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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1

	 	―	Preface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是為了慶祝政大新聞系八十

週年系慶而籌劃出版。眾知政大新聞系是華人社會歷史最悠久、地位最

重要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新聞學研究》乃由政大新聞系及研究所籌

劃、發行，于 1967 年 5 月 20 日創刊，為國內第一本新聞傳播學術專業

期刊。經過近半世紀的成果累積，《新聞學研究》已成為華文社會科學

界中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

 政治大學前身為中央政治學校，民國 24 年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

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決議設立新聞系。但即使在言論管制嚴峻的戒嚴

時期，《新聞學研究》仍堅持學術的自主，介紹新聞自由理念，以及西

方最新的學術發現。在解嚴之後，《新聞學研究》文章反映出台灣社會

變遷，傳播研究的理論創新，研究主題與方法的多樣化，以及研究範疇

的不斷擴展。

 為了展現半世紀來《新聞學研究》對傳播學術的貢獻，我們依「戒

嚴時期」、「社會變遷」、「研究主題與取徑」、「全球脈絡」四個子

題，分別選擇了四到六篇文章，來凸顯半世紀來媒體與傳播學術研究的

進展。

 《新聞學研究》代表政大新聞系所有同仁孜孜矻矻送給台灣社

會、尤其是傳播學界的珍貴禮物。因此我們謹以《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 1967-2015》文章選輯作為生日禮物，敬賀八十歲的政大新聞系、

以及年近半百的《新聞學研究》生日快樂！

王淑美、康庭瑜

2015 年 5 月

編
者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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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期單元選了《新聞學研究》1967年創刊至解嚴前 1987年的文章。由於

戒嚴時期政府對於民間出版品施以嚴格的言論管制，作為一本專業新聞研究學術期

刊，《新聞學研究》在這廿年間能堅持新聞自由的主張，不難理解每一篇刊出文章

背後，都有苦心運籌的一面。

創刊號由曾虛白發表的〈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一文，是作者於 1965年 8月

18日在政大舉辦「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研討會」上發表的內容。文中以美國為例帶

入新聞自由面臨來自政府、經濟、人情、社會的挑戰，並陳述新聞媒體應有的社會

責任。在台灣尚缺新聞自由，媒體人需在白色恐怖下謹言慎行的年代，美國的新聞

自由提供了一份想像與願景。

吳豐山發表於《新聞學研究》第 9期（1972）的文章〈台北市公營報紙與民營

報紙言論比較〉以《台灣新生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作為公營報紙代表，

《自立晚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作為民營報紙代表，統計其社論立場偏

向及新聞事件發生後的時效性，與所有權結構是否相關。研究發現民營報紙比公營

報紙重視與讀者有直接關係的當地問題，公營報紙與政府或執政黨站在相同陣線，

言論以宣揚性較多、抨擊性較少，民營報紙則相反。

使用與滿足以及電視觀眾的收視行為，是 1970-80年代傳播研究的主流取向之

一。任玉發表於《新聞學研究》第 11期（1973）的〈家庭主婦收看電視連續劇動機

之研究〉，是第一篇電視觀眾的使用與滿足研究。作者運用調查法，從 1967年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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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資料中抽樣出台北市龍山、大安與屏東縣內埔鄉、潮洲鎮的婦女共 100人，進

行面對面訪問，了解他們收看電視連續劇的動機，並針對省籍、教育程度、年齡與

職業變項做交叉分析。結論中發現，當時女性經常依賴收看連續劇以得到各種滿足，

並作為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之道。

廣告研究與說服傳播是另一個研究主流，在《新聞學研究》所刊文章中，首見

於鄭自隆發表於第 15期（1975年）的〈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以女性時尚產品

廣告為例〉。這對《新聞學研究》而言，是選文取向的拓展，也反映出媒體的複合

性以及傳播研究匯流的本質。此研究採取多種研究方法，一方面用內容分析法解讀

報紙女性時尚產品廣告，另一方面邀請職業婦女閱讀廣告成為實驗受測者，並訪談

其閱讀後的反應，再統計相關分析了解內容與解讀端的關聯，發展出報紙廣告說服

力量表，作為日後相關研究與實務應用的操作工具。

除了量化的美國實證研究，新聞學研究也刊出了介紹歐陸批判理論的文章。如

林文政發表於 35期的〈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批判理論介紹〉，文中介紹了文

化研究傳統，包括法蘭克福學派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開啟國內學界對於傳播領域文

化霸權研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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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 *

曾虛白

壹、總論

 大眾傳播之哲理分成四派，兩派為獨裁主義與極權主義，姑不論

述，所餘兩派，一為自由主義論派（libertarian），一為社會責任論派。

 自由主義論派，源於密爾頓（John Milton）與密爾（John Start 
Mill）的經濟理論。他們主張貨物交易的自由市場採取放任主義（lais-
sez-faire）的理論。傳播哲理的自由主義論派者援以為例，以為真理在

思想市場中，正如貨物市場中之好貨必逐劣貨，必能清除錯誤。政府不

能勝任為辨別真偽的裁判者。但此種主義假定人類在面對真理測驗之

時，有足夠智慧與操守，去偽求真，其對人性判斷過份樂觀，未能應

付過分複雜的客觀環境。今日的思想市場正與其他市場一樣，絕不像

十八九世紀人士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因為，進入這市場的力量並不平

衡，生產者的力量永遠比消費者高，除非消費者有了組織。

 因此，第四種社會責任論較合理可行。此論只把自由主義論略加糾

正，但也反對政府干涉。傳播哲理的社會責任論者，正像現代經濟學者

反對政府干涉而主張計劃經濟，並不完全推翻自由市場的理論一樣，也

承認思想應保持自由市場的體制。但他們強調，每一自由必有同等的責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 期，頁 7-46。

** 本刊選錄文章皆經刪減，欲知全文歡迎上《新聞學研究》網站查閱：http://mcr.nccu.
edu.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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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倘自由的新聞不對公眾保持利益，保持真理，使歷史事實的發展有

一公正與平衡的報導與解釋負起適當的責任，將危及自由社會的基礎。

 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部根據此原則於 1946 至 1947 年成立，由赫金

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為會長。其成立目的，為欲避免國家權

力作傳播系統之警察活動，建議組織自律傳播機構，一方面對顯著違

背公認的規範者，予以譴責，一方面對傳播界有特殊水準者予以表揚。

然新聞界對此仍認為干涉言論自由而不滿。

 美國若干學者建議修正，主張新聞市場自動制裁既被認為過份理

想，倘消費者（即讀者、聽眾與觀眾）對傳播工業的產品發生興趣，亦

可引起傳播者部份之責任感。此興趣可由社會團體為代表，其批評建議

即可糾正傳播工業之濫用自由。

 但此建議仍未解決問題，因消費者如無組織，其效果將如無組織之

選民，不在最後決定取捨時不發生作用。反之，如有組織，則此有組織

之消費者，將成為壓力集團，以其愛好來做傳播內容的取捨標準，危及

整個社會享受知識、藝術、娛樂之自由。

 欲避免壓力集團的壟斷，勢必採用此品類繁雜的社會中多種集團的

反應。適應多種集團之反應，勢必使傳播內容趨向低級。換言之，要人

們對自己的偏愛和自己能力不及的問題負責是不容易的。

 社會責任論之異於自由主義論者，因其強調責任，並強調新聞與娛

樂的責任生產者與消費者應共同負責。

 要生產者負責理論是正確的，但要他產生負責態度實難。在貨物市

場中，國家制裁可以在混合經濟中減除放任政策之弊病，在思想市場中

引用國家力量則危險太大。但，如引用消費者壓力去檢查傳播，比貨物

市場更難。因為在貨物市場中，貨不好不買，但在新聞市場中，配合廣

大消費者的要求，產品必降低水準而趨「粗俗」，「粗俗」的吸引力變

成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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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傳播走向低級無可厚非，因為大眾傳播的接受者是大眾，它必

然以大眾能接受的興趣做標準。因為有特殊修養、高級興趣的人是大眾

中的少數，自然不是生產者考慮的對象。

 目前雖還有若干負責傳播事業者，抵抗這些大眾的壓力來提高傳播

的水準，但問題仍然存在，因為這制度本身不能取少數而捨棄多數，就

不能希望傳播管理者為了淨化內容而自動作此犧牲。

 美國報界厭惡管理，即非政治性者，亦不例外。故「新聞自由委員

會」所建議的那種自律的檢查，亦認為有礙新聞界之莊嚴。但社會文化

因傳播影響而日趨粗俗，是否應採取適當步驟將趨向於自由主義之制度

加以糾正，仍為亟應考慮的問題。

 為了避免這種危機，修改這種制度自有必要。他們因為無法希望管

理者為了要提高水準而做犧牲，又不能過份作劇烈的轉向，故其修改方

法不作硬性規條的規定而只制定共同遵守的標準，俾得培養大眾興趣，

提高其水準。

 試以英國廣播公司（BBC）與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為例。BBC
雖無競爭者，仍不免粗俗。結果，政府仍開放禁例，准其他商業廣播公

