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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研究旨於探討兩岸三地公共關係作業

中的關係策略、前置變項及其影響。研究採

質化訪談法及「類多個案研究法」，針對四

個地區 46 位企業內及公關公司公共關係從

業人員訪談資料進行分析︰1)台灣：22 位，

2) 北京：8 位，3) 上海：9 位，以及 4) 香
港：7 位。 

研究結果顯示：（1） 兩岸三地的公共

關係策略所流通的中介資訊包括人情、面

子、人脈、情感、經濟性中介；（2）關係策

略可區分為人際層次關係策略、組織層次關

係策略，以及兩者交互作用的第三面向；（3）
四個地區在進行公共關係作業時有其相似

性，但各地仍有差異存在；（4）人脈是兩岸

公關從業人員共同重視的元素；（5）影響兩

岸三地公共關係從業人員使用關係策略的前

置因素主要為組織文化與制度。另外，人口

變項對公共關係策略使用的影響也相當明

顯。。 

關鍵字：關係策略、兩岸三地、公關策略、

資訊中介策略 

貳、研究背景及目的 
本研究旨於探討兩岸三地公共關係作業

中的公關策略、關係策略、前置變項及其影

響，本計劃針對香港及北京及上海地區之公

共關係管理者進行深入訪談，輔以研究者過

去研究所累積的台灣地區公共關係從業人員

訪問資料，探討以下問題：1）兩岸三地之公

共關係作業中之公共關係管理者關係策略、

公關策略是否有差異？如有，差異為何？2）
影響關係策略的前置因素為何？兩岸三地是

否有所差異？ 

參、文獻探考 

西方公共關係理論認為公共關係之主要

功能著重於溝通及傳播（communication）。

跨文化比較研究卻顯示東、西方對於「溝通」

目的的預設存在相當大差異。Scollon and 
Scollon（1994）即指出，西方文化對於溝通

目的的預設強調「資訊的交換」（information 
exchange），東方文化則強調關係的建立及

維持。另外，黃懿慧（2003）的研究也指出，

異於西方純粹將公共關係界定為溝通管理，

華人社會公共關係的本質包含傳播管理與關

係管理二面向。 

一、「關係」概念：資源論觀點 
黃懿慧（2001a）整理東、西方學者有關

「關係」概念及定義後指出，在華人社會中，

「關係」具有以下三種特性：（1）定義關係

為「人倫」（黃光國，1988）；（2）定義關

係為一種「資源」（Hwang, 1987; 1988; 
2000）；（3）定義關係為「通向特權的特殊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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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方文獻亦出現視「關係」為資

源之論述，綜合 Burt（1992）、Ibarra（1993）、
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1996）、

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及 Tsai and 
Ghoshal（1998）的論點，網絡互動過程中可

交換的資源包括：財貨、金錢、資訊、技術、

知識、市場、通路、聲望、親情、友情、關

係、遠景、信任等有形與無形的交易標的。 

黃懿慧與林穎萱（2004）針對台灣 22 個

公關從業人員的訪談結果也發現，公共關係

策略中所流通的中介或資源大致可分為三

類。第一類為「資訊」（information）；第

二類於本文中統稱為「關係」，包含：人情、

面子、人脈等，此與金耀基（1992）所提之

「社會性交換」的概念類近；第三類則稱之

為「經濟性」中介（金耀基，1992），諸如

資金、財貨等。此外，甘惟中（2004）的研

究發現亦指出，台灣公共關係作業的確包含

「經濟性」中介。 

據此，提出研究問題一：兩岸三地之公

共關係策略中所流通的「中介」（medium）

為何？不同地區是否不同？ 

二、關係產生的層次（level） 

由西方公共關係理論之系統論觀點，公

共關係可被視為組織的一個「次系統」

（sub-system）（Cutlip, Cinter & Broom, 
1994），公關人員的角色則為「組織跨界人」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spanner, Leifer & 
Delbecq, 1978: 40-41）－－是「活動於組織

的周圍或邊界，從事與組織相關的工作，聯

繫組織本身與外在環境」（張惠蓉，2000: 
52）。換言之，在西方公共關係理論中，公

共關係被定義為「組織」層次之角色。在組

織與公眾關係上，公關人員發揮「對外代表

組織，對內代表外在環境」的「組織跨界人」

角色（Eisenberg, Farace, Monge, Bettinghaus, 
Kurchner-Hawkins, Miller & Rothman, 1985: 
24）。 

