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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末期興起的公共新聞經歷蓬勃發展後已失去動

能，世紀之交崛起的公民新聞目前則在全球進行各種形式的實

驗。本文試圖經由理論及歷史的爬梳，釐清兩者間的關係及其

在民主機制的意涵。本文認為，時間上前後接續的這兩種新聞

理念雖未必存在理論發展的必然關係，卻具有相互啟示意義：

具有直接民主精神的公民新聞，可以吸納公共新聞所蘊涵的審

議要素，而具有審議民主精神的公共新聞則可取法公民新聞彰

顯的開放原則，共同成為新聞生態更具活力的成員，並對民主

政治發揮更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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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這個受人尊敬的行業發現自己身處於歷史上所罕見的時刻，它

作為新聞守門人的霸權首次遭到威脅，造成威脅的不只是新科技與競爭

者，猶可能包括它所服務的閱聽人。 

─Bowman & Willis（2003, p. 7） 

 

 奠基於公共新聞原理的公民產製新聞能協助我們的公共生活與媒體

發展得更好，但必須透過審議與專注的努力。 

─Merritt（2010, p. 29） 

壹、前言 

儘管理想與現實間存在落差，但許多新聞從業者與研究者仍視媒體

為公器，並致力於縮短兩者差距。特別是西方新聞業自上世紀遭逢科

技、經濟與政治等層面的衝擊以來，傳統商業媒體不僅面臨經營層面的

挑戰，更遭到公信力的質疑，致使媒體離公器的目標益遠，各種新聞改

革運動亦因應而生。 

在諸多新聞改革運動中，美國於 1980 年代末興起的公共新聞

（public journalism）或市民新聞（civic journalism）乃最受注目。此一

運動除了在美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外，並擴展至一些西方國家，甚至

連中國大陸亦有其不同角度的詮釋與移植（ Haas, 2007; Romano, 

2010a）。或許正如該理論的主要倡議者 Jay Rosen 所言：「公共新聞應

該是土生土長的（homegrown），而非進口品（imported）」（Rosen, 

2000；轉引自 Romano, 2010b, p. 11）。 

公共新聞雖於 1990 年代獲得美國新聞業的廣泛實驗或採行，但後

勁不繼，反而是 21 世紀之交崛起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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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很快獲得全球性的接納，不只掩蓋

了公共新聞的光芒且影響力方興未艾。許多人認為公民新聞是新聞業的

革命性進展，勢將根本解構新聞定義。但也有人認為公民新聞係公共新

聞的後裔，傳承了後者的基本精神。 

的確，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的推動者間具有若干重疊性，如紐約大

學教授 Rosen 與資深新聞工作者 Jan Schaffer 既皆是公共／市民新聞的

重要支持者，亦為公民／參與式新聞的積極推動者。近年來，已有人針

對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的關係進行理念辯證，希望為兩者建立有機性的

連結或創造性的互動。毫無疑問，不論公民新聞是否沿襲公共新聞，兩

者都是針對當前新聞業面臨問題的回應，亦都在媒體改革運動扮演角

色，其間異同乃至相互可有的啟發殊值關注。 

國內對公共新聞或公民新聞的研究雖漸增多，特別是有關公民新聞

的論述已益受重視，但有關兩者關係的研究則尚未開發，甚至頗多混用

致未能理解兩者間之差異。究竟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間有何差異、兩者

關係是甚麼、彼此間是否可貢獻對方並有助於新聞本質及功能的實現，

本文試圖從理念辯證來回應上述問題。 

貳、公共與公民新聞的發展與現況 

截至目前為止，公共與公民新聞的用語及定義在英語世界仍未統

一，有許多詞彙視為公共或公民新聞的同義語，甚至也有人視兩者為相

等詞，但主流用法仍有清晰脈絡可循。大抵而言，興起於 1980 年代

末，強調報業與廣電新聞應傾聽公民心聲、促進公民參與、導向問題解

決，提升公共生活的新聞類型，主要用語包括公共新聞、市民新聞、社

群式新聞（communitarian journalism）等（Romano, 2010c），而本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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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逐步開展的公民自力產製、自行發聲的公民新聞則主要以參與式新

聞、公民新聞、草根新聞（grassroots journalism）、使用者產製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等名詞稱呼。 

公共新聞運動雖起於 1980 年代末，不過 public journalism 此一名稱

要到 1994 年方才由 Rosen 與時任 Wichita Eagle 總編輯的 Davis “Buzz” 

Merritt 確定下來。Merritt（2010, p. 25）表示，以此定名的主要考慮是

此一新聞運動意在對公共生活產生正面影響，執行者對於他們所進行之

事及為何進行都要具公共性，亦即須秉持開放與自然為之的精神。

Rosen（1995,p. v）則將公共新聞描述為一種關於媒體應何去何從的論

證、一組在真實生活環境進行嘗試的實踐方式，以及民眾與機構關心改

革可能性的運動。 

至於 civic journalism 的使用則與「皮優慈善信託」（Pew Charitable 

Trusts）有關。當時積極推動公共新聞的「奈特瑞德報業集團」

（Knight Ridder Newspaper Group）執行長 James Batten 常與關心公民生

活的該信託總裁 Rebecca Rimel 討論新聞業的問題，促使後者決定於

1993 年 成 立 「 皮 優 市 民 新 聞 中 心 」 （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邀請出身電視界的資深媒體人 Edward Fouhy 領導，並提

供 450 萬美金來推動各種維護及重振公民生活的新聞實踐。 

不過，Fouhy 與該中心另一核心負責人 Schaffer 並未採用 public 

journalism 之名，而是使用 civic journalism。對此 Merritt（2010, p. 25）

表示，兩個名詞同時使用的確對新聞圈造成困惑，不過兩個計畫的目標

並無差異。本文以公共新聞一詞來統一指涉此一或有倚輕倚重之別，但

基本理念並無重大差異的新聞改革運動。 

至於公民新聞之使用較公共新聞更為紛雜。雖有人將其定義為完全

獨立而不與專業新聞組織發生關係的公民自製新聞，或將 particip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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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定義為公民將作品提供新聞組織或與專業新聞工作者合作產

製新聞（如相關研究甚多的 Nip, 2006, 2010），但兩者多已混用並被視

為同義詞。 

此外，公民新聞指涉範圍亦甚為開闊，從部落格、網路討論團體、

公民對專業媒體供稿、公民新聞網站到影音分享網站（如 YouTube）、

維基媒體（如 Wikinews）、社群網站（如 Facebook、Twitter）、社交

新聞分享網站（如 Digg）等均包含在內（Bowman & Willis, 2003, pp. 

21-37；胡元輝，2010），本文則統一以其指涉具資訊與報導意涵的公

民作品及其產製實踐。換言之，其與著重專業新聞工作者應致力連結公

民與政治的市民新聞（civic journalism）並非同義詞，此種界定亦為多

數研究者所認同。 

從以上有關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定義的討論可知，兩者確實存在本

質差異：前者以專業／職新聞工作者為主體，後者則以公民大眾為主

體。而兩個具有本質性差異的新聞理念與實踐又為何會產生交集，以下

先從發展史角度來加以檢視。 

一、激情不再：公共新聞的發展與現況 

從 20 世紀初期開始，西方新聞業逐步建構出專業新聞體制，與此

一專業體制共生的新聞理念係將媒體視為公共資訊的提供者，乃公眾與

政府間的中介，並逐步發展出看門狗（watchdog）與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理念，認為新聞媒體的重要功能在於監督政府，維護公眾利

益。 

惟理念歸理念，許多批評者認為媒體並未真正實踐新聞專業主義，

其因不僅在於新聞工作者受種種因素影響而偏離專業精神，猶在於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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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營者及所有者並未將公共利益置於首位，甚至將新聞視為純粹商

品且以牟利為唯一目標，致使新聞產業與公眾需求間恆存差距，亦使新

聞產製者與使用者間恆處緊張關係，而此一緊張關係於 20 世紀末尤為

鮮明，公共新聞即在此一環境下萌生。 

公共新聞運動興起於美國商業媒體遭逢極大經營困境的 1980 年代

末期，當時美國報業售報數逐年下滑，廣告量逐年降低，閱聽眾對媒體

的信賴度益趨下墜，批評聲浪有增無已；1988 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率

低落，1 乃成為引發公共新聞運動的直接觸媒。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David Broder 率先批評美國新聞媒體在該次大選及 1990 年的期中選舉

