檢討報告指出，藍軍在臺北市陷入苦戰，「打破藍綠」想法透過電視傳播，

所產生的外溢效應讓其他縣市選情連帶受到影響。資料來源：劉麗榮，2014，〈藍檢討敗選 北市

苦戰影響外縣市〉，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412100359-1.aspx 
25資料來源：彭芸，1992，《政治廣告與選舉》，臺北，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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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柯文哲參選 2014 年臺北市長戰役，亦大量使用社群採集的資訊，與媒

體網絡收集而來的輿情，透過大數據精確分析網路民眾的看法(social listening) ，

包括臉書按讚數及關鍵字分析。26對柯文哲團隊來說，2014 年選戰「網路」是唯

一掌握的資源，必須更有效率的了解網路民意，傾聽最有價值的資訊。有了網路，

柯文哲團隊才有機會跨越媒體壟斷，讓資訊傳播更快、更明朗，跨越的不是藍綠

的隔閡，而是資訊不對等長期以來造成的傷害。 

    因此，進一步探究柯文哲的勝選因素，宋喬伊透過柯文哲粉絲頁的 Facebook

發文，和媒體評論報導等資料，統整出柯文哲勝選的議題操作模式，較著重在「競

選宣傳類」的議題，有別於對手連勝文的「政策類」議題。此外柯文哲的危機處

理方式，也多以辯明和否認來回應，有別於連勝文的辯明和轉移焦點方式，加上

柯文哲多以正面氛圍打選戰。例如選前之夜的音樂會，沒有嘉賓站台，也沒有引

領群眾批判對手，以嘉年華會的呈現方式，帶給中間選民與年輕世代，對新政治

的期待感。另一方面，張瑜芳針對 2014 年臺北市長選舉中，選戰的危機處理方

式分析，柯文哲與連勝文相互攻防的兩項重要議題：MG149 帳戶爭議、竊聽事

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選戰中兩位候選人多扮演正面宣揚的角色、負面宣傳則

由雙方總幹事進行，兩相配合下皆為己方帶來不錯的跨媒體議題設定效果，這說

明，在自媒體選舉中，候選人本人亦不必然擁有較強的議題設定能力，有時在團

隊的專業分工之下，區別正、負面的宣傳角色對於選戰成功更具成效(張瑜芳，

2016)。 

關於媒體工具的操作模式，黃大維和楊緬因則特別強調，柯文哲團隊是雜牌

軍起家，早期有很多素材來自支持者，經營臉書時須全盤考量，包括文宣效果、

候選人形象零失分等，還要讓支持者的情緒有宣洩的出口。因此柯文哲在競選過

程中，團隊獨創「柯語錄體」獲得許多支持者的喜好，並吸引年輕族群青睞。27(黃

                                                       
26柯文哲團隊鎖定 40 歲以下年輕人，委託 Qsearch 所做的大數據技術分析資料，關鍵議題包括鄉

民好評關鍵字：公開透明、開放、正面迎擊 MG149，街舞議題等。資料來源:QSearch 機構。 
27資料來源:黃大維、楊緬因，2015，〈從文膽到 FB 膽〉，《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

的裸告白》，三采文化，頁 171。 



12 
 

大維、楊緬因，2015)認為其原因在於，人類普遍很難抗拒「語錄」(quote)簡潔

有力的宣傳方式，當普羅大眾在臉書上不知該說什麼，又想分享心情時，通常會

引述名人說的話，方便速食又不必寫一大串文字。況且柯文哲的人格特質具有「語

不驚人死不休」的獨特性，常會為其語錄帶來宣傳張力。 

    自從柯文哲團隊首張語錄體，在臉書平台刊出後，柯文哲發現臉書的無現潛

力與威力，並將臉書視為此次選戰中，不可或缺的「自媒體」。28並強調臉書語

錄體的核心精神為，「在十倍速的時代，不是大的打敗小的，不是強的打敗弱的，

而是快的打敗慢的」。因此柯文哲團隊，面對任何議題，皆鎖定在一到兩小時之

間，以相對完整的圖文論述加上文宣呈現出來，緊扣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操作

手法，將時事影響力發揮到最大(楊緬因，2015)。 

 

圖 2-2-1 柯文哲首張競選語錄體 

資料來源:柯文哲 FB 粉絲頁 

    張芝瑜、蘇佩萱，也針對柯文哲之競選意象作研究，藉由索緒爾符號學理論

為基礎分析，發現柯文哲的競選官網以播放影片為主，朱立倫的競選官網以網友

留言為主，顯示 2014 雙北市長選舉在新媒體的視覺表現方面強調網路互動性，

重視支持度的呈現方式(張芝瑜、蘇佩萱，2016)。 

                                                       
28因臉書觸及率即影響性，超越許多電視收看族群，故柯文哲將其視為競選團隊不可或缺的自來

媒體。資料來源:黃大維、楊緬因(2015)，〈從文膽到 FB 膽〉，《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

家軍的裸告白》，三采文化，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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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一步放眼美國選戰歷史中，運用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最為國際熟知的

例子，即為 2008 年歐巴馬競選美國總統，2012 年競選連任時，將大數據(Big Data)

加入海量分析：即從支持者參與的社群媒體，進行交叉分析資訊，進一步得知對

歐巴馬有好感的選民，和他們喜歡的公眾人物類型，隨即在募款餐會上邀請代表

參加，能將代言效益最大化，並催出最好的募款結果。29因此，歐巴馬 2012 年

數位行銷組合公式即為：官網 + 搜尋引擎 + 社交網站(Facebook, LinkedIn, 

Twitter) + 網路視頻網站(YouTube) + 移動資訊擴散 + 搜尋引擎數據收集與分

析 + 網路與移動社交媒體數據收集與分析 + 即時資訊反應與選戰策略調整。30 

 