不同於西方之研究發現，黃懿慧與林穎

萱（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公關人員

之公共關係策略其實應區分為人際及組織兩

種不同的層次。研究發現，組織層次之公關

策略的正式化程度較高，換言之，組織層次

策略使用之權利義務關係較明確；相對而

言，人際層次之策略的正式化程度則較低。

研究結果並顯示，人際層次關係策略之中介

與組織層次關係策略之中介間的流通性相當

高。再者，公關人員會使用人際層次的關係

策略與利益關係人間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

並將此關係帶入業務中，以強化組織與公眾

間的關係，由此正式進入組織層次之關係。

此與Yum（1988）強調華人社會常出現人際

關係與專業關係重疊的情形不謀而合。由上

述討論，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二：兩岸三地

之公共關係策略發生的層次為何？是否可區

分為人際層次策略與組織層次策略？如可，

二者之交互作用為何？不同地區是否不同？ 

三、關係策略與專業溝通/傳播策略 

Huang（2004a）針對台灣三個獨立樣本

進行問卷調查：1）1997 年立法委員及其助

理問卷調查（n=235），2）1999 年行政院國

會聯絡人問卷調查（n=310），3）2002 年公

共關係從業人員問卷調查（n=326）。研究結

果指出，台灣公共關係作業除了包含西方理

論所提的四種「專業」公關策略——「資訊

中介策略」、「人際策略」、「雙向策略」

以及「對等溝通」外，「社交策略」是凸顯

於文化面向上的第五種策略。此外，黃懿慧

與林穎萱（2004）的質化研究也證實，台灣

公關人員之公共關係策略的確可區分為溝通

/傳播策略及人脈/人情策略。她們進一步探索

人脈/人情策略及溝通/傳播策略在公關功能

上的主輔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公關人員普

遍指出：傳播/溝通策略是公關人員必須具備

的能力，「關係」則具加分功能。據此，本

研究提出研究問題三：兩岸三地的公共關係

作業，關係策略(人脈/人情策略)與傳播/溝通

策略的使用情形為何？關聯性為何？主輔關

係為何？不同地區是否有差異？ 

四、關係策略 

華人社會中有關關係策略的討論可以喬

健(1982)為例。喬健（1982）曾指出華人的關

係策略包括：襲（世襲繼承）、認（與原來

不熟的要主動去認）、拉（拉關係）、鑽（設

法巴結有權勢的人以謀求私利）、套（套交

情）、聯（聯絡、不滿足與個別的狹小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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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明顯可見，喬健的論點主要著重於人

際層次之關係策略。 

黃懿慧與林穎萱（2004）的訪談資料則

顯示，在人脈/人情策略上，不論組織層次之

「組織網絡策略」或人際層次之「人脈/人情

/關係策略」，均可進一步依「是否對等關切

對方利益」之「對等性世界觀」（symmetric 
worldview）（J. Grunig & White, 1992），將

「人脈/人情策略」進一步區分為下列四種關

係策略：1）人情平行往來策略（人際層次、

對等），例如：聊天、社交活動（聚餐、球

敘等）、作面子、作人情等；2）人情操縱策

略（人際層次、不對等），例如：送紅包、

巴結等；3）組織資源分享策略（組織層次、

對等），如：利用組織網絡與互動公眾認識、

參與對方組織所舉辦的活動等；4）組織業務

操弄策略（組織層次、不對等），如：控制

對方所需的資源、斷絕聯絡。 

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問題四：兩岸三地

公共關係作業中之「關係策略」為何？襲、

認、拉、鑽、套、聯的情形為何？對等與不

對等策略使用的情形為何？不同地區是否有

差異？ 

五、關係策略之情境因素 

黃懿慧與林穎萱（2004）探討公關人員

為何採用關係策略、或為何從傳播/溝通策略

改採人脈/人情策略的情境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關係策略之使用與以下四種情境因素相