未能善盡報導職責，致使新聞內容淪於膚淺貧乏，民眾喪失參與選舉政

治的意願。學界的 James Carey, Rosen 等人亦對媒體在選舉中的表現提

出質疑，為公共新聞運動的鳴槍起跑奠下基石（黃浩榮，2005；鍾起

惠，2006；Charity, 1995; Glasser, 1999; Haas, 2007; Merritt, 1998, 2010; 

Rosen, 1996, 1999a, 1999b; Rosenberry & St. John, 2010）。 

公共新聞運動首先由奈特瑞德報業集團旗下幾份報紙展開實驗，包

括喬治亞州的 Columbus 市、北卡羅萊納州的 Charlotte 市、華盛頓州的

Spokane 市、堪薩斯州的 Wichita 市等地的集團成員報陸續展開不同形

式的公民參與性報導。該集團執行長 Batten 的主張則成為公共新聞的宣

言，在 1989 年呼籲要有全新的新聞心態，1990 年更在演講中清楚指出

報 紙 應 以 創 新 方 式 重 新 與 讀 者 連 結 ， 「 建 構 社 群 」 （ building 

communities）乃新聞業至為重要的核心任務。 

他指出：「將自己沉浸在社區生活之中的報紙，無論其程度的大

小，都會在未來幾年獲致最佳的成功前景。而且這些報紙將有最好的機

會，使居於社區生活冷漠外圍的民眾回到具有活力的中心地帶」

（Batten, 2010, p. 18）。事實上，實務界積極推動公共新聞的原因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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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信，如果美國人民能夠重新參與公共生活，日趨下降的閱讀率將能

解決（Nip, 2006, p. 213）。 

基於新聞的目的在於讓民眾具有公民能力以期公共生活能邁向佳境

（Rosen, 1999a, p. 50），早期公共新聞的實驗聚焦於如何讓公民參與新

聞議題的選擇並鼓勵他們進行對話。據統計，1994 年至 2002 年間，全

美至少有 600 個以上公共新聞計畫在 220 個城市執行，大部分（75%）

是日發行量在 25 萬份以下的地區性報紙；若以全美約 1,500 家日報來

說，其中至少有 322 家日報（約五分之一）實施。該調查同時顯示，絕

大多數實施者認為公共新聞計畫已對社區產生正面影響，約有 53% 的

計畫被認為促進了社區的公共審議程序（Friedland & Nichols, 2002）。 

整個運動在實務界展開實驗後，學者們便協助闡釋背後的理論意

涵。他們在逐漸完備的理論建構中強調，公共新聞的主旨在於鼓勵媒體

更具公民參與性、避免淪為菁英的表演舞台、重視公眾的聲音、促進公

眾關心公共事務並使之成為「能參與並知情的公眾」（Rosen, 1999a, p. 

299）。 

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理念尤被公共新聞倚為理論淵

源，他於 1920 年代即強調報紙必須超越純粹的事件報導，成為公眾教

育、辯論以及結構化討論公共議題的輪子。杜威認為，公眾既然不可能

生活在純粹私己的世界，所面對的問題就必然相互牽連，並在解決問題

時形成共同利害關係，而他相信公眾有能力對公共事務作出自己的決

定。相對的，著名輿論研究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則不信任公眾

有 能 力 面 對 工 業 革 命 衝 擊 下 的 「 看 不 見 的 環 境 」 （ unseen 

environments），足以對複雜時事提出可信賴的意見，因為他們既無時

間亦無興趣進行嚴肅的討論，所謂「公眾」的說法事實上是「幻影」

（phantom）。至於報紙則是商業投資，而非公共服務，他們積極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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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購買公眾」（buying public），因此李普曼強調真正的新聞工作

者要與被報導對象保持距離以進行客觀報導，並重視菁英與專家的意

見。此種貶抑公眾能力，訴求新聞抽離（journalistic detachment）的觀

點，自然遭到公共新聞理論建構者的批判（Merritt, 1998, pp. 14-16; 

Rosen, 1999a, pp. 56-80）。 

除了學界的參與外，基金會的經費支持係公共新聞運動得在 1990

年代開展的另一重要動力，包括 Kettering Foundation, the Knight 

Foundation 及 Pew Charitable Trusts 等都以具體經費投入公共新聞的深入

研究與實際應用。公共新聞運動亦不只在美國發展而已，許多實施民主

制度國家的新聞業隨後亦出現仿效或參考做法，不過多屬低調進行，並

未成為該國主流新聞理念或實踐（Romano, 2010a）。 

但公共新聞運動後來也遭到不同方面的質疑與反對，其批評點包括

新聞工作者的客觀性與獨立性遭到削弱；對於如何及何時讓社區成為對

話夥伴缺乏充足思維；無法提出新思維來確保新聞工作者的問責、增加

新聞組織的公共參與以及改變媒體對市場機制的倚賴等（Romano, 

2010c, pp. 18-19）。此外，亦有批評者認為公共新聞過度迷信民主與新

聞的對話功能，事實上，對話民主（dialogue democracy）受到規模、人

性、社會結構與公信力等因素的影響，並不能達成公共新聞所宣稱的目

標（Peters, 1999）。另有觀點認為公共新聞奠基在「街坊式」的地域性

社群概念，但現代社會已與新英格蘭殖民地時代大相逕庭，不存在價值

與生活方式具有嚴謹同質性的社群，因此著重社群公民討論的公共新聞

勢須調整（Schudson, 1999）。 

除此之外，來自基金會與學術界對公共新聞的支持逐漸減弱，例如

挹注頗多經費的皮優市民新聞中心於 2003 年 5 月結束營運，被認為具

相當影響。加上公共新聞的推動未能有效擴散至大媒體，2 亦未普遍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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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執行者的真正支持，以及商業媒體在華爾街投資者的驅動下益趨短期

利潤的考量，到了 20 世紀末時只有少數新聞組織能夠擔負實驗公共新

聞所需的費用與風險（Merritt, 2010, p. 27）。公共新聞另位學界重要倡

議者 Lewis Friedland（2004；轉引自 Rosenberry & St. John, 2010, p. 4）

因此於 2004 年指出，由於支持基礎不足與新聞產業的惰性，「公共新

聞正面臨十字路口」，Nip（2008；轉引自 Rosenberry & St. John, 2010, 

p. 183）則於 2008 年形容市民新聞已近黃昏。 

不過，仍有一些學界人士認為公共新聞猶未步入終點，如致力將公

共新聞重新振興於網路時代的 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認為，公

共新聞比較花錢的實踐方法如舉辦圓桌會議、公眾會議或社區投票等雖

已鮮為推動，但公共新聞的某些精神已成為新聞業的慣常操作，所以公

共新聞應該說是大幅度的融入了媒體地景。 

二、多元演化：公民新聞的發展與現況 

一般認為，由公民運用網際網路等新傳播科技自行產製新聞的公民

新聞興起於 20 世紀末與 21 世紀初的世紀之交，原因自以傳播科技的突

破最受重視，而網際網路在 1990 年代的發展、21 世紀部落格與社群媒

體的盛行更是公民新聞突飛猛進的關鍵。公民新聞的重要倡議者

Gillmor（2004, p. 26）即指出，網際網路出現前的溝通方式是一對多及

一對一，但網路卻讓人們首度得以多對多及少對少的互動，使得新聞閱

聽人與產製者間的區別益趨消弭。 

儘管科技變遷給了公民新聞極佳的發展溫床，但傳統媒體不能滿足

閱聽眾的需求，亦被視為公民新聞成為新聞改革運動的重要原因，即便

側重科技因素的 Gillmor（2004, pp. 1-22）亦已注意到媒體集中化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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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企業化的趨勢對公民新聞的發展有所影響。許多公民新聞工作者更

