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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化科技對攝影記者的工作認知與角色期待有何影響？

本研究探索行動主體的心理範式，呈現科技變遷與組織變革對

行動者工作認知的影響。從行動主體的視角，藉由行動主體個

別心理範式與集體共識價值之分析，說明數位化科技帶動的組

織結構化對行動主體產生的限制，以及行動主體如何在限制下

發揮能動性，以持續累積各種資本與建立各層社會關係。 

本研究採用隱喻抽取技術，探究 6 家主流報紙地方攝影記

者的心理範式與價值共識。除總結影像「照」出 7 位攝影記者

個人的心理範式之外，經共識地圖「寫」出共識價值。重要性

依序為「存在價值」、「新聞道德」、「尊重」、「成就

感」、「娛樂」、「藝術」。數位化科技與媒體組織變革帶給

攝影記者生存危機感，受訪者最在意充實攝影素養與提振採訪

勞動效率，以保持職位、地位與專業性，據以換得薪資獎酬；

其次重視新聞道德，崇尚紀實。之後的價值觀是在繁重的勞動

過程中發揮攝影的娛樂性與藝術性，以保有工作趣味與個人風

格。 

 

 

 

 

關鍵字： 心理範式、行動主體、媒體組織、價值共識、隱喻

抽取技術、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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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台灣在 80 年代解嚴前後，政經體制劇變，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台

灣新聞攝影進入紀實攝影風格的黃金時期，促成新聞攝影第一波研究風

潮。90 年代中期網際網路興起與網路傳輸速度提升，進入數位化時

代，強烈衝擊傳統媒體組織，也激發對於圖片影像的需求。2005 年

Web2.0 科技增加新媒體的互動功能、2008 年社群媒體興起，皆使圖片

傳輸更加快速便利，手機成為隨身裝置，鏡頭成為手機基本配備，攝影

成為全民運動。數位化帶動了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第二波攝影研究風潮。

自 2002 年之後，新聞攝影研究從攝影作品轉向以攝影記者為傳播者的

研究分析。在數位化時代的後現代社會影像充斥，新聞攝影未來何去何

從？攝影記者如何自處？ 

在媒體工作的攝影記者，該如何因應這嶄新的競爭挑戰？本研究以

數位時代報紙攝影記者所面臨的挑戰為背景，採用以照片（攝影記者最

擅長用來說故事的媒材）為分析文本的隱喻抽取技術，試圖萃取出數位

時代攝影記者的心理範式與價值共識。本研究的目的為探索數位時代報

社攝影記者個別的心理範式為何？集體的價值共識為何？數位時代報社

攝影記者的專業發展困境以及突破之道為何？如何就攝影記者與媒體組

織兩方面圖謀改善，以增進勞資和諧關係？理論面則希望能從行動主體

的視角，了解組織結構化過程對於行動主體產生的限制作用，以及行動

主體如何在組織限制下發揮能動性。 

本研究描述攝影記者做為勞動者經歷數位化技術變動與媒體組織變

革過程後的工作寫照。工作寫照實為攝影器材、新聞報導與媒體組織三

者在攝影記者腦海中互動的結果，不僅是過去工作的印記，也是因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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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工作的策略藍圖。本研究選擇台灣媒體組織中的主流報社之攝影記者

為研究對象，企圖對數位化科技造成的社會影響進行探究。台灣的媒體

組織因應數位化科技的方式不一。以報導消費新聞的報紙副刊為例，

《自由時報》週末生活版在組織結構上從編採合一的主編制轉向整合

制，與《蘋果日報》的運作方式有很大差異 (周冠宏，2009)。透過行

動主體（行動者）與組織結構的社會關係理論架構，探索出行動主體的

心理範式，進而呈現行動主體如何解讀數位化以及組織的結構化過程對

於攝影記者工作觀的影響，並了解行動主體的能動性。1 身為行動者的

攝影記者，面對不斷創新的數位化工作環境，及其伴隨的組織變革，具

有何種觀感？在這急遽變動的年代，攝影記者心中仍然堅持哪些工作理

念以資因應？範式理論（schema theory）探索行動主體以何種相關知識

理解外界資訊。本研究從範式理論的觀點，探討攝影記者如何解讀數位

化科技及媒體組織變革所傳達的資訊。 

貳、文獻探討  

行動者實即勞動者。行動者與組織結構的關係，實為勞動者與勞動

機關之間的關係，而攝影記者與媒體組織的關係即文化勞動者與傳播事

業機構之間的關係。通常「勞動力」被理解為勞工階層或體力勞動，而

沒認識到「勞動力」是人類創造力的集中表現。這種狹義理解本身也就

是歷史和知識發展收縮的一個徵兆（陳凌，1998 年 8 月）。著名傳播

史學者 Schiller（1996, p. vi；轉引自王維佳，2011，頁 287）指出，

「勞動並不僅僅是體力生產和苦力，而是人類自覺行動的獨特能力與活

動，它不僅包括表達與思考，同時包括行動和能量，並且將二者統一在

一起」。攝影記者作為文化勞動者，付出體力勞動（無意識的勞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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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腦力勞動。意識勞動起因於勞動意識，勞動意識則來自勞動者的心理

範式。欲明瞭文化生產者的勞動，必須探究其心理範式。 

本文先從資本的觀點，探索攝影記者的心理範式與各類型資本累積

及其相互轉換的關係。資本的累積與轉換會進而產生權力場域，權力場

域在社會關係中運作。接著從場域的視角，分析攝影記者的心理範式與

建構各層社會關係場域的關聯。最後則探討數位化科技如何透過資本累

積與轉換（資本層面），以及由資本累積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場域（場域

層面）兩層面對於攝影記者的心理範式造成影響。各種社會關係場域代

表行動者工作時接觸的社會空間層次；各種資本類型則顯示行動主體隨

著工作時間所累積的資本形式，且可互相轉換。行動主體不但隨社會空

間建構各層社會關係，也隨個人時間累積各種資本類型。社會空間與個

人時間交織成行動主體的社會時空（social time-space）。如圖一所示，

X 軸顯示攝影記者在職涯中累積各種資本類型的過程。攝影記者隨其生

命歷程（職場時間）中累積各種資本類型，並可進行資本間的轉換。Y

軸則代表攝影記者在職場上建構的社會關係類型。攝影記者在工作場域

（職場空間）中建立各種層級的社會關係，並在不同場域發揮影響力。

行動主體在個人時間面向（X 軸）累積各種資本類型，並進而在社會空

間面向（Y 軸）建構各層社會關係場域。行動主體須先有資本，後才有

場域。資本與場域兩者共同交織成行動主體的職涯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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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心理範式、社會關係類型與資本累積方式關係圖 

 

一、心理範式與個人慣習（habitus）的關係 

範式的基本意義是，人對世界的認知會影響資訊接收，如閱讀活動

需要的不只是語文能力，還需要相關知識，而相關知識即是閱讀的基

模。此處所稱之「對世界的認知」就是心理範式（schemata），有人譯

為思考基模，其相近意義包括心智活動、心態、心象、圖式、自我意

識、心智模式、心理基模等。2 

發展心理學者皮亞杰（Jean Piaget）早於 1926 年首度引用範式這個

概念，說明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常以一系列範式來理解外在世界。範式理

論（schema theory）後來由教育心理學家安德森（R. C. Anderson）發揚

光大，成為教育心理學的重要概念。3 

另 有 謂 心 理 範 式 的 概 念 出 自 英 國 心 理 學 家 巴 特 雷 （ Fred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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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提出的認知學習理論。他認為，「有組織（系統）的知識就是

能 反 映 自 我 了 解 外 在 世 界 的 抽 象 心 理 結 構 的 複 雜 網 路 」 （ 參 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hema_(psychology)），意謂人們用範式組

織知識，並以範式做為了解未來的思考架構。 

心理範式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對於自己的認知方式，稱為

「自我範式」（self schema）；第二、對於他人的認知方式，稱為「他

人範式」（person schemata）；第三，對於角色或職業的認知結構，稱

為 「 角 色 範 式 」 （ role schemata ） 或 「 職 業 範 式 」 （ occupational 

schemata），此為本研究之研究焦點。 

在職場上，範式會影響人對於事物的注意，使人在情境中尋找特定

事物，如以接收資訊為職業的攝影記者進行採訪時僅會拍他在意的畫

面。當人發現與範式相衝突的事物時則會忽視或將它視為例外，故範式

可能造成事物的扭曲解釋。一般人寧可將別人視為異類，也不願意懷疑

自己的範式可能有誤。 

慣習深受個人範式的影響，國內外新聞學者曾研究個人慣習對於新

聞寫作的影響。Stocking & Gross（1989）將個人慣習引進採訪寫作分

析，發現新聞記者的個人慣習會影響報導流程。「無論在選擇題材、選

擇事件、選擇導言、或選擇角度時，均習以其認知結構所慣用的方式進

行。報導流程是寫作慣習的表現。以認知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新聞記者

習將外在事物以其熟知的思考基模加以歸類（categorize）。此一過程不

斷影響記者隨後展開的採訪工作，使得與記者原有思考基模不同之事件

或角度或則受到漠視而遭棄置，或則雖經選擇卻不加重視」（臧國仁，

2000，頁 24-25）。 

此後國內新聞傳播研究者迭以教育心理學與認知心理學的相關概念

與方法分析中文新聞採訪寫作。如章倩萍（1994）發現，新聞記者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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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時會採取明確的類別假設、主題假設、結果假設與影響假設，這些假