司之設立。

 CBC 是國家管制的，與美國商業廣播競爭甚烈，然其發展結果證

明，自由主義所預測政治管理後必生的弊病皆未實現，在國家管制下，

仍可組織一無政治性之公眾服務組織，不受政治干擾。

 大眾傳播的發展，使國家安定團結，特別大國為然。廣土眾民的國

家可由一個中心統治而促成團結，使選民確知對外對內各種問題而增

進其國家觀念，但其缺點則為文化的損失。因社會接近，產生一律性

（uniformity）與一致性（conformity）。這當然與獨裁政制下強制的一

律性一致性不同，因為這是軟性的，是社會不是政府變成思想的製型

者。它會使不能一律的和不能一致的，受標準思想之壓迫無法自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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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在政治，並且在一切興趣與生活標準上。

 這一致化、標準化，是經濟發展壓迫了文化發展的後果，也是大眾

傳播發達後必然帶起的問題，正是新聞粗俗化的主要原因。

貳、新聞自由面對的問題

一、政府法規問題

 傳播界要爭取的自由大別三類：知的自由；說的自由；採的自由。

前兩種為一般公民共享的權利，第三種是公民以享受的公權委託記者去

執行，故與傳播界關係最密切。

 傳播界對政府法規所遭遇的問題是一方面要拒絕政府干涉其自由，

另一方面要自己負起責任，來實踐法律上應該做的一切。

 茲以美國政府控美聯社獨佔案為例：美聯社為一合作性的通訊機

構，規定社稿只供給會員報；《芝加哥論壇報》為會員報，《芝加哥

太陽報》新成立，要美聯稿，美聯不與；政府控告美聯犯了反壟斷法

（antitrust），輿論大譁，謂政府獨裁，干涉新聞自由，違背了政府保

證新聞自由的憲法規定。結果，政府勝訴，《太陽報》得到了美聯稿。

 新聞事業的雙重性，此案提供了很好的一個榜樣。因為報紙一方面

是一個學校，一方面是一個企業，學校負責教育公眾，企業負責為股東

賺錢。一個報紙負責者，一方面要盡校長之職，一方面要盡經理之職。

這兩種職務有很多時候是矛盾的，如何使其在企業地位所享的自由，與

憲法所予言論自由的自由，分開考慮，而得其平，是一個困難的平衡。

政府應該經常考慮所取步驟是否限制了新聞自由，報紙也應經常考慮政

府的步驟是否應以企業立場或新聞立場加以糾正。新聞自由是一個寶貴

的珍品，經常應用企業的論點來處理之，容易走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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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佔問題

 美國政府對傳播機構執行反壟斷法得到三次成就：（一）使國家廣

播公司（NBC）分售其控制之廣播系統，俾美國廣播公司（ABC）成

一獨立單位；（二）打破美聯社的限制，其社稿普遍供應；（三）制止

電影製片廠控制一系統之電影院。

 傳播事業的擴展，必走上獨佔的傾向，政府與新聞界因此發生了矛

盾。

 以報紙與讀者的關係來說，報紙規模大了，就距離讀者遠了。多數

小報，可以深入群眾，為群眾發言。但一兩家大報，卻從群眾堆裡跳了

出來。群眾不認它為自己的，而把它看作像政府或大企業一樣，另成一

種勢力。因此，群眾不再擁護它，而要批評它，也希望它受人批評，希

望政府去管制它。

 然而大規模的報紙也有它的好處。它脫離了群眾，不為群眾的

愛好所牽制。因此《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發行人高勒斯（John 
Cowles of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說：「報紙沒有了當地的競爭，就

能抵抗群眾誇張新聞要求的經常壓力，抵抗為了接近的關係不得不作不

適當、粗俗與未成熟的報導的壓力。」他的報紙就是一個榜樣。

 因此，報紙擴大並非有害，惟同時應多負起責任來。倘肯負責，其

對社會之貢獻比小報更大。

三、社會關係問題

 報紙發行人是一個成功企業的領袖，有意無意間，影響了他報導的

真實性與客觀性。然，如查非教授（Zechariah Chafee）說的：「事」

（facts）與「意」（opinion）的質，在一城只有一報的情況下經常是由

一人或幾個人決定的，其危臉性甚大。

 我們不願由政府來指導報紙的政策，但在民營報紙，其政策決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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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此人掌握大企業，他是一個大報的靈魂。他經常與企業界往來，

處理新聞難免受偏執的影響。有的報紙發行人，偏重個人領導，拒絕其

部屬真實之反映與配合其他階級之愛憎，犯了使他的報紙脫離群眾的錯

誤而不自覺。

 故意的階級偏執，可以預防，不易防者為無意的偏執。要求領導者

免除偏執是要求他做超人，勢不可能，然我們仍應要求其步步謹慎，勿

使其偏執影響傳播，特別在評論之公允，新聞之客觀與娛樂的供應各方

面決策之時要多加考慮。

四、經濟來源問題

 經濟來源的干預大半來自廣告。一般批評「廣告客戶辦了報」，「歪

曲了新聞」，「控制了編輯」。因此，我們要研究傳播的責任，要特別

注意它與廣告的關係。

 廣告與各種傳播事業的關係深淺不同，其影響電視最大，廣播次

之，報紙又次之，電影最弱。茲就報紙方面舉數例來討論。

 某報廣告客戶涉訟，報紙登載其訟案經過，客戶請記者筆下留情，

營業部要求記者，記者問採訪主任，主任說，照直寫。

 電影院向某報要求：（一）勿登他城星期日電影院休息新聞，（二）

影片上映時，勿登讀者不利之來信，（三）支持反對增加電影院執照費

的候選人。電影院以如不照辦即停止電影廣告為要脅。編輯接受其要

求，因廣告費為數甚大。

 某報以社評支持某廠罷工運動，該工廠取消廣告，損失廿萬美元。

 以上三例，有受壓而屈服的，也有堅持不變的。惟報紙應守之原則，

應為報導之公正，看此新聞是否為讀者所需要。讀者需要是報紙真力量

所在，報紙能得讀者信任為最上要圖。有了信任的讀者，自有源源而來

的廣告，就是撤銷了的廣告，也會上門再請恢復。報紙對廣告作公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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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表示其獨立性，與有用性，將吸引更多廣告，不必顧慮眼前的這

點損失。

 另外二例也可示範：

 某公司決增加股票紅利，並決把這消息延擱二十四小時再發表，俾

公司職員可在股票市場中得一票額外收入。此訊為某報記者所悉，認是

一大新聞，但此公司為該報廣告大客戶，經主管一再考慮，決照登，並

作社評批評該公司處理的不當。該公司主管請記者去，謂記載不實應與

改正，並以取消廣告為威脅，記者告以，此威脅將成本報明日大標題。

結果廣告未取消。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在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製就其新汽車模型而未定發表日期以前即將其發表，通用公司

以取消一萬一千元廣告為威脅，《華爾街日報》不為動，甘受此損失。

 對於《華爾街日報》，此事的處理，應考慮其消息取得之是否正當，

如此發表是否侵犯了通用公司的財產權，還是分明責任應有的考慮。

 該報因此作聲明，表示要對讀者負責，不能讓任何方面來干涉其新

聞，即大廣告客戶亦不例外。其聲明中一節說：

是否他們要我們先得銀行界的同意再發銀行界的新聞，

先得鋼鐵業的同意再發鋼鐵業的新聞，先得地產商的同意再

發地產業的新聞呢？倘然我們的讀者知道我們每一節新聞都

是經過工商界或我們報導的某公司檢查過的，他們就再也不

會信任我們了。同時，倘然我們按照生意經的眼光來自己檢

查新聞，也不會得到好一點的結果。我們報喜不報憂，讀者

將否認本報有任何價值了！

五、請託問題

 上面說的是上層管理者所的遭遇的問題，繼續要討論的是下層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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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問題。