指出，傳統新聞媒體一方面不再是真實資訊的供應者，另方面猶拒絕公

民參與新聞議題的選擇及討論。事實上，公眾不像傳統新聞工作者想像

的那麼不關心公共事務，他們需要真正的資訊作為思索公共議題的參

考，傳統新聞工作者的漠視反讓享有個人控制權及高度自由的部落格與

公民新聞網站順勢崛起（Barlow, 2007, pp. 131-182）。 

公民新聞如今已在全球蓬勃發展並被視為新聞業穩固存在的組成份

子（Allan & Thorsen, 2009；胡元輝，2010）。許多人認為，發生在

2004 年 12 月的南亞海嘯讓公民新聞成為全球新聞地景的重要特徵

（Allan, 2009），但也因為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

與科技環境存在極大差異，全球公民新聞發展呈現出迥異面貌。 

以美國為例，每年針對該國新聞媒體進行完整年度調查的「皮優研

究中心」於 2007 年開始於網路媒體專章中以專節方式處理公民媒體，

有鑑於公民媒體的快速發展與影響，2009 年更以特別報告方式說明。

雖然公民新聞的發展情形難以單一指標衡量，惟根據 J-Lab 的 Knight 

Community News Network（2013）統計，截至 2013 年 6 月，北美地區

的公民與社區新聞網站數量已達 1,318 個。至於新聞性的獨立部落格、

傳統媒體及其所設網站的公民參與情形，以及類如 YouTube 等影音分

享平台上的新聞影片，可就數量龐大而難以估算。 

公民新聞雖然仍在全球進行各種型態的實驗與發展，但也面臨諸多

問題與批評。以地方性公民新聞網站為例，主事的公民新聞工作者仍多

掙扎於新聞報導形式能否達到目標？或是否有足夠讓網站能常規運作的

公民新聞作品？處於此種運作型態的公民新聞網站很難期待能激勵出高

度的公民參與功能。Robinson, DeShano, Kim 與 Friedland（2010）對美

國威斯康辛州地方公民新聞網站 Madison Commons 2.0 的代表性個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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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即顯示，雖然該網站取得一些成果，但公民記者受限於特定需求或利

益，尚無法產製該地區所需的完整公民新聞，也還無法成為公民參與的

中心。 

許多學者亦曾指出，以新聞室為中心的傳統新聞雖已無法提供足資

公共判斷的新聞服務，網際網路則讓公眾得以便利地參與新聞產製、流

通與使用，使民主制度有了更佳運作可能。但「可能」並不意味「必

然」，公民新聞亦常流於零碎、不完整甚至更狹隘、更私己而無法建構

更堅實的公共領域：「純粹的公民新聞亦似乎不能自動讓公共生活邁向

佳境」（Rosenberry & St. John, 2010, p. 4） 

三、非僅巧合：從公共到公民新聞的發展脈絡 

公共新聞於 21 世紀初逐漸趨於消退之際，正是公民新聞崛起的時

刻，兩者的時間先後銜接是巧合抑或有其發展的關聯性？是偶然，抑或

存在理念的共通性？ 

無可諱言，兩種新聞類型的消長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具有

濃厚關係。前文業已提及，基金會的財務支持與商業媒體的牟利邏輯對

公共新聞的影響，同樣的，已有頗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入手，發現

全球許多國家傳統媒體運用或鼓勵公民新聞之因其實存在品牌建構、節

約成本與增加流量等經濟考量（Jönsson & Ö rnebring, 2011; Vujnovic et 

al., 2010）。即使因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文化阻滯了傳統媒體對公民新

聞的推動，但媒體內部的行銷與經營策略反而支持公民新聞的推展，清

楚 顯 示 了 傳 統 媒 體 乃 依 循 市 場 驅 動 而 非 公 民 取 向 的 經 營 法 則

（Paulussen, Heinonen, Domingo, & Quandt, 2007）。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兩種新聞類型的推動或參與者不乏重疊，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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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新聞主要經費捐助者之一的「皮優市民新聞中心」於 2003 年 5 月結

束營運，執行負責人 Schaffer 隨後主持「互動新聞中心」（the Institute 

for Interactive Journalism）贊助公民新聞網站計畫進行；公共新聞重要

理論建構者之一的 Rosen 原主持公共生活與媒體（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計畫，現則透過 PressThink 部落格及各種計劃探討及推動公民新

聞。 

除了上述兩人，還有許多較少受到注意的公共新聞創發與實踐者如

今也都繼續成為公民新聞的推動與思考者，Schaffer（2010, pp. 180-

181）即曾舉出幾個例子，如前 Springfield News-Leader 總編輯 Kate 

Marymont，1995 年曾推動「大好社區」（The Good Community）公共

新聞計畫，如今於佛羅里達州 Fort Myers 市推動行動記者（mojos）並

已獲得重大進展，亦曾以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方法爆出市政重大

新聞。又如 1990 年代末期在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推動「重新思考費

城」（Rethinking Philadelphia）公共新聞計畫的 Wendy Warren 與 Ellen 

Foley，前者曾在 Philly.com 網站推動 TheNextMayor.com 計畫，激勵公

民參與 2007 年市長選舉，後者擔任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主編時曾將

報紙頭版新聞開放由讀者提出建議。 

人員的重疊雖未必代表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一脈相傳，但兩者間存

在某種相關性殆無疑義。從兩種新聞的產生背景來看，似都與現實新聞

環境的變化有關，無論是公共或公民新聞都對傳統新聞業的表現有所不

滿，也都存在改革現有新聞運作生態的意圖。只不過，公民新聞與傳播

科技的發展密切相關，可以說，若無科技突破的背景，現代型的公民新

聞將難以崛起。而若從兩種新聞的發展目標來看，顯然都希望對公民或

公共生活有所幫助，進而促成民主機制的成熟運作。但兩種新聞的理念

與實踐顯然有同有異，也因此對於目標的詮釋及達成目標的方法未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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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然一致的看法。 

學者 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曾以十字路口的譬喻，就公共

新聞與公民新聞的關係提出有趣的疑問：當一輛滿載公民記者的公共汽

車自交叉的高速公路駛下，他們會是受到公共新聞民主化影響下的繼承

者嗎？這些記者會從公共新聞原來停止之處繼續開始嗎？ 

Rosenberry 與 St. John 自己對此一提問的回答是，兩者間確實存在

貫串其中的軸線，因為公共新聞尋求新聞工作者與公民攜手成為驅動新

聞議程的夥伴，而公民新聞則以更為直接的方法來達成此事。他們因此

提出「公共新聞 2.0」的看法，認為公共新聞未死，而是需要某種程度

的復甦。公民新聞雖不必然要自動取代公共新聞，卻可在某種情況下承

續衣缽，公共與公民新聞兩者間可以互補不足。 

學者 Mensing（2010；轉引自 Friedland, 2010, p. 57）亦指出，若不

將公共新聞視為一種運動而是從社區著眼的新聞願景，則在網路時代仍

有價值。她也認為，「公共新聞 2.0」若能被適當地理論化且能形塑及

討論，將可為線上進行的新聞實驗提供有力的評估架構。Nip（2006, 

2010）同樣有公共新聞第二階段（second phase）的說法，將網路等新

科技發展後，閱聽眾在新聞產製的參與視為公共新聞的新階段。不過，

她認為此種參與狀態未必符合，甚至頗多遠離公共新聞推動者的目標。 

公共與公民新聞的推手 Schaffer（2005.04.07）則曾將公民新聞稱為

「市民新聞第二階段」（civic journalism, phase II）。她的看法在於市民

新聞於 1990 年代興起之際，網際網路還不在專業記者們的視線之內，

所以與公民間的互動均在實體世界進行。但是科技突破以及公民日漸嫻

熟於科技的運用則已打開公民參與公共議題的大好機會，亦使以往的新

聞消費者可以發揮主動角色，遂有所謂的互動新聞（ interactive 

journalism）、參與式新聞、公民新聞等概念產生，而這些新型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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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都可被稱為第二階段的市民新聞。 