 

圖 2-2-2 2012 年歐巴馬團隊應用數位行銷科技 

資料來源:吳政達，2014，搏來客行銷 Inbound Marketing 

 

此外，歐巴馬會贏得 2008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並連任成功，另一關鍵因素，

也包括民眾對當局者八年執政之不信任感，產生人民由下而上的反動力量，透過

社群工具運作，結合基層社會的草根力量，企圖推翻舊有執政權。 

 

                                                       
29資料來源: 汪萬里，2008，〈網路科技在選舉中扮演的角色：2008 年美國總統選戰的經驗〉，《選

舉評論》，5:1-14。 
30吳政達，2014 年，〈柯文哲完勝連勝文的數位行銷關鍵在哪裡？〉資料來

源:http://www.tw-inboundmarketing.com/2014/12/08/taipei-election-digital-marketing-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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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觀柯文哲團隊在選戰中的新聞發佈節奏，分為「配合媒體」和「配合鄉民」

兩大方向，來進行媒體操作與管理。31前者由新聞輿情部操作，由於柯文哲的「新

聞量」在選舉期間，佔了全臺九合一選舉五成以上，並且在選舉倒數 100 天前仍

維持熱度。如果柯文哲競選團隊無法提供媒體，每天最低的新聞需求量，則可能

出現柯文哲團隊不期望的新聞報導取向。32後者則由活動部和網路部分工完成，

藉由柯文哲在「城市小旅行」或「Go!Youth 向青年世代學習之旅」等主題中所

進行的活動，發佈成網路世界中，廣為網友喜愛的圖片和語言。例如，「捕獲野

生柯 P」系列發文，即是許多自稱網友人士，將其手機拍攝的柯文哲本人照片，

結合當下柯文哲正在進行的活動，將其刊在 PTT 或臉書粉絲頁上，順勢為其團

隊做選舉文宣，此概念將網路通路作為「選戰市場」行銷。並搭配每日新聞「輿

情蒐集」，和受訪題庫「擬答」，便可營造競選團隊期許的「柯文哲形象」於各大

媒體平台。另一方面，柯文哲團隊也進行危機處理控管，33在 MG149 事件中即

可看到其團隊對危機控管的得分與失分表現。 

不過上述文獻探討，大部份著重於，柯文哲團隊對於新聞媒體的操作手法，

或是柯團隊將政見結合 Facebook 及 Youtube 等社群媒體後，產生的正面效益。

可惜的是，這些文獻並沒有進一步探究，所謂 FB 網紅、34網路插畫家、外圍粉

絲團、以及 YouTube 惡搞神人等大眾，透過自創作品為柯文哲增加網路民意支

持度背後的真正因素，正是對時局不滿的眾多「庶民」，透過低成本、不須「現

身」的方式來參與政治，並展開了網路科技結合社群媒體的，新政治傳播模式。 

                                                       
31多數選民或行銷對象群，並沒有直接接觸政治候選人，或者政治組織的內部運作，故特別依賴

媒體塑造的形象，越來越多的政治行銷，重視媒體行銷的形象塑造效應。資料來源：張美慧，2013，

《政治行銷》，揚智，頁 59。 
32資料來源:柯文哲，2015，《白色的力量 3—柯 P 模式：柯文哲的 SOP 跟你想的不一樣》，三采

文化，頁 67。 
33危機處理為即時有效的危機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是政治行銷策略實施的重要保障條件，扮演

消防隊和安全閥的角色。張美慧，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59。 
34網路紅人的縮寫，是指透過網際網路而成為名人的人物。網際網路使得人們可以與世界上小範

圍的觀眾接觸，並因此在一至數個虛擬社群中獲得名聲。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BB%9C%E5%90%8D%E4%BA%BA。 



15 
 

第三節  偏重選情戰略的論述觀點 

    臺灣自 1987 年解除戒嚴，1996 年開放民選總統以來，35近年來政治選舉活

動頻繁，包括六都直轄市長選舉、九合一選舉等，在這些選舉過程中，候選人不

再像過去一樣靠地方派系的傳統勢力，或是憑直覺經驗去規劃競選活動，而是越

來越注重「戰略」。(張美慧，2013)認為政治行銷包括選舉輿情的掌握、透過民

調或是公關公司的媒體行銷策略等客觀資訊，去包裝候選人的政見與形象，進一

步再透過報紙、電視及網路等媒體平台傳播理念。36然而政治行銷除了應用於選

舉戰略之外，在許多執政縣市政府的政令宣導上，也可應證其運作手法。 

 

                     圖 2-3-1 政治行銷要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長年以來臺灣的政治環境，存在著一套媒體與政黨的互動模式，兩者之間存

在的相關性，包括公關、廣告、民調、政治文化和社群媒體的應用。「政治行銷」

（political marketing）意味著根據現代的行銷學法則與技術，37設計出一套實際

                                                       
351996 年 3 月 20 日，中華民國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正副總統直選。 
361948 年美國政治學者 Harold D. Lasswell 即對傳播下定義，他指出傳播過程中有五個重要因素，

即 Who ﹙傳播者﹚、What﹙訊息﹚、Channel﹙媒介﹚、Whom﹙受播者﹚、Effect﹙傳播效果﹚。 
37政治能夠透過行銷的方式來達成其目的，將行銷的概念、市場分析方法以及策略戰術等導入政

治活動中，使政黨或政治人物能發展出一套有根據、有整體性、有效率，有別於傳統選戰與組織

戰的選舉策略。資料來源：張美慧，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3。  

政治行銷要素

公共
關係

拉動
行銷

推動
行銷產品  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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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策略並應用於政治之中（張美慧，2013）。1976 年學者 Schumpeter 開啟「政

