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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書以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分析 1980 年以降台灣不同世

代新聞記者對自身專業角色認知的轉變，強調新聞場域與外部

環境雖有同構性，但內部邏輯不完全等同於外部政治大環境的

邏輯，而是有其歷史發展衍生之獨特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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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要回答的是：「不同世代的台灣新聞記者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

社會角色？」此問題。透過訪談 36 位出生自 1948 至 1982 年的台灣記

者，邀請他們說出心目中的專業典範。這個看似由行動者主觀認定的問

題，背後其實牽涉到行動者對記者專業或社會角色的思考，與其成長背

景、養成過程密切相關。作者在全書鋪陳中隱含一種「揭露真相」的企

圖，這個真相就是，不論是靠傳統「文人辦報」說法來擦脂抹粉，或者

背負記者應該乘載當代公共領域論說生產與社會批判任務的「公共知識

份子」期待，目前在台灣主流媒體中工作的新聞記者，實際上就是服務

商品化的新聞媒體、從事投合市場需求之資訊蒐集的文化勞工。 

為了讓此一頗為殘酷的揭露具有更充實的理論基礎，作者在全書 8

章中花了整整 3 章（第二、三、四章）進行觀念史式的理論鋪陳，主要

集中在近代西方關於「知識份子」與「世代」概念的討論，以及其與近

代中國及台灣社會中相關概念的對應。第五章則透過豐富的材料處理，

包括日治時期的台灣近代報業史，試圖讓最後在訪談浮現的真相更有脈

絡可循，也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經歷了豐盛的理論史與報業史之旅。 

一直要到第六章，針對訪談個案談話的引述及整理、分析才開始出

現，讓讀者有期待已久終於見面的驚喜。不過也正因如此，在接下來 2

章的篇幅中（第六、七章），得來不易的珍貴訪談資料與前述理論脈絡

的辯證、對話，令人頗有意猶未盡之感。 

作者在第一章「緒論」中首先引述韋伯（Weber）描寫威瑪時期德

國社會對記者這一行業持有一種「由鄙夷和可憫的卑怯交織而成的態

度」（頁 1），呼應 2002 年《天下》雜誌的調查結果——聳動的新聞

是台灣排名第二的社會危機，由此點出當今新聞記者社會形象陷入負面

的事實。但撫今追昔，今日這種「知識份子的身影逐漸渺小，記者的重

量日益削瘦」的局面（頁 235），相較於過去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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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張季鸞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或為

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以殉的鄭南榕，相差何以道里？吾人對此今昔之

別，心中困惑何以消解？ 

跳脫政治經濟學式的結構決定論，或歸因行動者意志與選擇的對彰

格局，作者選擇以 Bourdieu 各種資本在其中交互運作的「場域理

論」，作為分析記者角色轉變的概念工具。如第二章一開始就指出，

「相對於權力場域，做為次場域的當代台灣新聞場域是如何萌生？在場

域爭取自主性的過程中，受到哪些外在力量的影響？又形塑出哪些不同

時期的場域特徵？……隨著新聞場域受制於不同的他律性原則，連帶使

其所能提供的象徵資本與競爭累積策略隨之而變，投入新聞場域的行動

者也勢必有所差異。這裡就必須去探索做為行動者的記者彼此間在慣習

上的差異，才能去理解不同新聞產出亦即行動者實作的根源，並以此描

繪出行動者的不同類型」（頁 15-16）。 

「場域理論」的分析一方面試圖挑戰從民國以降即不斷出現的「文

人辦報」、「文人論政」等報業的自我理解，而這些理解並透過學院講

授進行論述再生產；另方面也不滿意於傳播學界以「侍從報業」來理解

解嚴前國府嚴格控制下的台灣報業。作者認為，「侍從報業」的說法太

過籠統，無法解釋不同報社間的衝突，也完全忽視了報業可能存在的某

些自主空間，進而主張「如果要對台灣的報業做更完整的說明，就必須

將每個參與新聞場域的行動者（報社）視為處在不同力量牽引的社會空

間中，各自憑藉不同資本奪取在社會空間中的位置，繼而根據社會空間

裡所佔據的相對關係，創造出不同的空間樣貌與發展軌跡。換言之，以

場域的概念重新理解台灣報業的發展」（頁 20）。 

而「文人辦報」的說法則對應 Bourdieu 場域理論討論的「場域幻

象」，是報業經營者對自我身分與社會實作的「誤認」，「簡單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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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必須使自己得到承認，……權力的正當性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

