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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超連結文本是區別數位與印刷文本差異的主要特色之

一，而在網路新聞環境中，超連結文本也已成為「確立性」特

色。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探問超連結文本及其連結如何運用於

網路新聞報導。研究發現，超連結文本已是網路新聞的常規性

實踐工作，其運用增加了網路新聞附加價值，也成為網路新聞

工作者用以表達專業意理認知及論述的科技符號。超連結文本

同時也重構了新聞組織內外部政治經濟勢力，造就一種「迴路

式超連結文本」結構，成為增進新聞組織商業利益的工具。 

 

 

 

 

 

 

 

 

 

 

 

 

關鍵字： 文化實踐、超連結文本、新聞生產社會學、新聞室常

規、網路新聞 



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使用：一個文化實踐觀點的研究 

‧137‧ 

壹、研究問題意識：超連結文本如何成為研究問題 

自網路新聞發展以來，超連結文本一向視為網路新聞的重要本質

（Hall, 2001），也是研究網路新聞內容、文類及敘事的重要面向

（Larrondo Ureta, 2010）。就網路新聞生產層面而言，超連結文本提供

了一種新的說故事方式，同時建立一種網絡化資訊架構模式，網路使用

者如今已習慣透過連結、點選去發覺探索網路新聞網站上資訊。然而，

網路新聞場域之間的超連結文本聯繫卻引發諸多值得探討與深思的問

題。 

首先，就閱讀經驗來看，當前網路新聞大量運用各種符號標示引導

使用者「點選」及閱讀超連結文本。當網路使用者點選不同超連結文本

時卻常發現，新聞連結的資訊並非總是新聞相關資訊，亦即點選某一連

結也可能得到「網頁錯誤」或「網頁正在重建」的訊息，而非期待中的

「豐富且多元的資訊」。這些情況顯示了超連結文本生產端與消費端之

間存在著某些差距，因而引起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到底在網路新聞環境

中的超連結文本及其連結背後的生產過程為何？上述差距又為何會產

生？ 

其次，就超連結文本實際特性來看，「連結」可視為該文本形式的

重要特徵之一，然而連結與連結之間基本上並非將兩個不同文本相互串

聯這樣的簡單問題。當文本相互連結時同時也創造了不同網路空間的連

結關係，這樣的關係具有社會文化意義，如果超連結文本連接了某些資

訊，反之則必定有某些文本「不被選擇連結」。而當閱讀一篇涵蓋不同

連結的網路新聞時不免質疑，網路新聞到底是如何生產新聞報導的超連

結，又基於甚麼樣的生產脈絡背景、選取條件來設置新聞文本中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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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哪些資訊會被選擇「包含在超連結文本」？又有那些連結資訊又是

「被排除在外」？ 

本研究認為，回應上述問題的方式是採取文化實踐（ cultural 

practice）的觀點，探究到底「超連結文本如何被生產出來」及「超連結

文本中的連結為何被連結」。研究者思考的是，當超連結文本成為當前

網路新聞重要特徵之一時，無論是使用者或新聞生產者似乎都很自然的

將超連結文本融入日常的網路新聞閱讀或生產過程，很少質疑超連結文

本到底是如何「被生產」，或基於甚麼樣的「論述」（discourse）被生

產。在研究者看來，超連結的文本生產並非總是毫無疑問或「代表可自

由點選獲得更多資訊」這樣簡單。從上述問題意識出發，本研究認為文

化實踐的觀點相當適合討論「超連結文本如何被生產出來」及「依據何

種準則（criteria）生產」的問題。 

整體而言，媒體的文化實踐觀點關注兩個焦點，第一是「媒體的內

容及其意義是如何透過生產的過程被製造」，第二是「媒介內容生產過

程涉及了甚麼樣的實際作為以及論述過程」。本研究基本論點認為：實

踐角度的分析讓我們瞭解某些新聞學研究長期關注的核心問題如何與超

連文本研究相互扣連。此外，研究者也試圖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檢視

過去以烏托邦（utopia）及讀者主控（reader-controlled）觀點導向的超

連結文本觀點（Domingo, 2006; Rost, 2002）是否確實存在於網路新聞的

生產過程。這類的超連結烏托邦主義觀點強調，透過自由點選不同連

結，超連結文本讀者得以主控文本閱讀順序，且超連結文本能夠並陳多

元資訊讓讀者交互參照，使得網路新聞成為一種「脈絡化新聞」

（contextual journalism）。此外，超連結文本也被認為允許讀者透過連

結進出不同的文本網路頁面，使得文本不再有任何中心。 

這類對超連結文本的觀點的確指出某些超連結文本特徵，然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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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論述似乎是以「讀者為中心」觀點而忽略了網路新聞環境中的超

連結文本最終仍是在新聞生產實踐過程下的產出文本，因此本研究也可

視為關注「作者（網路新聞工作者）實踐的超連文本性」（author 

practiced hypertextuality）以及「網路生產實踐流程下生產的超連結文本

結構如何建立」的研究。  

本研究在 2006 年到 2011 年間以深度訪談法蒐集台灣網路新聞工作

者（記者、編輯及管理階層人員）關於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的資料，分

析網路新聞環境下的超連結文本結構生產。研究者聚焦於主流媒介的網

路新聞工作者，目的在於呈現其對超連結文本生產的思維邏輯。其餘近

年引發討論的公民新聞網站或各類社交網站的連結則不在討論之列，原

因是上述類型新聞網站雖在許多新聞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類網站在

形式及內容之牽涉範圍甚廣，本身就可形成另篇專論；為使本研究聚

焦，研究者仍選擇以主流網路新聞媒介作為對象。 

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試圖透過實證資料分析回答以下兩個主要研

究問題：首先，網路新聞工作者對超連結文本的認知及論述為何？「論

述」（discourse）在此指的是對某些事物「具有制度性的談論方式，同

時規範及強化行為者的實踐行動」（Jager & Maier, 2009, p. 35）。換言

之，在某些層面上行為者的認知與論述影響了其實踐活動。據此，本研

究首先探問超連結文本認知與論述和超連結文本生產之間的關係。 

其次，電子超連結文本如何透過新聞生產實踐活動被生產，同時又

連結到哪些實際的生產層面？此一研究問題目的在揭示超連結文本的生

產過程，以及在實際網路新聞環境的超連結生產實踐是如何被執行又如

何影響網路新聞產品的超連結文本結構。本文後續並將討論網路新聞的

超文本性相關辯論與研究文獻，接著討論本文研究方法，最後則提出主

要發現及研究結論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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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電子新聞場域中的超連結文本研究 

本節將回顧電子超連結概念及其在網路新聞環境中的運用。網路新

聞在此泛指以數位化格式呈現的新聞形式，並以網際網路環境作為傳布

平台的新聞媒介；「電子報」、「網路新聞報」在本文是同義詞彙，交

互運用。以下將先回顧電子超連結文本之主要概念與發展，焦點置於相

關學者與研究過去對超連結提出的論述觀點，這些觀點有助於對照後續

本文的實證資料分析論點。 

一、電子超連結文本：發展與概念 

全球新聞產業約從 1995 年開始搭載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作為傳播平台，自此電子超連結文本在新聞產品中的運用日漸普

及。一項針對歐洲各國記者之調查顯示，八成以上（82%）受訪者認為

超連結文本是未來網路新聞報導之重要項目（Deuze, Neuberger, & 

Paulussen, 2004, p. 22）。但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環境中雖已具有重要

特色，相較於其他網路新聞特色卻是最晚被重視及發展的項目

（Dimitrova & Neznanski, 2006）。 

超連結之父泰德尼爾森（Ted Nelson）將超連結定義為：一個沒有

連續性的書寫系統，文本分散而靠連線串起，讀者可隨意讀取心中意欲

路徑。在這種敘事結構安排下，讀者並非跟從單線而循序漸進的思考方

式閱讀，而是被允許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自由選擇不同閱讀路徑

（reading pathway）進而成為非線性閱讀方式（Harrison, 2002）。 

本研究所稱的電子超連結文本特別指在網際網路環境中，透過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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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物件連結技術而成的文本。當代全球資訊網中網頁編寫語言基本

由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編寫，因此網際網路被描述成

「無數超連結的超連結」（hypertext of hypertexts; Domingo, 2006, 

p.68）或「日常的超連結」（everyday hypertext; Kitzmann, 2006, p. 