設會限制採訪方向與寫作重點。惟對於新聞記者自身的心理範式仍舊不

足，有之亦屬對他人範式（受訪者的心理範式）之研究，少見有關自我

範式之研究。 

迄今似未見有關攝影記者職業範式（或稱角色範式）之實證研究。

國內新聞傳播的科系，主要任務在於培育新聞記者，可惜以新聞記者為

主題的研究反而最是單薄（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陳順孝，

1997）。鍾蔚文等人乃更進一步用歸類方式對於新聞學教科書進行內容

分析。彼等從知識類型的觀點，認為記者從事新聞報導是將「默識」

（tacit knowledge）概念化、組織並轉換為外顯知識的心智活動過程。

新聞學與其他學門不同之處在於其內涵屬性以默識居多（鍾蔚文等人，

1997），解題方式難有標準作業程序與固定答案，且常隨著社會情境變

遷，是以需要研究者先透過概念化過程加以組織，始能將這些默識轉換

為具體的外顯知識（張文強，1999；臧國仁，2000）。彼等為新聞寫作

另闢研究蹊徑，以分析記者「怎麼想」來分析新聞寫作。 

二、心理範式與資本（capital）類型的關係 

慣習、資本與場域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闡述文化再製理論

的三個基本概念。在《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 一 書 中 （ Bourdieu & Passeron, 

1990），他認為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而經濟資本

可以立即、直接轉換成錢，錢可以財產權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楊茜評，

2009）。 

新聞攝影屬於文化再製活動，依布迪厄的分類方式，攝影記者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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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生涯中殆可累積三種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青年學

生進入職場以前，或透過學校課程教導、社團同儕而接觸、認識攝影，

開始累積文化資本。對於攝影有興趣的青年，因立志或者因緣進入媒體

擔任攝影記者。前期職涯階段，入行的攝影記者逐步累積社會資本，並

以此換得媒體組織支付的經濟資本。職涯成熟階段，攝影記者應有充足

的文化資本（如處理照片的豐富經驗使得工作駕輕就熟）與社會資本

（例如擁有豐沛的人脈與獲得同業的敬重），不但能向媒體組織換得較

多經濟資本（例如擔任攝影組長領更高薪），並可進行三種資本間的轉

換（例如開攝影展、競奪攝影獎，從中獲致更高聲望與獎金）。新聞攝

影片經整理後成為國家的象徵資本，不但成為舊時代老一輩社會發展的

見證與社會生活之紀實，且可做為下一代教育傳承之文化資產，且透過

新媒體技術的重製與典藏又可轉換為國家的文化資本。 

總之，攝影記者在職場生命歷程中可以累積各種資本類型，且間接

使得媒體組織透過行動個體（攝影記者）長期在組織外的勞動成果，擴

大與其他媒體組織的社會關係，並建立與政經體制的連結關係。 

（一）攝影素養與文化資本的關係  

攝影記者的文化資本相當程度取決於攝影素養，但文化資本如何轉

換為其他面向則須從文化資本的類型作進一步說明。「內含文化資本」

指個人的文化素養，例如攝影記者的繪畫構圖能力與對於攝影器材的掌

控能力。「具體文化資本」 則指具有物理屬性且具經濟價值的文化產

品本身。照片即是具體的文化資本，可出售換取經濟資本，這也使得底

片（負片）成為攝影界公認判定照片著作權的唯一標準。「制度文化資

本」另指可使文化資本較輕易轉換為經濟資本的認證機制，如學歷證書

與專業執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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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無疑是攝影記者自我肯定的基石，其重點是文化風格與品

味而非文化設備。而攝影記者的文化資本專指其攝影素養，包括對設備

功能之理解以及對構圖與光影表現之攝影美學。攝影風格則指攝影者拍

攝景物時有別與他人的獨特觀點，可表現出攝影者之文化品味。攝影者

要建立何種攝影風格，主要由組織的任務要求與行動者自我意識決定，

自我意識尤能決定行動者將投身何種組織擔任特定的攝影任務，故攝影

風格仍最終決定於行動主體的心理範式。重視紀實攝影風格的行動主體

則較可能選擇進入媒體組織擔任攝影記者，而擔任攝影記者須偏愛紀實

攝影風格，並具備拍攝紀實照片的攝影素養。5 

由此觀之，文化資本受個人慣習的影響，而個人慣習又受到心理範

式的左右，因此心理範式對攝影記者攝影風格的建立影響甚大，得以不

同心理範式產生不同慣習進而造就不同的攝影風格。 

攝影記者的風格如何，須從新聞攝影的本質理解起。國內以文化資

本為研究視角進行的傳播研究並不多見，馮建三（1992）曾從文化資本

化的觀點，探討新傳播科技與另類傳播的發展。陳庭舜（2007）研究台

灣紀實攝影與人間雜誌之關係，並評析人間雜誌對於台灣紀實攝影的貢

獻處。徐允華（2010）比較傳統媒體攝影記者與公民記者線上新聞照片

的差異。臧國仁與施祖琪（1999）則跳脫個人層級，以媒體組織為分析

單元研究報導風格。 

（二）採訪勞動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攝影記者在採訪勞動中累積社會資本。新聞採訪活動相當仰賴良好

的社會關係，才能取得消息來源、新聞同業與同事的告知，故經由長期

互動與信任感所培養的人脈是新聞記者成功之重要因素。這些例行儀式

對於凝聚攝影記者彼此之間、媒體組織之間以及媒體與消息來源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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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感居功厥偉。這點可說明為何研究指出攝影記者缺乏勞工意識而易

被媒體組織進行教化。因為攝影記者體認到新聞工作的屬性互動性極

高，只有彼此信任才能快速完成新聞產製流程，才能安心交差。由信任

感建立的社會資本促使攝影記者不計較多付出勞動，也樂於配合媒體組

織的要求（如在職學習新技術）。 

弔詭的是，攝影記者因經常處於不安狀態（新聞界是少數去上班不

知道今天要做什麼的行業），反而需要在媒體組織內經營社會關係、累

積社會資本以消除不安。攝影記者的專業焦慮須經臣服於媒體組織才能

消除。此外，新聞記者必須具有良好的體能狀況，隨身攜帶笨重的攝影

器材，付出比文字記者更多的體力勞動；不只勞心，尚且勞力。 

直至八零年代末期，國內有關採訪勞動方面的研究仍屬少見。馮建

三（1988）指出記者的微觀勞動過程與條件之研究仍少，而媒體工作者

的勞動條件及其工會是新聞傳播學「另一個研究死角」。數位化對於媒

體從業人員的工作影響包括工作轉型增加工作量、攝影記者的部分工作

被機器取代。潘俊宏（2010，頁 248）研究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

倫理意識型態，指出「專業勞動者若沒有相對應的勞動條件保障專業，

專業價值只能是商業利益的交換價值，甚至會進一步壓迫與剝削專業勞

動者」，數位化似乎使得攝影記者的地位下滑至專業者與勞動者之間。 

（三）薪資報酬與經濟資本的關係 

攝影記者的經濟資本來自薪資報酬。薪資所得能理解為經濟資本，

是因攝影記者任職媒體組織的主要目的即是為領取一份固定薪資藉以謀

生。台灣的報紙媒體組織經營目標與企業體質不同，酬償制度差異頗

大，例如講求專業辦報的《聯合報》採取制度化；隸屬於壹傳媒的《蘋

果日報》則否。林富美（2006）指出，新聞商品化後，市場競爭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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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償制度形塑了場域鬥爭的評比規則與框架，以此激勵個體勞動者行