不過，Schaffer（2010）後來強調，市民新聞指涉新聞工作者使用

媒體來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其方法包括審議公共議題、框架化問題

（framing issues）及公民製圖（civic mapping）等。3 至於公民新聞則指

涉在公民參與的精神下，公民藉由媒體參與社區事務，並不真正尋求報

導社區，而是將製作媒體的行動視為參與。 

因此，Schaffer（2010）比較喜歡以「新媒體產製者」一詞來描述

公民記者，認為實踐市民新聞的新聞工作者常希望公民參與的是新聞，

而新媒體產製者則將內容產製的行動視為公民參與行動，兩者精神有

別。Schaffer 甚至不認為新媒體產製者對市民新聞或其原理與實踐擁有

充分知識，因為那不屬於他們關心的世界，他們基本上關心的是社區而

非新聞。 

儘管有如此的觀察，Schaffer（2010）還是發現公共與公民新聞兩

者間的交集，如部落圈（blogosphere）仍然談到市民新聞與公共新聞，

4 曾經推動市民新聞者如今很多也是新媒體創新人士。Schaffer 亦觀察到

社區新聞網站的創辦者已愈來愈願意傾聽，類似於市民新聞推動的公眾

聆聽（public listening）。 

從這些參與者及研究者之論述可以發現，公共與公民新聞的理念與

實踐確實存在共通性，但這些共通性是否足以在兩者間建立連結、是否

相互有所啟示或有所貢獻，則需進一步探究。 

參、公共與公民新聞互補關係的思考 

公共與公民新聞雖已經歷一段時間的發展，惟嚴格而言時間都不算

長久，以發端較早的公共新聞而言，亦不過二十餘年耳。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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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共新聞推動者從一開始就不希望定義清晰且明確（Glasser, 1999, 

pp. 5-7）。即使時至今日，亦多不認為此一新聞理念必須定型或將之置

於固定框架。 

如公共新聞主要推動者 Merritt（2010）雖然認為，公共新聞的出現

是「從理論追尋實踐」，而公民新聞興起之際則是「從實踐尋求理

論」。但 Merritt 同時指出，公共新聞仍應保持自由流動狀態，且要能

滋養寬闊的實驗。Rosen（1999a, p. 73）亦在公共新聞猶熱烈推展之際

強調，公共新聞的理念「沒有著作權，也沒有官方版本。沒有執行它的

正確方法，只有較好或較差的解釋與實驗。公共新聞是屬於所有感覺其

中存在可能性的人，且也只存在於願意對那些可能性指出方向的人」。 

既然兩種新聞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發展中的理論與實踐，則

彼此給予對方養分或借鑑便存在可能性與可行性。 

一、公共新聞對公民新聞的啟發：審議 

公共新聞推動者如何看待公民新聞？從公共新聞的角度出發，公民

新聞存在何種問題？Merritt（2010）認為，網際網路確實讓每個人可以

自由地近用與發表資訊，將自己認為重要的事物告知他人並交流其間意

義，但是公民新聞零碎、不易定義且帶有高度實驗性，未來能否永續發

展或成為可行商業模式仍在未定之天。對於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的關

係，就其最宏大形式而言，Merritt 認為兩者均著力於讓公共生活變得更

為美好，但公民新聞如欲扮演傳統新聞與民主間的共生角色，就需發展

出自己的結構與理論。 

Merritt（2010）指出，公民新聞的核心存在於被激勵的民眾願意將

他們認為重要之事告知他人，同時對這些事的意義進行思想交流。此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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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聞的一種形式，也是公共生活的形式，乃民主被表現與感知的方

式。他認為，公民新聞若要從公共新聞的經驗取法並凝聚出有用理論，

第一步就需充分瞭解為何協助公共生活邁向佳境乃重要使命，以及為了

實現此一目標有哪些障礙需要克服。換言之，公民新聞必須充分瞭解關

於「為什麼」的問題，而非只是技術層面的「如何做」問題。 

Merritt（2010）進一步分析公民新聞必須克服的四項障礙： 

（一）網際網路零碎化對公民新聞工作者凝聚性行動構成挑戰，不像公

共新聞工作者是在確認的資訊結構中依循完整性原則運作； 

（二）公民新聞工作者多肇生於個人化問題、事件及理由的關注，而非

驅動公共新聞對民主的一般性關懷； 

（三）公民新聞需要具有相似心態的民眾來組織彼此共享的行動，讓具

有相互興趣的民眾可以聚合，就如公共新聞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

來組織彼此間共享的理論； 

（四）為了採納及追求類如協助公眾邁向佳境的共享目標，公民新聞的

實踐者在某個時候需將自己的努力組織起來甚至商業化。 

Merritt（2010）認為，傳統報紙終將在某個時間點消逝，它們或能

轉至數位平台營運，問題在於是否仍能保持過去曾有的新聞水準。一旦

傳統報紙不再擔負分享資訊及討論交流的功能，公民新聞必須能夠補

位，發揮民主所需的促進健康公共生活的功能。Merritt（2010, p. 29）

因此指出，公民新聞如能植基於公共新聞原理，「將有助於公共生活與

媒體邁向佳境，但這需要經過審慎的、細緻的努力」。 

Schudson（1998；轉引自 Ryfe & Mensing, 2010）認為，美國 300

年的新聞史出現兩次重要轉變，一次是 1830 年代由利益聯盟新聞業

（ journalism of affiliation ）發展為讀者結合新聞業（ journalism of 

association），另一次則是 20 世紀之交，由讀者結合新聞業變為專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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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新聞業（journalism of information）。從此一歷史角度出發，Ryfe 與

Mensing 認為，公民新聞至少為另一次大轉變播下種子。在他們針對 21

個公民新聞網站的研究中發現，供稿給這些網站的公民們都致力於告知

公眾的新聞宗旨，且與專業新聞工作者一致，都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傳達

事實、提供描述與分析，謹守傳統進步主義的新聞概念。5 

不過，他們比專業新聞工作者更強烈肯定新聞雙向互動的效益，堅

持新聞的價值在於提供公民互動及參與的機會，此使公民新聞有機會發

展出與主流新聞不同的方向。可惜的是，Ryfe 與 Mensing（2010）認為

公民新聞工作者尚未充分開發「新聞是互動」的觀念，也未能適當闡明

互動的宗旨為何、如何為新聞與民主做出獨特的貢獻。 

Ryfe 與 Mensing（2010）指出，如今業已凋零的公共新聞之重要遺

產就是新聞工作者須與其社區互動的觀念，而希望將自己與進步主義新

聞概念區隔開的公共新聞則強調互動的目的在於協助公民解決公共問

題。因此，新聞工作不只是要促進公共對話的形成，還要使對話具有審

議內涵；新聞工作者的任務亦不只是告知公眾，還要催化公共行動藉以

真正重振公共生活。 

易言之，公共新聞認為新聞對民主社會的最大貢獻就是喚起、促進

與擴大公共活動，激起公共討論與審議，藉以促成公民生活的改善與提

升。Ryfe 與 Mensing（2010）認為，此種強調問題解決的精神或可成

為公民新聞工作者充實新聞互動性的方法，從而讓新聞真正邁向轉型。 

Haas（2010）亦批評，由於公民媒體模仿傳統新聞作業方式，因此

在「對話公有地」（conversational commons）的方向貢獻不多。他指

出，公共新聞主張新聞工作者進行新聞作業時不應對公共議題預存價值

與目標。公民新聞可從此原理獲取的重要經驗是，我們不能對所有公民

作品預存任何核心與實質的價值，一旦對它們設定任何共享價值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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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使某種主導價值或政治利益壓過其它的邊際價值。為了激勵與促進

真正的公共審議，公民新聞應奠基於理性與批判性審議的程序價值而非

任何實質價值。換言之，所有公民都應擁有參與公共審議的機會，任何

想法與證據都可以提供出來供大家批評、評估並藉此進行持續修正。 

從以上論述看來，不論是 Merritt（2010）強調的公民新聞的理論建

構、Ryfe 與 Mensing（2010）指出的公民新聞互動性問題或是 Haas

（2010）著重的程序價值，均指向公共新聞所蘊涵的審議要素，可以作

為公民新聞發展的養分。 

審議確為公共新聞的重要元素，幾乎每位公共新聞的倡議者均對此

做了詳細解析。實務界的推動者 Merritt（1998, pp. 3-12）指出，參與式

民主仰賴三個基礎條件：公眾能夠分享與公共事務真正相關的資訊，存

在進行資訊審議的方法或場所，以及具有做成決策所需的共享價值。社

會如果不存在進行審議所需的有活力的場所，民主勢必不能妥善運作，

而維持甚至創造這樣的場所正是當前新聞業的職責所在，新聞工作者的

角色亦不能甘於單純的觀察者，而須是「公正心態的參與者」（fair-

minded participant）。6 

另位實務界的推動者 Campbell（1999）亦強調，西方新聞業不只存

在發現事實與講故事的傳統，更有維持對話的傳統。此一傳統將公民視

為伙伴，協助其成為 Ralph Ellison 所謂文化的反思意識組成部分，公共

新聞即是要振興此一傳統以強化民主。 

學界的重要支持者 Rosen（1996, pp. 49-58）則從公共新聞的推動實

例分析指出，尋求解決公共問題的政治須以反思與討論為前提，但現代

社會存在許多辯論卻乏審議式的對話，公共新聞工作者因此強調促成公

民審議的重要性，將培育公民對話當作自身職責。 

那麼，何為審議（deliberation）？審議與辯論、爭執及其他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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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有何不同？研究公共新聞的 Romano（2010b, p. 3）認為，某些形