23）。 

超連結文本概念並非始於數位時代。傅科（Michel Foucault）曾在

《知識的考掘》（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一書提到了「以網絡化

及連結形式出現的文本」概念。在這個概念架構下，Foucault 指出，

「書本事實上是沒有邊界範圍的，因為一本書本質上會連結到其他參考

系統、書籍、文本或句子，一本書實際上是一個網絡中的節點

（node）……，一個參考的網絡系統」（Foucault, 1972, p. 23）。 

巴特（Roland Barthes）另在《S／Z》一書描述「理想文本性」

（ideal textuality）時指出：「在理想之文內，網路系統觸目皆是，且交

互作用，每一系統，均無等級；這類文乃是能指的銀河系，而非所指的

結構；無始、可逆；門道縱橫，隨處可入，無一能昂然而言……」

（Barthes, 1970／屠友祥譯，2004，頁 11）。 

研究超連結文本先驅 Landow（1997）在《超連結 2.0：當代批判理

論與科技的匯流》（Hypertext 2.0: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中認為，Foucault 與 Barthes 對書籍與文

本之見解趨近於網絡（network）和節點的概念，與電子時代超連結文

本概念不謀而合，顯示超連結文本的概念在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論者

的觀點中早現雛形。 

「電子超連結文本」一詞創始者 Nelson 則形容該文本為「一種電

子形式文本、一種全新資訊科技、同時也是一種出版模式」（Harrison, 

2002）。Landow（1997）定義超連結文本為：一個文本內容同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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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群文本，網絡化環境中的這些「文本群聚」以電子連結彼此聯

繫。連結文本群聚並不限於文字文本，也包括影像、音檔、動畫或其他

資料格式均也納入，因此超連結文本意義等於「超連媒體」

（Hypermedia; Landow, 1997, p. 3）。 

電子超連文本影響當代網絡文化及相關產品意義深遠。Lévy

（2001）指出，網絡空間特性之一就是具備了網路化閱讀／書寫的超連

結紀錄文本。Park 與 Thelwall（2003）認為超連結是一種數位化連結技

術，讓一個網站毫無阻礙跟連結他人網站。Nelson（1999；轉引自

Landow, 1997）指出，超連結文本建立一個讓分離的相近單元得以相互

傳遞的系統，該系統允許嵌入式連結系統，並且引領至外部環境中。

Landow（1997, p. 3）指稱，超連結文本是一種在網際網路上的結點及

網絡形式中一種結合了一連串文字（或影像）且經由多重路徑、連結等

所聚合而成的開放式、不斷延伸且無完成點的文本。Kitzmann（2006, p. 

3）指出，超連結文本不僅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例證來理解科技發展如

何影響實踐（例如：我們用科技做了什麼），同時也包括了論述及環繞

該科技的典範建構（p. 3）。Kitzmann（2006）更進一步指出，超連結

文本論述及物質表徵提供了一種以「同步性」（codeterminous）方式來

洞察科技如何形塑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契機。 

尤美琪認為（2002，頁 1），超文本構築出一個由節點串連的網絡

與「無開始也無終點」的閱讀路徑；同時，在這種文字接駁、選擇與歧

出以及書寫範式由「印刷」轉向「數位」過程中，超連結文本體現了許

多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理論架構。由此可見，超連結文本並非僅是技術發

明與創新，也帶來新的文化形式並和許多概念、論述連結，包括作者對

文本主控權力消逝、資訊結構重組及讀者賦權（empowerment）等。 

在此同時，Landow（1997）之說不但連結了後結構主義、解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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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及批判理論的分析角度，並也提出多項超連結文本特色。首先，超連

結文本在本質上是「開放式文本」（openness text），理想狀態下允許

讀者自由選取不同閱讀途徑，因而讓閱讀成為多重線性（multi-linear）

模式。 

此外，在超連結文本與讀者的「賦權論述」中，認定讀者可自由連

結不同內容及資訊，自此擺脫文本作者對文本的主控權力。超連結文本

因而重新定義了文本的「界線」（boundary），亦即當讀者從實際世界

進入虛擬世界時，也從印刷文本的框限進入了超連結文本無始無終的環

境，不斷經由連結、交互參照的閱讀實踐而進入不同文本領域，文本界

線因此而愈趨模糊（Landow, 1997, p. 79）。 

其次，超連結文本是「互文本性系統」（intertextual system）的體

現（Landow, 1997），Pavilik（2001）稱之為「脈絡化」的文本型態，

即電子超連結文本重新組織了資訊在網絡空間及網站的呈現架構及模

式。如 Lévy（2001, p. 37）便曾指出，「超連結是一種被組織成為網絡

化結構的文本（a networked text）」，包含了不同「節點」（node）

（文字、圖像、照片、頁面、影像等都可成為超連結文本節點）及「串

連這些節點的連結」，其文本意義彼此參照交錯。 

第三，超連結文本是「去中心化」（de-centering）、「多元發聲」

（multivocality） 同時回歸「讀者能動性」（reader agency）的文本。

理想情況下，超連結文本並非以單一權力為中心而建立，而當讀者在網

絡化文本間移動瀏覽之際實際上是不斷轉換經驗與查核中心位置。換言

之，超連結文本提供了讀者可無限延伸的文本系統，焦點取決於讀者，

使得讀者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成為真正的「主動讀者」（Landow, 1997, 

p. 36）。此一文本模式不但是去中心化，也提供接近多元資訊與意見的

管道，同時建立在「非單一共識基礎」並吸納不同共識而成。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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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這樣的文本主題是經由「不同共識互動而形成，沒有一種共識可成

為另一種共識的主體」（Bakhtin, 1984；轉引自 Landow, 1997, p. 36）。 

二、電子超連結文本的數位新聞場域研究 

前一節業已針對超連結文本基本概念進行探討，本節接續討論這些

概念如何置於網路新聞生產脈絡之中。 

對超連結文本抱持正面態度的論者認為，融合超連結形式的新聞報

導可併陳多種觀點進而成為具有「脈絡性的新聞」（Pavlik, 2001, p. 

23），因此記者也須重新思考他們「萃取新聞」策略。這種透過超連結

文本而「併置」多重觀點的技術使新聞報導（尤其是網路新聞）能夠將

涉入新聞事件的人物及組織的多樣化觀點（理論上）共同陳列在等同的

觀點位置。 

Hall（2001）即曾指出，超連結文本讓記者能夠提供比傳統新聞媒

介更多關於事件現實的圖像，使新聞事件再現更接近所謂「真實」。

Deuze（1999）則認為，超連結文本允許新聞連接到原始素材、資料庫

或未經過修飾之訪問，打破了傳統文本的時空藩籬。 

超連結文本也被視為可增進網路新聞報導品質，如 De Maeyer

（2011）便指出，超連結文本可促使新聞報導建立更多互動、可信度、

透明度及多元化；這些特點都被視為增進新聞報導品質的指標（De 

Maeyer, 2012）。Domingo（2006）亦指出，從 1990 年代網路新聞蓬勃

發展後，一種認定超連結文本運用可「增進新聞品質」的「超連結烏托

邦」（hypertext utopias）論述自此深植於某些新聞工作者與學者見解之

中（Domingo, 2006），在網路新聞環境中「理想超連結文本」（ideal 

hypertext）條件包括了：提供讀者接近各種可能的內容、增進互動性、



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使用：一個文化實踐觀點的研究 

‧145‧ 

進而給予讀者建構新聞現實的自主性權力（De Maeyer, 2012; Rost, 

2002）。 

不過，實際針對超連結文本內容分析卻發現，網路新聞超連結文本

呈現一種「網路連結空間的偏向」；換句話說，網路新聞環境中的超連

結文本基本上具有某些特定連結對象。多數研究發現，網路新聞提供的

連結形式多半是「內部性」而非「外部性」，其劃分界線多半以網站或

文本範圍為標準。內部連結指超連結連接至該文本隸屬的網站其他文本

內容；而外部超連結則指連結文本連繫至隸屬網站以外的網際網路任何

網頁（Deuze, 2003）。 

網路新聞偏好內部性連結基本上違反了超文本「越位」（林淇漾，

2004）及「跨界」的特性。Dimitrova 與 Nenanski（2006）分析伊拉克

戰爭相關網路報導設置連結的情形發現，僅 1.3% 網站首頁沒有關於戰

爭新聞的相關連結，兩人據此認為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已為「確

立性特色」（established feature）；但弔詭的是，該分析也發現絕大多

數該研究取樣的新聞網站提供內部連結，僅 8% 網站提供外部連結。 

Oblak（2005）分析三千多個新聞網站後也發現僅 1% 新聞網站提

供超連結至不同類型網站。網路新聞這種偏好內部超連結特性使其內涵

遭到質疑，如 Deuze（1998）分析網路新聞的發展時便指出，所謂超連

結文本具有的開放、讀者自主決定閱讀順序等理想，實際上在多數新聞

網站並不存在。 

三、文化實踐觀概念與超連結研究 

前述討論指出超連結文本在新聞網站的實際情況似乎距離「理想的

超結文本」有段差距，不過多數研究並未回答這樣的差距從何而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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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而來。本研究認為，回答這樣的問題須從文化實踐角度去分析超連結