動並產製績效，足見能否將新聞商品化而增加媒體組織獲利已成為影響

攝影記者累積經濟資本的重要因素。 

攝影記者透過攝影技術提供文化資本、採訪勞動提供社會資本、與

媒體組織交換而獲得薪資報酬型式的經濟資本，此三種資本間的轉換表

現在攝影技術、採訪勞動與薪資報酬間的轉換。攝影器材是媒體組織的

固定資產設備，必須透過攝影記者的勞動才能使資產設備製出產品（照

片），成為具有價格意義的資本。攝影記者的勞動可使資本家的固定資

產轉換為流動資本，並藉以創造利潤。 

勞工靠技術與勞動與資本家交換經濟資本。攝影記者提供攝影技術

與採訪勞動與媒體資本家換取薪資。若以資本類別說明，此種交換關係

可作如下說明：攝影記者靠著提供文化資本（攝影技術）與社會資本

（採訪活動），獲得經濟資本（薪資所得）。文化資本是換得經濟資本

的憑藉，社會資本則是將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的催化劑。文化資本

在平日研習攝影技術中累積，社會資本須經過採訪勞動過程產生。薪資

報酬則是攝影記者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共同發揮作用後，與資本家換

得的經濟資本。攝影記者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必須在勞動過程中，才

能進行資本間的轉換。 

（四）意識勞動與象徵資本的關係 

社會理論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活化「行動

者」在社會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為勞動者帶來新契機，上引文化社會

學者布迪厄創造的「象徵資本」概念則進一步說明文化勞動者作為特定

的社會行動者所具有的能動性。象徵資本牽涉名望與認同，是使別人相

信其社會地位的資本，多與較高社經地位的人有關，是前述三種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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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現象（高宣揚，1991，頁 39）。 

文化生產者因從事意識勞動而產生象徵資本。文化生產是指將社會

現象（如新聞事件）轉化為語文圖像的符碼化生產過程，透過符碼使文

化消費者得以了解社會現象。意識形態再生產則指將社會現象涵義化

（signification）的過程（Matza, 1969）係以何種意義呈現社會現象，牽

涉意識的運作。文化勞動者與一般勞動者最不同之處就在於意識勞動。

6 意識形態再生產的目的是鞏固主流價值使社會穩定。媒體組織的從業

人員（包括攝影記者）因掌握其他人沒有的論述工具與傳播管道並擅長

使用與人溝通的符號（包括語文與圖像），故具有使用符號所帶來的特

權以及影響力，此即象徵資本。 

相對於象徵資本的樂觀，亦有悲觀論者認為文化生產者如今也面臨

一般勞動者「勞動異化」的危機。勞動異化是指勞動者從事無意識的體

力勞動或簡易腦力勞動，或是勞動者失去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當今許多

人力派遣類型的工作（如清潔工）多為勞動異化的實例。攝影師若淪為

攝影工，也是勞動異化的下場。在傳播科技發達、社會分殊化、論述多

元化、文化高度商品化的今日，攝影記者面對新傳播科技之發展，究竟

是得以擴張文化生產者的象徵資本或是造成勞動異化，值得觀察。7 

三、心理範式與社會關係場域 （champs, fields）的關係 

除了從累積資本類型外，亦可從場域的視角探討心理範式的重要

性。資本是權力的來源，資本形成權力，權力構成場域，因此資本會產

生場域。在布迪厄的行動理論詞彙中，場域是指行動主體（社會能動

者）的社會空間，也是行動主體在社會關係中的影響力所及範圍。場域

是權力鬥爭的社會空間。行動者運用慣習和資本在社會場域中競爭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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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各種社會關係類型上。行動者如何運用其慣習和各種形式的資本爭

取對自己有利位置，顯然同時是行動者主觀意識和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

（張錦華，2001，頁 74）。 

勞動一向是傳播研究的盲點（Mosco, 2009）。從文化生產者勞動

作微觀分析可知，作為文化生產者的攝影記者一向從事物質性的符號生

產勞動與意識性的生產勞動，物質性生產勞動主要是新聞事件的圖像拍

攝的勞動，是體力勞動；意識性生產勞動則指圖像的表現意圖，亦即思

考如何用圖像說新聞故事。圖像符號的生產過程屬於體力勞動，而以何

種方式及呈現何種圖像則屬腦力勞動。如同其他文化生產者一樣，攝影

記者付出的腦力勞動不只是單純地思考如何把過去熟悉的事情做好，還

涉及一連串的智慧考驗。 

學者歸納新聞記者的工作本質除了自身的心智活動外，還涉及大量

的社會互動情懷，在解決工作問題時同時進行著個人與外在情境、工作

任務的互動（鍾蔚文等人，1997）。而在攝影記者方面，新聞攝影表現

的意圖往往受到攝影記者本身的社會智能、臨場反應、攝影常規及影像

詮釋能力所影響（黃義書，2004）。過去國內新聞學界對攝影記者的研

究多集中在三個社會關係層次：政經體制與媒體生態之間、媒體生態與

媒體組織之間、媒體組織與記者慣習之間，惟對記者的心智活動方面的

研究似乎相對較少，研究議題相近者僅有潘俊宏（2008 年）從觀視主

體的角度分析新聞影像化與數位化下的攝影記者。8 

在政經體制與媒體生態間的社會關係層次，蘇蘅、楊惠萍（1997）

曾研究報紙競爭及其對新聞多樣性的影響；羅文輝、魏然、潘忠黨

（2001）曾比較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工作滿意度；馮建三

（2002）亦曾回顧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又如《蘋果日報》針

對〈社會秩序維護法〉懲處媒體跟追採訪對象是否構成違憲聲請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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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曾經促成司法院作出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 

在媒體生態與媒體組織間的社會關係層次，臧國仁與施祖琪

（1999）研究媒體組織對於攝影記者的規範，包括編製攝影記者工作手

冊（如美聯社新聞攝影工作手冊），惟此類手冊的目的主要是為確保媒

體組織的新聞攝影的風格一致。從組織間層次的結構化來比較國際通訊

社與台灣媒體組織對所屬新聞從業人員的規範，可發現媒體組織的結構

化可分為組織常規（規範面）與語言常規（描述面）兩個構面，組織常

規構面包括新聞結構、採訪與寫作技巧、校對技巧與修辭技巧。此外，

孫曼蘋（2004）亦曾研究《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對於台灣主流媒體造成

的衝擊。 

在媒體組織與記者慣習間的社會關係層次，臧國仁（1998）從組織

文化與組織框架的觀點，探討消息來源組織與媒介真實之建構。羅文

輝、魏然、潘忠黨（2001）曾比較大陸、香港與台灣新聞人員對新聞媒

介角色的認知。廖啟光（2009）研究數位化對攝影記者勞動過程之影

響，發現電視新聞台引進非線性剪輯系統，造成資深攝影記者起先抵

抗、之後應變的現象。攝影記者在數位化過程中接受公司的制度安排進

而產生志願性服從的現象，符合「趕工遊戲」的概念解釋。總之，數位

化加速攝影技術的去技術化，使攝影記者陷入低薪資與職場地位低落的

處境，進而產生勞動異化現象。 

四、數位化對於攝影記者心理範式的影響 

媒體組織是受資訊通訊科技高度影響的組織類型。數位化與網路化

的發展已使資訊社會成為當今新的社會型態，文化生產者與媒體組織的

勞動關係亦產生變化。媒體組織原是大眾獲得社會重要事件的主要訊息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五期  2013 年 4 月 

‧202‧ 

「節點」（node），如今社會資訊的流動可以平行擴散。網路化也使新

的媒體組織暴增，媒體組織本身朝向主流化與非主流化兩極發展，因而

新聞勞動者的身分認同感與勞動關係皆生變化。 

Castells（1996）認為，網路社會具有下列特徵：組織內部關係的分

散化與網路化、勞工運動的影響力式微、工作關係個體化與多樣化。以

攝影記者言之，媒體組織可從非聘僱攝影記者處獲得新聞事件的圖片，

攝影記者也不一定依附在固定媒體組織任事。顯然在網路社會中原本行

動者與社會實體結構的鬥爭，將轉移到個體與再結構化的網路化新社會

結構的爭戰中。各種資本構築的權力結構趨向液化流動，使得宰制階級

更加隱晦難辨，個體勞動者更難向資方主張權益。 

科技變革對於文化產品的影響一向是學者關注的議題。麥可魯漢

（Herbert M. McLuhan）認為，科技形式本身就會影響訊息內容，因而

有「媒介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的名言，且被視為科技

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科技藝術論則強調科技對於藝術的影

響。他認為技術本身就會影響人的世界觀與藝術表現形式。他也認為技

術是「框架」（gestell），「設置」（stellen）了事物。技術具有「索

取性」，使得人類對於外在世界（包括自然大地）皆從實用性與可利用

性的角度去觀察，造成工具性解釋的結果。技術並非外界事物本身，但

可使外界世界變成技術可理解的樣貌。他也提醒，技術性的對世界的理

解方式遮蓋了其他的理解方式。正確的解釋不等於真實，「我們必須透

過正確之物來尋找真正之物」（Heidegger, 1977, p. 56；轉引自陳逸之，

2005，頁 18）。 

科技決定論者與科技藝術論者的重點是技術對於媒體創作與藝術創

作的影響，他們宣示人們對於技術的錯誤認知所帶來的危險性並提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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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技術帶來的統治特性，但討論焦點還是在科技本身以及人對於科技的