 請託的檢討可由予以兼職追究到逢年逢節送節禮的種種問題。美國

新聞界亦受此困擾，究竟友誼往來與新聞請託的界線如何劃定，見仁見

智各有不同，例如：

 1949 年，《聖路士島郵訊報》（St. Louis Post Dispatch）與《芝加

哥日報》發表伊利諾州有五十一個記者的名字發現在州政府的薪津表冊

上，有的有工作，有的無之，足證其政治報導得有報酬。

 1954 年《普羅維登斯快報》（Providence Journal Bulletin）發表在

波士頓城內城郊有三十六個記者接受外來津貼，其中十人受政府津貼，

其他則受跑狗跑馬津貼，多者三年得一萬二千元，有的經常每週得九十

元，超過其報館之薪金。芝加哥案，在新聞未發表前，新聞界已作處理，

發表後引起新聞界之嘩噪。凡在報系報紙（chain papers）服務而犯過

的職員皆經停職，其他則只停其下級職員職，發行人與報紙業主，作理

由不充份之辯護，照常出版。

 波士頓案雖然經公布，未見任何影響，亦無社論響應。「編輯與發

行人雜誌」即予以評論。責新聞界如不加刷新，將失讀者信任。建議各

報應規定時限三十日，令職員坦白自承是否接受外來兼職，由管理者判

斷是否可准兼職，如可即訂立合同，使之合法化，過去不計，此後嚴格

限制。美聯社波士頓分社，則將一受津貼之職員立即停職，其總經理並

宣告稱：「我們認為本社任何職員向新聞來源接受任何有價值之贈與為

不可恕，不聞其性質、動機，亦不問此職員是否因此得利或新聞來源因

此受損。」

 傳播事業的工作人員，應該了解其地位之特殊，絕不能以普通商人

自居，他要保持他的新聞職業地位，他的寫作與批評的自由，必須用他

與新聞來源間的廉潔關係換來的。希望報館於外動出動之時，與以充份

之經費，戒令不受外界酒肉招待與接受其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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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壓力集團問題

 壓力集團的影響新聞自由比上述各項都大，因其影響是繼續而廣闊

的，使傳播機構自上至下，全受其影響。壓力集團本身並不錯，因為廣

大的社會必須有有組織的力量才可以表現它的立場和主張。但壓力集團

卻帶給傳播機構以選擇判斷的責任，把各集團的批評指責與建議加以衡

量。傳播事業負責的態度，不在機動地拒絕壓力集團的要求，而在將其

要求配合社會要求作公平的考慮。

 美國愛荷華某報主筆把壓力集團分成下列六類：（一）自由主義與

保守主義，（二）工會，（三）社團，（四）宗教，（五）政治，（六）

廣告。對壓力集團最易妥協者為電影，次為廣播，最後為報紙。

 因前二者重心在娛樂，而後者重心在報導，新聞自由比娛樂自由立

場正確，容易固守。

 茲舉紐約《泰晤士報》（The Times）受參議院以斯蘭委員會的干

擾而作的社評為例（1956，1 月 5 日）：

參議員以斯蘭（Eastland）所領導的參院委員會，在紐

約、華盛頓先後舉行公開調查庭傳詢徵求各報受滲透之證據，

本報記者多人亦在傳詢之列。本報承認參議院有調查此項問

題之權，惟參院應負責此項徵詢立場公正，並無其他作用。

本報職員被徵詢之結果，有幾人引用黨法附加第五條，少數

承認過去曾做共黨，早已脫離，足證至今本報已無共黨。

本報一貫政策不僱用共產黨員，因不信共產黨員能作客

觀報導與忠實的評論。一經發現職員中真為共黨者立即開除。

其過去曾為共產黨員，以及引用憲法附加第五條者，當個別

視其在本報服務之地位與所得本報信任程度之深淺而予以個

別的處理。本社主張應予犯過者自新的機會，以其現在的行

為糾正其過去的錯誤。本報人員的判別，應由本報負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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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如此，以後亦必如此，其去留是本報的職權，無意將此職

權委託以斯蘭委員會辦理。

同時本報亦不能准許以斯蘭委員會或任何其他機構來決

定本報的政策。此項調查似以本報為注意對象，而以斯蘭委

員會之所以選定本報為目標，只因本報對若干問題的立場不

能符以斯蘭先生等的看法。例如本報反對南方大學的黑白分

校，本報反對麥卡賽（McCarthy）的言論行為等等。倘然這

是委員會的目的，倘然此後證明此次調查要表示新聞自由可

以由議會壓力加以左右，我可預告，以斯蘭先生的努力是白

費的。本報既定政策決不改變。

七、操縱運用問題

 新聞記者要注意，大部份人給他新聞並不想幫助他而想利用他。而

公共關係之發達更增加了新聞記者受人利用的機會。

 選擇候選人的成功的主要條件有二，一是有技巧，一是有錢。可是

技巧還是可以用錢買來的。因為現在的公共關係，只要你肯花錢，他們

可以供給技巧。因此，在選舉中的思想市場的自由受了有作用者的操

縱，傳播自由由少數具有公共關係的技巧者壟斷了去。此種操縱壟斷的

動機，與自由辯論的理想不能配合的。因為公共關係專家的目的，並不

為其主顧爭發言平等的機會而在爭取如何利用傳播最有效的方法。

 勃納斯（Edward L. Bernays）是公共關係有研究的學者，他說公共

關係是一種「製造同意」的程序，他說：「人民的聲音反映了人民的意

志，而人民的意志是由人民推戴的領袖們跟一群知道如何操縱運用民意

的人們給他們製造的……忠誠與有能力的政治家，就可透過宣傳工具，

為人民意志定型。」這就跟密爾敦的自由主義大相逕庭了。忠誠的政治

家可以這樣做，不忠誠也可這樣做，只要他有錢，有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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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記者無法阻止公共關係的活動，但能隨時警戒，知道有這樣一

種勢力，隨時隨地在影響思想的自由。。他應該讓任何意見者平等表現

的機會，他應該把隱藏的暴露出來，把虛偽、偽裝的事實揭開真相。他

站在與虛偽作戰的最前線。一個健全的社會依賴他警告與指導。

 公共關係業務本身，是進步而科學化的傳播事業，它是政府和一切

企業機構與民眾間不可缺少的橋樑。但，新聞授與及新聞接受應該經過

公共關係專家與新聞採訪專家間的一番過濾。新聞採訪專家為了對社會

大眾負責起見，必定要認清楚這一部份操縱運用的動機，取審慎採證的

態度，向新聞原始來源，發掘事實的真相。

參、大眾傳播的責任

一、政府

 使大眾傳播作負責的表演，社會中只有三種力量可以憑藉：（一）

政府、（二）傳播事業本身、（三）公眾。這責任是三方面分擔的，如

何使之平衡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

 先從政府方面著手。欲確保新聞自由，當然政府的干涉越少越好。

 但群眾心理已經養成一種依賴政府的惰性，鉅大而不易解決的問題

都要政府去做。文化越進步，社會上大問題越多，共產主義國家一切都

由政府做，即民主國家中，政府也已經伸手管到許多它向來不管的事

情，因為這些事情鉅大又有脅迫實施的需要。

 很多人以為大眾傳播發展得這樣鉅大而有力，遠離群眾，政府不加

控制，沒有其他勢力可以控制它。

 即在美國，民間壓力反映到議會，到協調機構如聯邦傳播委員會以

及其他註冊和執法的機構，表示群眾對傳播事業的焦慮、不滿與憤怒。

宗教和社會領導人物亦經常接到群眾反映傳播事業反道德，誨淫誨盜等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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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有許多人誠意相信，傳播事業發達到失去了控制；它背棄了群

眾專為其主人服務；它走出了思想自由市場之外，為獨佔所操縱；它陶

醉在自已的鉅大裡，不顧少數人的利益。因此他們構成一種取捷徑糾正

它的傾向，用警察權力、協調權力、立法權力、司法權力或行政權力去

控制它。

 他們的構想以為，我們創造大眾傳播來制衡政府，現在大眾傳播力

量發展得太大了，自然可以用政府的力量來制衡它。

 但傳播事業是發展民主制度最有效而有力的工具，一經政府管制就

使它失此效用而影響民主政制之成效。

 民眾對傳播事業態度與要求之轉變皆起因於傳播事業本身與其社會

環境之變化，因此我們只希望傳播事業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藉以維持

資料之交流而保持民主制度。

 然政府不應冷眼旁觀，對傳播事業之活動不負任何責任。芝加哥大

學荷根教授（William E. Hocking）說，政府的新聞責任好比剩餘財產之

繼承人，它繼承的責任是傳播事業和社會無法完成的責任。正如財產繼

承者，優先繼承者放棄繼承權，應由剩餘繼承人執行其法權一樣，制衡

傳播事業變化社會習尚的基本責任，應由傳播事業自身負擔，其次由社

會負擔，前二者不負責，最後不得不由政府負責處理了。

 就美國而言，傳量避免政府干涉。這樣做需要很大勇氣，但美國做

了。他們給政府干涉作了一個規定，這規定初由大法官郝慕思（Justice 
Holmes）作判例，後由總統的「公權委員會」加以解釋，那就是「只

當社會福利的危險是顯明（clear）與現在（present）的政府才應干涉」。

當然，「顯明」與「現在」如何解釋，「危險」又如何解釋，見仁見智，

各有尺度，但美國法官之判例，多半放寬尺度，避免干涉。

 總之，欲保持傳播事業的健全必儘量避免政府的干涉。政府干涉應

從積極方面著手。與其消極地阻止資料的交流，不如設法協助使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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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的暢通。