治市場」的概念，提出「政治運作過程的性質」與「商業市場交換體系」並無二

異，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行為來解釋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進一步以市

場模式來類比政治制度，38因此，商業市場交換過程（政治競選活動過程）與生

產者競爭（政黨政治模式）便成為新的探討主軸。而政治行銷也就是將政治競選

活動過程依照商品的形式，對於選民的政治行為產生作用，使選民收受各類的政

治訊息，從政治意識的商品化過程中塑造對商品的認同。 

   國內外學者對於政治行銷理論，都有一定的認同與見解。美國著名行銷學教

授布魯斯埃紐曼（Bruce I.Newman），39更進一步認為政治行銷學和傳統行銷同樣

存在 4P 要素，40包括產品(product)、41推動行銷(pull marketing)、42拉動行銷(push 

marketing)、民調研究(polling)43和第 5 個 P 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而政治行

銷的策略規劃，根本目的都是在民意的基礎上，掌握政治消費者的需求結構，努

力將政治產品變成商品，並且透過推拉和公共促進(promotion)等方式，得到消費

者的青睞和認可，最終做出政治支持的行為(張美慧，2012)。 

    以此做驗證，政治行銷 5P 要素正可以和現今，臺灣政壇媒體與政黨的互動

關係作呼應：即為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與政黨文化，即是政治行銷要素中具根本

地位的「產品」，其產品策略會根據候選人的形象和服務風格，作出不同的策略

                                                       
38資料來源:葉允斌，2004，《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36 期。 
39布魯斯·埃·紐曼（Bruce I.Newrman）1953 年 2 月生於美國芝加哥市，現為美國德保羅大學的行

銷學教授，《政治行銷》雜誌創始主編，先後任紐約巴魯克大學、紐約市立大學和威斯康辛州立

大學米爾沃基分校的教職，愛爾蘭都柏林市三一大學客座教授，國際行銷學會主席。1995-1996
年間任柯林頓總統的白宮顧問。紐曼教授在政治行銷、選民行為及消費者行為研究上享譽國際學

術界。資料來源:《營銷總統︰選戰中的政治營銷》作者簡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107152 
40傑羅姆·麥卡錫（McCarthy）1960 年在其《基礎營銷》（Basic Marketing）一書中將行銷工具歸

納為 4P，包括促銷(promotion)、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和通路(place) 。資料來源：張美慧，

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161。 
41在政治行銷中，政治人物作為一種政治產品，格外重視形象識別管理，將某一人物推銷給廣大

公眾並為其所認可和支持。資料來源：張美慧，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67。 
42推動策略為訓練眾多志願者組成的基層推銷員，透過各種行銷事件展開面對面的人際推銷工作，

被稱為草根動員(grass-root campaign)。資料來源：張美慧，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96。 
43拉動策略:媒體上推出政治廣告，引導公眾輿論對某一特定政治產品支持。資料來源：張美慧，

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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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以柯文哲競選 2014 年臺北市長為例，其主打的形象包裝即是「素人從政-

仁醫救首都」的產品策略。 

 

圖 2-3-2 媒體與政黨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其二，政治行銷之「推動策略」，即是透過候選人的班底進行「草根動員」，

這部份仰賴寶貴的時間和人脈資源，在柯文哲團隊可以看到大篇幅的運作實例，

包括柯文哲競選政見不再以傳統紙本，或文宣投放方式陳列於實體通路(競選總

部/助講場合)，而是將 30 支柯 P 新政影片透過「社群媒體」YouTube 結合 Facebook

以及電子佈告欄 PTT 等平台來宣傳理念，如此草根性的動員模式，著實為柯團

隊省下時間與金錢成本，並創造巨大效益。 

   其三，政治行銷之「拉動策略」，最主要的體現就是政治廣告，其操作手法可

分為正面的政策宣傳和負面的攻擊文宣，並且可以活用製造新聞話題的方式吸引

媒體目光。其四，「民調」向來是政治行銷和一般商業行銷，44檢視成果的重要

指標之一，在政治行銷戰中，競選團隊和政策幕僚也將視民調的高低，調整政治

行銷策略。其五，也是現代社會發展中來越來越蓬勃的「公共關係」策略(public 

                                                       
44民調和數字行銷策略類似市場行銷中的定價策略，注重為行銷者提供充足的訊息資料和資料情

報，以及進行資料分析和研究，以此抬高行銷者在行銷戰中的身價和優勢。資料來源：張美慧，

2013，《政治行銷》，揚智，頁 99。 
 

媒體

政黨

公關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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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文化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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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在今日，政治行銷不再是候選人與政治團隊獨身的事務，而是演化於

社會全體參與的公共事務體系，包括主辦活動的競選團隊、參與活動的選民、甚

至和不參與的公民之間，都橫跨了裙帶的公共關係網絡。 

   紐曼（Bruce I.Newman）認為政治行銷應該包括市場(選民)區隔、候選人定位，

以及策略規劃與實施。根據紐曼的看法，其政治行銷理論的架構有三大面向：
45
 

1.候選人理念：應評估政黨、產品、銷售和行銷理念。 

2.行銷攻勢：包括市場區隔、候選人定位、策略定位與實施等工具。 

3.環境因素分析：考量技術進步、結構性轉變，及權力角色影響力對比的變化。 

另外針對選舉戰略部份的分析，黃寄萍認為柯文哲在 2013 年 10 月拜會蘇貞

昌之後，曾提及「關於北北基桃這些劣勢地區，如果太早確定人選，敵人只要花

兩倍兵力就把你幹掉了，但如果把人選拉到後方很遠，敵人可能要用十倍兵力才

能維持戰線」。由此可知柯文哲從有意參選，到不加入民進黨初選，以及堅持以

無黨籍參選等政治動作，都是為了維持「在野大聯盟」佈局，並堅守「超越藍綠」

的白色力量訴求。此外，柯文哲強調勝選的戰略，隱含一個推動龐大組織的理念，

即為「SOP」。
46
柯文哲曾被媒體喻為「SOP 狂」，他自認為: 