認識。若麥克魯漢是在熱烈宣告數位攝影科技為人們呈現一個新的世

界，海德格則殷切地提醒人們攝影技術所拍攝的影像再逼真，終究仍非

事實本身。 

傳播科技數位化影響技術、勞動與資本之關係。科技引發技術的改

變，進而影響資本家對於勞動的配置以及勞動者對於勞動價值的觀感。

對於勞動價值原本相當取決於技術設備的攝影行業來說，攝影技術對於

攝影記者的衝擊益發明顯。數位化對於媒體運作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對

攝影記者的攝影技術、採訪勞動與薪資報酬之累積方式與過程產生量

變，也使三者之間的轉換方式造成質變。當今攝影記者直接面臨數位化

科技帶來的挑戰。網路技術日新月異，使得攝影技術受到資訊、通訊技

術的衝擊。 

數位化科技對於新聞攝影的影響不只來自攝影器材的精進，網路科

技對攝影造成的影響更是顯著。2012 年美國消費電子展（CES）最受矚

目的是長期演進技術（LTE）電信寬頻技術，9 可提供 3G 十倍的傳輸速

度，且影音會是 LTE 上最重要的應用。一些開放 LTE 的國家已經開發

「相機同步」（camera synchronization）的服務，使拍攝者按下相機快

門後可將影像直接回傳到電腦或雲端伺服器（林宏達，2012，頁

53）。 

數位化帶來攝影技術與流程的改變，使得影像愈加氾濫且更易流

竄。攝影在後現代社會中已經無所不在（Connor, 1997／唐維敏譯，

2002）。如今攝影記者的作品經常同時出現在傳統報紙、電子報、網路

電視與手機螢幕，而攝影部門越來越像中央廚房的操作方式，攝影記者

必須支應各種多媒體建構出的超媒體環境對於影像的龐大需求。數位化

科技導致媒體重整組織，組織重整又進而影響攝影記者的社會關係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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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累積。攝影記者雖為外勤新聞從業人員，卻被視為一種附庸於文字記

者的職業角色。 

參、研究方法 

國內新聞傳播學之研究對象多為文字記者且以文字報導為分析文

本，少以圖像思考的攝影記者進行心理範式之研究；10 此類方法並不適

用於分析新聞照片。諸多有關新聞攝影的文本分析，多著重於新聞照片

對新聞事件的紀錄與解讀（即他人範式），缺乏攝影記者自我範式的解

釋，尤其缺少攝影記者對於職業範式的研究。而如何累積個人的心理範

式以反映攝影記者集體的價值共識進而形成攝影記者的工作圖像與職業

認同感，是本研究課題；亦即分析攝影記者，不能忽略其拍攝動作背後

意識和無意識的存在（王經武，1992，頁 1）。 

過去有關勞動的研究，宏觀面分析多著重以量化問卷方式調查勞動

產值狀況與勞工組織運作，此雖能呈現產業面較完整的勞動力供需狀

況，但仍缺少對於特定產業之勞動特性之理解，也欠缺勞動者人性面的

解釋。是以本研究採用隱喻抽取技術以深層發掘行動者心理範式，探尋

行動者的意識活動，進而說明行動者個人慣習之生成，並解釋行動者採

取因應組織結構化的策略。 

一、隱喻抽取技術 

隱喻抽取技術（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ZMET）爲

哈佛商學院教授 Jerry Zaltman 於 90 年代所提出。Zaltman（2003）認

為，驅動人類決策與行為認知及思考有 95% 發生在非意識的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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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 顯露在意識上，這是因為許多資訊無法用語言明白表達。

ZMET 的理論思考起源於「人類的原始思考是以圖像的形式，而非文字

的形式」，以受訪者蒐集的圖片為素材，透過個人深度訪談，抽取受訪

者之構念並聯結構念間的因果關係。其運用凱利方格法（Kelly repertory 

grid）和攀梯法（laddering technique）了解受訪者對於特定主題的構念

（construct），並聯結構念與構念間的關係，辨別其重要性與關聯性，

據以描繪出闡釋受訪者的感覺、知覺與認知的心智模式地圖（mental 

map；洪淑秋，2003）。 

ZMET 向來用於行銷研究，近年來則用來做為質性研究的研究方

法。本研究認為，攝影記者是以影像圖片進行視覺思考，適合 ZMET

以圖片為媒介的研究方法。以下是 ZMET 的研究步驟說明（Coulter & 

Zaltman, 1994; Zaltman & Coulter, 1995; Zaltman, 1997）及本研究的訪談

大綱： 

（一）說故事（storytelling）： 

人類的記憶、溝通和故事關係密切，故事即是將一連串的構念形成

有意義的脈絡。每位受訪者在訪談 7 至 10 天前獲知訪談主題，並可針

對主題先行蒐集圖片。訪談時，由受訪者以說故事的方式描述其所帶來

的每一張圖片如何代表其對研究主題的想法與感覺。 

（二）遺失的議題或影像（missing images）： 

受訪者描述所想要表達卻找不到適合圖片的重要想法，訪談員可設

法探索及發掘能夠表達這些想法的圖片。這個步驟不僅要求受訪者去想

像、描述一張不存在的圖片，也能讓受訪者說明內心深處想要表達但圖

片無法表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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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類整理（sorting task）： 

受訪者自行為圖片分類，並將每個分類貼上標籤以建立相關構念。

如果某類別有 3 張（含）以上圖片，則詢問受訪者在該類別中是否有哪

一張圖片可再分類；如此反覆操作分類完成，建構了相關概念。 

（四）構念抽取（construct elicitation）： 

運用凱利方格法抽出埋藏在思考與行為下的構念，並以攀梯法引出

構念之間的關係。兩方法互補使用，如此能有效協助受訪者精確地描述

其構念。 

（五）最具代表性圖片（most representative picture）： 

請受訪者在所有圖片中選擇一張符合主題且最具代表性的圖片，並

描述其意義。研究者可藉此強化及確認前幾個步驟中所抽取出來的構

念，讓受訪者更精確的表達想法。 

（六）相反影像（opposite images）： 

請受訪者想像並描述一張與主題意義相反的圖片，藉此幫助研究者

釐清混雜在構念中的雜訊，並藉由正面與負面兩種極端的構念，建立心

智模式的思維座標。 

（七）感官影像（sensory images）： 

受訪者使用味覺、觸摸、嗅覺、聽覺等其他感覺來描述研究主題

「會像什麼」、「絕對不會像什麼」正面及反面所發現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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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心智地圖（mental map）： 

根據受訪者被誘引出的構念創造一個心智地圖，以描述與主題有關

的重要構念間的關係。研究者回顧心智模式中所有的構念，確認這些構

念是否正確表達受訪者的想法。 

（九）總結影像（summary image）： 

研究者以受訪者挑選出的原始圖片，利用數位影像軟體，由受訪者

決定取用範圍並控制佈局，合成創造出一個可以表達其重要概念的總結

影像。 

（十）小短文（vignette）： 

請受訪者依據總結影像寫下一段數百字內的小短文或一段話，來幫

助呈現有關主題的重要概念。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包括研究設計、調查研究及研究分析三個階段，如圖二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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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流程 

三、抽樣分析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以《蘋果日報》、《自由時報》、

《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時報》及《民眾日報》等報社駐高

雄地區攝影記者為取樣對象。在 ZMET 的研究法中，當研究者使用深

度、一對一訪談建立共識地圖時，受訪者必須是某特殊市場區隔中的一

小群人，以確認足夠的構念及相關關係（黃文珊，2005），本研究設計

符合此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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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訪 談 前 ， 以 個 人 涉 入 量 表 （ revised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PII）篩選出同意「攝影記者在數位時代應具備的專業能

力」的高涉入程度者。通過篩選的受訪者，研究者將告知本研究之目

的，並要求其自行蒐集「代表攝影記者在數位時代的典範」圖片約 8 至

12 張，然後約定時間地點進行 ZMET 深入訪談。 

由於受訪者皆為現任工作者，因此對受訪者身份以英文字母標示。

本研究共訪談 7 位報社攝影記者，根據訪談結果所抽取的構念數，如表

一所示： 

表一：構念數統計表（依受訪者訪問時間排序） 

受訪者編號 A B C D E F G 

構念數 55 71 68 46 61 28 40 

新增構念數 55 39 28 15 17 5 0 

重複構念數 0 32 40 31 44 23 40 

構念總數 55 94 122 137 154 159 159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ZMET 法深度訪談 7 位數位時代高涉入的報社攝影記