 然政府經常被動地擔負起無其他勢力可以擔負的事情。倘公眾對傳

播事業的願望無法達成，政府不得不插身進去為公眾服務。換言之，如

傳播事業不負責，無其他勢力可使之負責，政府不得不負責處理了。我

人非為政府干涉作辯護，而是強調傳播事業自律的重要。因為，我們認

定，政府對新聞責任，是一個剩餘財產的繼承者。我們如要政府少干涉，

最好辦法應由傳播事業儘量作負責的部署，使大家得經常監視傳播活動

而予以需要及批評之表示。

二、傳播事業本身

 傳播事業本身如何配合群眾需要以盡其責任，應從兩方面講：（一）

自律――規定行為規律、行政組織與罰則；（二）職業修養――從事教

育、個人修養與行為規範。

（一）自律

 傳播規律由專家細心規劃，熱心人士誠意執行已見十分功效。但其

危臉，過份相信規律可以解決一切，以為有了規律傳播事業就保證盡了

它的社會責任，實際並不如此。

 美國的報紙規律與其他傳播事業的規律顯有不同之處。「美國報紙

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制有新聞信條

（Canon of Journalism）以積極性的、一般性的、理智觀念的自由思想

市場之自由哲理為基礎。而其他傳播事業，規律則是消極的，高度技術

性的，以人類易受外來影響為出發點，力求保護其受道德與政治思想之

損傷而形成的保護人哲理為基礎。

 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的規律是沒有牙齒的。它說明了目的與規範，

使會員讀之有所啟發；並無約束的力量。其他如電影、廣播、電視，以

及漫畫的規律，則皆有或多或少的約束力量。例如廣播與電親，有專門



20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組織接受抗告，有權檢查有關傳播機構之業務，如有違犯得警告有關人

員，必要時開除其協會會籍。故電視廣播之自律確能影響其節目內容。

至漫畫出版商則請麥飛（Murphy）法官為檢定長。按照規律判斷執行，

無異議。電影有經常執行規律的委員九人，事前檢閱電影片，核定後蓋

電影協會印始可放送，不合標準者可扣留。除報紙外美國的其他傳播事

業之所以如此嚴厲執行，有其歷史背景，皆因不勝社會攻擊與政府干

涉，不得不作自律之規定。

 報紙自律是自動的，是由若干新聞界有責任感的學者執筆。雖在

1933 年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聞信條」，然始終

未經規定任何罰則。它只對會員啟示一種道義責任，各報主持人並不以

為行政處理之規範。此規律訂立於新聞職業化運動期間，既無外來「改

良」或「淨化」的壓力，且為職員而非上級主管所發起之運動。

 電影事業則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傾向黃色與激情影片之泛濫引起

各州社團的反對。1909 年至 1920 年間有八州通過電影檢查條例，電影

為受民間反對者之罷看與政府檢查的雙重壓迫，故在 1922 年成立電影

製片者經銷商協會，自動制定規律，1930 年通過實施。

 美國的廣播最初週率可以自由採用，結果互相干擾一片混亂，由

廣播商自動要求政府予以管理，才在 1912 年通過了廣播法案（Radio 
Act）成立聯邦廣播委員會（Federal Radio Commission）來管制廣播週

率。1927 年國會又通過傳播案（Communications Act）除規定組織聯邦

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之外，並規定「公共

利益、便利與需要」的標準，此即為政府可以干涉廣播內容的規範。同

時，廣播收入倚賴廣告者甚大。而廣告商利用廣播作過度之渲染影響廣

播內容者亦甚大。廣播業者受此雙重威脅，發起自律運動，規定規律，

一方面自律廣播內容符合政府組定，不傷害公共利益，得服務社會而免

政府干涉，一方面仍得廣告商之合作，為讀廣告者歡迎。此規律經廣播

同業公會詳細研究初訂於 1945年，1948年二度修改，1954年三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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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與廣播面對的問題相同而又過之，故於 1952 年通過電視規律，

1954 年再度修改。廣播與電視之規律實際為同業決定的業務守則，彼

此按照經驗規定執行業務時共同遵守的若干原則，此中處理廣告皆佔重

要考慮。

 以上美國自律運動的簡介，其動機為自衛，目的在不受社會責難，

避免政府干涉，協助主持傳播事業者處理其產品遭遇杯葛、檢查以及其

他困擾。因此，「新聞自由委員會」說，此項標準是最低限度的，絕不

是傳播事業適當與理想的表現。它只指示傳播者應避免之事例，並未說

明在本質上如何改進，以作配合公眾需要之貢獻。實際，要靠自律來提

高素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可以把適當（acceptability）法律化，不

能把責任（responsibility）法律化。因此這些規律只排除了不良的因素，

表面上作了淨化作用，而不能提高其素質。

（二）職業修養

 自律可以收速效，只要訂定規律，聘請執行者，成立執行機構，就

可以使傳播事業面目一新。職業修養需從改進人員以改進事業，卻需要

長期準備始可收效。然後者的實際效果則遠勝前者。

 一般觀念，以為新聞記者不是像律師醫生那樣的自由職業的人。因

為，一般人所定自由職業的標準是：1. 自由職業者專門從事於某種社會

服務工作，獨立執業不作僱員；2. 他對他服務的對象有直接密切的關係；

3. 在他執業之前，他必受對其專業獨具的職業教育，就業後必執行同業

規定的規範，違反者受被逐之處份。

 就上述規定來衡量新聞記者，記者似非一般自由職業之類型，但如

以服務社會為自由職業之衡量標準，則新聞記者之條件遠高於一般自由

職業者。新聞記者與其新聞來源關係之密切不減於醫生之於病人。但新

聞記者的地位本是僱員，其行為與其新聞內容的責任是由其僱主負之而

非其自己。新聞自亦有教育機構，但其性質亦與醫科法科不同。新聞教

育機構產生的學員是否即能如法科醫科教育機構產生的學員直接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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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頗成問題。

 因為新聞記者要對他的職業負起責任來做，不像醫生律師那樣單軌

修養就可成功的。新聞記者是一個通才，他要了解社會的全面。他要了

解周圍的人，要學心理學；他要了解社會群眾，要學社會學；他要了解

政府措施，要學政治學；它要了解工商發展，要學經濟學等等。他不能

單軌學一樣，必需樣樣都懂。

 因此，新聞記者不能像醫生律師那樣經過考試予以執業證書來規定

他的職業身份的。他的適任與否既非普通考試可以決定，同時又牽涉到

新聞自由問題。記者的身份而由特定的權威予以決定，不論此權威者如

何大公無私，新聞的製作者任何人沒有作正確選擇的能力。

 因此，就傳統觀念的判斷，新聞記者可以說不是一種自由職業。但，

像傳播事業這樣有高度組織為社會服務的企業，必然是一種職業，其從

業人員必然是職業人。因此我們不必研究，其他職業如何組織，只需要

研究新聞這一項職業應該怎樣做才可以負起它對社會應盡的責任。

 最主要的一個原則應該先予確定，那就是新聞記者應該人盡其責。

一般觀念以為大半新聞記者都是僱員，他拿錢為老闆服務，一切責任應

由老闆負責。這個觀念不對的。因為，這是軍隊裡士兵對司令官的態度，

絕不是新聞記者應有的態度。每一個記者，對自己採訪的新聞，寫作

與發表，應該負起他自己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來。即就記者對新聞來源來

說，其內容取捨，其發表方式，只能由記者自己負起責任來寫，絕不是

任何人包括老闆在內可以代勞的。因此，要使傳播事業職業化，第一步

應該提倡人盡其責的觀念。每一個新聞記者正像醫生對病人，律師之對

當事人，擔負其對社會應負的責任。當然同時他以僱員的身份，對他服

務的機構也應該負同樣的責任。這種觀念應該是從上至下，一致執持。

因此，主管者應該鼓勵其記者做像一個職業人並予以種種便利，而記者

們則應該認真地把責任自己負起來，絕不隱藏在拿薪水做事讓老闆負全

責的觀念後面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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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原則確定之後，再進而研究新聞記者職業修養的方法；計

