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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新聞學」雖在台灣剛要起步，但放眼世界，進展已是如火如

荼。除了 2010 年 8 月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全球首屆資料新聞學的研討

會，《衛報》、《紐約時報》等傳媒亦早已著手啟動相關實踐，累積成

果著實斐然（參見 Gray, Bounegru & Chambers, 2012）。 

若將視野轉往華人世界，中國大陸業已領先兩岸三地，新媒體網易

的「速讀」與騰訊的「數據控」分別於 2012 年年初與歲末上線製作一

些深入且批判的新聞，表現也極亮眼（羅世宏，2013）。2014 年春分

時節，對岸的中央電視台也製播了【據說春節（運）】與【據說兩會】

等節目，以挖掘數據的方式來製作電視新聞。 

新興現象層出不窮變化萬千，我們理解這波趨勢的知識根據為何？

此時此刻的台灣又何以需要資料新聞學的刺激與助力？此書的出版適時

紓解以上問題之燃眉。 

在架構上，本書由「專論篇」、「報導篇」以及「評論篇」構成，

每篇又各有 2 到 6 篇不等專文，分由 13 位學人／記者撰寫。 

「專論篇」主旨係梳理資料新聞學之內涵與意義，而「報導篇」與

「評論篇」係向讀者介紹另類的報導實踐兼而檢討台灣的傳媒環境。乍

看之下，後兩者似與前者無關，但實際上本書的立意係將資料新聞學擺

在台灣脈絡下檢視。 

簡而言之，本書除了討論資料對新聞學的意義外，亦解釋資料新聞

學作為創新實踐繼而值得在台灣一展身手的社會條件。儘管本書之架構

可以區分為三，但或可用以下兩個切面來介紹：本書實為一門探討「資

料之間（的關係）」與「資料之外（的社會條件）」的學問。 

下文便從這兩種面向著手介紹這部具有前瞻意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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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之間的關係 

「資料新聞學」究竟所指為何？它的應用範圍如何界定？在「專論

篇」中，胡元輝與李怡志的文章便花費相當篇幅處理這些問題。簡言

之，胡元輝在〈資料新聞學的興起與運用：兼談群眾外包的創新實踐〉

一文指出，資料新聞學是 

要讓資料真正成為新聞產製流程的重要基礎與依據，此一

過程除了科技之外，仍仰賴傳統的新聞產製能力，例如足以從

資料大海中找到新聞點的良好嗅覺，以及讓新聞故事可以被說

得傳神而妥切的優異敘事能力（2013a，頁 15）。 

新傳播科技的進展致使新聞工作者處於資料豐富的環境，如何將大

量資料以最好的技術與方法簡潔、有意義地呈現，此乃資料新聞學關注

的問題。 

從前述界定中可以發現，資料新聞學的意義至少涉及兩點：（一）

如何從大量資料裡挖掘新聞，以及（二）如何呈現資料。就第一點來

說，即使資料新聞學側重「資料」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位置，但這並非

表示記者角色已位居邊緣，反而大量仰仗記者的解讀資料能力。如林照

真在〈課堂中的資料新聞學〉一章指出，經台大新聞所的課程實踐後她

發現，如何在大量資料中找出新聞才是要務，「新聞感比較重要」

（2013，頁 88）。 

其次，第二點關於資料呈現的問題，「視覺化」可說是當今主要趨

勢。也就是說，大量資料本是雜亂無章，如何從中理出頭緒、建立意

義，勢須藉助呈現資料的形式。此時，擷取大量資料之精華並轉以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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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呈現，讓讀者一目了然當下即能明瞭新聞重點，此即視覺化的功

夫。對此，李怡志在〈卓越新聞獎資訊圖表製作〉一章有詳細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將資料視覺化既非任憑記者隨意為之，亦非將視覺

美感視為第一要務。李怡志（2013，頁 66）表示，製作新聞圖表時仍

須遵守幾項重要原則，包括根據事實與數據繪製，換言之，缺乏事實或

證據者便不該貿然呈現。舉例而言，美國《橘郡紀事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曾於 2012 年 12 月 12 日以全版刊登衝浪與地形的相關

圖表資訊，1
 視覺設計堪稱精美，令人賞心悅目，但該作品並沒有獲得

新聞設計的大獎，原因是「太強調插圖而資訊量太少」（頁 62）。新

聞設計教父 Mario Garcia 甚至說，「讀者並不笨，他們不會購買為了視

覺效果而跨頁、很像海報，卻沒有新聞元素的作品」（頁 62）。 

如此看來，資料新聞學雖側重視覺化，但作品好壞與否仍取決於資

訊的份量，而非美化後的圖像。 

從資料新聞學的角度而言，將大量資料轉變為一目了然的圖表應是

新聞工作者所應具備的能力。然而，林照真與李怡志也提醒，這種能力

並非一蹴可及而需時時觀摩、刻刻練習並通曉相關程式應用方能有成。

我們或許可說，較之於傳統新聞學記者多以文字論述來包裝或組織資

料，資料新聞學則將資料的角色拉抬至核心位置，並以視覺化的圖表來

解讀資料與資料間的關係。 

由於資料是核心也是關鍵，因此從事新聞採訪時在茲念茲者也當是

資料的取得與呈現。李怡志（2013，頁 70）就說，「長年從事資訊、

視覺的『記者』……由於資訊視覺化需要大量的事先準備與資料，所以

遇到重大新聞事件時，能夠比文字出身的主管更知道在新聞事件發生之

前應該收集什麼」。這使資料的概念不僅進入內容寫作，甚至在新聞構

思之初或進行採訪時也會驅動記者時時惦記蒐集多種資料的重要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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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新聞手冊》（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也曾多次提