的，但是它的過程卻是將這些含有利益或暴力的特質予以掩蓋，以顯示

其中立性與普遍性。社會世界的實情是透過符號勞動的運作與生產，將

某些活動與資源與其潛藏的物質利益相分離，並使行動者誤認其活動與

資源是利益無涉的……將利益邏輯轉化為反利益邏輯」（頁 25）。作

者據此指出，「視記者為伸張正義的無冕王，無非是以此掩蓋新聞做為

文化產品的事實」（頁 25）。 

除了使用「場域理論」，為了瞭解不同階段的新聞記者對自身角色

的不同理解，作者又引進以 Mannheim 為主的對「世代問題」的分析，

與「場域理論」中的「慣習」說結合，以解釋台灣新聞場域的變遷。

「也就是以不同世代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工作的想像與對記者的角

色認同與扮演的差異，說明……社會公器、文人辦報等理念，在歷史與

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如何被廢棄，代之以其他理念，而影響記者的日常行

動與實作」（頁 40）。 

在第二章結束前，作者針對訪談對象的選取過程進行了說明：係從

1980 到 2005 年的 25 年間，每週四（國民黨中常會次日）在《中央日

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自立晚報》二版

（政治要聞）新聞見報超過 10 則以上的採訪政治路線的記者中，以每

10 年為一個單位，自各報社選取 3 位受訪者為對象，成功訪問 36 位記

者。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個資料蒐集過程顯然非常龐大、困難。 

第三章開始，作者回過頭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與意涵變遷進行了

長達 40 多頁的討論，篇幅之長僅次於第五章介紹台灣近代報業史的部

份，內容包括「誰是知識份子」、「自由漂移的知識份子」、「與階級

相繫的知識份子」、「獨立自存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到文化仲

介」，以及最後一小節的「轉向知識勞動」。從上述各節標題不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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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作者試圖在近代西方各種有關知識份子討論中，尋找適合用在台灣

新聞記者身上的描述。 

一般而言，所謂的「知識份子」常被視為可以不被現世功利因素牽

引，而能提出超越其階級或自身利益，具前瞻性、進步性主張與思考的

一群秀異份子。不過作者在討論、比較過各家觀點後，顯然更傾向於

Bourdieu 的說法，「Bourdieu 認為諸如『自由飄移』的知識份子這種觀

念，實際上是知識份子的專業意識形態，此乃掌握文化資本的人的一種

幻象。現實中的知識份子是統治階級的一部份，知識份子所以認為自己

是不受拘束而自由漂移的想法，實際上是混淆知識份子自處在『被治／

統治』的地位。……那些隱藏在知識份子背後不被察覺的利益，限制知

識份子的自我澄清」（頁 81）。 

據此，他並指出，Bourdieu 理論的貢獻是將利益的概念擴展延伸到

非經濟的文化符號層面，多元利益形成不同場域，各有其自主性及不同

實作邏輯。而現代社會中，過去由巫師、教士所從事的象徵權力或象徵

暴力的文化生產，已由知識份子取代（頁 81-82）。 

在第三章結束前，作者歸納 1960 年代後西方思想界各家對知識份

子的重要論述為幾個方向——由於宏大敘事不再可能，Lyotard 和

Baudrillard 認為「知識份子已死」；高等教育普及與知識商品化則讓知

識份子與專家的界線模糊，Bauman 與 Jacoby 憂心知識份子的公共性不

再；Misztal 則認為，狀況沒有那麼糟，知識份子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從

事發聲與行動（頁 89）。這些分析已為整章的討論留下了開放性的伏

筆。 

經過第三章高度濃稠的西方觀念史鋪陳，第四章慢慢將焦點擺回台

灣社會。前 2 節先從知識份子的專業化問題切入，開始談到記者遊走於

社會分工的專業者與具超越地位之批判性知識份子間的角色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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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 節專注於西方專業主義的起源、流變，繼而討論新聞專業主義的興