的實際生產過程。本節將針對文化實踐與超連結研究的銜接進行討論，

凸顯研究者採文化實踐觀點分析超連結文本之因。 

從文化實踐角度分析，無論電子超連結文本或網路新聞都是數位時

代「一種正在興起的網絡文化及媒介形式」（Boczkowski, 2004, p. 

3）。「形式」一詞在本研究中被理解為社會中普遍分享且得以影響文

化產品生產的常規、架構與樣式。而「文化」一詞意義到目前為止在社

會與人文科學研究中仍無足以說服整體學術領域的定論；由於探討此一

詞彙內涵並非本研究主旨，本文不擬就這一部分進行深入討論。但需強

調的是，本研究對文化現象的考察是依循文化實踐觀點強調文化並非某

種特殊階級品味或藝術，乃是關於一切生活方式之特殊描述，用以表達

某些意義與價值（Williams, 1989）。文化並非靜態、亦非僅存在於已完

成藝術品或文學作品，同時涉及了不同機構或人物對意義的建立與價值

觀的表達（Williams, 1961）。 

「實踐」在社會文化研究中同樣具有多重意義與解釋。本研究所稱

的「實踐」關切「人們如何說以及如何做」（Couldry, 2004; Reckwitz, 

2002; Schatzki, Centina, & Von Savigny, 2001）兩個層面。實踐的本質是

社會性的，其理論基礎根植於解釋及理解不同形式的社會活動如何進

行，而以實踐為中心的媒介研究強調觀察與理解「人們實際作為與活動

和媒介之間的關聯性」（Couldry, 2010），該基本立場使得這類媒介研

究往往著重於可觀察且能實際被研究者描繪的主題，有別於過去以抽象

意識形態等為主要焦點的文化研究取徑。 

從實踐的角度探討社會與文化活動近年來逐漸受到學界關注，學者

從不同角度探索實踐與社會文化活動間的關聯時指出，實踐的研究逐漸

在媒體、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形成「實踐典範移轉」（the practice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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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tzki, Centina, & Von Savigny, 2001）。在媒體研究方面，實踐為基

礎的研究也被視為超越媒介效果研究與政治經濟學觀點間之辯論的新研

究取徑（Couldry, 2004）。 

近年來，越來越多關於網路新聞生產的研究開始強調採取實踐觀點

分析網路新聞內容如何在新聞室實際被生產，但超連結文本與新聞實踐

方面的研究成果並不多見，究其原因在於網路新聞媒介至今發展約數十

年時間，其形式與科技不斷更新致使新聞工作持續追逐適應新科技。

Domingo（2006）研究西班牙四家網路新聞報紙的超連結運用就發現，

網路新聞組織未將超連結視為新聞生產重點，即使學院派研究當時對超

連結文本已出現不同程度之關注，但就新聞實際生產而言，網路新聞記

者更關切的是即時性、新聞更新等問題，而網路新聞媒介當時也未提供

支援生產及撰寫超連結文本軟體，也是記者不重視超連結文本因素之

一。 

由文化實踐角度分析超連結文本時，可謂擺脫了過去內容分析僅關

注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上運用數量多寡的問題，轉而強調超連結文本

的建構層面。Beaulieu（2005）分析公共資料庫的超連結時，曾經提出

關於超連結研究須將不同超連結間之互連建構視為可實際觀察研究的民

族誌場域。雖然 Beaulieu 的實證研究運用了非新聞相關的公共資料庫，

但其論點仍凸顯了部分超連結文本研究轉向關注實際超連結文本與實踐

關係的研究。 

上述轉變對新聞領域的超連結研究具有兩點意義：第一，實踐角度

屬於「可實際觀察範疇」。Swidler（2001）論稱，實踐研究之目的是取

代過去將文化視為內在概念以及抽象意義的觀點，因此讓文化層面變成

可實際觀察且可觸及的現象，這也使得數位新聞生產實踐研究可向前回

溯連接至 1970 年代以來「新聞生產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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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的研究傳統（Schudson, 2003）。 

第二，以實踐角度來研究網路新聞環境的電子超連結技術也擺脫過

去「超連結烏托邦」的論述盲點，直接觀察科技形式（超連結文本）與

文化商品（網路新聞）在實際生產實踐脈絡下的交互關係。 

就實際網路新聞生產角度來看，電子超連結文本已影響了新聞產品

生產、記者每日工作型態以及新聞事件再現。Engebretsen（1997）就認

為，新聞數位化後面臨了超連結科技的巨大挑戰，包括部分舊有新聞觀

念如客觀及真實等問題可能因為記者採取新的資訊傳播方式改寫而成為

新的經驗。 

Singer（1998）另認為，從「新聞工作社會學」（sociology of news 

work）角度來看，電子超連結文本影響了四個重要部分，包括：對新聞

概念之轉變；新聞編採及傳布過程；新聞記者職業角色與認同轉換；新

聞記者價值、倫理及專業規範等議題轉變等。Huesca（2000）也指出，

早期超連結文本研究多聚焦於「敘事形式」研究，但對新聞產業而言，

超連結文本為新聞產品帶來的是「結構性轉變」，因此對超連結文本意

義探討必須超越純粹網站內容分析層次並進入更複雜的新聞生產實踐與

實際意義建構的連結。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作為主要資料搜集方

法，訪談對象身分包括了媒介「附屬型電子報」（subordinate online 

news）及「純網路電子報」（pure or web-only online news）的記者與編

輯，這些新聞工作者在本研究統稱為「網路新聞工作者」。 

受訪對象的招募採取立意抽樣及雪球抽樣兩種併行：立意抽樣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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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判斷合適性後邀請現有人際資源中認識的網路新聞工作者參與訪

談；雪球抽樣則要求已經受訪對象推薦合適受訪者。 

訪問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 2006 年到 2007 年，研究者訪談網

路新聞記者、編輯並進行資料初步分析。2009 年到 2011 年期間，研究

者根據第一階段初步結果進行後續訪談並且約訪更多網路新聞記者以進

一步釐清相關問題。 

訪談人數考慮是透過研究者檢視每一個訪問者的訪談內容，若有新

的觀點出現則持續訪談直到不再出現新的觀點後研究者始結束訪談。最

後，本研究共計訪問了 15 位（18 人次）網路新聞工作者。多數受訪者

來自純電子報，附屬性電子報則較少，其主要原因是純電子報的新聞工

作者涉及較多超連結文本的實際生產實踐，附屬型電子報多半由編輯後

端進行超連結文本的製作。 

資料搜集部分，深度訪談地點多選在記者實際工作環境，訪談問題

採「半結構式問題」（semi-structured questions）由受訪者根據其日常

新聞工作經驗及實踐進行回答。「經驗」的概念在媒體文化研究方法論

受到高度重視，如 Gray（ 2003）認為經驗是論述性的構連場域

（articulating field），透過構連場域主體性認同而得以被形塑建構，主

體也可藉此反思自己定位。 

對研究者而言，透過受訪者的經驗描述可考察實踐主體如何構連出

認同與行為意義。據此，本研究的半結構問題透過以下主題聆聽受訪者

在網路新聞場域的超連結實踐經驗，包括了：（1）網路新聞環境中新

聞工作者的超連結運用情況；（2）超連結文本意義如何被認知、定義

及如何被論述，其與實際超連文本生產實踐有何關係？（3）受訪者舉

出在新聞報導中實際運用超連結的例子，及其運用方式、策略及遇到的

困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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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訪談時間平均為 1-2 小時，部分受訪者接受一次以上訪問。