關：1）公關人員傾向在危機情境中使用關係

策略獲取諮詢，以淡化危機強度及進行危機

處理。2）對方比己方組織擁有更大的力量

（power）時，公關人員傾向採取關係策略；

「力量」的內涵元素包括資源、影響力、金

錢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關係中的「權

力不對等性」對於關係策略的使用，具有關

鍵性的影響。3）當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公

關人員傾向使用關係策略：訪談結果發現，

當專業溝通面臨瓶頸時，雙方互動情形無法

再更上層樓，公關人員即必須使用「關係策

略」增強互動效果。4）自己或組織其他人與

互動的公眾間已存在既有關係時，公關人員

傾向採取關係策略：研究發現，上司、主管、

組織內同仁或是公關人員本身與互動對方已

存在「既有關係」（existing relationship）時，

公關人員傾向首先採用關係策略，而非專業

傳播策略。反之，若無「既有」之關係，則

會傾向使用專業溝通策略，待建立業務關係

後，再使用關係策略，增強雙方之互動。 

據此，提出研究問題五︰兩岸三地影響

關係策略使用的情境因素為何？不同地方是

否存在差異？ 

六、前置變項 

Broom, Casey & Ritchey（1997）提出以

下可能影響關係策略使用之「前置變項」

（antecedents）包括：社會和文化規範、集體

之認知與期望、對資源的需求、對不確定環

境之認知、以及法律要求/自發性的必要要

求。針對 Broom et al（1997）所提社會與文

化規範以及集體認知部份，黃懿慧（2002）
著重於探討華人社會的「關係取向」。另外，

黃懿慧（2001a）也指出，隨著職場上西化與

全球化的趨勢，華人公共關係之關係策略必

須考量公共關係專業化因素的影響。 

由於文獻中有關「關係策略」前置變項

的探討仍非常有限，本研究列出以下變項，

作為本初探研究的觀察面向︰第一，社會文

化變項──1）受訪者來源地（台灣、中國大

陸、香港、美國、歐陸、其他亞洲國家或其

他國家），2）於中國大陸或香港工作的年資，

3）制度。第二，組織變項──1）公司形態：

企業內公關vs公關公司，2）資本形態：本土

企業vs外商企業，3）企業所在地：香港或中

國大陸。第三──人口變項1︰1）性別，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黃懿慧與林穎萱（2004）的研究指出以下人口變項對

於關係策略之影響：1）女性在「傳播/溝通策略」及

「人脈/人情策略」之使用均高。2）曾到國外接受西

方教育者，傾向少使用「人脈/人情策略」，多使用「傳

播/溝通策略」。3）相較於未曾接受公關專業教育者，

曾接受公關專業教育者使用較多的「傳播/溝通策

略」。此外，獨立樣本t檢定結果顯示，相較於曾接受

公關專業教育者，未曾接受公關專業教育者使用較多

的「人脈/人情策略」4）在公關工作的年資方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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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工作年資，3）是否是過公關專業訓練，

4）是否受過西方教育。 

由於本文為探索性研究（exploratory），

有關上述前置變項，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六

：兩岸三地影響關係策略使用的前置因素為

何？社會、文化、制度因素之影響為何？組

織變項之影響為何？人口變項之影響為何？

何者影響最鉅？不同地區是否存差異？ 

 