分，1. 提高記者素質，2. 倡導新聞職業教育二條路。

 傳播事業要負起對社會應盡的責任，應該使它的報導和評論以及其

他記載儘量向寬度和深度兩方面發展。社會發展日趨複雜化，對記者的

要求也日趨苛刻。讀者們經常懷疑，記者報導是否能把社會上每天發生

的問題涵蓋無遺，是否把科學進步的現狀說得家喻戶曉，是否把一切政

治和經濟問題使大家有深入的了解不光作浮面的介紹。是否把重要人物

的訪問或講辭按他原意都寫了出來。當然，要解除讀者們的這些懷疑，

需要高度的職業修養，但要使這些高度職業修養的人能安位樂業，卻需

要適當的待遇。物質條件之外，精神鼓勵也是必要的。精神鼓勵有四要

素：1. 凡有績效予以職業性的表揚；2. 予以自發自動的創新機會；3. 放
寬其運用自如的執業自由；4. 鼓勵其承擔後果的負責精神。

 提倡新聞職業教育可分臨時性與經常性的兩種類型。

 臨時性的新聞職業教育，就應經常舉辦在職人員討論會談。這種討

論會的目的，不在新聞技術的研討，因為這已經是在職記者優為之的學

問，不須再作深入的研究。新聞職業教育最理想的辦法應模仿美國哈佛

大學的尼門獎學金的辦法。它是讓從業的記者，在執行業務時，發現了

自己的缺點，需要作更高深的修養時就給他機會重入大學，選定某科，

專修一年。倘然新聞界為了節省費用起見，也可以經常舉行研討會，把

有志進修的記者們定期集合在一起，由專家們提供資料，由與會者彼此

交換經驗，收切磋琢磨之效。

 永久性的新聞職業教育，應由傳播事業與教育界切實合作，並自傳

播界主動推動才能有效的。因為，新聞教育必需配合傳播事業的需要而

培養人才的。傳播事業當前的需要，除一般的技術訓練之外，更重要的

是有寬度和深度修養的人才。如何使後一代的記者能夠負得起更艱鉅的

社會服務的責任來，雖然是教育界應負的責任，實際也是傳播事業切身

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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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要引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的一節宣言來做結論：

外來的法律制裁與輿論制裁，可以從各方面來糾正新聞

表演的不良勢態，但善良的新聞表演只能由運用傳播工具者

自動為之。

三、公眾

 促進傳播事業的責任，應由政府、事業本身、與公眾三方面共同負

擔。三者中政府應負的最輕，事業本身最重，而公眾的力量最巨。一般

觀念，以為公眾是被動的，不會有主動的效果，實際不然，公眾可以製

造傳播工具服務之型態。

 讀者觀聽眾每每低估了自己的權力，然傳播事業的主持者卻並未低

估它。傳播決策者絕不以為公眾的興趣可以由他來定型，而他是在摸索

公眾的興趣而給傳播定型的。大家喜歡什麼他就供給什麼。

 因此，公眾應把握此機會，而予以運用。但問題在傳播事業面對的

公眾太大了。過去報紙銷路不廣，廣播電視的聽觀眾不多，傳播的製作

者與公眾有密切的接觸，容易了解公眾的需要。現在每一傳播事業的公

眾都是幾十萬幾百萬人，公眾的興趣種類紛歧，變得模糊難辨了。

 實際，問題在公眾也要負起責任來，把它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傳播

事業方面去。倘然公眾反映的意見和要求種類很多，公眾也應要求傳播

事業儘量採用不同的要求以供不同公眾的需要。讓傳播事業去自動調節

採用中和，結果將不合任何部份公眾的胃口，反成浪費。

 因此公眾的責任應該把自已做成有警覺性、挑剔性的讀者觀聽眾，

不要取冷靜旁觀的態度。他們應該經常考慮，經常討論，把大家的意見

個別地或有組織地反映到傳播事業去。最簡易的方法是嚴格選擇我們的

報紙讀物和電台，但這也不簡單。例如，我們要新聞多，某報每天只有

國際新聞三五條不看它，可是我們連它的本地新聞也看不到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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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的選擇，不如積極的建議，認真向傳播事業寫信提出我們的要求，

認真向傳播事業作個人的接觸，認真組織讀者或觀聽眾向傳播事業提出

要求。

 發動社會組織去影響傳播事業可能犯了壓力集團的嫌疑。傳播事業

對於壓力集團的干涉是相當敏感的。例如芝加哥某電視電台播演「馬丁

路德」的電視劇，天主教友都反對這個節目，不斷有人向電台打電話抗

議，節目因此中止。該電台說，因受公眾情感的衝動不得不這樣做，實

際這是壓力集團的壓迫。公正的公眾，不必反對天主教徒的這種集體表

示，也應該另有組織把另方面的意見向該電台作集體的表示，這就可以

使電台知道公眾的另方面的意見而作公平的決定。

 公眾對傳播事業另一有貢獻的責任，即鼓勵有價值的批評。這不是

攻擊而是對公眾和傳播事業的服務。書評、影評逐漸成了流行的風尚，

唯獨廣播，電視和報紙還缺少批評的習慣。因此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

建議組織一個超然新機構，每年把傳播事業的成效作一次公平的檢討批

評。這機構絕對不應由政府發動，也不應由傳播事業來參加，而應取代

表公眾全體性的客觀超然立場。該委員會並代擬就這個機構應該執行的

任務摘要如下：

1. 協助傳播事業確定其執業的標準。

2. 指出傳播事業在某方面之不夠充分。

3. 檢討社會中少數成員是否有被拒利用傳播工具之處。

4. 檢討美國生活在國外之介紹是否適當。

5. 檢討所謂「新聞謊」，特別注意其所引用之數字。

6. 檢討影響傳播事業的政府措施。

7. 檢討各種傳播事業的發展與現狀。

8. 鼓勵各大學設立有關傳播事業的高深研究學習與批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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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鼓勵配合特種公眾要求的計劃。

10. 將研究所得作大規模的宣傳並為公共討論題材。

 這個新機構的構想，當然接近理想。但其目的非常正確的，它要成

立一個代表全體公眾利益的團體，這團體能以公眾的需要和利益監督傳

播事業的業務；然後以其所得向公眾和傳播事業雙方報告，做成二者中

間的一座橋樑。怎樣建立起這樣一座橋樑來是公眾的責任。

 此外公眾可以幫助傳播事業的，除了培養人才上面已經提過了之

外，另外還有鼓勵其新業務的發展。社會群眾興趣不同要求各異，讀者

觀聽眾的要求，不說出來，傳播事業，無所啟發，不知如何著手。

 因此，讀者觀聽眾，即使是社會中一小部份的，有所要求，一定要

讓傳播事業知道，假定某種新業務的開展，傳播事業可以得到多少公

眾的支持。社會團體經常責難傳播事業對某種健全而有益的業務不知提

倡，但也要想到提倡這種業務需要公眾的支持。要傳播事業向健全合

理的途徑發展，這責任應該是公眾與傳播事業共同負擔的。美國有若

干基金會與社會團體注重到這一點，籌措特殊補助來支持某些新業務，

實際社會倘能有健全的組織作明智選擇，這些人為的補助也是多餘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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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營報紙與民營報紙言論比較 *	

吳豐山

壹、緒論

一、所有權的不同

 在中外報業先賢所爭取的新聞自由中，大抵可分別為辦報的自由、

採訪與報導的自由以及批評的自由。他們要求私人可以自由的開辦報

紙，自由的採訪和報導，並且根據這些報導，來撰寫評論，以影響實際

政治。

 辦報的自由是新聞自由的一個關鍵。假使不能辦報，自然也就沒有

採訪、報導及批評的自由可言。

 在先賢爭取辦報自由的過程中，中外不乏硬性禁止的規定，而在禁

止私人辦報的過程中，也屢有特許某一個私人可以辦報，或由政府自己

來辦報的事實。

 及至晚近，「公共報紙」的理論興起，於是在整個世界報業中，「公

共報紙」以及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便分別服務閱讀大眾，各以不同的

立場，遂行其特有的功能。

 「公共報紙」、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其區別的關鍵，乃在於所有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9 期，頁 22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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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不同。「公共報紙」之所有權為國民全體；公營報紙之所有權在政