這場選戰不是綠的贏，也不是藍的輸，而是公民力量的崛起、網路社群的串連，加上

公開資訊的交流，選民全盤否定原執政者的既有路線，成功翻轉臺北市的政治版圖，

寫下臺灣選舉史上的傳奇。究竟，柯文哲勝選的關鍵為何? 我想，SOP 是一個重要的

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柯文哲團隊回顧選戰勝選關鍵因素時，內部也有人認為「不

同意媒體說柯 P 現象造成國民黨九合一大敗。因為問題不在柯文哲現象，問題在

國民黨現象」，47柯團隊認為，國民黨不是柯文哲打敗的，是國民黨自己打敗自

                                                       
45Newman, Bruce I.2007.Marketing of the president : political marketing as campaign strategy. N 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6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是指在有限時間與資源內，為了執行複雜的事

務而設計的內部程序。 
47資料來源：劉坤鱧，2015，〈顏易程訪問稿〉，《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藍海文化，頁 48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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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斷把柯文哲現象強化，是國民黨把柯文哲塑造成怪獸。例如舉凡與陳水扁

相關的議題，都成為國民黨操作選項，國民黨在選舉過程中，攻擊庶民心中的「仁

醫」 (顏易程，2014)。蘇郁涵則認為柯文哲的勝選，是奠基在民進黨基層支持

者的基礎上擴展票源，以柯文哲 2014 年得票率減去 2010 年民進黨候選人蘇貞昌

得票之「得票率變化」來解釋所謂的柯文哲現象。 

 

小結 

由上述文獻可知，柯文哲的選舉戰略很清楚，就是要打破藍綠抹黑攻擊的口

水戰，走向公開透明，以企業化管理，重視速度與品質，傾聽選民的聲音為主軸。

再透過公民利益團體，或是社群媒體編輯等小眾力量，藉由網路放大影響力。加

上柯文哲在勝選感言中的一句，「這是一場網路主導的選戰」，48後續在媒體引發

了大數據分析、社群行銷、開放政府、網路治理等討論，過去這些只停留在資訊

技術層面和專業領域的議題，隨著柯文哲勝選也陸續浮出水面。但以上文獻不足

之處，仍是單方面以「柯團隊」對於戰略的佈局，或民調數字的掌控來解讀柯文

哲勝選因素，忽略了「公民力量」崛起，帶給臺灣政治文化的重大衝擊。由柯文

哲的競選訴求可知，其主張的政見和語言，有別於以往傳統政治人物的陳腔濫調，

反而端出能引發基層民眾「共鳴」的選戰策略，偏向庶民思考邏輯、市井小民生

活見聞。因此柯文哲的勝選，代表的不僅是由「網路主導的新興媒體」戰略奏效，

更代表臺灣政壇走向「新政治」文化的開端。 

 

 

 

 

 

                                                       
48NOWnews 新聞網，2014，〈我來自庶民！柯文哲當選感言全文〉，資料來源: 
http://www.nownews.com/n/2014/11/29/152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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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總結 
    近年來國際出現許多公民的覺醒運動，從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49可以

看到公民對於專制和腐敗政權不服從的實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加劇了阿

拉伯世界的經濟困境，也醞釀了革命運動的爆發。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口結構，多

半是受過教育、熟悉網路操作的年輕世代，並且對現狀不滿的新生代，50成了「阿

拉伯之春」運動中的主要角色。顯見這次運動中，手機通訊技術和網際網路等，

新興社群媒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更確立公民力量的崛起，將帶動一股新革命的

風潮。 

    反觀柯文哲競選時拋出的核心價值為，「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企圖從

基層社會改變臺北，甚至全臺灣的選舉體系，從超越藍綠的口號出發，期許改變

臺灣長年以來的政治文化。更重要的是，透過「社群媒體」引發的巨大動能，能

在近年的苗栗大埔、51文林苑拆遷、52萬人送仲丘、53太陽花學運等事件中，54結

                                                       
49阿拉伯之春，又稱「阿拉伯的覺醒」、「阿拉伯起義」，指自 2010 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

家，和其它地區發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多採取公開示

威遊行和網絡串連的方式。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4%B9%8B%E6%98%A5 
50阿拉伯之春事件導火線為，2010 年 12 月 17 日，一名 26 歲年輕人穆罕默德，因經濟不景氣而

無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經濟負擔的重壓下，無奈做起小販，期間遭受警察和市政官員的粗暴對待，

抗議自焚，不治身亡。這個事件激起了突尼西亞普羅大眾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西亞人長期以來

對失業率高漲、物價上漲，以及政府腐敗所潛藏的怒火，致使當地居民與突尼西亞國民衛隊，發

生衝突，隨後衝突蔓延到全國多處，形成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社會騷亂，並造成多人傷亡。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4%B9%8B%E6%98%A5 
51大埔事件，是一起發生在臺灣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居民反對政府區段徵收與強制拆遷房屋的

抗爭事件。資料來源:維基百

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E4%BA%8B%E4%BB%B6。 
52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是一項發生於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士林橋、前街及後街一帶的都市更

新爭議。2012 年 3 月 28 日臺北市政府依法執行法院判決，拆除王家住宅，後續引發社會運動。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E%97%E8%8B%91%E9%83%BD%E5%B8%82
%E6%9B%B4%E6%96%B0%E7%88%AD%E8%AD%B0。 
53又稱白衫軍運動，是臺灣 2013 年洪仲丘事件發生後引爆的社會運動，由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