式的辯論、爭執雖然會進入審議過程，但審議是「決定或行動做成前所

進行的討論與考量」，一個具有包容性與批判性的審議須將有關共好的

多元面向，甚至是不受歡迎的觀點皆包含在內。此外，審議亦與動員有

別：審議會協助社群安排政治事務所需的勞力、財務與實體資源，動員

則要運用超過審議所需的一連串活動與資源。 7 支持公共新聞的

Kettering Foundation 負責人 David Mathews 亦指出，「審議不只是談問

題而已，它意味著仔細衡量各種行動選項的後果以及其他人的觀點

（Mathews, 1994；轉引自 Merritt, 1998, p. 104）」。 

儘管公共新聞的推動者交互使用審議、對話或討論等用語，但他們

特別強調審議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其與辯論間的差異就在於前者係以

邁向解決方案為目標（Charity, 1995, p. 103; Rosen, 1996, p. 50）。Rosen

（1999b, p. 22）在界定公共新聞時便強調，它是「幫助政治社群處理問

題，而不僅是瞭解問題」，所以新聞必須在指出問題與討論問題的解決

間取得平衡（Rosen, 1999a, p. 297），不需介意在需要時扮演解決問題

的催化劑或召集人角色（Rosen, 1999b, p. 29）。 

不過，Rosen 也強調，「我不相信新聞工作者要自己解決問題，他

們應該創造社群內部解決問題的能力」（Rosen, 1996；轉引自 Charity, 

1995, p. 160）。Charity（pp. 102-103）則引用「學習圈資源中心」

（Study Circles Resource Center）對審議與辯論所做的區別指出，公共

新聞採行的對話態度是以找到共通點為目標，尋求更佳解決方案的可能

性，相信許多人都擁有解決問題的部分答案，聚集起來就可以得出可行

的解決方案。但是「新聞業應該支持民主，而非擁護特定解決方案」

（Charity, p. 146）。8 

那麼，公共新聞自身如何在實踐上達成促進公民審議的功能？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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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新聞強調的「公眾聆聽」為例，其目的在於讓社區存在的公眾視角、

趨勢、議題與事件都能浮現，因此它不是淺薄的市場調查亦非隨意的街

頭訪問。新聞工作者若要成功的實踐公共新聞，除了常態性的作法如投

票、電話叩應與街頭訪談外，還需結合長時間與有思想性的對話才有辦

法讓新聞工作者與民眾真正建立個人性的連結、弄清楚他們的立場、尋

找及提供資訊以及挑戰他們的思維。正因為有效的公眾參與很少是一次

性活動所能達成，公共新聞的實踐者還會採取深度訪談、市鎮會議、焦

點團體式的社區對話以及公民製圖等策略（Charity, 1995; Romano, 

2010c）。 

公民新聞如欲融入審議精神，是否存在理念與實踐的扞格？多位研

究者認為，一些公民新聞推動者並不排斥審議精神，亦曾著力於推動公

民審議，只不過目前進展有限，因而更需要積極思考如何融入審議元

素。Nip（2006）即指出，公民新聞雖然提供公共審議的可能性，但似

乎尚乏充分證據足以證明審議已經發生。 

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亦認為，就算是一些較具企圖心的

公民新聞方案亦未能實現公共新聞致力建構的「對話公有地」，換言

之，這些方案未能讓社區居民真正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尋求社區問題

的解決，進而超越社群層次而形成所謂的公眾。9 
Romano（2010c）同

樣強調，以目前公民新聞的實踐情形來看，其審議性確實有所不足，若

欲創建一個能提供公共領域的公民新聞網站就須讓參與者實踐審議式的

參與，而不只是停留在訴諸自由與負責任的層次。 

毫無疑問，網路已成為公共審議的極佳工具，不僅可以大幅降低實

體審議的行政與經費負擔，且如能妥善運用便能達到實體審議所難以實

現的效果。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因此認為，公共新聞的原理

與宗旨確實有助於建構更為進步的公民參與式媒體。不過，Ryf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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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ing（2010）亦強調，公民新聞向公共新聞取法並不是要變成公共

新聞，因為公共新聞運行於傳統的報紙新聞室且經由傳統新聞媒體傳

布，而公民新聞運用的網際網路乃是一種網絡，並非傳統意義的大眾媒

體，要實踐公民新聞作為公共活動的意涵必須有不同做法。 

從以上討論出發，本研究提出如何讓公民新聞納入或強化審議精神

的概念架構（如表一）以作為理念思辨及具體實踐之依據。由於公民新

聞類型繁多，此一「審議式公民新聞」架構係就三種公民參與新聞產製

的主流網站類型分別提出可行的審議作法，這些作法一方面應被視為目

前實務運作的提煉而非所有可能的窮盡，另方面亦可視為理想型的建

構，實務運作雖未必能完全達致，卻可發揮指引現實的作用。 

表一：審議式公民新聞架構表 

媒體型態 納入或強化審議精神的可行作法 

傳統新聞網站 

（legacy news sites） 

不只進行民意調查或投票，並於事前提供相關背景

資訊，事後進行多元而細緻的討論。 

不只開闢公共論壇，並尋求多元觀點及解決方案。 

不只進行線上審議，並在可能條件下推動實體審

議。 

不只設置主編部落格，並能開放使用者表達意見，

與之進行審議式對話。 

不只設置記者部落格，並能開放使用者表達意見，

與之進行審議式對話。 

不只開放使用者評論新聞，並能與之進行審議式對

話。 

不只開放使用者上傳新聞，並能依循平等精神展開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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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型態 納入或強化審議精神的可行作法 

公民新聞網站 

（citizen news sites） 

不只開放使用者上傳新聞或表達意見，並鼓勵不同

觀點與立場者的參與。 

不只鼓勵使用者上傳新聞或表達意見，並導引至公

共事務與議題的關注。 

不只鼓勵使用者上傳新聞或表達意見，並對爭議之

公共事務與議題尋求解決方案。 

不只鼓勵使用者上傳新聞或表達意見，並在可能條

件下推動各種形式的實體審議。 

不只開放使用者上傳新聞或表達意見，並激勵公民

與公民之間或專業與業餘者之間展開協作。 

公民個人媒體 

（personal media） 

不只傳遞、產製新聞或評論，亦開放與不同觀點或

立場者之對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傳統新聞網站係指當前以專業／職工作者為主體之網站，主要為傳統

媒體所設立或由專業／職新聞工作者所設置之原生性網站。 

    公民新聞網站係指以公民產製之新聞為主體，甚至由公民新聞工作者

自治之公民新聞平台。 

    公民個人媒體係指各種由單一或少數個人主持之媒體，如部落格、社

群媒體、個人網站等。 

二、公民新聞對公共新聞的啟發：開放 

公共新聞既發展在公民新聞之前且已歷經起伏，很自然的，公民新

聞推動者不會對公共新聞無所省思。那麼，公民新聞推動者又是如何看

待公共新聞？從公民新聞的角度出發，公共新聞又存在何種問題？公民

新聞推動者 Bowman 與 Willis（2003, p. 10）在公民新聞早期的倡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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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指出，公共新聞雖然積極嘗試要激勵公民參與，但新聞組織卻在議