府或政黨；民營報紙之所有權在於獨立的國民。

 這篇論文便是建立於這一個事實的基礎上。然後從這個基礎上，設

立四個假定。認為報紙的所有權不同，其言論也將會有所不同。

 但是台北市尚無「公共報紙」，這篇論文研究的範圍自然只好限於

公營報紙與民營報紙。

二、四個假定

 （一）公營報紙營利性不像民營報紙那麼強，它的地方色彩

（localism）比較淡薄，比較不重視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因此，它

的言論所討論的，可能不像民營報紙那樣，特別關心讀者身邊的問題。

但是民營報紙正好相反，它必須爭取營業利益，所以它的言論也可能較

注意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地方色彩較濃。

 （二）公營報紙與政府或執政黨站在相同的陣線上，所以它的言

論，宣揚性的多，批評性的少。民營報紙在這意義上，地位比較超然，

所以宣揚性的言論較少，批評性的言論較多。

 （三）公營報紙在宣揚一向政府或執政黨的善政時，其宣揚的程度

可能較強，當批評一件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弱。相

反的，民營報紙在宣揚善政時可能較保留，但在批評不妥善的施政時，

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公營報紙強烈。

 （四）公營報紙在宣揚時，其宣揚的時間可能較快，批評時，時間

可能較慢。民營報紙恰好相反；它批評得比較快，但宣揚得比較慢。

三、取材

 這篇論文以台北市的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為比較的對象。

 由政府辦的報紙，在台北市只有《台灣新生報》一家，所有權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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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政府。《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辦的報紙，《中華日報》

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辦的報紙。以上三家報紙被選為本論文中作為

比較對象的「公營報紙」。

 《自立晚報》自稱「無黨無派獨立經營」。《中國時報》和《聯合

報》的主持人雖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但以其財政獨立，自應被視為民營

報紙，《自立晚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共為本論文中作為

比較對象的「民營報紙」。

 「言論」一詞，所指甚廣。通常，在報紙上除了純粹的新聞報導與

廣告之外，舉凡社論、小評、漫畫、專欄，被視為報紙言論之一部分。

在就各報言論作比較研究時，若能將以上各項皆列入比較範圍，當最完

善，惟因個人能力有限，故本論文所指之言論，僅限於各報每日刊出之

社論。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第一個假定，以統計學的方法研究。分別其社論所談論問題

之內容為報紙所在地的「台北市問題」、然後是「台灣省問題」、「全

國性問題」、最後是「國際性問題」。分別計算其談論各該類問題之次

數。

 本論文的第二假定，也是以統計學的方法研究。分別為批評性或宣

揚性者，統計其刊出之次數。如同一篇社論中批評和宣揚兼而有之，則

以其宣揚較多或批評較多為歸列之根據。

 本論文第三個假定的研究，使用一個設定的標尺。標尺中央的

「〇」是中立、沒有意見，不置可否。往左是反對和批評，向右是贊成

或宣揚。往左往右皆有三個不同的刻度。每一個刻度是一組類似的字

眼。我們把「不很妥當」、「有商榷之餘地」等字眼，當作比較溫和

的反對或批評，放在第一刻度。然後是「不能苟同」和「表示反對」，

這一組字眼放在第二刻度。第三刻度是強烈的反對或批評。當「萬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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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舉雙手反對」這一類字眼出現時，我們便認為到了這個界限。

 在這個標尺的右邊，是贊成或宣揚。第一刻度上的一組字眼比較溫

和，如「應予讚揚」、「值得讚揚」。第二刻度較強一點，包括「十分

正確」或「應獲鼓掌」這一組字眼。但當社論中出現「具有歷史意義」

或其他類似的字眼時，我們便認為到達贊成或宣揚的極限。

貳、接近性比較

一、言論的接近性

 《紐約先鋒報》（New York Herald）主人小本奈特（James Gordon 
Bennett Jr.）創辦《先鋒報》的巴黎分版時，曾告訴該分版的記者們說：

「羅浮街上發現一條死狗，比中國一場大水災還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錢震，1970，頁 39）。當時羅浮街就是《先鋒報》的巴黎分版所在地。

 《丹佛郵報》（Denver Post）的邦菲爾斯（Fred G. Bonfils）也曾

說過：「在蟾巴街上一件狗打架的事情，比外國的一場戰爭更好。」（錢

震，1970，頁 39）。蟾巴街也就是《丹佛郵報》所在的那條街道。以

上這兩句名言，皆是強調新聞報導的切近性。認為人類都傾向於關心與

本身有切近關係的事物。報紙的言論和新聞，是報紙經營的兩個主要部

分，新聞強調切近性的原理，一樣可以用之於報紙之言論。而言論和新

聞之所以注重切近性，乃是強調報紙經營的商業利益所致。

 本章之接近性比較，即是假定民營報紙由於必須更強調商業利益，

所以它的言論所談論的問題，必須比公營報紙關心更多與讀者較切近的

問題。

 至於切近性之劃分，則以六家報紙所在地的台北市問題為最切近，

其次是台灣省問題，然後是全國性問題，最後是國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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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

 作為本章言論接近性比較的社論，是《台灣新生報》、《中央日

報》、《中華日報》、《自立晚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在民

國 59 年全年中所刊出的社論。

 《台灣新生報》在全年 365 天中，有兩天 1 同時刊出兩篇社論，所

以在 59 年一年中共有 367 篇社論。《自立晚報》在農曆過年假期中停

止出報三天，2 所以總共只有 362 篇社論。《聯合報》在 59 年全年中有

一天 3 同時刊出兩篇社論，所以全年社論篇數共達 366 篇。其他《中央

日報》、4《中華日報》5 和《中國時報》皆各為 365 篇。六報社論總共

2,190 篇。

 再就各報每日社論逐一閱讀中，間或有難於分別其為談論台北市問

題、台灣省問題、全國性問題或國際性問題者。例如：一篇〈由台北醫

學院學籍弊案談當前教育制度〉的社論，便難於絕對歸類為台北市問題

或全國性問題。台北市僅有少許農田，一篇〈由農業機械化談當前農業

政策〉的社論，也不能毫無商量的就說它是談論台灣省問題或全國性問

題。他如：對共匪和加拿大勾結的社論，應算是談論國內問題或國際問

題？

 凡此特殊例子，我都分別就其全文中談論、強調各項目所使用篇幅

之長短，作為歸類之根據。如僅以台北醫學院學籍弊案為例子，去談論

當前教育制度，則認為是談論全國性問題。共匪是個叛亂團體，所以一

篇評論毛幫權力鬥爭的社論，便歸類為是談論全國性問題。但若評論

加、匪建交，則認為是談論國際性問題，其餘類推。

 決定了這個處理原則之後，再就各報各日社論，逐一閱讀。分別歸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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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

 就各報各日社論逐一閱讀，加以統計，獲得談論各類問題之篇數及

百分比如下：

表一：各報對各類問題發表評論的篇數和百分比

篇數
台北市問題 台灣省問題 全國性問題 國際問題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公營

報紙

台灣
新生報

2 0.55 20 5.45 175 47.68 170 46.32

中央
日報

3 0.82 15 4.11 229 62.74 118 32.33

中華
日報

7 1.92 13 3.56 269 73.70 76 20.82

民營

報紙

自立
晚報

25 6.91 14 3.87 258 71.27 65 17.95

聯合報 11 3.01 20 5.46 198 54.10 137 37.43

中國
時報

14 3.84 13 3.56 209 57.26 129 35.34

 ……依照假定，三家公營報紙對四類問題的談論，必須在台北市問

題一項上比三家民營報紙為少，然後依台灣省問題、全國性問題、國際

問題的次序遞增。三家民營報紙必須在台北市問題的談論上比三家公營

報紙多，然後依台灣省問題、全國性問題、國際問題的次序遞減。也就

是說，三家公營報紙和三家民營報紙談論台灣省問題和全國性問題的篇

數和百分比應該比較接近，但在對台北市問題和國際問題的談論上，其

篇數及百分比應該十分明顯的差別。

 綜觀以上篇數及百分比之統計，三家公營報紙和三家民營報紙在對

台灣省問題和全國性問題的談論數目上，確係比較相近。在對台北市問

題的評論上，三家民營報紙的篇數和百分比確比三家公營報紙為高，若

以篇數比較，則差別更為明顯。至於對國際問題的談論，三家公營報紙

和三家民營報紙則表現得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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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假定乃是：公營報紙營利性不像民營報紙那麼強，它的地