者，共抽取 159 個構念，彙整出 58 個共識構念。附錄一顯示其中一位

受訪者的心智地圖建構過程。 

（一）受訪者的共識構念 

本研究根據 Zaltman 擷取共同構念的方法，將 1/3 的受訪者提及的

構念以及 1/4 的受訪者提及的關係納入共識地圖（Christensen & Olson, 

2002; Zaltman & Coulter, 1995）。本研究將 3 位以上受訪者提及的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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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抽取出 58 個構念，此即為共識概念，如表二所示。 

表二：受訪者共識構念彙整表 

受訪者的共識構念（共計 58 個） 

7 名受訪者皆提及的概念：「合成」、「專業性」等，共計 2 個。 

6 名受訪者皆提及的概念：「壓力」、「競爭激烈」、「技術」、「便利

性」、「拍得比別人好」等，共計 5 個。 

5 名受訪者皆提及的概念：「學習」、「即拍即傳」、「即時瀏覽」、「成

本」、「趕時間」、「紀實」、「構圖」、「靜態攝影」、「動態攝影」

等，共計 9 個。 

4 名受訪者皆提及的概念：「器材」、「速度」、「科技新知」、「機動

性」、「相機普及」、「成就感」、「視覺影像創作」、「思考影像」、

「藝術」、「存在價值」、「娛樂」、「修圖」、「決定性的瞬間」、

「掌握新聞重點」、「視覺震撼」、「觀察力」、「工作環境危險」、

「搜尋網路資料」、「電腦」等，共計 19 個。 

3 名受訪者皆提及的概念：「體能」、「證據式畫面」、「底片」、「不安

排」、「不做假」、「影像取得容易」、「報社對影像的要求降低」、

「被取代性」、「器材重量增加」、「美感」、「新聞感」、「電子

報」、「團隊精神」、「消息來源」、「尊重」、「人際關係和諧」、

「追求完美的影像」、「觀摩他人的作品」、「簡化作業流程」、「第一

現場」、「即時性」、「生活紀錄」、「錯失畫面」等，共計 23 個。 

（二）受訪者心智地圖 

共識地圖（consensus maps）代表一群人的思考集中於一個常見的

心智模式（Zaltman, 2003／余芳宜譯，2004）。共識地圖是建立在隱喻

抽取的基礎上，做為一種進入受訪者潛意識心智中的價值工具，本研究

以共識地圖檢視心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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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3 位以上受訪者所提及的 58 個共同構念以及 2 位以上所提及的

構念與構念間的關聯性，聯結彙整為本研究的共識地圖，可以看出攝影

記者的構念以及彼此間的交互關係，此即為受訪者對於數位時代攝影記

者想法的彙集。 

接著以構念重要程度指標（construct importance index, CII）來探討

共識地圖中，構念間彼此的重要性程度（謝佩如，2004），做為構念重

要程度的指標。在共識地圖中，每一個構念代表一個 1 的 CII 值，用以

累計其重要程度。本研究計算出關鍵構念 CII 值最高者為「存在價值」

（CII=70），其次為「新聞道德」（CII=47）、「尊重」（CII=43）、

「成就感」（CII=37）、「娛樂」（CII=25）、「藝術」（CII=27），

如圖三所示： 

圖三：共識地圖與 CII 值 

 

註：圓形為起始構念、長方形為連結構念、菱形為終結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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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共識 

本研究依層級價值地圖的概念，經由 7 位受訪者共識地圖的分析找

出上述攝影記者認同的價值共識，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存在價值：經由 7 位受訪者的共識心智地圖與 CII 值可以發

現，攝影記者最關注的是其在報社的存在價值。隨著科技的進步、攝影

技術門檻降低，存在價值最倚重的專業性不若從前。加上報社只求量大

而不精緻、要求證據式畫面而忽略了視覺美感，致使攝影記者充滿被取

代的危機感，而數位化時代要求的速度與激烈的競爭，也大大增加了攝

影記者的壓力。 

第二，新聞道德：攝影記者的新聞道德表現在專業上，是紀實性的

不安排、不做假。第三，尊重：尊重是攝影記者的專業表現，包括在第

一現場尊重新聞對象，以及對其工作的敬業態度。第四，成就感：攝影

記者追求完美的影像，以展現攝影記者的專業性，並獲得成就感。在一

個新聞現場要拍到具有視覺震撼效果的新聞照片，除了具備良好的觀察

力、判斷力以及應變能力，對於影像謹慎的思考、掌握決定性的瞬間更

是重要。第五，娛樂：影像創作是攝影記者抒壓、自娛娛人的一項活

動。當今數位合成大行其道，但是基於新聞道德，合成只能用於娛樂，

不能用於新聞紀實的工作。第六，藝術：攝影對於攝影記者是種藝術創

造的工作，影像創作影響攝影記者的攝影技術專業，以及藝術層次的表

現。 

肆、發現與討論 

攝影記者常說自己的工作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本研究透過隱喻抽

取技術，「寫」「照」出報社攝影記者難以言喻的工作圖像。過去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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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攝影記者只是新聞快遞卻沒有勞工意識（許靜怡，2002；黃義書，

2004；鍾宜杰，2005），事實是否如此？本研究以攝影記者的心理範式

與價值共識，呈現他們的個人的自我意識與對組織的觀感。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攝影記者有六項共同認同的價值共識，依重要性排序依

次為存在價值、新聞道德、尊重、成就感、娛樂與藝術。經由具體而至

抽象的意義抽取過程，梳理出攝影記者的價值共識，呈現南台灣攝影記

者的心理範式。當今攝影記者工作價值觀的寫照是對數位化衝擊之憂

慮，也對數位化導致的媒體組織變革感到不安。數位化加劇媒體組織原

先結構化過程中對於行動主體產生的限制，而行動者在心中築起六個價

值共識做為行事準則，以因應科技變動與組織變局。 

心理範式是行動主體的自我意識與組織內化的彙總，但究竟兩者交

互作用之後會產生分裂或是合一的關係？心理範式是自我意識與組織內

化兩者之間角力而產生的分裂結果，或是兩者形成有優先順序的合一狀

態？合一也有兩種形式：自我意識大於組織內化（我大彼小）的關係，

以及組織內化大於自我意識（彼大我小）的關係。認知不協調理論

（Theory of Cognitive Inconsistency）指出行動主體面臨兩種衝突的認知

時會忽略較不和諧的認知，選擇心理覺得較舒服的認知。若然，則自我

意識與組織內化兩者只會暫時分裂，終究合一。 

合一不表示一種認知會全然消滅另一種認知，而是在特定時空環境

下行動主體決定把其中一種認知放在劣勢的位置。此意謂心理範式可以

包容幾個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有優先順序，彼此獨立（互不相屬），甚

至衝突。本研究找到行動主體之價值觀及其重要性排序。行動主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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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式存在個別差異，有人當「多愁善感」的攝影家，專注累積文化資

本；也有人當「多酬擅趕」的攝影工，累積經濟資本，端視個人人格特

質而定（存異）。研究還藉共識地圖呈現集體認同的價值觀（求同），

找到集體價值共識，達到求同存異的雙重目的。 

數位化之後，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間的轉換關係產生改

變。文化資本方面，科技數位化之後，攝影記者與資本家能交換的技術

籌碼變少。並非攝影記者的技能不見，而是類比技能多已無用武之地。

攝影記者還能保有取景與構圖、新聞感與臨機應變的文化資本，靠採訪

年資累積的經驗仍具價值，但是按下快門之後的影像處理技術都要重

學。數位機身使類比時代建立的文化資本幾乎歸零。 

除了重新累積數位文化資本之外，文化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的障礙

也越來越多。在類比時代，負片是著作權的判準，照片只是負片的產出

物。因照片容易複製得維妙維肖，故底片才能做為攝影作品版權的依

據。數位化不僅造成距離的消逝，也導致底片的滅絕，這使攝影作品的

版權認定更加困難。類比時代的攝影記者因僱傭關係而無法宣稱擁有攝

影作品的著作權，數位化之後，媒體組織朝向多平台的超媒體形式發

展，攝影記者更難掌控攝影作品的流向與表現方式。 

社會資本方面，數位化使勞動價值貶低，勞動負擔增加且勞動異

化。數位化製造更多產製流程，媒體組織下達一個數位化指令，員工就

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以達成任務。攝影記者的勞動價值表現在能親自到

場、在場，現也易被在現場的非新聞專業人員取代。勞動轉換為資本的

過程中，也有兌換不均的現象。 

攝影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所付出的勞務負擔繁重，但工作成果多半只

是刊登一張照片。他的勞動過程是以每處理完一則新聞報導為一單位，

而非以採訪過程中付出的辛苦程度計算。數位化之後，媒體組織可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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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記者一次性的勞動在多平台呈現，不僅勞動異化，還造成勞動與資本