題設定、參與者選擇及對話主持上要求享有高度的控制權。公民新聞同

樣重視對話卻無中央組織來控制新聞的交流，對話是公民新聞與傳統新

聞明顯區別之處，但公民新聞遵循的是平等有給有取的對話倫理。 

Bowman 與 Willis（2003）對公共新聞的評語已言簡意賅地道出公

共與公民新聞的核心差異就在於公民參與的開放性。公民新聞型態雖有

多種，但貫串其中的精神仍是公民自主性與平等性的追求。也因此，

Bowman 與 Willis（pp. 9-13）才會說，公民新聞是「由下而上」的互播

模式（intercast），重視的是對話、協作與平等主義。 

公共新聞的具體實踐亦的確出現開放精神不足的問題。美國維吉利

亞州 Norfolk 地區的 Virginian-Pilot 自 2007 年 6 月開始每週三次提供一

個定名為“Co-Pilot”的版面，刊載公民提供的新聞作品藉以形成與其

他人的分享及連結。St. John（2010）針對此一為時約九個月的公共新

聞專案進行研究後發現，“Co-Pilot”雖然嘗試要實踐學者所謂的第二

波（second wave）公共新聞，運用超地方型網站的某些做法鼓勵讀者參

與提供地方新聞，但讀者的參與不只需要時時引燃動力，且所提供的作

品也是新聞意涵有限而多屬人際關係裡的私人領域，呈現明顯的個人價

值。究其原因，誠如該報負責此項專案的讀者編輯 Anderfuren（2010，

轉引自 St. John, p. 95）所言：「公共新聞的目標【雖然】是讓其所報導

的社區能夠參與新聞產製，但是專家仍然坐在駕駛位置」。 

St. John（2010）認為，新聞室若要更具公民參與性，無論透過印

刷媒體或新興的互動技術都須讓自己與公民並坐前排，以平等精神面對

公民參與。專業新聞工作者需要參與公民的報導作業，提供他們的技能

與知識來拓展公民的觀察視野，藉以激勵更多讀者參與。同時，公共新

聞與公民新聞的結合過程亦需新聞工作者伸出積極之手協助這些屬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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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具有價值基礎的報導能夠真正涵蓋社區不同利益。 

McBride（2010）針對美國芝加哥地區超地方型新聞網站（hyper-

local news website）所做的研究亦發現，這些多數由專業新聞工作出身

者主持的純新聞網站雖致力於填補傳統媒體萎縮下出現的鄰里型

（neighborhoods）地方新聞空隙，並承續公共新聞曾經走過的道路藉以

增進新聞產製上的公民參與，但他們與公共新聞先行者同樣都面臨傳統

新聞價值與創新取向間的緊張。換言之，他們仍然遵循傳統的新聞價值

取向，要求符合客觀報導的原則，以致阻礙了社區居民的參與。 

McBride 因此認為，公共新聞的重要發展方向或許會出現在這些新

網站重新考慮或乾脆遠離傳統媒體長期以來遵循的新聞信託模式。而讓

專業新聞工作者不再成為新聞唯一來源的第一步就是允許讀者能夠無拘

束的近用這些網站，如公民可以不經編輯過濾即能上傳作品。提出信託

模式的 Schudson（1999）同樣認為，公共新聞係從該模式出發，只是要

促動新聞工作者重新想像他們的工作不在於告知公眾而是開啟民主的審

議與討論，但公共新聞並未將新聞的控制權從新聞工作者的身上移開。 

無可諱言，網路是公民新聞最重要的馳騁舞台，也是公民新聞得以

迅速發展的憑藉，但網路並不為任何新聞類型專屬，同樣是公共新聞所

可運用的工具。Haas（2010）贊同網路互動能對公共新聞的推動產生相

當助力，是促進「對話公有地」觀念的極佳途徑。他指出，透過網路互

動，公共新聞工作者將能徵求到寬廣的公民聲音，提供公民對其關心事

務的闡釋機會並激勵公民與他人進行有關議題的審議。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 pp. 4-5）亦指出，Web 2.0 的確對社區公民在公共議題的掌

握上提供更為實際而有效的互動工具，而網路民主亦確實對審議的有效

性提供了更大的潛能。 

與上述觀點相似，Nip（2010）分析，網路科技的發展增進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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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實施的便利性。如公共新聞過去採取的「公眾聆聽」做法讓新聞記

者在街上隨意地與民眾交談或是敲住家的門，如今已可藉由網路與行動

裝置協助克服行政與資源的限制。同樣的，新聞組織設置的網站讓讀者

增加了提供資訊或發表作品的機會，連帶地也讓過去較難在每日新聞作

業中實踐公共新聞的狀態為之改變。因此，Nip 雖認為當前新聞產業的

處境不利於公民參與性媒體的發展，但公共新聞的未來仍將繫之於如何

讓新聞組織建立更多的閱聽眾參與機制，以及讓閱聽眾的參與能有助於

強化社區、公眾與民主。 

確實，即使在公共新聞黃金時期的 1990 年代中期，公共新聞的實

踐仍面臨兩大挑戰。其一、公共新聞要求記者在決定報導題材及與讀者

建立關係時要走出原本舒適的作業方式，但很多記者討厭此事；其二、

一些實踐公共新聞的行政作業如尋找圓桌會議的會場，激勵公民參與會

議，以及將他們融入報導之中等等，往往費時與花錢。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 pp. 185-186）強調，如今由於公民新聞的發展，閱聽者早

已成為新聞組合的部分，專業新聞工作者要與閱聽者協作已經不像當年

那麼樣的麻煩；完成的報導可以透過網路傳佈及進行隨時更新與連結，

亦不再像刊登於報紙般難以接近及產生影響力；甚至審議技術亦可因網

路而得到促進，大大地去除或減少了行政作業的負擔。 

上述學者的研究俱皆顯示，公共新聞的實踐者以更具開放精神的方

式來推動公民參與新聞產製，不僅不會有違公共新聞的基本理念，反可

提升公共新聞的實踐成果。公共新聞推動者強調的審議雖然並無操作方

式的限定，但徵諸以往的實踐則確實存在審議內容或程序的侷限，甚至

展現出專業／職新聞工作者某種權力上的傲慢。然而理想的公共審議前

提卻是觀點的包容及參與的平等，公共新聞不能只是強調聆聽卻又處處

設下討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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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o（2010b）因此界定新聞工作者在典型審議式新聞中的角

色，認為新聞工作者必須將議題導入公眾關注的視野，但又不能造成議

題與資訊超載；報導必須足以誘發公民參與、擄獲公眾關注，又須深

刻、完整與平衡，讓公眾能夠自己建構議題、瞭解議題的背景與意涵；

新聞工作者必須將所有利害關係人及行動者的洞見與想法都做適當的確

認及容納，卻又能同時報導他們如何評估可能的回應，並調查他們是否

及如何按照決定行事。 

網路等新科技早已提供公共新聞莫大的便利性，但公共新聞的發展

瓶頸當在於實踐者尚未充分體會激勵公民參與所需的開放性，一旦公民

不能感受平等與尊重，自然就不會出現足夠而實質的參與，也就無法達

成解決公共議題及提升公共生活的目標。問題或許正如 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 p. 186）所強調，專業工作者是否真能去除將自己與閱

聽人拉出距離的傳統新聞意理？ 

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如何讓公共新聞強化開放精神的概念架

構（如表二）作為進一步思辨與實踐之基礎。此一「開放式公共新聞」

的架構係就新聞產製流程的不同階段分別提出可行作法。同樣的，這些

作法一方面應被視為目前實務運作的提煉而非所有可能的窮盡；另方面

亦可視為理想型的建構，實務運作或許不能完全達致，仍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指引現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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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開放式公共新聞概念架構表 

產製階段 納入或強化開放精神的可行作法 

接近與觀察 

（access and 

observation） 

專業／職新聞工作者不只透過公眾聆聽、公民會

議或公民製圖等作法接近與觀察公民心聲，並透

過網路等數位工具（包括具開放性對話精神的論

壇、留言板、部落格、社群網站等）觸及更多元

與另類的公民看法。 

專業／職新聞工作者重視並懂得運用數位工具激

勵公民參與，促成更廣泛、多元而平等的公民對

話。 

媒體組織提供有關新聞素養及傳播技能的訓練，

培力公民新聞工作者。 

選擇／過濾 

（selection/filtering） 

專業／職新聞工作者不以傳統守門人角色選擇或

過濾符合特定利益或觀點的訊息，允許多元與另

類聲音進入公民對話場域，並讓解決方案存在動

態調整的可能與彈性。 

開放數位平台使用者不經嚴謹審核或不做任何審

核即得以上傳新聞。 

處理／編輯 

（processing/editing） 

專業／職新聞工作者不以傳統守門人角色壟斷編

輯作業，視不同情況與條件，開放公民參與編輯

作業（包括新聞題材、內容及呈現方式等）。 

傳佈 

（distribution） 

媒體組織不只透過傳統媒體傳佈新聞，並運用各

種可能的數位平台與工具流通新聞，使開放式的

對話得以暢通而多元的進行，亦使公共議題的解

決方案獲得更為廣泛的傳佈與討論。 

受篇幅限制而不能於傳統媒體刊播的新聞內容，

運用數位平台予以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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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階段 納入或強化開放精神的可行作法 