及，如此的新聞實踐就是一種「資料驅動的新聞學」（data-driven 

journalism; Gray, Bounegru & Chambers, 2012）。 

資料的取得和分析至為關鍵，但資料並非從天而降、垂手可得，而

需各種社會條件支撐才能讓資料新聞學運行得當。假使只重資料新聞學

的內容卻忽視支撐其的社會條件，無異紙上談兵，不顧現實。 

本書另一值得推崇之處便是介紹資料新聞學得以運行的條件，致使

讀者能將學理與現實相互對照。因此，蟄伏於本書的另一個主題便是讓

我們思考「資料之外的脈絡」對發展資料新聞學的重要性。 

貳、資料之外的社會條件 

推展資料新聞學即使主觀所欲，還得客觀條件配合。林麗雲在〈開

放新聞學 開放資料〉一章即以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為例，解

釋該報何以走向（開放的）資料新聞學。 

自 2005 年以來，《衛報》連年虧損，尤以紙媒持續衰退，致使該

報嘗試不同的實踐模式，期能渡過難關。該報對數位新聞寄予厚望，但

眼前有兩條路，一為發展付費新聞，一是走向開放新聞，兩者幾乎背道

而馳，選擇何者實難決斷。關於前者，該報實驗後發現，付費新聞限制

了新聞的觸達率與影響力，繼而也失去更多廣告機會。反觀開放新聞的

路徑，《衛報》除了公佈自己報導的資料以供讀者運用外，也要求政府

釋出更多官方資訊。與此同時，《衛報》尚與網路社群合作，利用公民

團體提供的資料進行報導。實作之後，線上讀者與時俱增，數位營收也

連年看漲，甚至彌補了紙媒衰退的虧損，儼然成為新聞實作的新典範。 

《衛報》選擇開放之路乃至目前逐漸有成並非自然發生，而是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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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 4 年的實驗時間，且虧損期間還得到母集團「衛報媒體集團」

（Guardian Media Group）的支持。 

如林麗雲（2013）所言，該報未來數位營收能否持續增長仍是觀察

重點，此外，母集團能否持續支持開放典範，也存在未定之數。就此而

言，《衛報》的例子讓我們察覺資料新聞學無法真空發生，萬一條件無

法應允，縱然有心也實難如意。然而，如將《衛報》視為資料新聞學的

典範，那麼以這個例子檢視台灣，我們能否期待《衛報》的開放之路得

以順利移植本地？反面觀之，若不能移植本地，那麼存在哪些阻礙的因

素？這或許是該報賦予我們極富價值的思考問題。 

另一方面，期待報社將自身的資料公諸於世人甚或得到母集團的支

持，似乎是資料新聞學蓬勃發展的關鍵，但能否讓掌握更多資料的政府

／國家公開其資訊，咸認也深刻地左右資料新聞學的發展。羅世宏在

〈資料新聞學的發展趨勢〉一章論及中國大陸資料新聞學的發展已然領

先兩岸三地，但其發展瓶頸繫於政府公開的資訊量太少。台灣雖然號稱

政府資訊公開，但檢視其資訊開放的時程，卻是步緩伐慢，如此在實務

上不僅讓記者難以取得關鍵資料，也對大學新聞教育在培養學生的資料

敏銳度構成了阻礙。 

舉例而言，林照真的〈課堂中的資料新聞學〉一章試圖解釋何以資

料新聞學蓬勃於美國而未發展於台灣——台灣的資訊開放法案相對滯

後，《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皆於 21 世紀才通過（分別是

2002 年與 2005 年），但美國的《自由資訊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卻在 1966 年即已誕生，兩者差距近 40 年。這

40 年間，落後的不僅是資訊公開的數量，也導致高校新聞教育缺乏將

資料蒐集與處理納入課程的意識。例如，哥倫比亞或密蘇里等新聞學府

早已將電腦處理資料列為課程，如此培育新聞人才傳承後世。相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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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台灣在資訊公開或新聞教育的發展恐已雙雙滯後。 