分離。攝影記者為證明自身價值，只得以更多勞動進行填補，且還必須

自願輸誠。結果攝影記者在組織中的地位更低落，資本家更予取予求。 

誠如林富美（2006，頁 98）發現，「受組織文化影響，員工對自

身權益爭取的意願不高，多數認為磨久已習慣，挫折要看淡。至於工會

籌組的問題，大多數的人認為老闆不會贊成組工會，而且員工自主不強

烈，工會籌組難成型。……辭職是新聞工作者唯一的抵抗權，這一部分

聯合報系與台灣壹傳媒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此皆顯示數位化對攝影記

者造成勞動貧窮的現象。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探索出的六個價值共識已超脫傳統新聞學

量化分析時常見的分析概念，如專業性。在專業性概念之上還有更抽象

層次的價值觀。專業化的層級低於價值共識的層級，顯示未來可以使用

更抽象的概念（如新聞道德、尊重與存在價值）做為研究概念而不必侷

限於過去新聞傳播研究想到的分析概念，因為這些概念的抽象化層次還

不夠高，甚至只是更高層次的共識價值成分而已。 

 從具體構念到抽象構念的價值共識抽取程序與匯集過程中，可見到

具體構念與抽象構念之間的關係有脈絡可循。例如，紀實是具體層級的

初始構念（即方法—目的鏈理論所稱的屬性；attributes），經抽取成不

做假與不安排兩個中間構念（即方法—目的鏈理論所稱的結果；

consequences），向上層抽象化成新聞道德這個價值共識（即方法—目

的鏈理論所稱的價值；values）。換言之，新聞道德的具體表徵在於新

聞照片具有多少紀實性。紀實性可視為新聞道德的衡量指標之一，但非

唯一的衡量指標。 

本研究發現的新概念與先前文獻探討提及的資本類型與社會關係彼

此呼應。如個人風格即文化資本的重要意義，被取代性則反映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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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關係方面的焦慮，生存威脅顯然是對喪失經濟資本之顧慮。此顯

示本研究蒐集的各層級構念將有助於建構攝影記者的各種資本與各層社

會關係的衡量指標。 

本研究以初探精神，採用適合初探性研究的隱喻抽取技術，在攝影

記者茫茫腦海中藉由一點一滴的自我表述建構出攝影記者的工作圖像與

價值共識。本研究所建構的共識地圖不僅幾乎網羅所有盤據攝影記者心

中的工作理念、焦慮與憂愁，這些概念不僅橫跨各種資本類型，且實為

三種資本的具體內涵。這些概念將有助於未來訂定新聞記者三類資本的

衡量指標。 

當今有關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討論仍顯空泛與難以捉

摸，且從未設計出足以測度新聞人員在三種資本類型的衡量指標，主因

即在於缺乏研究構念，本研究的構念將有助於未來研究新聞人員的各種

資本質量。 

二、討論 

本研究探討攝影記者的心智模式，以隱喻抽取技術為研究方法，探

究報紙攝影記者在數位時代的心理範式與共識價值。本研究有別於以往

崇尚分解或化約（皆不適合研究心智活動）的量化研究法，也與質化的

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有所區別。本研究貢獻包含了以下三點： 

第一、新聞攝影的研究可視為一種通俗視覺文化的研究，著重建構

媒體世界符號的真實。本研究採用 ZMET，有別於傳統的視覺研究方

法，包括構成性詮釋法、內容分析法、符號學、精神分析、論述分析以

及綜合方法（Rose, 2001／王國強譯，2006）。ZMET 結合圖片（非文

字語言）與深入訪談（文字語言），強調以圖片作為媒介，誘發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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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深層想法。同時 ZMET 也運用了視覺以外的感官，如聽覺、嗅

覺、味覺、觸覺以及感覺等，為視覺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

法。 

然而使用 ZMET 研究方法的碩士論文雖近百篇，大多屬於他人範

式之研究類型，包括產品意象（如林沂伶，2005）、城市意象（如鮑忠

暉，2009）、行銷人員形象（如張中堅，2005）、政黨形象（如江羚

弘，2008）。期刊論文近期則有研究傳播人員的城市意象（蒯光武、鮑

忠暉，2010），亦屬他人範式研究。惟以新聞傳播人員自我範式與職業

範式為主題者甚少，僅見研究員工對於媒體組織發展願景的認知（如林

心渝，2005；官容鳳，2006）、報社記者的心智模式（羅琦文，

2008）。本研究應是首度以 ZMET 方法研究攝影記者職業範式之作。 

第二、針對攝影記者與新聞照片進行同時研究。對於新聞攝影的研

究向來著重攝影記者或者新聞照片本身，亦即針對人或物進行個別的研

究，較忽略二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著重攝影記者與新聞攝影的關連，

探索攝影記者的創作構思與過程，以及促使攝影記者拍攝或選擇某張照

片為代表作的想法。亦即本研究從照片探究攝影記者的心智共識地圖，

分析攝影記者內心價值的屬性（A）—結果（C）—價值（V）間的關

係，屬連結人（攝影記者）與物（新聞照片）的研究。 

第三、建構攝影記者的價值共識可供其他攝影記者行事參考。隱喻

抽取技術以圖片作為媒介，誘發出個人內心深層意識，為洞悉無形價值

的一項研究技巧。藉著挖掘出人們難以言喻的隱喻，以價值方法論

（value methodology）方式探究攝影記者個別的心理範式，並建構攝影

記者集體的價值共識，做為攝影記者的典範準則，提供數位時代新聞攝

影工作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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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能動性與自主性(autonomy）意義相近，指一個理性個人有能力作出成熟的、不

被脅迫的決定。自主性是一跨領域的概念。知識社會學將自主性與結構 

(structure）的關係放在個人層次進行對應，本研究以之探討攝影記者與媒體組

織之關係。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則探討科

技創新如何在政治社會制度與文化價值觀的限制中保有自主發展空間。 

2 本文採用「範式」譯文，是因人對於世界的認知(或相關知識）有侷限性，受到

所處社會文化的觀念影響。如同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哲學觀認為，知

識的累積經常是在既有「典範」（paradigm）中進行，除非累積太多異例，不

至於產生典範轉移。個人範式不易改變，如同異例經常受到忽略、拒絕或不承

認。如典範有危機，大到足以產生科學革命，個人認知也有危機。 

3 他指出，心理範式具有下列幾點特徵：一、心理範式經常是經有意義地加以組

織，並可隨著經驗增長而增加；二、每個心理範式都鑲崁在其他心理範式上，

每個心理範式也都有次級的心理範式；三、隨著資訊接收，心理範式會逐步修

正；四、若新資訊使得原有概念須作重整，心理範式也可重整；五、心理範式

大於其構成概念的總和（Anderson, 1977, pp. 418-419）。 

4 具有相同行業職稱的攝影師，又有攝影大師與攝影工之別。這三類文化資本可

用來分辨兩者的差別。攝影大師不僅擅長使用攝影器材，且能創造獨特美學風

格，比攝影工具有較豐沛的內含文化資本。具體文化資本是指對於創作者與所

有者之著作權保障制度及其顯現的市場價值。攝影作品在類比時代的著作權保

障方式是以底片為判別標準，底片是判別創作者真偽身分的依據，也是認定攝

影作品擁有者的憑證。數位技術使得底片複製能力倍增而易以假亂真，且可將

原作進行改作，使得具體文化資本不能只以底片為單一的判別依據。跳脫對於

作品本身的保護，改採包養性質的攝影師經紀制度可能是新的解決方案。經紀

商與攝影師簽約約定攝影師在幾年內拍攝的作品都由經紀商控管。無論如何，

數位化之後攝影作品可定價、可交易的文化商品特性更加明顯，當攝影作品作

為具體文化資本可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機會與頻率也越來越高，制度文化資本就

成為具體文化資本能否成功轉換為經濟資本的關鍵。制度文化資本是文化工作

者的名望建立制度。在一個經常辦理攝影獎項的社會，攝影師單一得獎的作品

不僅可建立名家聲望，且可於一夕之間提振其他作品的價值並快速轉換為經濟

資本。辦理新聞獎項活動也可活化攝影師的社會資本，促使文化資本更有機會

轉換為經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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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聞攝影常用兩種方式說故事：一、模仿（simulation）與虛像（simulacra）盛