肆、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 

本研究採取質性深度訪談法，研究設計

則以「類多個案研究法」的方式進行。本研

究之研究方法簡要說明如下。第一，本研究

採深度訪談法(long interview)，然而，為

補質性研究中，資料可能偏於「片面」或「情

境因素不足」之缺點，本研究採「類多個案

研究設計」。第二，之所以稱為「類」多個

案研究設計，主要原因是本研究並非針對某

些特定的「個案」進行研究，相反的，本研

究採用類似多個案之研究設計，透過三類不

同「類別」的訪談資料，以及在受訪者選擇

面向上進行「變項控制」作業，以達多個案

比較的功能。 

本研究共涵蓋兩岸三地四類的訪談資

料，共 46 位受訪者︰1）台灣：22 位企業內

及公關公司公關從業人員訪談資料，2）北

京：8位企業內及公關公司公關從業人員訪

談資料，（本研究已發表於黃懿慧與林穎

萱,2004;本研究以此資料為二手資料，加入

北京、上海及香港之訪談所得，進行進一步

分析。）3）上海：9 位企業內及公關公司公

關從業人員訪談資料，以及 4）香港：7位企

業內及公關公司公關從業人員訪談資料。換

言之，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採用 Yin（1989）

                                                                              
究顯示，年資越長者，使用「傳播/溝通策略」的分數

也越高。由相關分析，可發現公關工作年資與「傳播/

溝通策略」的使用呈正相關。5）位階高者，使用「傳

播/溝通策略」與「人脈/人情策略」均多。 

所提的「多個案研究設計」(multi-case 

study design)之「複製」（replication）

原則，藉由跨受訪者之比較，抽離出多個案

間的「普遍形態」與「特殊形態」，以達在

抽象（理論）層次中進行「理論推論」

(generalize to theory)的意義(Yin, 

1989)。 

對於質性研究最可能發生的信度與效度

問題，本研究採取「三角驗證」（Principles 

of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方法，

可分資料蒐集與資料分析兩方面介紹。在資

料蒐集方面，本研究採用「類近」Patton 

(1990)所提的「資料校正」（data 

triangulation）原則2，本研究使用多元證

據來源－－上述四類不同性質之資料，提高

研究結論之效度。在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

採Patton (1990)所提的「分析者校正」原則

（analysis triangulation）及「理論校正」

原則，針對本研究的質性資料，進行分析者

交叉檢驗工作，並使用多種理論與觀點來詮

釋資料，以多元證據來源建構本研究的理論

模式。以下茲就本研究之資料蒐集、資料分

析與資料呈現等部份介紹。 

 

伍、研究發現與討論 

研究問題一：兩岸三地之公共關係策略中所

流通的「中介」（medium）為

何？不同地區是否不同？此三

類中介間的關聯性為何？ 

本研究發現兩岸三地之公共關係策略中

所流通的中介可以分成四類：「資訊」、「人

情、面子、人脈」、「情感」、「經濟」，

較黃懿慧、林穎萱（2004）的研究結果多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Patton (1990)所提的「資料校正」（data triangulation）

原則指的是：在同一方法中，檢驗不同資料來源的一

致性，譬如︰訪談資料、問卷資料、觀察資料等。然

而，本研究採用的是針對不同類別資料︰公營機關、

私人機關、單議題公關、多議題公關等，相關討論請

見「資料蒐集」一節。 



一類──經濟性中介。此外，本研究之訪談

所得顯示，願將「關係」中介進一步區分為

「情感」及「人情、面子、人脈」。 

一、本研究主要發現有四： 

（一）兩岸三地皆有資訊中介與人情面子、 

人脈中介的流通，不過兩者的比重因地區不

同而有差異；台灣地區的公關人員認為「資

訊」是必須的，而人情、面子、人脈則是加

分的。 

大陸地區公關人員則偏向認為好的人

情、面子、人脈可以幫助客戶建立對公關公

司的信任。大陸地區人情、面子、人脈中介

的流通，其中又以人脈為主。主要是靠著關

鍵人士（key person）來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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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三：兩岸三地的公共關係作業，關

係策略(人脈/人情策略)與傳

播/溝通策略的使用情形為

何？關聯性為何？主輔關係

為何？不同地區是否有差

異？ 

（二）從關係中介獨立出來的「情感中介」

偏向單純情感交流、結交朋友。而這個情感

中介在兩岸三地都可以看到。 

（三）在經濟性中介方面，兩岸三地則有些

微差異。訪談結果顯示上海地區是兩岸三地

中明顯使用經濟性中介的地區。 

（四）兩岸三地受訪者皆認為公共關係作業

中，「資訊」常被視為「作關係」與「作人

情」的中介。受訪者也表示：資訊中介和人

情、面子、人脈是相輔相成的，兩者若能混

合使用，便能發揮綜效。如果只是單獨使用

其中之一的話，效果會折半。 

研究問題二：兩岸三地之公共關係策略發生

的層次為何？是否可區分為人

際層次策略與組織層次策略？

如可，二者之交互作用為何？

不同地區是否不同？ 

本研究大致符合黃懿慧與林穎萱（2004）

之研究發現，關係策略確實可以區分為人際

層次與組織層次。以下分成人際層次公關策

略、組織層次公關策略以及兩者之間的交互

作用三個面向來介紹。 

第一類為人際層次的流通中介，如：公

關人員的個人情報、人情、人脈、面子等。

大陸地區以人脈為主，大陸地區公關人員表

示有了人脈很多問題都可以迎刃而解，對工

作上幫助很大。另一方面，台灣地區公關人

員也表示會使用人脈來協助工作。 

第二類為組織層次公關策略的流通中

介，如：組織的資訊、組織脈等。台灣的組

織層次關係中介則是有組織脈的部分，而組

織層次經濟中介部分則有組織資金。大陸地

區則強調品牌與品牌知名度。 

另外，上海地區尤其盛行經濟性中介中

組織資金的流通。 

第三個研究發現面向則是要闡述人際層

次和組織層次兩者的交互作用。研究結果顯

示，人際層次關係策略之中介與組織層次關

係策略之中介間的相互流通性相當高。 

 

 

 

 

 

 

 