方色彩比較淡薄，比較不重視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因此，它的言論

所討論的，可能不像民營報紙那樣，特別關心讀者身邊的問題。而民營

報紙正好相反。

 基於以上分析，這個假定不能百分之百的成立。

 但是，假使將四種分類歸併為兩大類，即將台北市問題當作「當地

問題」，將台灣省問題、全國性問題和國際問題當作「非當地問題」，

則根據以上統計和分析應可獲得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民營報紙由

於營利性較強，地方色彩較為濃厚，它比較重視與讀者有直接關係的當

地問題。公營報紙由於營利性較弱，地方色彩比較淡薄，它比較不重視

與讀者有直接關係的當地問題。」

參、意見方向比較

一、言論的意見方向

 社論之寫作，目的在於表達報紙對問題的意見。社論所表達的意

見，不外乎抨擊、反對或者宣揚、贊成、及闡釋。

 我假定政府或執政黨之所以要自己辦報，目的乃是在於配合政府施

政或執政黨決策的貫徹，因此它的宣揚性社論比較多，抨擊性社論比較

少。而民營報紙抱持「自由報業就是敵對報業」的傳統觀念，對政府或

執政黨的抨擊性社論，將會比較多，宣揚性社論會比較少。

 惟報紙之社論寫作，並不限定於評論本國政府或執政黨的施政。它

有時候可以悼念一個外國元首的死亡，有時候可以談論人造衛星的發

射。在就本國問題發表評論時，也不一定與政府或執政黨有關。

 因此，報紙意見方向可以分成三種，一是抨擊，二是中立，三是宣

揚。



34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二、統計

 作為本章比較意見方向的報紙評論，如前章第二節所述，是三家公

營報紙和三家民營報紙在民國 59 年所刊出的社論。分別是：《台灣新

生報》367 篇，《中央日報》365 篇，《中華日報》365 篇，《自立晚報》

362 篇，《聯合報》366 篇，《中國時報》365 篇。

 逐一閱讀各報每日社論發現，間或有一篇社論中宣揚和抨擊兼而有

之的情形，其宣揚與抨擊的事件，與政府或執政黨息息相關，若歸屬於

中立類，至不妥當。因此乃視社論中宣揚與抨擊之多寡而分類。宣揚較

多的，歸屬宣揚一類，抨擊較多的歸屬於抨擊一類。

 決定了這個處理原則後，便就各報各日社論，再逐一閱讀，分別歸

類。……

三、分析

 就各報社論，其屬於抨擊性者或中立性者，或宣揚性者之篇數和百

分比，製成表格如表二。

表二：各報社論用以批評、宣揚或中立的篇數和百分比

篇數
批評 中立 宣揚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公營

報紙

台灣
新生報

15 4.09 197 53.68 155 42.23

中央
日報

2 0.55 166 45.48 197 53.97

中華
日報

34 9.32 207 56.71 124 33.97

民營

報紙

自立
晚報

162 44.75 157 43.37 43 11.88

聯合報 138 37.71 150 40.98 78 21.31

中國
時報

176 48.22 111 30.41 78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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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篇數及百分比之統計，三家民營報紙對政府或執政黨

的抨擊比三家公營報紙多出很多，其宣揚政府或執政黨的社論比三家公

營報紙少了很多，意見方向之歧異十分明顯。

 因此，本章所作假定，可以成立。即：公營報紙與政府或執政黨站

在同陣線上，所以它的言論宣揚性的較多，抨擊性的較少，民營報紙抱

持「自由報業就是敵對報業」的傳統觀念，對政府或執政黨的抨擊性言

論較多，宣揚性言論較少。

肆、意見強度比較

一、言論的意見強度

 在一篇社論中所要表達的意見，大約可分成兩種，一種是贊成、宣

揚或闡釋。另一種是反對或抨擊。而且，兩種意見的表達，皆有不同的

強度。

 本章對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意見強度之比較，即是假定：公營報紙

在贊成、宣揚、或闡釋政府或其政黨的善政時，其宣揚、贊成或闡釋的

程度將比較強。當反對或抨擊一件不妥善的施政時，其反對或抨擊的程

度將比較弱。而民營報紙恰好和公營報紙相反。

二、標尺

 要比較各報社論所表示的意見之強度，必須要有一個比較的標尺。

 社論裡所表示的意見，必須在文字中找尋，而文字是一種主觀的表

達，要拿它來相互比較，唯一方法乃是將文字所表現的意義，分別其強

度，以數目字表示出來。

 表達意見的強度，有一些通常採用的關鍵性字眼。當一篇社論在對

政府或政黨的某項施政表示贊成、宣揚或闡釋時，它通常會使用「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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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欣慰」、「值得讚揚」、「至為允當」、「實具有歷史意義」、「不

能不稱為賢明的一項措施」、或「我們願舉雙手贊成」這一些字眼。

 而當一篇社論在反對或抨擊政府或政黨的某一項施政時，通常會分

別不同的使用「有商榷之餘地」、「不敢苟同」、「萬萬不可」、「還

希望三思」、「徒然貽人笑柄」、或「萬不可再延遲下去」這一些字眼。

 一篇社論所能使用的字眼，自然不止以上所列各項。但是其他表示

意見強度的字眼，可以被分別歸屬於意義相近的某些字眼，而成為強度

相同的一群。

 根據這個認識，並參考奧斯古（Charles E. Osgood）語意差異的理

論（Schramm & Roberts, 1971），我設計了一個標尺。這個標尺有七個

刻度。中央點是「〇」，表示中立，往左是反對或抨擊。往右是贊成、

宣揚或闡釋。往左往右皆有三個不同的刻度。每一個刻度是表達意見強

度相同的一組字眼。

 我把「不很妥當」、「有商榷之餘地」等字眼，當作比較溫和的反

對或抨擊，放在往左的第一刻度。然後是「不能苟同」和「表示反對」，

這一組字眼放在第二刻度。第三刻度是強烈的反對或批評。當「萬萬不

可」或「舉雙手反對」這一組字眼出現時，我們便認為到了這個界限。 

 擺在這個座標右邊第一刻度上的一組字眼，如「應予讚揚」、「值

得讚揚」，乃是比較溫和的贊成、宣揚或闡釋。第二刻度較強一點，包

括「十分正確」或「應獲鼓掌」這一組字眼應屬於這一刻度。但當社論

中出現「具有歷史意義」或其他類似的字眼時，我們便認為到達贊成或

宣揚的極限的第三刻度。

三、比較對象

 要比較各報言論所表達的意見程度，必須比較各報對相同的一個問

題或事件所做的評論。也就是說，必須各報皆對某一個問題或事件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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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然後才能進行比較。

 同時，為顧及各報對不同性質的問題或事件所表達意見強度之歧

異，勢不可把比較的言論限定於某一類問題。

根據以上兩個原則，我選定了下列五個問題或事件做為比較的對象。

 （一）造成八死三傷的粗坑礦廠災變（社會類）

 （二）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遇險（政治類）

 （三）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教育類）

 （四）台南、彰化之間雙軌鐵道通車（交通類）

 （五）中共偽憲草案（匪情類）

四、衡量

（一）粗坑礦場災變，八死三傷

 民國 59 年 1 月 24 日上午 8 時，台北縣新店鎮雙城里的粗坑礦場，

由於瓦斯爆炸，造成八個人死亡，三個人受傷的慘劇。

 災變的消息在 1 月 24 日的晚報上，已經披漏。並且在 1 月 25 日成

為《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和《中

華日報》的社會版頭題新聞。

 礦場災變發生的兩天之後，也就是 1 月 26 日，《中央日報》以「當

前工礦安全加強問題」為題，發表評論。《聯合報》以「不能容許礦場

災變的可恥事態一再發生」為題發表評論。《中國時報》這天的社論題

目是：「八死三傷，誰尸其咎？――礦場安全再也不容忽視。」1 月 29
日又有題為「論改善煤礦安全的新措施和新決心」的社論一篇。

 《台灣新生報》評論這個災變的社論在 1 月 29 日刊出，題目為「加

強檢查管理，策進礦場安全」。《中華日報》在 2 月 12 日也有一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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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由礦務局成立談礦場安全」提到這個問題。