行，此現象普遍存在政治人物之類的語言與行為模式，也存在媒體組織的編輯

台上。二、陳腐無趣的樣版式影像當道，許多製作∕使用照片的人，未能釋放

運用新聞的空間。實則，新聞攝影本質上是一種創作、詮釋或表達攝影記者對

事件之意見的媒介訊息，它與忠實記錄現場真實沒有多大的關係（郭力昕，

1998）。這顯示台灣的新聞攝影缺乏創意表現，並非攝影記者不重視攝影風

格，而是表演者與媒體組織都只選擇最安全的呈現方式。即使攝影記者有豐厚

的攝影素養，也不容易有表現機會。這也顯現組織對於行動主體的限制。 

6 一般人皆有不同程度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這三種資本，宰制階級

因擁有較多質量的三種資本，故較容易將三種資本轉化成象徵資本，但仍沒有

運用象徵資本的權力。文化生產者（包括攝影記者在內）儘管具有較高的文化

資本，但極少同時具有豐沛的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不過，文化生產者具有一

個屬於文化生產者的特權—象徵資本，足以左右社會對於特定階級（特別是宰

制階級）的認同感。社會宰制階級需要文化生產者的論述使民眾信服他們的宰

制地位。包括作家、藝術家與新聞記者在內的文化生產者，雖然沒有豐沛的經

濟資本與社會資本可與宰制階級相提並論，但因掌握「使人相信」的社會認同

論述工具，且因具有充分的文化資本得以駕馭論述工具，故具有使用象徵資本

的權力，使社會各階層接受並認同宰制階級的統治地位。因此象徵資本相當程

度就是文化生產者透過符號（包括語文圖像）使人接受特定意識形態的一種權

力。透過文化生產者使用象徵資本的權力，宰制階級可以使原本已經具有的三

種資本快速轉化成象徵資本，並藉由文化生產者肯認其宰制地位，而更加鞏固

其社會地位。 

7 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趨勢與成果，經常具體表現在商業自動化（automation）。

自動化表示去除生產過程中原本屬於體力勞動或簡易思考的腦力活動。以攝影

自動化為例，現在的手機照像軟體已可將拍攝的照片自動校正、重新曝光，甚

至自動轉換成文件檔案格式，省卻拍照者許多麻煩。這是意謂著今日的攝影記

者使用象徵資本的權力得以擴張或萎縮，還是意謂它可省卻更多體力勞動，更

專注於意識勞動的生產，恐仍待觀察。 

8 Shoemaker & Reese（1991）提出整合性的階層影響模式，認為新聞產製受五層

次影響：意識型態層次、媒體外在層次、組織層次、媒體常規層次與個人層

次，也顯示社會關係有諸多類型。 

9 LTE 是新一代的行動電信寬頻技術，俗稱 4G。LTE 不僅可讓電信設備供應商

以較簡易方式部署提供無線寬頻服務，且可讓使用者享受優於 3G 的電信網路

效能，且能向下與 GSM 二代電信網路相容，現已被第三代行動通訊組織

（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列為新的無線標準技術。參見

http://www.eettaiwan.com/SEARCH/ART/L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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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究其原因，可能是報社中文字報導一向是新聞的主體，始終比新聞照片受到重

視。以文字思考的人長期主控報社的政策，而視覺總是處在聽命於文字思考的

組織體制和工作流程中因而受到忽略（林少岩，1998）。因此有關傳播者的研

究多以報社的文字記者或編輯為對象，很少注重攝影記者（謝維哲，1996）。

鍾宜杰（2005，頁 8）認為，國內缺乏對第一線從業者的質性研究分析，亦過

度侷限於編輯式結構與觀念方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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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以下以受訪者 G 為例說明如下： 

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男 

年齡：53 歲 

學歷：大專 

職業：報社攝影記者 

從業年資：29 年 

居住地區：高雄市 

涉入量表：68 分 

 

ZMET 操作 

 

Step1：說故事 

No.1 

說故事

這是愛河燈會煙火。早期煙火是專業人士

的拍攝專利，現在數位時代人手一機，雖

然不比專業攝影拍得漂亮，但是可以得到

創作的成就感。不一定要很完美，但可以

透過靜照拍攝和動態錄影，將煙火過程記

錄下來。 

攀梯法

專業 專業的攝影者會選好角度、設置三

腳架。數位時代大家很輕易就可拍到照片

，又沒有成本考量，可盡情拍攝。但是亂

拍是不專業的，攝影記者還是有其專業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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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抽取
專業性 相機普及 成就感 靜態攝影 動態

錄像 影像取得容易 成本 

No.2 

說故事

這張照片構圖很漂亮，像自然風景，包括

鳥、船等，構成一幅奇景。但仔細一看發

現是合成的照片，感覺受到欺騙。 

攀梯法

合成 攝影記者追求的是真實紀錄，不應

使用合成造假的照片。當今電腦合成技術

很簡單，但是不應該用在新聞上。 

構念抽取

構圖 合成 紀實 技術 娛樂 

No.3 

說故事

這張趣味照片呈現「信耶穌得永生」的標

語下半部被貼上「越南新娘」的廣告，結

果變成「信耶穌得越南新娘」。記者攝影

記者常會面對許多突發事件，在拍照時會

受到干擾，因此必須迅速掌握重點。 

攀梯法

掌握新聞重點 攝影記者最好相機不離身

，在拍照時要有觀察力、敏銳度、判斷力

，掌握新聞的角度，發掘周邊有趣的題材

。以前專業相機器材昂貴、體積龐大，現

在傻瓜相機功能齊全，價格不高，體積輕

巧，可以做為隨身機，隨手拍下好玩有趣

的事物。 

構念抽取
掌握新聞重點 觀察力 敏銳度 判斷力 器

材 成本 

No.4 

說故事

這是炸寒單爺，我在拍攝時候也被炸得很

痛，我就感同身受：他在那邊怎麼可能會

不痛？由於數位相機可以盡情拍攝，所以

我拍很多張，可以馬上看、馬上修正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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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梯法

感同身受 今天如果是拍攝災難新聞，由

於工作需要不得不去拍，但受難者已經很

難過了，記者也要有同理心，要尊重被拍

攝的人。 

構念抽取 同理心 即時瀏覽 尊重 

No.5 

說故事

有時為了要拍攝一個好畫面，為了取景要

爬高爬低，往往還要帶梯子等工具，有時

還要通力合作，互相幫忙。這種合作不止

是同事之間，在同業之間也是。 

攀梯法

合作 媒體的競爭很激烈，但是同業之間

相互合作、砥礪，是種良性的競爭。如果

對手不夠強的話，自己進步的動力也不會

強，所以良性競爭讓我有動力。 

構念抽取
合作 競爭激烈 

No.6 

說故事

數位的時代不只人手一機，和尚也一樣，

他們雖然不問俗事，但也要紀錄宗教裡大

小事情。數位時代的攝影不只影響攝影記

者，也影響全世界，每個人好像都會拍照

。 

攀梯法

相機普及 數位相機使得攝影變得很簡便

，但是專業也很重要的，除了攝影技術外

，還包括新聞感、視覺影像的創作等。一

般人只是簡單紀錄事件的過程，但是攝影

記者要動腦筋、取角度、取景。有些報社

會使用讀者所提供第一現場拍攝的照片，

但那是報社做新聞的一個輔助工具，不能

取代攝影記者的專業性。因為「剛好在現

場」不是天天都有，不是常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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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抽取
相機普及 紀錄 專業性 技術 新聞感 視

覺影像創作 專業性 第一現場 

No.7 

 

說故事

一個攝影記者拍完照片，因為時間壓力，

要馬上把照片傳給報社去作業，以前趕發

稿很麻煩，現在透過電腦就簡單多了，科

技的演進就不需要帶太多很笨重的器材。 

攀梯法

時間壓力 特別是出差的時候，在以前傳

統底片時代，要帶沖洗設備、掃瞄器、傳

真機，現在只要有一部電腦就可以了，不

但方便，而且節省很多時間，機動性和即

時性都加快了。 

構念抽取
趕時間 簡化作業流程 電腦 機動性 即時

性 

No.8 

說故事

數位時代攝影記者可以盡情拍照，不受限

於一卷底片 36 張的限制，毋需考慮成本

問題。讀者看到的畫面是從很多張畫面中

挑擇出來的。以前講求「決定性的瞬間」

，專業的人只要拍一、兩張就可以抓到好

照片。現在怕拍不好而一直拍，有點亂槍

打鳥的感覺，技術也好像降低了。  

攀梯法

技術降低 以前大概看一下天氣和光線，

不用測光，就知道光圈快門要用多少。現

在拍了馬上看、馬上修正，久而久之技術

就降低了，但是這樣比較不會漏失鏡頭。 

構念抽取
成本 決定性的瞬間 專業性 技術 即時瀏

覽 錯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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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遺失的議題或影像 