多數受訪者要求個人資料保密，考量到這點，因此即使本研究部分受訪

者認為願意使用真實姓名，在分析呈現時為了統一所有受訪者均以編號

表示（部分受訪者接受兩次訪談，編號末端則以 -1 及 -2 表示），受訪

者基本資料參見文末附錄。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根據實證資料進行分析，研究者分析焦點在於新聞工作者日

常新聞生產實踐與超連結文本運用的關係。過去文獻中的超連結實踐分

析並不多見，尚未發展出具體理論架構，故本研究採取「主題分析」

（thematic analysis）策略。以實踐理論之立場，研究者首先分析在網路

新聞環境下新聞工作者如何認知、描繪及論述超連結文本的意義（分析

主題一：如何說）；以及超連結文本如何在數位新聞的場域中被運用

（分析主題二：如何作）。研究者關注的是，超連結文本如何被置入數

位新聞的文本，其與新聞報導產生之意義構連為何。 

透過實證資料分析，研究者歸納出以下三個超連結文本實踐的主要

面向：（1）超連結文本功能與新聞生產常規的實踐關係；（2）超連結

文本的符號象徵意義與新聞專業意理的展現；以及（3）超連結文本生

產與新聞組織的政治經濟勢力的連結。 

一、超連結文本性與新聞常規化實踐 

回顧當代新聞研究可發現，新聞生產實踐基本上屬於每日常規化實

踐（everyday routine practice; Tuchman, 1972, 1973），這類常規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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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日復一日的重覆工作型態，而是涉及對事件意義的判斷及對新聞生

產資源條件的考量，其後並轉化成新聞工作的實際實踐策略（Fishman, 

1982; Gans, 1979; Golding & Elliot, 1979）。將新聞工作例行化的意義主

要是為克服部分工作型態的不確定性（新聞工作被認定是其中一種），

藉此保障生產活動確實且持續產出。 

本研究分析發現，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逐漸發展成為例行的

常規實踐，其原因主要來自網路新聞組織內部要求，以及出於對科技新

奇性認知下產生的結果。 

「新聞組織要求」是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環境中被常規化的因素

之一。如一位受訪純網路電子報金融組記者（004）指出：「現在我們

都要設超連結了，報社（電子報）要求的」。另一位純網路電子報財經

記者（001-1）也指出：「我們的發稿軟體就設定好了，你一定要附加

連結，以前就都是那些比較新的記者有時間去搞這種科技的事情，不過

現在都要做了」。也有受訪電子報政治記者（002）說：「我現在發完

稿就會搜尋一下資料庫有什麼連結可加在報導後面，報社規定大概至少

要設三條連結」。 

前述幾位受訪記者的引述顯示了超連結文本在新聞網站中的生產多

半出自組織政策要求，使得大多數的網路新聞的記者開始習慣設置超連

結，進而使網路新聞得以連結形式與架構產出並成為記者常態新聞生產

實踐的一部分。 

在新聞報導中展現科技的新奇性是另一項超連結文本實踐轉化成為

常規性生產實踐的因素，該特性促使網路新聞記者認知超連結文本是網

路新聞的特性之一，而將其視為理所應然的文本形式。 

本研究分析發現，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被部分新聞工作者視

為「新奇科技」及「附加價值科技」（指在新聞文字報導之外被用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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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新聞內容的方式；Jankoswki & Van Selm, 2000）。此一觀點暗示超連

結文本基本上並非隸屬於新聞本文，而是網路新聞報導附屬的科技條

件；換言之，超連結文本被視為網路新聞應該具有的特徵以及可增加網

路新聞「可看性」、「吸引力」的科技或文本形式。 

受訪的附屬型電子報編輯（010）表示：「我們網站超連結連到一

些電影的影音介紹基本上是服務讀者，他們可以看到一些多媒體的內

容，內容感覺比較豐富」。而某位純電子報政治版編輯（006）指出：

「現在網站大家都用超連結了，新聞變成一條一條排列，讀者可以比較

清楚，這是新聞網站優勢」。另位純電子報編輯（011）也說：「在網

路上你不用超連結處理很奇怪，網路的特性就是這樣，這看起來是一種

趨勢」。 

當超連結文本的生產在網路新聞室常規化後，研究者開始思考這類

常規化在新聞實踐方面的意義。研究者發現，網路新聞記者在設置超連

結及製作超連結文本時涉入許多新聞工作實際策略考量，主要因素在超

連結設計本質上仍牽涉不同新聞工作的現實考量。研究者發現網路新聞

工作者表達許多關於設置超連結文本的觀點，而「時間」、「空間」與

「功能性」三者是常規化的超連結文本實踐最主要考量面向。 

（一）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的時空間因素 

在時間方面，網路化及數位環境中的新聞往往以追求時效性及即時

更新為主要目標（Domingo, 2011; Karlsson, 2011; Lim, 2011），即使超

連結文本對讀者與網站具有多重意義，連結設置基本上仍被視為新聞採

訪報導以外的額外勞動負擔，在有限工作時間及追求新聞即時的情況下

網路新聞工作者幾乎難以花費太多心力處理及考慮超連結設置。 

受訪純電子報財經組記者（001-2）即曾指出超連結設置的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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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現在報社希望我們寫完稿子後，都可以附加一些超連結作

為相關新聞，但我們有時候工作非常緊急，所以超連結選

擇我只會在我們的資料庫中，搜尋一下我過去寫過的相關

新聞，設成連結。 

超連結時間的質疑同時存在於對連結資訊的持續性考量。受訪純電

子報生活組記者（003）表示：「你找半天去設一個連結，沒幾天那個

連結就掛掉了，但你的新聞會一直存在，人家會一直去點」。純電子報

總編輯（009）也指出：「連結到別人的網站或網頁有時會出問題，版

權啦、那邊的內容我們也無法掌握，像是有些資料久了就沒了」。 

其次，超連結設置存在著「空間」問題考量。設置超連結原本就關

聯到不同網路面、物件及媒介間的聯繫，這些聯繫本質上是「將存在於

不同空間的資訊加以連接」。然而，空間資訊的連結方式及考量涉及了

新聞工作者對新聞事件的不同意義詮釋，因此新聞工作者多半表示設置

超連結首要考慮「甚麼樣的相關資訊要被連結」、「哪些網頁要被連

結」等關鍵性問題，這些問題本質上都具有空間性意義。一位受訪的純

電子報政治組記者（002）如此表示： 

超連結的設置其實不容易，如果要設得好，你要相當了解

新聞的背景與內容，然後才能決定哪些東西可以被連結，

但有時候我不太喜歡去設連結，因為一旦連結得不好，便

會有錯誤的訊息一直被連結到你的報導。 

時間、空間與超連結設置的問題凸顯了網路新聞生產者對新聞「文

本主控權力」的關切（Tsui, 2008）。當超連結文本作者（記者）設置

超連結時，基本上並不具備（或失去了）對「被連結空間文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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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使得超連結設置的原始生產端幾乎無法控制被連結端的新聞資訊

流（news flow），因而成為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新聞文本形式。 

（二）超連結文本實踐的功能性因素 

雖然常規化的超連結生產實踐涉入許多時間與空間的政治考量，在

網路新聞環境設置超連結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新聞資訊相關的「功能性

用途」。在此，研究者特別區分超連結的新聞相關功能與非新聞相關功

能，用意是比較後續運用超連結文本為非新聞性用途的功能（此點將在

後續分析中討論）。 

本研究訪談發現，網路新聞記者與編輯最常視超連結文本為指引

（navigation）的科技，如一位純電子報的採訪主任指出（012）：「網

路因為要呈現很多訊息，所以都會用超連結的方式，只顯示標題或是導

言一小段，然後用『更多新聞』這樣的方式讓讀者自己去點選進去」。 

連結同時也用來統合資訊及不同網站間的互惠連繫，一位受訪純電

子報報夜間編輯（014）指出:「網路的版面設計就是頭版不會呈現全

文，讀者指會看到標題以及第一段導言，然後我們用超連結讓他們點進

去看更多的新聞」。多數受訪者也認為超連結可協助呈現更多新聞資

訊：「我上次做一個颱風的歷史資料表，就用很多連結連到過去的報導

與資訊」（005-1）。而另位受訪網路電子報頭版編輯（007-2）如此指

出： 

我們有個民意版，有些作者長期投稿，我每隔一陣子就會

設一個專門的區域，把他們的稿子都用連結放在一起，方

便讀者閱讀他們相關的著作……。有時候他們也會在自己

的投稿文章中擺上自己部落格的連結，要求有興趣讀者去

瀏覽他們的部落格，我們大致上也不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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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頭版編輯的引述顯示了超連結基本上用於統整資訊以便利讀者閱