起過程，以及晚近公共新聞學對新聞專業所提出的反思，並引述 Carey

的看法指出在紮根於公眾的公共新聞學中，記者角色不再是客觀中立，

而應是「心懷公正的參與者」（fair-mind participants；頁 107），亦即

類似 Posner 所提示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 

第三節從林毓生、余英時、韋政通、錢穆等人對具批判與超越性的

中國傳統士人文化的描述，轉入 19 世紀末科舉廢除後仕進管道切斷。

加上救亡圖存的壓力，促使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文人報業的興起，也

是「文人辦報」論述的伊始。但作者也不客氣地指出，「文人辦報」傳

統在國共鬥爭史中已遭兩黨聯手夾殺，因為不論是幫共產黨打下江山的

左傾報人或一直明助國民黨的自由主義報人如雷震，最後都沒有好下

場。言論報國的文人志向在國民黨威權主義的新聞管制下，反而轉為具

有社會動員意義的「報業社會責任論」重要依據（頁 115）。至於台灣

在日治時期已經蓬勃發展了一段時間，以《台灣民報》為主軸，由類似

Gramsci 筆下「有機知識份子」領導，深具反殖民批判色彩的近代報

業，在二二八事件後則長期遭到隱匿（頁 120）。 

不論被隱匿的或是被扭曲的，作者要說的似乎是：不論是在主流報

業為自己書寫的歷史中、他者對報人的揄揚中，或者高等新聞教育講堂

論述的各種「文人辦報」故事，請大家都不要太過相信！作者引述包譫

寧的觀點，認為反倒是做為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前導的黨外雜誌一脈，較

像是繼承了梁啟超 1895 年在北平創辦《中外公報》的以政論雜誌做為

反對運動基礎的傳統（頁 49-50）。 

第五章以「台灣新聞場域的變遷」為名，除繼續發掘日治時期被隱

匿的台灣新聞史工程，並接續討論國府遷台後在冷戰結構發展出來的

「侍從報業」生態。不過正如前文，作者並不滿意此一理解架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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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的《聯合報》能夠在 1959 年 9 月發行量超過國民黨黨報《中央日

報》，顯示報業不只受外部力量壓迫，也因同業內部競爭而產生不同行

動策略。 

如 Bourdieu「場域理論」所示，場域除了會因次場域（報業場域）

與權力場域間力量關係的消長而變化，其他因素如政治革命、權力關係

的轉變、新進者的加入，都會促使行動者的位置轉變，造成場域型態改

變（頁 139）。作者點出，同為黨、官營報紙之《中央日報》與《台灣

新生報》間存在競爭關係，而民營報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積極面對

市場，將愛國獎卷開獎消息、商情資訊或重大社會新聞列為報紙的內容

重點，也造就民營報發行量急速增加的榮景。這些現象都不是「侍從報

業」理解架構所能解釋。 

為了抵禦黨、公營報紙對其重視社會新聞的攻訐與「文化清潔」呼

籲，《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積極參與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的籌設，1968

年當選首任副主席，1964 年又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國際新聞協會。由於

其民營報紙的屬性，為台灣在 1960 年《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的國際

言論自由評價扳回一城，「外銷轉進口」地提高了《聯合報》在整體報

業中的正當性（頁 145-146）。作者認為，這正是 Bourdieu「場域理

論」中的象徵交換過程。 

而如「煉金術」般神奇的經濟資本與象徵資本間的相互轉換，則體

現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在副刊上的積極投入與相互競爭。由於

內容豐富精彩，讀者因想看副刊而訂報紙，當時兩大副刊主編高信疆

（《中國時報》）與瘂弦（《聯合報》）則儼然是台灣文化界的兩大祭

酒，一言一行動見觀瞻，學者、作家、藝術家往往因獲副刊加持而水漲

船高、身價百倍。「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人間》與《聯副》隔空叫

陣、捉對廝殺，更掀起台灣文壇一場「腥風血雨」。這場副刊戰爭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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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一直延續到 1980 年代，顯然也不是「侍從報業」所能解釋

（頁 151-152）。 

而同樣是民營報業，相較於《中國時報》、《聯合報》的「正統」

地位，《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等就是所謂的「異

端」，前者呼應大中國文化觀點，後者則力倡本土化（頁 161）。這種

民營報紙間關乎國族認同底蘊的意識形態對立所凸顯的台灣社會既存認

同分歧，也已不是「侍從報業」的框架所能處理。 

因此，作者重申場域理論比侍從報業論更具解釋力，「儘管在

1960 年代的新聞場域與政治場域是高度重疊的，這導致新聞場域內的

行動邏輯表面上看似與政治場域的邏輯一致。但這部份的一致僅屬結構

的同構性，……但同構性不必然意味次場域就會複製其他場域的宰制性

原則而施用於內部，場域會根據其歷史衍生出其發展軌跡」（頁 

168）。在新聞場域中，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不斷進行交換，於是我們

看到《中央日報》、《新生報》對《中國時報》、《聯合報》的攻擊模

式（如黨、官報在「文化清潔運動」中指控民營報紙「不清潔」），也

出現在後來《中國時報》、《聯合報》對《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

的攻擊（政治立場、八卦取向；頁 172）。 

1988 年報禁解除，對新聞場域運作規則的衝擊應該很大，但作者

以「場域的再生產」來總結，強調新聞場域內部似具一相對自主的邏

輯。由於大眾傳播媒體具備著混雜異質的社會文化意義，「有時必須看

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發揮說服、教化、政治動員的功能；有時又必須

聲稱自己是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代表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公眾輿論；有

時又必須依循經濟律則，徹底地根據資本累積的邏輯而自我增值繁衍。

這些不同的意義當然不是非此即彼地互斥，而是隨社會結構的變遷而有

不同的位階比重」（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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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 5 章厚重的理論與歷史的鋪陳，第六章與第七章正式進入對