回到台灣的脈絡，我們何以需要資料新聞學？從結構面來看，如胡

元輝（2013b，頁 212）所言，台灣的傳媒目前刻正面臨「政府失靈」

與「市場失靈」，「我們的商業媒體不但無法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提

供優質的新聞產品，亦無法藉由政治力的良善規劃，讓公共利益獲得最

大程度的保障，此非政府失靈又是什麼？」。政府無法做好結構管制，

而市場也不能促進傳媒良性競爭，其表現便屢屢令人失望。 

在要求政府重整市場結構以及敦促商業媒體自律之外，台灣的民間

社會亟待不同的創新實踐得以浮現，包括政府資訊公開、傳媒本身的開

放實踐（如《衛報》）及新聞教育的更新等。這些即是西方社會在發展

資料新聞學時看到的問題及其相關回應，而這些因素也或可作為台灣傳

媒改革的著力點。 

順此創新實踐的問題意識，本書除了介紹資料新聞學，還特別蒐錄

weReport 的報導與相關媒體評論，期能刺激讀者對新興傳媒實踐或獨立

傳媒運作的想像。具體而言，「報導篇」蒐錄 2 篇由 weReport 平台贊

助的報導，即〈MBC 罷工抗爭深入追蹤〉與〈台灣囝仔的台語課〉，

「評論篇」蒐錄黃哲斌等人撰寫的 6 篇媒體評論。 

wePeport 是一「公眾委製」的新聞平台，於 2011 年 12 月啟動，新

聞提案人可向公眾說明自己的調查計畫與所需經費，由公眾自行選擇關

心的議題並資助經費。如此作為的好處是，透過此種生產模式，報導便

可擺脫廣告主甚或政治力的介入。新聞提案人直接面對讀者，用報導向

讀者負責，讀者也能確保自己的經費係投入新聞生產而非其他用途。本

書「報導篇」的 2 篇專文，即是這種新實踐的成果展現。有關 weReport

平台的進一步介紹，另可見「評論篇」李明穎、胡元輝及黃俊凱等人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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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委製的新聞實踐已然成為另類（或獨立）媒體實踐的一環，而

這種實踐背後所需的基礎條件如人才培訓、權益保障及獨立記者間的對

話也逐漸成形。相關討論可參見「評論篇」中管中祥、陳順孝等人的大

作。 

總而言之，如同公眾委製，資料新聞學亦可視為新的實驗，期待能

在台灣開花結果。乍看之下，這兩者彼此獨立實難關連，實際上卻可能

相存相依，共同利用數位技術的特性襄助對方，相輔茁壯。 

文末，筆者且就發展資料新聞學的知識基礎以及其與其他另類新聞

實踐的關係提供些許看法，盼能擴大討論。 

參、代結論：資料的開放近用作為實踐獨立／另類傳

媒的基礎 

資料實為一種核心，其重要性在專題構思之初或新聞產製流程處處

展現，這是資料新聞學帶給我們的重大啟示。就此而言，如何蒐集資

料、管理資料乃至於使用資料，就變得至關重要。 

就資料查找與使用方式來看，紙本印刷時代和數位複製時代存在極

大差異。傳統上，在紙本時代，作為資料蒐集、查找及使用媒介的圖書

館，其職能係針對資料進行彙編與統整；基於日後查找資料方便，會建

置「針對資料所編輯的資料」（或說「詮釋資料」[meta data]）。例

如，圖書館會針對某一本書建置書名、出版商、出版年代、作者、出版

地、關鍵字、索引號等便利日後使用。簡而言之，這種資料的運用方式

係建立在「蒐尋」與「使用」彼此分離的基礎上，蒐尋之後再來閱讀、

使用最後創造自己的文本。 

然而，到了數位技術當道的時代，以下轉變刻正發生：技術條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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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蒐尋」與「使用」甚至藉此創造文本的過程幾乎同時進行

（Borgman, 2000, 2007）。實踐資料新聞學的關鍵更是建立在蒐尋、使

用及文本創建等三位一體的基礎上。人們在網際網路蒐得的資料若沒有

任何條件限制（如加密管理機制），理論上可以閱讀使用。如果無法同

步進行，資料新聞學的發展前景也誠屬堪慮，這是因為大量資料的掌握

即是此種新聞實踐的前提。換言之，這些資料已處於可使用的狀態，而

非停留在查詢階段。 

因此，推展資料新聞學容或以資料的開放近用為前提，任何人皆可

以無償或創用 CC 方式近用資料，如此以社會力推動且有別於商業媒體

的另類新聞實踐，才得以事半功倍。 

一如本書多處提醒，資料新聞學不會真空發生，是與政府是否資訊

公開或傳媒是否願意開放自己資料有關。因此，資料若開放近用，那麼

任何新聞記者或 weReprt 的新聞提案人便有紮實的根據進行新聞寫作，

而這也是我們認為公眾委製與資料新聞學能夠相輔相成的主因。 

若順此理路繼續往前探究，便可期待記者在新聞寫作完成後亦能將

其報導以及報導時使用的資料分享於某個平台（甚至未來可能的公共新

聞資料庫），如此傳承、延續讓後繼者皆能以同樣方式分享報導，開放

資料。 

Gray, Bounegru 與 Chambers（2012）即曾指出，分享新聞故事背後

的來源素材與資料係資料新聞學改善既有新聞學的方式。據此，資料的

開放近用或許可以作為實踐獨立（或另類）傳媒的基礎，也期待各種新

興的新聞實踐都能以分享方式重建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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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該版可參見以下網址 

 http://www.charlesapple.com/uploads/2013/05/1305GoertzenPipeline1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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