研究發現四個地區在進行公共關係作業

時有其相似性，但各地仍有差異存在，不同

地區顯示不同特性。全體受訪者對於社交活

動與人脈策略都給予高度的肯定，許多受訪

者表明公關人員有時必須經由人脈來解決困

難或者是跟新的利益關係人建立關係。 

由於兩岸的政治、經濟、法規面有其差

異性存在。北京受訪者表示在北京從事公共

關係時，必須要有良好的政府關係。公關從

業人員才能在第一時間掌握最新資訊。 

上海商業氣息濃厚，此地公關從業人員

除了重視社交活動人脈策略之外，也認為

「錢」在公關人員進行公關作業時也是不可

或缺的一份子。 

香港地區受訪者較重視媒體關係，對於

政府關係較不強調，跟上海和北京的受訪者

呈現不同的風貌。媒體的表現以及專業化的

溝通是較受重視的一點（如新聞價值）。 

台灣地區受訪者特色主要在強調資訊中

介策略以及雙向人際溝通策略的重要。台灣

受訪者接受西方公共關係專業的洗禮較早，

多數人員認為透過專業的表現也能建立起關



係。由於台灣人情味較濃厚，基本上也相當

重視人脈的維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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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五︰兩岸三地影響關係策略（雙向

人際溝通策略與社交活動/人

脈策略）使用的情境因素為

何？不同地方是否存在差

異？ 

研究問題四：兩岸三地公共關係作業中之

「關係策略」為何？襲、認、  

拉、鑽、套、聯的情形為何？

對等與不對等策略使用的情

形為何？對等關係策略的關

係效益為何﹖不對等關係策

略的效益又為何﹖不同地區

是否有差異？ 

 

 

 

 

 

 

兩岸三地在社交活動上並沒有顯著差

異，主要仍舊以吃飯聊天來建立感情。大陸

地區的受訪者提及公司會於公關部門外，成

立「政府關係部門」，來維繫與政府部門的

互動，以便獲得政府部門的最新訊息以及便

宜行事。 

台灣地區受訪者比較重視媒體的報導，

因此在媒體關係上著力甚深，希望透過平常

資訊的交換達到雙方互利的成果。在公司面

臨危機時，公關從業人員也能透過平時建立

的關係，降低媒體曝光量或者是轉化媒體報

導的角度。不過，整體來說，人脈的確是兩

岸三地的公關從業人員重視的部分。而且很

多受訪者表示如果公關從業人員有管道或者

是有一定關係的話，都有利於公共關係作業

的進行。 

 

 

 

 

   本研究發現影響公關人員採用關係策略

（雙向人際溝通策略與社交活動/人脈策

略）、或從資訊中介（大眾）傳播策略轉為

關係策略（雙向人際溝通策略與社交活動/

人脈策略）的因素，分別為所屬組織的力量、

危機情境，以及專業溝通是否面臨瓶頸等三

項因素。 

（1） 所屬組織的力量（power）3： 

組織的力量（power）較大者會使用較多

的「資訊中介（大眾）傳播策略」。力量大

於媒體的情況有二：一、組織本身在社會上

具有相當之影響力（如企業為該產業的領導

品牌）；二、組織握有媒體的金脈來源（如

組織會利用廣告預算對媒體施壓）。 

若組織過去聲譽表現佳，一旦組織出現

負面消息，媒體會斟酌報導，組織可使用較

少的雙向人際溝通策略或社交活動/人脈策

略來影響媒體報導。若組織擁有媒體需要的

資訊時，組織可使用較少的雙向人際溝通策

略或社交活動/人脈策略。 

所屬組織的力量（power）較小者則在此

次訪談中無明顯論及此面向。 

（2） 危機情境 

相較於一般情境，發生危機時，會比平

常使用更多的「雙向人際溝通策略」或「社

交活動/人脈策略」。本研究發現兩岸三地共

通與差異處： 

a.共通處 

兩岸三地公關人員均認為一般情境中

「專業」最重要，第二才是「雙向人際溝通

策略」或「社交活動/人脈策略」。危機發生

時，「雙向人際溝通策略」或「社交活動/

人脈策略」的重要性則比專業高，可以讓媒

體報導或是處理的時候稍微和緩一點，但礙

於競爭壓力，仍無法完全不報導。 

b.差異處 

進一步比較四個地區的受訪者，上海受

訪者表示危機情境中，「經濟誘因策略」實

際上比「資訊中介（大眾）傳播策略」、「雙

向人際溝通策略」與「社交活動/人脈策略」

更能發揮危機處理效益。使用「經濟誘因策

略」的前提是與對方擁有一定的關係（如熟

稔），否則金錢也無法發揮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力量」的內含元素包括資源、影響力、金錢等。 