本書研究所蒐集之原始材料的具體分析。面對這批珍貴的訪談資料，作

者先以「新聞作為志業」與「新聞作為職業」將記者們對自身行業的反

思進行概念區分。前者從規範道德性的記者社會角色之應然面入手，試

圖了解記者們認為一個好的記者應該具備什麼樣條件；後者則描述記者

們必須為五斗米折腰，擔任基層文化勞工的殘酷現實。 

作者發現，雖然線上記者在實際生存條件中有時會以「文化流氓」

姿態出現在工作場域，但類似「書生報國」這種具有傳統中國知識份子

社會實踐理想的字眼，仍不時為受訪記者提及或引用。 

而台灣從 1970 年代開始的政治民主化轉型運動這個重大政治事

件，促成當時出道的記者世代中的傑出者，成為受訪者心目中的記者從

業典範。在受訪者心目中，這些記者典範不是時代的旁觀者或追隨者，

而是衝在時代最前面的前輩們。作者引用承繼 Mannheim 與 Bourdieu 世

代理論並加以衍申的 Edmunds & Turner 的觀點，似乎有意將 1970 年代

入行的這批記者歸為「主動世代」（或「策略性世代」），而將奉其為

典範的一群歸為「被動世代」（頁 198）。 

「主動世代」能在新聞場域中施行 Bourdieu 所稱「逆轉的經

濟」，如同藝術場域的象徵資本是純粹的美學價值，學術場域的象徵資

本是對真理的追求。在 1970 年代的台灣新聞場域中，這些象徵資本包

括強調言論自由、追求社會公平；對外要求民主、對內要求編輯自主；

無視廣告壓力、突出各類社會運動新聞（頁 208）。 

但當受「主動世代」典範啟迪的被動世代進入新聞界後，雖然也不

斷試圖追隨典範，但客觀環境的變遷卻開始將他們推向新聞商品化的洪

流。從 1970 年代到 21 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記者行業的世代更迭十分

明顯。由於民主轉型的大戲不是每個世代都遇得到，所以「書生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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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然似也只能「典型在夙昔」了。 

《蘋果日報》擺明把報紙當成商品，消費者（讀者）至上的港式媒

體經營邏輯，大大衝擊了仍不時奉「使命感」與「文人辦報」為象徵資

本的幾家台灣本地報社。結果邪魔外道的「明教」（《蘋果日報》）武

功硬是比幾個名門大派高強（《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

報》），把其打得落花流水（頁 231-232）。在遊戲規則變得越來越直

接與赤裸後，過去一度引領風騷的的報業象徵資本，如今似乎越來越不

給力了。 

作者也發現，不同世代的記者對新聞工作與新聞媒體的認識有共通

之處，對於媒體做為商業機構，必然要進行獲利累積與新聞商品化也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差別在於，老記者仍嘗試在兩造間尋求妥協，而年輕

記者面對結構趨勢，早已「棄械投降」（頁 234、244）。記者只是賺

錢餬口的職業，在勞心勞力的疲於奔命中，他們關心勞動條件更勝於報

社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但在結構壓迫下卻也無力為己身權益起而抗

爭，前輩們的使命感與對記者工作的知識份子想像，在他們身上逐漸淡

去（頁 235、248）。 

作者對此種結論似乎不無感傷與惆悵，因而引述 Hardt 對美國公共

新聞學運動的評論，指出問題不在新聞遠離公眾，而在於資本結構的限

制讓記者只能充當資訊工人，導致個人創意技能衰退而遠離了真正的新

聞工作（頁 252）。解決之道或許是組織專業團體，起而捍衛專業價

值。 

作者也觀察到，過去習慣單打獨鬥的傳統雖造就了一些新聞英雄，

但也讓記者不習慣組織的約束與紀律，形成今日的散沙局面。經過一連

串突破既有觀點、挖掘背後真實的工程，作者最後又回過頭來以「如果

不是這些過時除魅的啟蒙精神與知識份子，那麼新聞工作的神聖性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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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提出反問，言下又充滿對過往新聞記者工作之卡理斯瑪

（Charisma）氣質的懷念。在面對當今現實與回歸典範鄉愁之間，徘徊

難捨。 

由於理論厚重，加上文脈中線索紛陳，此書閱讀起來並不輕鬆。作

者以社會學訓練的背景為新聞史研究提供了跨域養分，以 Bourdieu 的

「場域理論」為分析主軸，突破以往「侍從報業論」格局，更細膩地處

理了台灣報業史中很多的場景與事件，為台灣新聞史的研究開創新猷。 

比較可惜的是，本研究費心蒐集的第一手資料——36 位受訪記者

的訪談內容，書中只針對「典範」議題進行系統整理與比較，其他部份

僅在行文中零星引述，似未充分運用這些難得的材料。因此，理論與材

料的交互辯證未來還可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