起。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8%A1%AB%E8%BB%8D%E9%81%8B%E5%8B%9
5。 
54又稱 318 學運、太陽花運動、佔領國會事件等，是指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0 日間，臺灣

的大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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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股由下而上(bottom up)的社會反動力量，一股由基層傳遞而上的民怨沸騰，

走出網路虛擬世界，化成向官方表達訴求的實際行動。這與以往傳統的政令宣達

或威權年代時，由黨政軍掌握媒體的由上而下(top down)傳播方式，有相當顯著

的差異，這也是造就柯文哲競選策略成功的原因之一。 

    更由於網路媒體之特性，可以吸收平常不透過報紙、電視關心政治的選民，

加上臺灣社會中年紀較大的選民，通常已經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因此「年輕選民」

就成了競選團隊致力透過網路去爭取的對象。而網路科技可算是「推銷式行銷/

草根式行銷」的最佳利器，因為候選人可以利用遍佈全國的「志願者網路」或是

「草根動員」來爭取人力和財力的支持，作為候選人的後盾(張美慧，2012)。部

落格使用文化中，也直接將公民視為行動者，無須透過媒體中介引導他們的行為；

在選舉中，公民不再只有接受或拒絕兩種選擇，而是直接涉入政策制定的程序中

（Bruns, 2008）。55 

    若以上述文獻提供的客觀因素，來評斷柯文哲勝選的原因，本論文認為包括

人事物三大主因。除了充滿非典型政治「人」物風格的「柯文哲」候選人、網路

科技發展下，正在急速茁壯的時代產「物」-「新興媒體」工具之外，我認為更

重要的是近幾年的臺灣政經文化造就的「事」件氛圍。例如年輕人在臺北市生存

所面臨的，低薪、高房價、高物價與高失業率的多重衝擊，造成新世代把「天龍

國」生存大不易的怨怒，56轉嫁到既得利益與權貴形象者，並把個人對政治的期

待感，投向未受「政治圈污染」的柯文哲。 

「2014 年 2 月 16 日晚上，我在臺大醫院值大夜班，隔天早上 8 點我脫下白袍掛

在牆上，然後一人走出臺大醫院，開始那場選舉。以一個人對抗整個黨國機制，

一路號召群眾，一路跌跌撞撞，但當時沒有人想到竟然在 9 個月之後，獨木舟

殲滅大連艦隊，翻轉了整個臺灣政局」。 

                                                       
55王泰俐，2011，〈2009 年縣市長選舉現任者與挑戰者候選人部落格傳播策略比較〉，《廣告學研

究》，36:31-69。 
56天龍人，是臺灣的網路流行用語，源自於日本漫畫《ONE PIECE》中一特權階級之名稱，用以

指稱臺灣的政商權貴或居住在臺北且不知民間疾苦的人。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9%BE%8D%E4%BA%BA。 



22 
 

       柯文哲以政治素人參政，營造在臺灣社會打拼三十年的庶民形象，企圖讓選

民引起共鳴，和競選對手連勝文產生強烈反差。在這樣的背景因素下，自稱「鄉

民」、「網友」、「魯蛇」的柯文哲支持者，57因為自知選戰資源相較對手陣營匱乏，

無法出錢只能出「力」，因此在網路世界「自然聚集」成同一陣線，為柯文哲發

聲並串連力量。如此的網絡人際發展模式，與近年來全球蓬勃發展的「社群媒體」

特性，恰巧一拍即合，利用其「低成本」、58「完全版面」、59「高互動」60等社群

媒體特質，為候選人衝高網路聲量，並且掌握輿論風向球，進一步影響媒體報導

取向。  

    在此基礎之下，本論文發現劉坤鱧提出的「臺灣共識」觀點，61致使柯文哲

當選的說法，與公民草根力量也有雷同之處。劉坤鱧認為柯文哲的訴求，能被臺

北市選民認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選民結構改變了。尤其 1971 年後出生的年輕

選民，62通常以「現狀」和「事實」為投票依據，並認為自己是屬於「天然獨」

或「自然獨」的世代。63加上 2008 年總統大選以後，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執政表

現讓人民失望，導致年輕世代對藍綠陣營毫無期待，便在 2014 年選舉以「反國

民黨」為優先選項。本論文認為，這也是導致臺北市選民決定用選票，給首都執

政的國民黨一個教訓的驗證。 

                                                       
57取自英文「Loser」的諧音，批踢踢網站(PTT)鄉民通常以此來諷刺當今貧富差距的現象，尤其

是在工作上不順遂、低收入、沒有愛人者。相對地，有成就、或日子過得不錯的人，例如：富二

代、公務員、受異性歡迎者，則被鄉民諷刺為溫拿「Winner」。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B8%E5%AE%B6%E7%94%B7。 
58使用者通常只需要透過鍵盤與網路連線，就可以分享自我心得與觀點，相較其他政治人物支持

者模式成本較低廉。 
59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之特性即為用戶擁有編輯能力，此項功能相較於報紙、雜誌與電視等傳

統媒體而言，使用者對於自己的言論有完全的掌控力，不受傳統媒體版面限制。 
60選民凡透過 YouTube、臉書 Facebook 或 PTT 等社群工具發言，都可以針對支持者的政見或新

聞報導發表觀點，並獲得競選團隊或媒體編輯者回覆，較傳統政治具有互動性，候選人也可藉此

得知民情與輿論回應。 
61劉坤鱧，2015，〈發現臺灣共識:一個臺灣 共同表述〉，《翻轉選戰的流浪狗團隊》，藍海文化。 
62西元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 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世代，

即為臺灣社會俗稱的「六年級」生。 
63蔡英文於 2014 年 7 月 20 日，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表示，「臺灣前途決議文」成為民進黨

內部對臺灣主權、臺灣前途及兩岸定位共識。並表明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已成為年輕世代的