讀，同時也提供某種程度的互惠（連結到投書者部落格）使用。 

（三）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常規化的影響性評估 

整體而言，本研究訪談的網路新聞工作者對超連結運用的描述顯示

了超連結文本在日常新聞的運用並非簡單「附加相關新聞」，而是在空

間、時間及功能性架構下生產的實踐活動，不同資訊的連結選擇暗示了

超連結科技本質上並非中性而具有意圖性與方向性，而網路新聞超連結

文本的相互連結基本上也是在新聞實際生產實踐策略下的選擇結果。 

如受訪純電子報夜間編輯（014）指出：「為了節省時間，又怕連

結『死掉』，我都搜尋我們自己的資料庫最快，自己家資料庫最保

險」。另一位電子報金融組記者（009）也指出：「我現在就搜尋我自

己過去的報導作為連結，錯誤的機率比較少」。 

常規化超連結生產實踐也暗示了連結設置過程牽涉了網路新聞工作

者對科技的見解、新聞產品時間及空間的考量以及對「不同新聞事件知

識及背景的選擇、判斷和評價」。超連結的文本實踐因此成為一種新聞

實際生產考量的策略協商結果，一旦考量某些實際生產因素，網路新聞

工作者往往以搜尋關鍵字及連結過去舊稿等策略而將超連結文本設置的

問題及複雜程度降至最小，藉此因應日常其餘應接不暇的新聞工作。 

不過，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超連結在日常運用上仍有一定程度的功

能性，這點與過去學者的討論相符，例如 Deuze（2001）就指出超連結

文本具有指引新聞閱讀路徑及促進互動的功能，Tsui（2008）的分析則

認為超連結文本包含了引證及互惠兩項功能。 

超連結文本也導致網路新聞的生產者對連結產生「文本主控權喪失

可能性的焦慮」，Tsui（2008）便指出了新聞組織面對超連結的兩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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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網路新聞組織憂心失去對被連結網站內容的掌控，形成了一種

「數位空間界線焦慮感」，本研究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這樣的觀點。 

二、超連結文本實踐與新聞專業論述連結 

超連結文本在新聞工作者的每日生產實踐過程中經常用來展現與詮

釋某些新聞專業意理（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als），且成為新聞意義

生產及再現的一部分。這點在前述文獻討論已有討論（De Maeyer, 

2011），然而記者的實際超連結生產實踐與新聞專業意理展現間的關係

仍待進一步分析和討論。 

將超連結文本做為表現新聞專業意理實踐，延伸了超連結文本原本

的「功能性意義」而進入「符號意義」層次（Beaulieu, 2005）。超連結

的符號意義展現在許多面向：首先，當超連結置入網際網路文本時，其

符號形式（不同顏色樣式、滑鼠滑過超連結文本的變形等）便賦予文本

不同意義。這些超連結文本符號延伸意涵包括：特定資訊等待消費者發

掘、更多新聞資訊以及展現更多元化的觀點等；因此，超連結實質上就

是一種訴說不同故事的科技形式（Beaulieu, 2005）。以下分析將就超連

連結文本生產的符號及象徵意義深入說明。 

（一）超連結生產的符號意義 

多位受訪網路新聞記者認為，超連結文本運用是成為支撐新聞記者

心目中對事件真實建構、多元資訊呈現的敘述手法或呈現的符號工具。

一位負責生活新聞的純電子報記者（003）就認為超連結提供了讀者多

元化觀點來了解新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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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報導新聞時，喜歡附加不同的超連結在報導中，

我認為這是一種呈現不同角度的方法，讀者從我提供的連

結資訊中，可自己去判斷到底我報導的新聞是不是正確

的。 

另位受訪電子報財經記者（004）則認為超連結設置給予讀者主控

新聞閱讀的權力： 

報紙專題可以有一個全版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報導都放

在一個版面上，網路新聞就沒辦法，但網路新聞可用「加

掛」（超連結）相關新聞方式，讀者就可以自己去決定看

不看。 

前述兩位受訪者對於超連結文本的實踐與論述暗示了一種期望讀者

自主及自行參照新聞真實的態度，而記者的任務是提供多元化觀點作為

真實參照，而超連結文本則是提供多元觀點的工具同時也具有符號意

義，這點也符合過去對超連結文本呈現「多元查核中心」及「併陳觀

點」的想像。 

除作為表現多元資訊與允許讀者主控意義詮釋外，在部分記者生產

實踐中，超連結文本也與新聞真實建構等論述相互關連，網路新聞記者

在運用超連結時常將超連結的符號意義與新聞多元真實相互連結。一位

受訪純電子報生活版編輯（005-2）描述了他如何將報導以超連結方式

製作出「交互參照」（contextualization）的文本： 

有一次我報導一個知名品牌筆記型電腦會爆炸的新聞，我

就想說，我把所有資訊，包括那個電腦爆炸的原始照片，

使用者親身的說法，廠商的說法，都沒有加以修改，然後

用超連結的方法把所有的資訊放在我的報導裡，我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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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讀者可以自己去判斷我報導的是不是真的。 

超連結設置在網路新聞中被記者運用，成為提供讀者再現「事件真

實」的工具，同時滿足網路新聞記者對事件的真實宣稱。超連結文本在

此過程中被賦予「符號象徵」意義，提供大眾「連結等於提供更多真

實」及「多重且原始資料來源比單一報導更真實」的認知，也暗示了未

經過修飾、無記者干預的「真實」。 

除做為展現資訊多元化、提供讀者主控閱讀路徑、併陳原始資訊、

建立未修飾真實的敘事方式外，部份受訪網路新聞記者也認為超連結文

本運用呼應了他們對某些既有「新聞專業信條」的認定，包括客觀公正

及平衡報導等。一位受訪純電子報生活組編輯記者（005-1）表示： 

我設超連結的用意，是認為我就是把所有原始的訊息跟資

料都給讀者了，我自己都沒有加上任何意見，我只是引導

他們自己去看，連結的東西都不是我自己說的或編的，是

那個連結的作者說的……。 

（二）超連結文本生產與新聞專業表現 

超連結文本作為記者專業信條的呈現，其影響是部分記者開始思考

在網際網路環境中的專業認同問題。傳統新聞研究指出，記者所持專業

認同的功能是用來區分記者報導新聞的專業角色及閱聽人閱讀新聞間的

差異（Soloski, 1989），但超連結文本的實踐刺激了許多記者對工作角

色的「反思」。 

在談及超連結是否挑戰了記者地位這樣的問題時，一位附屬型電子

報記者（013）便表示：「我覺得讀者還是需要記者的觀點去報導新

聞，雖然現在很多人可以自己去搜尋、去連新聞」。另一位純電子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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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組記者也說：「我認為記者的報導還是很珍貴，因為我有觀點，連結

的資訊就只是一個原始訊息而已」。 

前述網路新聞工作者的說法顯示超連結文本的某些論述在記者心中

仍有不同見解，但是電子超連結文本此一結構的出現確實挑戰了過去新

聞生產實踐的某些層面。就傳統新聞生產過程而言，新聞事件多半經由

記者重新詮釋報導後始呈現在閱聽人面前（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 1978）。而在網路新聞環境中，本研究受訪多數網路

新聞記者都承認超連結文本的設置基本上是網路新聞趨勢，得讓讀者的

閱讀意向變得難以控制。如受訪的純電子報生活組記者（005-2）比較

兩者不同時指出： 

網路現在你很難控制讀者，有時候讀者懂得比你還多，所

以我設定超連結就是把一切的資訊都攤開來，顯示我沒有

在篩選資訊……。以前的作法都是記者給你什麼，讀者看

什麼，現在沒辦法了，在網路上記者變成就把資料擺在那

裡，讀者想看自己就會去看……。 

受訪電子報政治記者（002）則認為原始文件與超連結的運用是讓

讀者自由選擇，但身為記者仍然須做出有觀點的報導： 

我在跑一些法案的新聞時，有時候會直接就把原始法案的

全文連結給讀者，我認為讀者如果自己有興趣，可自行連

結去看原始的法條內容。不過法條內容有的很長，我想沒

有幾個讀者會看完，所以如果要看有觀點的而且是完整的

報導，還是要看我的新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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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與記者專業角色的轉變 