 

 
研究問題六：兩岸三地影響關係策略使用的

前置因素為何？法律制度、本

土 or 跨國外商企業、社會、

文化、制度因素之影響為何？

 

 

 

由本研究訪談資料中發現，影響兩岸三

地公共關係從業人員使用關係策略的前置因

素，可從「組織類型」與「法律制度」兩面

向進行討論： 

（1） 組織類型： 

組織類型將分為本土以及外商兩大類。

相較於外商公司公關從業人員較強調「專

業」，本土公司的公關從業人員則明顯偏重

使用「關係」策略，且將「人脈」及「關係」

看得較重。 

（2）法律制度 

從法律制度面來看，北京並無明確提及

是否使用金錢，而香港受訪者則明白表示明

文規定不可，台灣地區有私下給予記者金錢

的情形，上海則是直接給予記者金錢，要求

其幫忙刊登，甚至有行情價。有此情形產生，

或許與台灣及大陸地區相關法律制度相較於

香港地區模糊地帶較大，因此金錢的使用上

較直接。 

除了上述組織類型與法律制度面的討

論，以下進一步探究組織變項、人口變項對

公共關係策略使用的影響。 

本土及外商組織公關從業人員來比較，

本土組織較偏向重視「關係中心」，較常使

用「人脈/人情關係策略」、「人情操縱策略」，

外商組織較常使用「溝通/傳播策略」、「西

方公關專業策略」。 

在「人際與組織交流程度」上，本土組

織之公關從業人員較常將己身之人脈關係與

由組織所建立之人脈關係進行交流互通。此

外，也較常使用「資訊中介（大眾）傳播策

略」，本土組織從業人員較常使用「社交活

動人脈策略（襲、認、拉、鑽、套、聯）」。  

此外，相較於企業內部之公關從業人員，

公關公司將「關係理性」看得較為重要，較常

使用「社交活動人脈策（襲、認、拉、鑽、套、

聯）」。 

男、女不同性別之公關從業人員，也會

使用不同的策略。男性較偏向「長期關係取

向」、常使用「人脈/人情關係策略」。女性

較常使用「溝通/傳播策略」、「組織網路策

略。」。以不同學歷的公關從業人員來看，

相較於擁有碩士學歷的公關從業人員，僅有

大學畢業的公關從業人員較常使用「關係策

略」。 

陸、結論與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發現兩岸三地公關人員對關係策

略的重視程度差異不大，主要是受到組織類

型的影響較多──外商組織重視傳播溝通策

略，本土組織重視關係策略的使用。此外，

兩岸三地的公關從業人員皆認為人脈對進行

公關作業有很大的幫助。上海地區受訪者甚

至直接表明使用經濟性中介的過程。 

本研究以西方公關理論之傳播/溝通策

略及關係理論為基礎，共訪問 46 位企業內及

公關公司公關從業人員──1)台灣 22 位，2) 
北京 8 位，3) 上海 9 位，以及 4) 香港 7 位。

針對兩岸三地公關從業人員如何使用關係策

略與專業溝通/傳播策略進行探討，具體研究

貢獻如下：（1）兩岸三地皆有資訊中介與人

情面子、人脈中介的流通，但是各地的比重

不同。情感中介在四個地區都可以看到。而

兩岸三地在社交活動也並無顯著差異，主要

仍舊以吃飯聊天來建立感情。上海地區是兩

岸三地中明顯使用經濟性中介的地區。（2）

兩岸三地受訪者皆認為公共關係作業中，「資

訊」常被視為「作關係」與「作人情」的中

介。（3）「關係」策略確實可以區分為人際

層次與組織層次。人際層次的流通中介多是

公關人員的個人情報、人情、人脈、面子。

組織層次公關策略的流通中介則多偏向組織

的資訊、組織脈等。兩者之間的流通性相當

高。（4）兩岸公關從業人員在進行公共關係

作業時有其相似性，但各地仍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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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地區擁有各自的特性；除地區的因素影

響之外，組織的類型、組織成員學歷、組織

擁有的力量大小，以及是否面臨危機情境都

會影響公關從業人員的公關策略。 

參與本計畫之研究助理所獲得之訓練如

下：1）強化對兩岸三地公共關係實務界之認

識；2）強化對關係策略與專業溝通/傳播策

略與「關係」理論的認識；3）充實對統計及

電腦方面的知識與實作經驗；4）質化訪談及

量化研究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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