「天然成分」，如何凍結、廢除?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2014 年 7 月 20 日，《蔡：臺獨是天然成分 
怎凍》，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720/3597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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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架構 

第一節 快閃政治理論 
(林澤民、蘇彥斌，2016)指出，近年來當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的使用率愈高，

對於社會抗議的動員也會產生顯著的推動效果，使政府與政黨更加重視，「新媒

體」在政治動員中的角色，同時也將加速傳統政黨政治的式微，促使政治參與轉

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64如此的新興媒體傳播方式，也

顛覆了舊式傳統政治文宣。 

此研究提出快閃政治(flash-mob politics)的概念，以描述與解析近年來的社會

運動。認為快閃政治的社運參與者，可在極短時間內擴大參與者的規模，有助於

克服集體行動理論中的「白搭」(free-rider problem)問題，並透過社群媒體工具，

解決「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林澤民、蘇彥斌更以臺灣 2013 年的白

衫軍運動，和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進行案例研究，認為當「參與」社會運動行

為，普遍被視為一種「得不償失」、「弊大於利」的行為時，則可以視這個社會處

於一種，集體行動的多人囚徒困局，以表 3-1 表示之。 

 

表 3-1 多人囚徒困局 

資料來源: 林澤民、蘇彥斌，快閃政治理論 

     
                                                       
64資料來源:林澤民、蘇彥斌，2016，〈臺灣快閃政治—新媒體、政黨與社會運動〉，《臺灣民主季

刊》，12(2)：12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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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澤民、蘇彥斌認為，在當今社會中，使集體政治行動之溝通協調成本降低

的關鍵，就是新媒體的普及。不過可惜的是，其快閃政治理論僅就一般陳情抗議

事件進行分析，未深入探討近年來社群媒體蓬勃發展，連帶使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意願提高，並增加政治動員的效率，進一步造成選舉文化及政治體系的變革，本

論文將就此延伸研究。 

 

第二節  本文理論架構-大眾自我傳播理論 

    本研究架構將針對快閃政治理論下，候選人以「社群媒體」工具，進行選舉

動員、號召民眾參與以及處理選舉危機等事務之重要性作探討。本文除了研究社

群媒體對「議題式抗議」的功能，更進一步延伸至柯文哲參選市長的選舉活動中，

以此檢視柯文哲團隊的競選戰略，如何集結社會賢能輔選，並透過網路傳播發揮

最大文宣效益。進一步驗證「快閃政治」理論中，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所營造的「歸

屬感」榮譽，與參與活動成本降低的誘因，都讓新媒體工具的發展，帶動公民力

量崛起。 

壹、大眾自我傳播理論 

    傳播學大師卡斯提爾 Manuel Castells 提出大眾自我傳播理論，認為新興媒體

是網路時代下的產物，也是 21 世紀以來促成社會運動的重要媒介，因為科技發

達，使得資訊流動具有立即、多元的自主性。然而過去由「一對多」的大眾傳播

(mass communication)方式，也因為新興媒體的發展，宣告終結，取得代之的是

「多對多」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 communication)，也就是多數網友或行

動裝置使用者，將所見所聞和自行編輯的資訊，上傳到網路世界分享，影響更多

受眾接收資訊，進而組成公共事務的「動員」力量。如此一來，掌握政權的執政

者，無法再一黨獨大，各種反權威的勢力便在世界各地醞釀，和相互學習串連，

因為網路成了「立即的抗爭社群」(instant insurgent communities)的最佳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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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社會運動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一、近代社會運動背景 

(一) 社運初衷與本質 

    卡斯提爾認為，社會運動的初衷就是改變既有統治體系。65因為在歷史上，

社運已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之一。社會運動的起因通常來自生活條件的危機，

使得多數人對於日常生活無法再忍受，加上公民對於政治掌權者極度不信任，導

致人民決定自己站出來，進行體制外的集體行動，捍衛他們的訴求，雖然這是有

風險的行為。 

    另一方面，卡斯提爾也提出，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反抗國家武力，和政治思想

的鎮壓。66卡斯提爾認為負責維持社會秩序和政權穩定的政府機構，具有強制執

行的權力，會在需要的時候不惜恐嚇人民，或使用武力來執行意志。因此，在歷

史經驗中，卡斯提爾觀察許多社會運動，最常是由某些事件的「情緒」引發的，

                                                       
65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18. 
66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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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件挑戰既有權力，存在危險性，但參與者都克服了恐懼。事實上，社會改

革牽涉了個人的或集體性的行動，其根源就在於情緒動機，根據社會神經科學最

近的研究(Damasio 2009)，所有的人類行為，都有六種基本的情緒，包括恐懼，

厭惡，驚奇，悲傷，幸福，憤怒(Ekman 1973); 而在情感智力政治傳播理論的架

構下（Neuman 等學者 2007)，認為憤怒情緒是觸發者，而恐懼情緒是抑制者。 

     

(二) 新興網路媒體與柯文哲勝選因素  

    回顧柯文哲勝選，是臺灣選舉有史以來，首次由電視和報紙等「傳統媒體」

戰場，轉變為「新興媒體」角力戰的關鍵性戰役。67此舉可以回溯到「智慧型手

機」和無線網路的普及，徹底影響臺灣人接受資訊的使用習慣。加上社群網站的

結合，更造就年輕世代透過行動裝置(手機、筆記型電腦等工具)，關心公共事務

並參與政治的新型態。因此可以觀察到 2014 年，臺灣發生多起社會運動實例，

包括 318 太陽花學運、苗栗大埔事件等，都是透過網路來號召民眾，並且進一步

動員公民參與社會運動的模型。 

圖 3-2-2 網路動員社運特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67資料來源:劉坤鱧(2015)，〈網路、鄉民、大數據－新興媒體與新政治〉，《翻轉選戰的流浪狗