詮釋 

（interpretation） 

專業／職新聞工作者對所有新聞產出（output）

不只以傳統的讀者來信與來電，或是簡單的網路

留言與論壇作為閱聽眾反應意見的管道，也不會

設定立場封閉不同觀點或立場的閱聽眾意見。 

運用各種可能的數位平台與工具，對階段性的新

聞產製成果進行具開放精神的對話，讓新聞詮釋

成為新一波新聞產製流程的有效輸入（input）。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產製階段參考 Domingo, et al.（2008）等多位學者的研究架構 

三、小結 

公共與公民新聞是否存在理念共通性又可否成為對方的補品，學界

仍有不同聲音。高度肯定公民新聞價值的學者 Barlow（2007, p. 181）直

言，「在許多方面，公民新聞就是從新聞專業工作移出來的公共新

聞」。如果專業新聞媒體不能善盡職責，公民新聞工作者就要取代他們

在提供公共辯論所需資訊的角色。但 Friedland（2010）就不太認同公民

新聞是公共新聞的延續與擴張，認為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間存在極大差

異。如果公共新聞的目標是讓公民參與新聞採集過程，網路雖然能夠更

大程度地打開此種可能性並讓此一過程更為簡易，但更多的透明與真正

的報導是兩回事。公民能夠報導並質疑傳統媒體提供的資訊雖是好事，

但要成功結合公共與公民新聞不只靠公民，還仰賴編輯與記者，亦即一

定程度的專業主義；新聞專業功能若缺席，就無法為公民新聞帶來重要

價值。 

Friedland 對專業新聞工作者的重視及公民新聞價值的保留雖有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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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不過他所提到的專業新聞工作者與公民結合的方向如今已逐漸在新

聞實踐浮現並受到愈來愈多重視。許多人認為，專業與業餘者的有機融

合可以為面臨困境的新聞業帶來新契機（胡元輝，2012），而公共新聞

若能取法公民新聞的開放精神而公民新聞若能實踐公共新聞的審議原

則，豈不也是「協作新聞」（pro-am journalism/collaborative journalism）

發展的最佳動力？ 

Merritt（2010）認為，公民新聞是正在尋求理論導引的實踐，若

然，Rosenberry 與 St. John（2010, pp. 183-187）指出，以公共新聞的理

論與抱負來引導出一套公民新聞的實踐，似是自然的調配。兩人特別針

對公共與公民新聞的異同邀集相關推動者與學者進行辯證，頗多人的看

法與他們相若，均認為後來出現的公民新聞可與早先推動的公共新聞形

成互補。 

Rosenberry 與 St. John 因而強調，新時代的專業新聞工作者應善用

網路的互動功能，促進各種型態的公民討論，並有責任與公民記者共同

合作以激發有意義的、聚焦社區的新聞，讓公共新聞在數位新時代再

生。而公民新聞如能被公共新聞的目標導引並受到無懼於使用線上工

具，願與其閱聽者更緊密結合的專業新聞工作者支持，傳統的公共新聞

即有機會結合公民新聞優點進階成「公共新聞 2.0」（public journalism 

2.0）。 

即使不從協作新聞的角度著眼，獨立運作的公民新聞亦可從公共新

聞的實踐經驗理解審議的重要性，進而吸納其精義並深化公民新聞在民

主運作的貢獻。Bowman 與 Willis（2003, p. 38）即指出，公民新聞是要

讓使用者創造、增加或更新他們的社會資本，其所開展的電子社群不只

是使用者的資訊交流地，還須是他們社會網絡的有利擴張，足見公民新

聞的支持者亦意識到審議的重要性。同樣的，獨立運作的公共新聞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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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民新聞的實踐發現開放精神的價值，如 Rosenberry 與 St. John

（2010）即呼籲，專業組織可以好好結合已在該組織新聞網站參與內容

產製的公民共同推動公共新聞的實踐。 

經由以上論證，公民與公共新聞間的關係實已脈絡清晰。此兩種在

時間上前後接續的新聞理念雖未必存在理論發展的必然關係，卻具有相

互的啟示意義。具有直接民主精神的公民新聞可以吸納公共新聞蘊涵的

審議要素，而具有審議民主精神的公共新聞則可取法公民新聞所彰顯的

開放原則，共同成為新聞生態中更具活力亦更成熟的成員。 

肆、結語：公共與公民新聞民主意涵的思考 

公共新聞推動者倡議新聞改革的目的雖有多重，但總目標仍著眼於

民主機制的維護及民主品質的提升。商營媒體的公共新聞實踐必定存在

商業考量，但追求利潤未必與健全民主的目標互斥。Merritt（2010）即

指出，新聞與民主乃高度相互依存，民主要能運作良善，公民在進行行

動抉擇時就須保有持續對話，而健康的公民對話仰賴資訊分享與資訊意

涵的討論，這是新聞業理論上所應提供的服務。反言之，一旦民主遭到

威脅，新聞業亦將無所倖免。Merritt 因此認為，當民眾逐漸撤守私人天

地而遠離公共生活的時候，以民主利益及自我利益為考量的新聞工作者

就須協助公民對話的存續，光只是報導新聞不夠，新聞業一定要積極滋

養健康公共生活所需的對話。 

Merritt（1998, 2010）的分析清楚顯示，公共新聞信仰的民主機制

與審議民主若合符節，如 Romano（2010b）就明確地將美國公共新聞的

目標定位為審議民主的培育。在民主政治的理論思維裡，審議民主乃是

對代議民主的反思。正因代議政治往往淪為菁英政治、敵對政治進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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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會網絡與互信的衰退，乃有了強調公民參與、理性對話、多元討論

以促進公共生活與民主品質的審議民主理念，並發展為各種公民會議、

論壇與審議式民調等的具體實踐形式。有意思的是，美國審議民主的轉

向約在 1980 年代，而公共新聞的興起則在 1980 年代末期，雖然思想差

異仍存，但其中淵源實是有跡可循（黃浩榮，2005，頁 133-162；黃惠

萍，2005）。 

公民新聞的民主意涵又是如何？在此一新聞運動發軔初期即曾撰書

推廣的倡議者 Bowman 與 Willis（2003, pp. 7-13, 47-52）將參與式新聞

視為媒體民主化的展現。雖然公民新聞工作者亦與傳統新聞工作者分享

相同意理，認為新聞的目的在於提供公民自治所需資訊，但在公民新聞

推動者的思維裡，新聞控制權已不再掌握於專業新聞工作者之手，公民

產製的新聞往往不經中間人審查即可到達閱聽人。 

傳統的新聞媒體是以商業目的建造的層級組織，而參與式新聞則是

由網絡社群建構而成，公民新聞既挑戰了媒體霸權，亦改變人類的溝通

模式與社會文化，甚至培育了公民新聞參與者更深刻的公民意識，讓他

們感覺到自己對資訊通達的民主負有責任。「參與到新聞作業流程的閱

聽人會比新聞的被動消費者有更高的自我要求，但他們亦會感到被賦權

（empowered）而與眾不同」（Bowman & Willis, 2003, p. 53）。 

Bowman 與 Willis 的解析具體勾勒出公民新聞具有的直接民主精

神，實則已有研究者將傳統新聞組織的運作型態比擬為代議民主，專業

記者替公眾掌握世事並化身為公眾代表，形成所謂的代議新聞。公民新

聞則類似市民大會中的公民，不再透過代議士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而

由自己直接參與市政的討論，乃是直接民主的實踐（Kolodzy, 2006, pp. 