遺失的議題或

影像：不斷學

習 

受訪者描述

要不斷學習，多觀摩別人的作品，思考為什麼別

人拍的角度和我們不同。設想如果在同樣的場

景，該如何拍得比別人還好，要多充實、多看、

多思考。 

攀梯法 

學習 在職場上有人進步快，有人進步慢，只有

不斷充實自己、多看別人的作品、多思考影像，

才會進步。 

構念抽取 學習 觀摩他人的作品 拍得比別人好 思考影像 

 
Step3、4：分類及構念抽取 

第一次分類 

第一組 

No.1                   No.6 

分群標籤

與記錄說

明 

編號 No.1、No.6 是相機的普遍性  

數位相機成為相當普遍的紀錄工具，人手一機拿來就用，不需別

人特別指導。 

構念抽取 相機普及化 

第二組 

No.3                 No.5 

分群標籤 編號 No.3、No.5 是要有好的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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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錄說

明 

攝影記者必須有觀察力，選擇適當的畫面拍攝。而拍攝的地點、

角度，也要斟酌。 

構念抽取 觀察力 

第三組 

No.7                 No.8 

分群標籤

與記錄說

明 

編號 No.7、No.8 是相近的，指出科技帶來的方便性。 

數位科技帶來的便利性及速度，讓記者可以盡情拍攝，再挑選所

要的照片傳回報社。 

構念抽取 便利性 速度 

第三組 

No.2 

分群標籤

與記錄說

明 

編號 No.2 是一張合成照，構圖很漂亮、很吸引人，提醒攝影記

者必須追求畫面構圖的完美。但是合成只是賞心悅目的娛樂，不

能當成報導。 

構念抽取 合成 娛樂 構圖 

第四組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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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標籤

與記錄說

明 

編號 No.4 是痛，感同身受的痛。 

攝影記者在拍攝的時候必須悲天憫人，感受對方的痛苦。 

構念抽取 同理心 
 

Step5：最具代表性圖片 

No.4 
說故事

攝影記者除了報導者的身份外，對

於被報導的對象要多一點同理心。 

攀梯法

同理心 同理心是必要的，沒有同

理心的記者會被人討厭，在工作上

也會有所障礙。即使有時基於工作

的要求不得不拍攝，仍要抱著同理

心，站在別人的立場，尊重別人。 

構念抽取 同理心 尊重 
 

Step6：相反影像 

相反影像：

「丐幫」記

者 

受訪者描述
俗稱的「丐幫」記者，藉著記者的身分和名義騙吃

騙喝，吃相難看，讓記者的形象蒙羞。 

攀梯法 

記者的形象 有些記者可能打著記者的名號，做出

不當的舉止，為真正在跑線的記者帶來無形的困

擾，容易讓一般人誤以為記者就是這種德性。 

構念抽取 記者的形象 
 

Step7：感官影像 

感官 最符合 最不符合 

視覺 

（顏色） 

藍色 

我覺得只有藍色的構圖和色彩才

漂亮，只有在藍天白雲的時候才

會特別花心思去拍照，藍天白雲

下的光線很漂亮。 

灰色的 

我不喜歡灰濛濛的，尤其拍風景

時若是灰濛濛的就不會想去拍，

感覺拍不出有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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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無聲的 

當你專注一件事的時候，就感受

不到外界的聲音。 

批評的聲音 

我不喜歡聽到別人批評攝影記者

不好。攝影記者應該要注重自己

的形象。 

嗅覺 
汗臭味 

忙碌完之後全身汗臭味。 

白開水 

無色無味，沒有任何影響。 

味覺 

苦中帶甜 

記者其實什麼味道都有，苦味讓

人刻骨銘心，但是成就感讓我感

到甜味。 

醋的酸味 

要學習和包容，不去嫉妒別人。

別人拍的照片很好，要去學習優

點。醋會讓人失去正常的判斷

力。 

觸覺 

尖銳的 

他不是柔軟的，拍照有時會傷到

人、得罪人，但是這是我的工

作，我不得不然。 

柔軟的 

記者不能柔軟，太軟弱的人當不

了記者。 

感覺 

矛盾 

攝影記者自由自在不受時間限

制，但心裡又走不開，好像被綁

在那裡，沒有個人時間。很自

由，卻又很不自由。 

無聊 

記者不應該無聊，可以休息的時

候應該休息，但是不該休息太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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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8：心智地圖 

 
註：圓形：起始構念；方形：連結構念；菱形：終結構念。 

Step9、10：總結影像與小短文 

總結影像 小短文 

攝影記者自由自在，酸甜苦

辣皆備，常苦中作樂。可以

享受比別人更早獲得資訊以

利進行報導，也多一份責

任，有起一點催化的作用。

希望大家不要一窩蜂報導煽

情事件，希望多報導一點光

明層面，因為媒體肩負重

任，有一種起頭的作用。但

是在辛苦之後，也會有甜蜜

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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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 經 ZMET 訪談後所彙整的 40 個構念，如表三所示： 

表三：受訪者 G 構念彙整表 

序號 構念編號 構念 序號 構念編號 構念 

1 33 專業性 2 9 相機普及 

3 12 成就感 4 64 靜態攝影 

5 65 動態錄像 6 36 影像取得容易 

7 17 成本 8 56 構圖 

9 23 合成 10 48 紀實 

11 25 技術 12 44 娛樂 

13 58 掌握新聞重點 14 69 觀察力 

15 141 敏銳度 16 104 判斷力 

17 2 器材 18 145 同理心 

19 16 即時瀏覽 20 84 尊重 

21 74 合作 22 18 競爭激烈 

23 131 紀錄 24 59 新聞感 

25 14 視覺影像創作 26 127 第一現場 

27 46 趕時間 28 124 簡化作業流程 

29 89 電腦 30 7 機動性 

31 130 即時性 32 54 決定性的瞬間 

33 137 錯失畫面 34 5 學習 

35 105 觀摩他人的作品 36 55 拍得比別人好 

37 31 思考影像 38 30 便利性 

39 3 速度 40 146 記者的形象 

 
在總結影像中，受訪者似乎「照」出攝影記者的工作圖像，彷彿述

說這樣的故事：新聞事件是天災人禍的代名詞，我經常身處危險環境，

需要勇氣去面對與智慧作應變。世界充滿驚奇、拼貼的事物，忍俊之後

感悲淒。出門帶著你想不到的設備，裝燈管的鋁梯不稀奇，傳真機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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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已揹。全副武裝像是在街頭獨立作戰的通信兵，還得行動敏捷如同信

鴿。打好關係結善緣，以免重要關頭漏新聞。工作心酸不好講，怎奈和

尚同來搶！ 

而受訪者在小短文中則「寫」出工作價值觀。他一方面向報紙讀者

傾訴當攝影記者的甘苦，另一方面也向媒體組織表達期待。「自由自

在，酸甜苦辣皆備，常苦中作樂」，表露這位攝影記者寧可受苦也不願

被綑綁的自由意志。「可以享受比別人更早獲得資訊，以利進行報

導」，則顯示同業競爭激烈與對媒體組織的忠誠。「也多一份責任，有

起一點催化的作用」，說明攝影記者忠於職責與對工作自我期許高，也

顯示低調配合的態度。「不要一窩蜂報導煽情事件」，道出當今台灣媒

體生態競爭激烈的惡果。「希望多報導一點光明層面」，似在要求媒體

組織少給一些指令，讓攝影記者多點發揮空間。「因為媒體肩負重任，

有一種起頭的作用」，則反映攝影記者對於新聞專業的自豪與自許。

「但是在辛苦之後，也會有甜蜜的滋味」，則道盡攝影記者職涯的樂趣

是能以一種行業看盡人間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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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Scenarios Beyond Description:  

Exploring Photojournalists’ Schemata and  

Value Consensus Using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Kuang-Wu Koai, Chi-Wen Lo*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actors’ schemata could be 

explored so that their work scenario could be presented and how actors 

perceive organizational change generated by digitalization. From the 

actor/structure perspective, we explore how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limits actors’ occupational schemata individually and value consensus 

collectively, as well as their response to the matter. 

Using 7 photojournalists (as actors) serving at the local branches of 6 

mainstream national newspapers (as media organizations) as our sample, we 

used the Zaltman method of elicitation to detail journalists’ role schemata, 

which comprises 6 ultimate values. Ordered from most to least important, 

these values were existence as a profession, preservation of news ethics, 

* Kuang-wu Koai is an accredited Associate Professor by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en contributing this article, he was hired a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at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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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from others, sense of achievement, entertainment value (i.e., fun 

work), and artistic (i.e., personal style).  

This suggests that digitalization affects the way photojournalists work 

and their existence as a profession in the media organizations they serve. 

Because they are in constant struggle with media organizations (caused by 

digitalization), Southern Taiwan’s photojournalists adopt a work schemata of 

self-enhancement by enriching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exchange with 

media organizations for economic (i.e., financial) capital.  

Keywords: actor, media organization, photojournalist, schemata, value 

consensus,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