團隊》，藍海文化，頁 105。 

網路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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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社運特質 

(一) 網路時代下產物 

    自從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震撼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對其政府和金融體系

都產生崩潰性衝擊，也使得國家的社會福利大幅萎縮。全球糧食危機更影響了阿

拉伯國家大多數人的生活，因為多數人負擔不起糧食費用，特別是麵包的價格。

這種對生活沒有希望，沒有信任，感到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讓民眾無法再漠視，

對於社會和政治的憤怒也達到沸點。然而，社會運動不僅來自生活貧困或政治絕

望而已，他們將以不公不義的事件作為觸發點，並以憤怒情緒作為動員動機，透

過網絡圖像和信息，在互聯網上串聯。放眼全球多數社會運動的背景，雖然存在

差異，但都有一些共同模式即為：網路時代下的產物。68社會運動產生於特定社

會的矛盾和衝突，它們表達了人民多方面的反叛情緒。他們的連接取決於交互式

的通信網絡。對我們的社會規模來說，橫向連繫的基本形式就是基於互聯網和無

線網絡。此外，因為這些數位通信網路，才能導致社運活動成型，當然也包括面

對面的交流，和佔領城市地標的交互作用。69而數位通信網絡，正是這些社會運

動的實踐和組織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 社運動員彈性化 

   網路動員降低了社會運動的被攻擊性，減少參與者被鎮壓的威脅，因為除了

被佔據的地點之外，他們很少會被官方發現具體的目標。而且只要有足夠的參與

者加入社運，組織就有隨時重組的能力。因此以網路主導社運活動是一種自我保

護方式，也能避免官方操作帶來的危險，因為其具有無明確領袖、無動員邊界、

人力配置彈性和減少被鎮壓可能性等特質。70另外卡斯提爾也提到「圖像式傳播」

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像 YouTube 可能就是社運早期階段最有效的動員工具之一。

                                                       
68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20. 
69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29. 
70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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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特別是警察的暴力鎮壓圖像，更像是病毒傳播一樣，在互聯網訊息中不斷擴散，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參與者更可以透過網路，看到和聽見其他地方的抗議，

即使在遙遠的背景和不同的文化中，也能發揮動員功能，因為它觸發了人們對改

革的渴望。 

(三) 新興網路媒體與柯文哲勝選因素  

    柯文哲競選時的媒體工具操作，主要的訴求是讓支持者的情緒有宣洩的出口。

因此柯文哲在競選過程中，團隊獨創的「柯語錄體」獲得許多支持者的喜好。其

原因在於，人類普遍很難抗拒「語錄」(quote)簡潔有力的宣傳方式，當普羅大眾

在臉書上不知該說什麼，又想分享心情時，通常會引述名人說的話。況且柯文哲

的人格特質具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獨特性，常會為其語錄帶來宣傳張力(黃

大維、楊緬因，2015)。柯文哲團隊以經營「自媒體」的方式面對競選議題，72鎖

定在兩小時內，以相對完整的「圖文論述」加上文宣呈現出來，緊扣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操作手法，將時事影響力發揮到最大(楊緬因，2015)。 

 

圖 3-2-3 大眾自我傳播理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71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24. 
72因臉書觸及率即為影響性，超越許多電視收看族群，故柯文哲將其視為競選團隊不可或缺的自

來媒體。資料來源:黃大維、楊緬因，2015，《我在柯文哲身邊的日子: 7 年級柯家軍的裸告白》，

三采文化，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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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眾自我傳播 

(一) 新興傳播方式 

    透過網路凝聚的社運活動，是一種高度的自我反思性表現，參與者會不斷詢

問自己是誰?想要什麼?想實現什麼樣的民主和社會希望，以及如何避免陷入失敗

陷阱。原則上，這些社運是非暴力型的運動，起源於參與者想透過和平的「公民

不服從」方式表達意見。73但他們也會透過一些破壞性的戰術，像是佔領公共空

間或地標，來對執政當局和商業組織施加壓力。比起以往「一對多」的傳播方式，

新興的「大眾自我傳播」轉為「多對多」，任何公民都可以透過網路社群工具(social 

media)，自行編輯訊息傳遞給更多同好者。 

(二) 大眾自我傳播影響對象 

  卡斯提爾研究指出，互聯網路會讓使用者增加安全感，這種效果對於貧窮者或

是社會地位較低的人，都很有效用。只要人民想擁有賦權和自主性，就會密切使

用互聯網。值得深究的是，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之間確實存在深層的聯繫，可以

激發社會革命。74這些運動的真正目標是讓公民，通過參與社會運動，得以在他

們的生活和國家中提高公民意識，並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擁有相關的政治權力。 

(三) 大眾自我傳播與柯文哲勝選因素  

   綜觀柯文哲當選前兩年的社會氛圍，在馬政府執政下醞釀了一股由下而上

(bottom up)的社會反動力量，這股由基層傳遞而上的民怨沸騰，走出網路虛擬世

界，轉為向官方表達訴求的實際行動。這與以往傳統的政令宣達或威權年代時，

由黨政軍掌握媒體的由上而下(top down)傳播方式，有相當顯著的差異，這也是

柯文哲競選策略成功的原因之一。更由於柯文哲在競選過程中，大量使用網路工

具輔選，營造人民草根力量的反動力量，讓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之間產生密切聯

繫，此模型確實驗證了，柯文哲當選和大眾自我傳播理論的關係。 

 

                                                       
73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26. 
74Castells Manuel.2012.”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Cambridge.UK ; Malden, MA : Polity.P237. 