218-219）。直接民主與審議民主未必取代代議民主，卻是彌補或制衡

代議民主失靈的重要武器。同樣的，無法反映公民心聲且回應公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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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議新聞，就需要公民與公共新聞的補充或抗衡。 

在某個意義上，傳統新聞、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就如同代議民主、

審議民主與直接民主，彼此雖具獨立存在的價值與需要卻是相輔相成亦

相互制衡（如表三）。特別是在傳統代議新聞已背離公共利益失去公共

精神的今日，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實值重視與支持。審議與開放乃審議

民主與直接民主之基本原理，也是基礎價值，但要實現符合審議與開放

精神的公民對話，卻不能沒有新聞業的參與及協助，此不僅在於新聞業

已是當代民主不可或缺的權力機制，猶在於新聞業已是現代社會無可取

代的溝通機制。本文的理念辯證與實踐檢視亦顯示，以審議精神為核心

的公共新聞及以開放精神為礎石的公民新聞，若能獲得妥善培育甚至相

互汲取養分，發展其正面特質，將為明日的新聞業帶來嶄新的契機。10 

表三：新聞類型與民主意涵的關係 

新聞類型 民主意涵 核心原理 實踐缺陷 改善之道 

傳統新聞 代議民主 發揮新聞組織的

第四權與看門狗

功能 

淪為特定利益或

價值的維護者 

強化公民參與的

審議與開放精神 

公共新聞 審議民主 新聞組織透過公

民審議傳達公眾

對公共問題的看

法，並尋求解決

之道 

專業工作者仍對

新聞產製握有高

度控制權 

強化公民參與的

開放精神 

公民新聞 直接民主 公民可以直接表

達個人訴求、進

行意見交流、監

督公共事務 

公民意見瑣碎而

紛歧，難以形成

公共輿論 

強化公民參與的

審議精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傳統新聞係指當前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名的新聞作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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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的發展脈絡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並不完全

相同，如台灣真正實踐公共新聞的媒體僅公共電視與極少數的社區媒

體，台灣的公民新聞雖較多元與普及，但同樣也是在公共電視的推動下

方有突破。加上台灣仍面對許多政經結構與民主文化的課題，因此公共

與公民新聞所處環境亦與美國有別。 

不過，這些差異並未完全改變台灣公共與公民新聞在全球實踐的共

通性。如方孝謙（2009）、胡元輝（2012）與管中祥（2008）對 PeoPo

等公民新聞平台的研究發現，台灣公民新聞仍缺乏促成公共討論的公共

性，亦未產生促成公民團體整合的民主貢獻，即使就新聞的對話意涵而

言，亦存在力有未逮的困局。 

不過，洪貞玲（2013）與孫曼蘋（2009）針對 PeoPo 平台上有關農

村社區及原住民公民新聞的研究則在仍有缺陷的發現中，肯定公民新聞

對社區賦權與族群公共事務的正向價值。上述正反兩面俱存的台灣研究

與前引美國公民新聞研究結論可謂若合符節，若然，有關公民與公共新

聞在審議及開放精神的反思就不僅可供台灣相關研究者與實務界參考，

同時值得就台灣的實踐脈絡進一步探討，此為本文未及之處。 

註釋 

1 1988 年美國總統大選係由共和黨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與民主黨的杜

凱吉斯（Michael Dukakis）對壘，投票率在當時創歷屆新低，新聞報導無法以

實質內容提升公眾關切，被公共新聞推動者認為係重要原因之一。隨後幾次的

國會改選也受到公共新聞推動者的高度關切。 

2  美國公共新聞的實踐主要在中、小型日報及少數電視台與廣播電台，儘管全國

性的報紙 USA Today 曾經參與實驗，但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均未加入

此一運動。Friedland（2010）因此認為公共新聞絕大部分是一個地方報紙的運

動（local-newspape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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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製圖是指將社區中的非正式意見領袖予以挖掘與整理，它鼓勵記者走入鄰

里，訪問所謂的「第三地」（ third places），並與所謂的社區「催化劑」

（catalysts）及「連結者」（connectors）交談（Harwood & McCrehan, 2000） 

4  Schaffer 於 2009 年 3 月中以 Technorati 搜尋前 5 個月在部落格圈提及 civic 

journalism 與 public journalism 的數量是前者為 28，後者為 26。 

5  美國進步主義時代重視自我與經驗主義，寫實主義成為新指標，記者多少視自

己為科學家，比前人更大膽、清楚而寫實的發掘工業社會中的經濟、政治真相

（Schudson, 1978／何穎怡譯，1993，頁 74, 123）。 

6  Merritt（1998, pp. 78, 96-97）強調，以「公正心態的參與者」定位的新聞工作

者，並不意味要放棄公正、平衡、正確等要求，而是希望新聞工作者摒除疏離

（detachment）的工作哲學，將公眾視為具潛力的表演者（potential actors），

而非消費者或旁觀者，協助公民參與公共問題的討論與解決，進行真正的審

議，使公共生活能更趨良善。 

7 審議民主理論研究者 Chambers（2003, p. 309）指出，審議與其他形式的談論

（talk），如商議（bargaining）與修辭（rhetoric）等的分別，學界存在不同看

法，不過，他也表示即使做出明確的分別，亦不能說商議就是不合法或不民

主。只不過公民需透過審議來決定商議在何時與何地會是解決爭執的公正與適

當方法。Chambers （p. 309）並將審議的一般性定義描述為：「以產出合理與

知情意見為目標的辯論或討論，參與者願意藉由討論、新資訊與其他參與者的

主張修正自己的偏好。」 

8  公共新聞所強調的審議精神仍然遭到來自左右兩邊的批評：有的人質疑公共新

聞著重程序性的公民討論，缺乏基本的價值觀，以致於在社會變革的推動上顯

得無力，甚至因為缺乏推動公民審議的長期做法，使公民只能建立虛幻的參與

感，所欲推動的改革亦淪為幻象（Glasser, 1999, pp. 7-12）。但另一方面的批評

則指責公共新聞遠離了發現事實，保持客觀性的新聞傳統（Rosen, 1999b）。 

9  公眾與社群的關鍵差異在於公眾的形成是基於對共好（common good）的共同

追求，對於解決共有問題或節制其他人的活動與交流，大家都感知到存在共通

的利益，而社群不必然有此屬性。相對的，社群則是由具有共同屬性的人因為

歸屬感而形成的群體，他們的共同點可以是語言、某種價值取向，也可以是服

飾風格或活動型態，因此社群的形成可以基於地理的因素，也可以是相同興趣

與利益的結合。從此一區別來看，新聞工作者報導城鎮的嘉年華會或社區的著

名人物，雖然可以強化地理社群的歸屬感，但是卻對建立公眾，增強共好或支

持民主沒有甚麼幫助（Nip, 2010, p. 143; Romano, 2010b, p. 5）。 

10 認為網路所獨具的互動性（interactivity）可以有助於公共審議的 Rosenberry

（2010）指出，傳統的政治溝通模式秉持「只要你出版，他們就會參與」（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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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publish-it-they-will-engage）的新聞理論，但該理論卻植基於一項錯誤的假

定，以為資訊的接近或供應就會自動引出公民的參與，實際上諸多研究顯示，

網路上的互動雖能支持符合民主精神的討論，但是它需要被有效的引導才能達

到此一目標。Rosenberry 認為，傳統新聞工作者若能好好運用網路新聞的能

量，將能扮演引導者的角色，亦即將網路民主理論的最佳部分與傳統的第四階

級（ the fourth estate ）觀念結合，使專業新聞工作者變成民主接生婆

（democratic mid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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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journalism, which started in the late 1980s, has lost its 

momentum after experiencing a period of flourishing. Citizen journalism 

subsequently emerged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is currently being 

subjected to various experiment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journalism and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heir 

respectiv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mocratic mechanism, by scrutinizing media 

theories and history. Although these two schools of journalism followed each 

other in chronological succession, they might not have any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garding thei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ut they 

may have a significant mutual influence. Citizen journalism, which 

exemplifies the essence of direct democracy, can absorb the deliberative 

element entailed in public journalism. Public journalism, with its deliberative 

spirit of democracy, can emulate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demonstrated in 

citizen journalism. Thus, both schools of journalism can thrive in the 

contemporary news environment, and contribute actively to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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