前述關於超連結文本的符號性運用實踐及超連結文本作為新聞專業

性實踐表現的分析，顯示了超連結文本對網路新聞工作者專業認同的一

些影響。在傳統新聞工作者的任務中，守門過程裡的「篩選資訊」角色

佔有一定比重，但在超連結文本的實踐中，某些守門的專業認知開始轉

變換成為「透過超連結的設置，引領新聞讀者自己去連結到更多原始

的、未經過記者修飾的訊息」。 

實踐過程中，新聞記者從「守門人」的思考轉變成「資訊代理人」

（information broker）的思維，目的是引領讀者盡可能接觸到各種資訊

而非篩選資訊（Boczkowski, 2004），這樣的轉變部份源自超連結文本

具備的去中心化特性。 

但是這樣的思維在網路新聞記者間仍具爭議。本研究分析顯示，也

有部分受訪記者似乎將連結文本的資訊與記者生產報導的資訊進行區

分，如超連結文本的連結資訊可能是原始及無組織的，而專業記者的報

導則是具有觀點且經過記者專業的生產後的產品。 

三、超連結文本實踐與組織政治經濟結構運作 

曼紐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96）在《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書中清楚的揭示了一個權力糾結的網絡結

構，超連結便是在這樣的結構中串連組織機構、城市及複雜的節點進而

形成流動空間。柯司特的理論容或比較適用於分析巨觀的全球化空間，

卻也直指了網絡空間與超連結設置的權力涉入本質。 

從柯司特觀點看新聞場域的超連結文本生產，前述超連結常規化生

產與鑲嵌在傳統新聞專業論述的實踐情況俱都顯示了超連結的部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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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然而，新聞場域本質上仍是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2005）描述的「一個不同權力互相爭權的空間」，新聞生產實踐運作基

本上仍在組織的政治與經濟脈絡下運行，超連結文本生產亦然，但是這

點在過去超連結研究中幾被忽略。 

新聞組織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相關研究是導引本研究對超連結文本實

踐如何與組織的控制進行協商與互動的主要論據，該理論觀點關切的是

組織內部的經濟勢力如何影響新聞生產實踐活動（Schudson, 2003）。 

Schudson（1989）在其〈新聞產品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一文中指出，政治經濟學觀點將新聞生產過程關聯至新聞

組織的經濟結構；Tuchman（2002）也暗示了新聞生產常規性實踐與新

聞組織間的關係，強調研究新聞的生產必須理解社會結構與及組織的利

益如何透過新聞日常生產實踐活動而轉化為具體的新聞文本。本研究即

在接合前述觀點，認為超連結生產理應關注「超連結文本的生產實踐過

程如何連結到新聞組織的經濟利益考量」。 

（一）政治經濟脈絡與內外部超連結文本運用 

從組織政治與經濟觀點分析，網路新聞場域中的超連結文本是記者

實踐與組織的結構及多重勢力協商結果，這也解釋了為何過去文本分析

中常發現前述新聞場域中多半是「內部性」而非「外部性」的超連結。

受訪電子報總編輯明確強調（009）：「我們基本上不希望讀者連出去

我們的網站」；另位受訪的純電子報金融組記者（001-2）則指出：

「我用自己報社舊稿做連結，可以增加自己的點閱率」；受訪附屬電子

報編輯（011）也說：「我們報導中被加了很多關鍵字的連結，多半是

找廣告公司或我們業務部自己加的，一看也知道連過去的都是廣告，不

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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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位純電子報頭版編輯（007-1）對組織如何思考生產超連結文本

有更詳細的描述（添加語詞出自本文）： 

我們[公司]現在的超連結設計，都希望讀者不要連接到我

們網站以外的頁面，所以現在我們連結的網頁都是以我們

自家資料庫裡面的新聞頁面為主，我們希望把讀者留在我

們網站中越久越好，一些我們的相關企業的電視台節目、

行銷等也都會連結。 

上述所引揭示了超連結文本生產如何被納入至網路新聞環境之點閱

數字邏輯，並進一步服務新聞組織的政治經濟利益。這樣的情況在網路

新聞環境中屢見不鮮，如 Cohen（2002）研究市場導向的網路新聞時便

指出，多數新聞網站對網路新聞的連結具有相當警覺性，深怕傷害了組

織的商業利益。 

在關注新聞組織商業利益的情況下，許多網路新聞網站的超連文本

報導所連結的資訊多半是廣告或其他類型的非新聞性訊息（non-

journalistic information）。這類訊息被構築在超連結文本新聞報導的資

訊結構中，除了模糊新聞與非新聞訊息的界線外，也影響了新聞事件的

再現方式。受訪的電子報金融組記者（001-1）即曾指出自己報導之實

際例子： 

有一次我寫了一個關於刷卡獲得大獎的故事，這個故事是

從信用卡公司得來的消息，很有趣，但新聞出現在我們網

站的時候，多了很多超連結，這些超連結是我們業務單位

加上去的，連到的都是那個信用卡公司的網站，還有信用

卡申請的資訊。 

另位純電子報產業組記者（015）也說：「很多時候我們會廣告部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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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寫一些配合新聞，我們的任務是寫好新聞報導，然後他們會去做連

結……」。 

上述例子顯示了超連結文本可能運用做為廣告形式的情況，因而新

聞場域中理想超連結文本的「以新聞詮釋及框架新聞」或「並置多元新

聞觀點」的特性可能轉變成為「新聞連結廣告」或「並置不同產品的選

擇」，而這樣的發展則可能造成網路新聞場域中新聞與非新聞資訊的混

淆，同時影響新聞報導的可信度。 

（二）超連結文本生產與商業的互惠 

對部分新聞網站而言，超連結文本存在「商業性的互惠功能」，這

部分有別於前述「新聞性質的互惠」。超連結文本被運用做為「交互行

銷」同媒體集團內容的工具乃肇因於許多網路新聞網站本質上屬於媒介

匯流架構下的一環或附屬於平面或電視媒體，這樣的組織結構使得網路

新聞網站成為媒介交互行銷場域。 

一位受訪網路新聞記者表示：「我們有時候很多連結都是連到同公

司的節目內容或其他媒體新聞內容」（001-2）；「有時候我們會有一

些命理的新聞，附上的超連結就是連到一些命理師的網站，沒辦法，這

些節目很紅」（004）。另位編輯（012）表示： 

有時候我們的操作會很細緻，像是房地產的新聞，可以連

結到我們公司的房屋仲介網站，演唱會新聞連結到售票網

站，高爾夫球比賽連結到比賽的即時消息，因為這個比賽

是我們相關企業辦的。 

互惠的合作使得超連結文本生產反映了某些偏向，這些偏向有時候

取決於新聞組織的政治與經濟考量，如一位主流媒介的網路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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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便表示： 

我們的超連結設定，有一些合作機制，設定那些字可以去

連結……。當然我們也涉及到報社老闆喜不喜歡這些連結

的東西，例如有的單位來談，我們老闆不喜歡，不想要放

人家的廣告……。有時候我們會跟電影公司合作，連結到

電影介紹網頁，並且做贈票的活動……。 

上述超連結做為互惠或是交互行銷工具便挑戰了網路新聞場域超連

結文本的原始生產觀點。以超連結作為網路新聞互文機制的原始目的是

為了完成「在新聞中鑲嵌新聞」，但作為媒介或商業組織間交互行銷的

工具卻使得超連結文本轉為「以商業資訊框架化新聞」的科技（Cohen, 

2002）。研究者的訪談發現，新聞組織不斷透過商業競爭論述來設定記

者在生產超連結文本時的規範準則，受訪記者（008）指出： 

超連結雖然可以讓讀者連結到更多資訊，但站在我們報社

立場，在新聞報導中設置更多的超連結，主要目的是要增

加新聞網站的點閱次數，這是報社的原始目的。他們也不

希望我們設太多的連結到別的網站，畢竟我們也要生存、

要賺錢……。 

一位網路新聞報主管階層（012）受訪者也明確指出，組織內管理

階級的思考重點是建立一個封閉的網路環境，這樣的思維邏輯本質上仍

是過去線性思考的延伸，而非超連結文本所宣稱的非線性、去中心化的

特性。該主管指出： 

網路新聞和傳統的報紙新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現在可以

到處隨便點閱，但是就我們網站來說，目前還是相當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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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不像國外網站一樣可以連結到別的網站……。我們設