30 
 

第肆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範圍 

壹、製定戰略工具 

柯文哲競選團隊致力監測每天的選舉議題，並固定一週向柯文哲報告一次，

來提供策略分析，典型案例即是國民黨立委群揭發的 MG149 帳戶事件。75透過

選民的網路使用數據，讓柯文哲團隊得知，網路上所有柯文哲的相關文章，每天

約有六成受 MG149 影響，被直接或間接討論，而羅淑蕾臉書每日最高人氣約有

12 萬人次，等同於羅淑蕾「貼一篇文章至少 120 萬人次看到」，76讓柯文哲不再

對此案冷處理，即刻討論「光明磊落公開帳戶」的應戰策略。因此柯團隊決定回

攻「世代對決」口號，讓「權貴標籤」成為連勝文罩門。柯文哲更定調美河市案、

太極雙星案為「弊案」，強調當選後能「終結官商勾結」，並推出「開放政府全民

參與」的選戰主軸，企圖獲得中間選民支持度。 

 

表 4-1 柯文哲團隊監測輿情要點  

資料來源:Qsearch 機構 

                                                       
75MG149 案，是 2014 年臺北市長選舉期間的爭議事件。無黨籍市長候選人柯文哲為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加護病房外科主任、並擔任臺大醫院 MG149 專戶的計劃主持人。國民黨立委

羅淑蕾質疑柯文哲在 MG149 之外私設帳戶，涉嫌貪污、洗錢、逃漏稅等。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MG149%E6%A1%88。 
76田習如、顏瓊玉，〈神秘 5 人軍團 柯文哲挺過 MG149 案的武器〉，商業周刊。資料來源: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1203/434258.htm。 

量測社群風向

• 查閱每日前
40~50篇熱門
文章

• 決定反擊時
間點

口碑經營

• PTT

• 社群領袖

傳播力道

• 網路媒體 >
傳統媒體

• 圖片 > 影片>
文字



31 
 

貳、掌控媒體輿情 

承接網路使用者數據分析對選戰的助益，柯文哲陣營致力將 30 支「柯 P 新

政」影片，透過網路數據科學化的方法，置入進「滑世代」手中。在實例上，柯

文哲團隊只要發佈有關桌遊或街舞等新聞，網路上所有相關文章，一天可以得到

20 萬個讚，77更讓柯文哲確定方向，只要找出 20 個年輕人感興趣的主題，針對

一個主題號召出五千人，如此「數字化」管理，便成了柯文哲穩定「柯粉鐵票區」

的數字戰略。 

此外，柯文哲團隊擅用其「主帥」，具有「媒體寵兒」的身分，妥善規劃議

題，分為網路社群操作模型，與新聞行銷模型；前者常見於網路 PTT 的發文與

推文，後者則與柯文哲接受新聞訪問與專題採訪之製播有關。而品牌的傳播概念，

則可分為由柯文哲官方總部，向大眾傳播的「廣播法」，以及廣大公民透過活動

參與，由周圍向中央分享柯文哲品牌的「推薦法」(QSearch) 

 

 

 

 

 

 

 

 

 

                                                       
77張育寧、陳思吟，2014，〈柯文哲競選策略大揭密：官網改版，成功募 3 千萬經費〉，報橘。資

料來源:https://buzzorange.com/2014/12/25/kps-internet-election-strateg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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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1 柯文哲品牌傳播 A:廣播法  

資料來源:QSearch 機構 

 

     

                   

圖 4-1-2 柯文哲品牌傳播 B:推薦法  

資料來源:QSearch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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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來瞭解柯文哲於 2014 年臺北市長選戰中，人氣指數

提升關鍵因素，與柯文哲團隊掌握網路輿情與媒體效應之相關特質。訪談以研究

架構為主軸，分為三個構面：動員效率、公民參與、危機處理等影響因素。 

 

壹、訪談提綱設計 

一、訪談架構 

 

 

 

 

  

 

 

 

(一)  

                     

                   圖 4-2 訪談提綱設計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研究目的

社群媒體

危機處理 公民參與動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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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提綱 

    本研究以柯文哲競選 2014 年臺北市長為例，研究其團隊於選戰期間，自網

路取得數據資料，並加以分析為選戰之策略。訪談對象分別為柯文哲選戰辦公室

決策者、新聞部主任、輿情觀察員及媒體部主任。並將其訪談內容分析分為以下

幾個面向:選民對柯文哲討論度提升原因、選民身份區隔與柯文哲決策團隊關係、

柯文哲討論度與媒體報導關係、柯文哲團隊行銷策略與討論度提升的關係。 

 

表 4-2 訪談題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訪談題目 訪談構面 

 

1.您認為柯文哲勝選市長的關鍵原因是?  

2.在您的決策中，要如何依不同類型的選民(姓別、  

年齡、職業)，制定選舉策略? 

公民參與構面 

3.柯文哲團隊如何善用社群媒體競選? 

 有哪些具體事件? 

動員效率構面 

4.選舉過程中，柯文哲團隊如何突破傳統政治的動 

員框架? 

動員效率構面 

5.柯文哲競選團隊如何分配政策部、新聞部、文宣  

部等部門資源，以達到開放政府公民參與宗旨? 

公民參與構面 

6.在您的決策過程中，如何監控網路輿情? 

  此因素與柯文哲勝選關連為何? 

危機處理構面 

7.在您的決策過程中，如何面對選戰危機處理? 

  此因素與柯文哲勝選關連為何? 

危機處理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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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柯文哲特質 

  第二節  社群媒體 

  第三節  公民力量崛起 

  第四節  文獻回顧小結 

 

第三章 研究架構  

  第一節 快閃政治理論  

  第二節 本文理論架構-大眾自我傳播理論 

 

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範圍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三節 章節安排  

 

第五章 社群媒體與動員效率 

第六章 社群媒體與公民參與 

第七章 社群媒體與危機處理 

第八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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