的連結都是設定自己網站的內容，這樣讀者怎麼樣連結都

會在我們自己的網站中，跑不出去……。 

（三）政治經濟面向與超連結生產評估 

超連結的組織政治經濟面向分析凸顯了超連文本性的政治

（hypertext politics）問題。如 Landow（1997）指稱，一如早期的資訊

或文化科技，電腦技術促成的相關科技（包含超連結文本）仍然包藏著

政治意涵。 

本研究分析也顯示，超連結文本在組織利益思維下逐漸發展成為一

種「迴路策略」（circuit strategy）。迴路的超連結生產策略一如上引受

訪者所述，目的乃為製造讀者在封閉的超連結環境中點選閱讀，進而協

助新聞組織累積商業競爭的資本（點閱率數字）。讀者若依循生產者提

供的連結路徑，基本上只是增加該網站的停留時間與網頁瀏覽次數，而

超連結文本也移植成為網路環境中增加「消費者注意力經濟」的一環。 

從文化實踐角度來看，政治經濟因素與記者的自主間在新聞生產研

究中長期以來就是相互拉扯，擺盪於光譜的兩端。由前面分析的超連結

文本生產實踐可看出，不少記者基本上仍然肯定超連結作為呈現多元化

資訊方面的功能，部分受訪網路新聞記者表示「如果有更多時間，他們

願意花更多的心力去設置超連結」（002），或表示「自己不會去設跟

商業有關的連結」，但也無奈的說「如果是廣告單位設置的超連結，可

能就沒有辦法可以約束」（001-2），顯示網路新聞記者的超連結實踐

在平衡組織利益及新聞自主間的矛盾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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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現小結與回應研究問題 

表 4-1 總結了本研究之實證分析結果。總括來說，本研究從網路新

聞室生產的例行常規、新聞記者的專業意理及新聞組織的政治經濟控制

等三個面向著手進行超連結實踐分析，而網路新聞場域的超連結文本實

踐基本上交織在這三個層面。受到過去新聞生產相關研究啟發

（Fishman, 1982; Gitlin, 1980; Tuchman, 1973），研究者發現網路新聞中

的超連結文本之生產實踐是在記者每日常規生產策略、專業意理展現以

及新聞組織政治經濟脈絡下所進行的生產實踐。 

本文在緒論部分提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第一個問題探問「網路新

聞中超連結如何被認知與論述」？根據前述分析發現，常規化的網路新

聞超文本著重在超連結文本的科技與功能層面，視超連結為增加新聞報

導中的附加價值科技、新聞資料延伸及指引新聞閱讀的工具。其次，新

聞專業論述的認知則視超連結文本為一種反映新聞專業價值及多重真實

展現的符號表徵，組織的政治經濟利益論述則將超連結認定為一種增進

組織商業資本（多連結等於多增加資本）及跨媒介互惠的工具（分析結

果見表 4-1-A）。 

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詢問「網路新聞場域中的超連結文本及連結

如何被具體實踐與生產與設置，涉及了哪些具體考量」？這部分的研究

發現集結在表 4-1-B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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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網路新聞場域超連結文本實踐分析 

新聞場域超連結文認知與論述 

（4-1-A） 

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 

（4-1-B） 

新聞生產常規化論述與認知 

（功能性） 

連結新聞專業意理及理想超連結 

 論述與認知 

（符號性） 

協助組織政治經濟勢力結構論述 

 與認知 

（經濟及互惠性） 

1. 作為網路新聞附加價值 

2. 網路新聞報導相關功能運用 

3. 增進網路新聞品質 

4. 表現新聞專業 

5. 專業認同角色的反思 

6. 強化組織市場競爭策略 

7. 連結新聞場域內、外部商業勢力 

8. 跨媒介互惠、交互行銷 

 

研究者發現，超連結生產常規化後，記者超連結實踐成為在「可掌

控生產資源」（時間、空間）及「連結價值標準與功能」間的相互協商

過程。此外，超連結文本實踐一如過去研究發現可與許多增進新聞品質

之論述結合，除了提供多元資料、併陳多重真實、允許讀者自主決定閱

讀路徑外，基本上也成為反映新聞專業理念的符號象徵。然而更重要的

是，網路新聞場域超連結文本生產實踐仍受組織政治經濟結構的侷限，

超連結文本同樣可能被運用做為新聞組織的一「商業資產」（De 

Maeyer, 2011），協助增加組織市場競爭利益（增加點閱數字吸引廣告

主）、重組內外商業勢力及促進跨媒介間的交互行銷等。 

伍、結論與討論：重審超連結的生產問題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針對超連結文本在數位新聞環境中的實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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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其論述及實踐過程進行實證研究。質性深度訪談的分析深度描繪了

某些新聞場域超連結文本如何被生產以及如何被採取特性的形式與目的

被生產，此乃本研究的主要貢獻之處。此外，本研究的文化實踐角度也

呈現出超連結文本做為網路新聞生產實踐的一環，如何被置入常規性實

踐以及部分新聞（網路新聞）文化的意義如何被植入超連結的生產工作

之中，並在組織經濟結構脈絡下產製出不同新聞文化意義。 

整體而言，網路新聞媒介將超連結文本置入常規性的實踐對網路新

聞的品質與發展具有正面意義，超連結文本一定程度提供了網路新聞更

多元化的資訊呈現方式，同時提供讀者接近多元資訊可能性，使網路新

聞的生產有更多機會邁向文獻分析中提及的「脈絡式新聞」及多元新聞

事實建構的理想。然而本研究分析卻也發現超連結的生產實踐仍需經由

不同角度來檢驗，這樣的檢驗有助於新聞實務上的超連結文本製作品質

的評估與建立，這是本研究結果的另一貢獻。 

總括而言，本研究發現具有以下幾點意涵，分別敘述如下： 

一、內外部超連結文本與新聞資訊建構 

本研究發現之一是網路新聞記者在多數情況下選擇以內部連結為主

要實踐而非外部超連結，具體呈現了記者在選擇連結時的協商過程。這

部分發現與過去經由量化的網站內容分析所獲結論相符（見文獻部分討

論），不過本研究則進一步提出了以實踐角度來探討網路新聞網站偏向

內部超連結的問題。 

這類運用內部超連結或記者以過去舊稿件（另一形式的內部連結）

作為超連結的策略具有兩種意義，其一是連結過去報導等同於製作更多

內部超連結，若這些連結引導了網路新聞讀者進一步閱讀連結資訊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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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某一程度上將推昇新聞消費者在新聞網站點閱率及停留時間，有

助於增商業新聞網站的點閱率資本。其次，以舊有稿件作為新聞連結不

但回應了組織要求，也減輕網路新聞記者勞動負擔。 

然而，就新聞文本表現來檢視，內部超連結無形中限縮了超連結文

本的潛在功能與意義，也就是網路新聞網站內部的超連結最終仍然只呈

現了單一新聞作者或單一新聞機構之觀點，無法展現連結多元資訊及建

立互文性新聞層面的運用。此外，記者以舊稿連結資訊本質上無法提供

理想超連結文本中所謂「不經修飾的原始資訊」目的，讀者最終獲得的

仍是經由記者觀點詮釋的新聞資訊，超連結文本的開放性意義形同具

文。 

二、反思超連結生產政治經濟因素 

本研究透過實證指出網路新聞場域的超連結文本是種具政治經濟意

涵的文本。在文獻回顧中，本文指出超連結文本在多數研究中被認定是

「開放的文本」，允許自由「接近」資訊，但本研究卻發現在網路新聞

環境中，接近的意義實則複雜難測。在超連結文本環境中我們永遠要問

「誰可以生產連結」以及「誰決定了什麼東西被連結」，這點在

Landow（1997）對超連結的批判性觀點討論中早已經提醒我們。唯有

生產者的問題確立後，我們才得以將這些面向與「網路新聞讀者如何選

擇閱讀新聞路徑的問題」對照。 

政治經濟觀點的超連結文本生產研究使我們重新反思超連結文本在

新聞場域的根本意義。作為一種資訊科技及結構資訊方式，超連結文本

實際上具有建構社會現實的特性，超連結所連結的網站也代表了不同社

會機制呈現的資訊，包含了不同的價值、觀點及意識型態。亦即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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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環境中，每一篇報導、新聞圖片或多媒體呈現都可視為資訊節點，

連結到不同新聞訊息或其他節點資訊後形成新聞資訊的網絡，也建構了

不同的社會場域。因此，當新聞報導成為網絡環境的節點時，許多新聞

場域的外部勢力便可能透過超連結文本書寫及連結設定過程而「重新結

構」在新聞資訊中（Cohen, 2002; Scott, 2005）。 

對於超連結文本生產的政治經濟分析凸顯了未來在網路新聞發展中

可能遇到的問題，透過超連結文本而入侵網路新聞場域的內、外部政治

經濟勢力（多半是商業形式），可能導致「非新聞」的資訊透過連結進

入新聞場域，使得網路新聞場域中「甚麼是新聞」的界線與定義變得更

加模糊。而不同連結資訊也可能成為新聞報導中再現新聞事件的一部

分，彼此交互參照，形塑新聞事件的意義與真實。 

三、常規化超連結文本的生產勞動與品質問題評估 

超連結文本生產的常規化同時帶出了品質問題。本研究指出，超連

結的設置基本上牽涉到許多複雜成因，這些因素基本上仍須與新聞生產

實踐的實際因素相互協商。 

過去討論超連結文本時，一方面視超連結科技為「理應如此」的科

技，忽略超連結文本基本上仍是可能被植入不同生產意圖的科技。另一

方面，過去的文學、美學或設計導向的研究暗示著完美或經過嚴密設計

過程所產出的超連結文本，但本研究卻發現，常規化下的網路新聞場域

新聞工作者所考慮的是連結空間、關鍵字、新聞連結間的相關性等「實

際可實踐的超連結文本」，這點與完美的、理想的超連結文本觀點相距

甚遠。 

本文對超連結的生產實踐研究同時反映了數位時代記者生產勞動的



超連結文本在網路新聞場域中的使用：一個文化實踐觀點的研究 

‧171‧ 

某些特徵：當超連結文本這類不屬傳統新聞媒介的形式被設定成為整體

新聞生產勞動的一環時，衍生的問題是新聞組織利益、記者專業意理及

超連結文本品質間的矛盾。當前台灣的網路新聞媒介似乎在概念上仍將

超連結文本視為增加點閱率機制，卻未設定有效的機制來評估記者設定

的超連結的合理性與品質，導致記者視超連結的設定為額外勞動負擔，

結果是網路新聞網站多數是內部性超連結或廣告資訊的超連結。 

因而記者在態度上陷入兩難狀態：一方面，記者在專業價值觀判斷

下明顯認同超連結文本可讓讀者獲得更多訊息也具促進多元真實的優

點，但另一方面，就網路新聞生產現實而言，超連結文本設置增加了記

者的勞動負擔，在前述網路新聞時間壓力的要求下，似乎也不允許記者

針對超連結文本的設置進行深入思考與評估。為了回應組織對即時新

聞、點閱率要求及平衡工作負荷等情況，記者最終多傾向以最簡單、便

利的方式進行超連結設置。 

就實務上來看，未來對新聞場域的超連結文本探討似乎也應關注超

連結文本的品質問題及相關勞動條件、客觀限制對超連結生產的影響。

主流網路新聞對超連結需求若形成常規性的實踐，是否應該思考設立相

關部門或職務專司超連結文本的資訊設置、討論與評估，以增進超連結

文本的品質。 

四、超連結文本的作者與讀者主體位置轉變 

本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面對網路新聞時代的來臨，新聞工作者開

始反思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角色定位。生產與消費間的關係長期以來便

是傳播研究重要辯論所在，而本研究發現，超連結網絡發展出的新聞文

本資訊結構對新聞產業來說是兩難抉擇：超連結文本使任何新聞報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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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都成為網絡節點，新聞工作者要繼續扮演「新守門人」角色或是

「交出文本主控權」成為單純「資訊代理人」的角色，在當代新聞文化

勢將成為新的辯論議題。 

以本研究發現來看，網路新聞記者透過超連結文本實踐定位自己為

資訊代理人，透過超連文本實踐暗示一種「中立」及「不干預」資訊流

動的態度。此舉較接近於以超連結文本之符號象徵特性來暗示本身的

「另一種專業態度」，似乎並非記者就此放棄「新聞詮釋者角色」，原

因在於本研究多數受訪記者仍堅持新聞報導專業及詮釋新聞價值，並以

此跟連結的原始資訊作為對比。因此，在數位時代網路新聞的記者的專

業性認同似乎是流動的，他們一方面展現新聞專業詮釋者的角色，另方

面也透過超連結成為資訊代理人。 

反觀新聞消費者端，超連結文本促進了「讀寫者」的誕生，新聞閱

聽人無疑因為超連結文本設置獲得了部分的閱讀自主。因此，本文雖然

強調「生產者的超連結文本實踐」，但研究目的及結論都無意過度延伸

宣稱讀者必然落入生產者提供的新聞閱讀路徑迴路陷阱，這樣的宣稱應

該在具有更多關於消費者超連結文本閱讀研究下方能討論。不過值得一

提的是，網路新聞讀者必須在超連結文本中謹慎選擇、判斷其閱讀路

徑。 

在本文接近尾聲之處，研究者必須指出，過去超連結烏托邦主義指

出了諸多正向、樂觀的超連結文本論述，然而超連結文本的生產涉及許

多複雜因素考量，這些因素在網路化新聞生產實踐場域中交互形塑了超

連結文本及連結的設置。因此，未來有必要以實踐為基礎，結合網站內

容分析以及閱聽人如何消費超連結新聞文本的素材以拓展更深入且廣泛

的相關研究。 

超連結文本不能單獨視為一種資訊解放的科技，而應當成「經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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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實踐過程塑造而成的文本形式」來對待。這樣的超連結文本究竟會讓

網絡化的新聞更接近真實或促使新聞／非新聞之間的界線更加模糊？讀

者到底是被解放或是更進一步落入超連結文本生產者設計意圖之中？這

些都將是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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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及清單 

受訪者 

引用編號 
性別 職稱與工作性質 

訪問時間 

（年/月） 

001-1 

001-2 
女 純網路電子報財經組記者 

2006/07 

2007/02 

002 女 純網路電子報政治組記者 2006/08 

003 女 純網路電子報生活新聞組記者 2007/03 

004 女 純網路電子報財經組記者 2006/07 

005-1 

005-2 
男 純網路電子報生活版記者與編輯 

2006/02 

2007/02 

006 女 純網路電子報政治與地方主編 2006/05 

007-1 

007-2 
男 純網路電子報頭版編輯 

2007/02 

2009/02 

008 女 純網路電子報金融組記者 2010/05 

009 男 純網路電子報總編輯 2007/02 

010 女 附屬型電子報主編 2010/07 

011 男 附屬型電子報編輯 2011/10 

012 女 純網路電子報採訪主任 2007/05 

013 女 附屬型電子報金融組記者 2010/08 

014 男 純網路電子報夜間版編輯 2010/09 

015 女 純網路電子報經產業組記者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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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Hypertext in Online News:  

A Cultural Practice-Based Study 

 

Win-Ping Kuo
*
 

ABSTRACT 

Electronic hypertext is a feature that facilitates discriminating digital 

text from print media.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electronic hypertext is 

adopted in contemporary online new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of 15 

Taiwanese online-news professionals,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at hypertext is 

used in digital news reports as an added element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news production. However, hypertext is often used to indicate an onlin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thus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reflexivity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Nevertheless, in the online news business, most 

hypertext is produced in the context of an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hilosophy. 

Hypertext is currently regarded as technological tool to facilitate restructuring 

the existing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limates, and to gain profit in a 

circulating model of hypertext structure for the news company. 

Keywords: cultural practice, hypertext, newsroom routine, online journalism,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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