 至於《自立晚報》，對於這項災變，並無立即評論，僅在 3 月 12
日所刊出的一篇「人命何貴 ?――亟待改進的礦場安全」的社論中，就

八個月來，北部煤礦所發生的七次災變，做了綜合性的評論。（下略）

（二）行政院蔣副院長訪美遇險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於 59 年 4 月

18 日飛往美國訪問。

 4 月 24 日中午，蔣副院長應邀在紐約布拉薩大飯店的午宴會上發

表演說，當蔣經國正要步入飯店大門時，突有黃、鄭兩名青年，趨前謀

刺，但經美國安全人員制伏，蔣副院長安然無恙。

 謀刺當時，正是台北時間 25 日凌晨，25 日出版的台北各報並無這

項新聞，25 日中午出版的《自立晚報》首度披露。當 26 日各日報刊出

後，這項消息，立刻震驚國人。

 在 4 月 18 日，也就是蔣經國飛美當天，三家民營報和三家公營報

紙皆有一篇社論，歡送蔣經國訪美，6 蔣經國遭遇謀刺的消息抵台北後，

在 4 月 26 日，《中華日報》以「敬慰訪美途中的蔣副院長」為題發表

評論，4 月 27 日，《中國時報》以「臨變從容，處危若常――評蔣副

院長紐約遇險事件」為題，發表評論，4 月 26 日《自立晚報》以「蔣

副院長完成訪美任務」為題發表評論，《聯合報》在 4 月 30 日以「美

國司法當局應科黃鄭兩暴徒最高刑罰」為題發表評論。《中央日報》在

5 月 1 日，也就是蔣經國返國當天，「向蔣副院長致敬――蔣副院長訪

美歸來」為題，發表評論

 5 月 1 日這天，除《中央日報》發表迎接蔣副院長歸來的社論外，

其他五報也都有類似的社論一篇、7《自立晚報》在 5 月 2 日以後，還

有談論此事的社論刊出。8

 歡送蔣經國訪美以及迎接他返國的社論，皆不在本章比較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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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僅就各報針對謀刺事件所發表的評論比較如下：（下略） 

（三）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

 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於 59 年 8 月 24 日在台北市中泰賓館揭幕、海

內外專家四百餘人與會，會期六天。揭幕當天，蔣總統曾頒發訓詞勉勵，

嚴副總統出席典禮致詞。

 這次會議預定討論五大中心議題。它們是：1. 復國建國教育綱領。

2. 教育革新方案。3. 加強科學教育方案。4. 加強文化建設方案。5. 光復

大陸教育文化重建方案。

 這次會議於 8 月 29 日閉幕。主持閉幕典禮的教育部長鐘皎光，在

致詞時曾表示：本次教育會議的重要收穫至少有下列五項：1. 制定「復

國建國教育綱領」，使現階段的教育文化措施，有了基本的準則。2. 研
訂「教育全面革新方案」，使全國教育文化工作同仁，有了具體的努力

方向。3. 制定「光復大陸教育文化重建綱要」，為重建大陸教育文化工

作，繪製了一個藍圖。4. 對於「發展科學教育」和「策畫三民主義的文

化建設」，提供了基本原則和切實可行的方案。5. 大會研討了各種教

育文化方面的實際問題，與會人士溝通了不同的觀念，並獲致寶貴的結

論。

 這次全國教育會議並通過了教育部交下的十七個議案和與會代表的

一八二件提案。

 三家公營報紙和三家民營報紙，在會議前後皆曾不止一次發表評

論。（下略）

（四）台南、彰化之間雙軌鐵道通車

 為加強台灣鐵路運輸功能的縱貫線台南、彰化間雙軌鐵道工程，於

民國 56 年興工，59 年 10 月完工。10 月 24 日，這項費時三年半，耗資

台幣三億七千餘萬元的工程，舉行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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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車典禮當天，《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自立晚報》、

《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皆曾刊出評論。《中央日報》的評論則於同

月 26 日刊出。（下略）

（五）中共偽憲草案

 中共「憲草修正草案」輾轉由中央通訊社於 59 年 11 月 4 日發布的

新聞中首度披露於國內，三家民營報紙和三家公營報紙，皆曾對這個於

憲法中明文指出某人為國家元首的荒謬草案，加以批評。

 《台灣新生報》的評論在 11 月 5 日刊出，題目是「共匪修改偽「憲

法」的剖析」。《中央日報》11 月 5 日刊出，題目為「野獸思想，獨

夫夢囈」，《中華日報》的評論在 11 月 6 日刊出，題目是「毛匪遺臭

萬年的罪供――評匪黨偽『憲法修正草案』」，《聯合報》的評論在

11 月 5 日刊出，題目是「愧天怍人的毛記王朝『憲法』」，《中國時報》

的評論在 11 月 6 日刊出，題目是「毛共的『洪憲』丑劇――評毛人的

毛記王朝『憲法』」，《中國時報》的評論在 11月 6日刊出，題目是「毛

共的『洪憲』丑劇――評毛偽憲草」。《自立晚報》的評論於 11 月 7
日刊出，題目是「精誠團結，自立自強」。

 反共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各報對於中共「憲法修改草案」的抨擊，

乃是對於政府施政的一種闡釋，它和贊成或宣揚，屬於同一個建議方

向。（下略）

（六）分析

 將上節就各報對五個問題或事件所做的評論的衡量加以整理……，

若將反對、抨擊的強度以「-」號表示，將贊成、宣揚的強度以「+」表

示，則可將各報對各類問題所作評論的意見強度列表如表三。對表三逐

一檢視，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十分明顯的特點：

1. 對粗坑礦場災變，三家公營報紙雖做抨擊，但抨擊的強度皆在第

一刻度。民營的《自立晚報》雖也在抨擊的第一刻度，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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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在第二刻度，至於《聯合報》在第三刻度上。

2. 蔣副院長訪美遇險一事，三家民營報紙中，《聯合報》和《中國

時報》的宣揚強度皆在第三刻度；三家公營報紙中僅《中央日報》

的宣揚強度在第三刻度。

3. 對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三家公營報紙皆做宣揚，但三家民營報

紙中有兩家做了最強烈的抨擊。

4. 對台南、彰化間雙軌鐵道通車，三家民營報紙和三家公營報紙一

樣做了宣揚，但宣揚的強度皆僅在第一刻度。

5. 對中共偽憲草案，不論公營民營，皆做了最強烈的斥駁，也就是

說，幫政府做了最強的闡釋。

表三：各報對各類問題所作評論的意見強度

粗坑礦場災

變八死三傷

行政院蔣副院

長訪美遇險

第五次全國

教育會議

台南、彰化

間雙軌鐵道

通車

中共偽憲草案

公

營

報

紙

台灣
新生報

-1 +2 +2 +2 +3

中央
日報

-1 +3 +1 +1 +3

中華
日報

-1 +2 +1 +3 +3

民

營

報

紙

自立
晚報

-1 +2 -3 +1 +3

聯合報 -3 +3 +1 +1 +3

中國
時報

-2 +3 -3 +1 +3

 
 分析以上五個特點：就粗坑礦場災變而言，公營報紙做抨擊時，其

意見強度卻較弱。就台南、彰化間雙軌鐵道通車一事而言，民營報紙做

宣揚時，其意見強度確實較為保留。就蔣副院長紐約遇險而言，則民營

報紙的宣揚又比公營報紙強。就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而言，則公營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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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收穫豐碩第一次會議，民營報紙卻可予以最強烈的抨擊。至於對中

共偽憲草案，則民營報紙和公營報紙皆表現了最強烈的闡釋強度。

 作為本章研究的假定乃是「公營報紙在宣揚一向政府或執政黨的善

政時，其宣揚的程度可能較強，當批評一件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的

程度可能較弱。相反的，民營報紙在宣揚善政時可能較保留，但在批評

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公營報紙強烈。」

 僅就粗坑礦場災變及台南、彰化間雙軌鐵道通車來看，六家報紙言

論的表現正與假定相合。就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而言，各公民營報紙的

表現更使假定可以充分成立。

 民營報紙對蔣副院長訪美遇險一事做的宣揚，比公營報紙為強，這

是可以理解的。蔣氏乃國家領袖之一。民營報紙平時對政府常加抨擊，

這個時候事表達對政府領導的忠誠之最好時機，所以莫不發表堅強支持

的言論。

 至於中共，乃國家之第一號敵人，而偽憲草案確係荒謬絕頂，不管

公營或民營，予以最強烈的斥駁，幫政府做最強烈的闡釋，乃理所當然。

 基於以上分析，本項假定，似乎可以成立。

伍、反應速度比較

一、言論的反應速度

 「時間」是構成新聞的要素之一。追求迅速的報紙是報業經營的一

個努力目標；而言論乃是針對新聞所做的一種評斷或解釋。自然它也被

要求在速度上力求迅速。

 本章之研究，即是假定：公營報紙在刊出一篇宣揚性的社論時，速

度上會比較快，當刊出一篇抨擊性的社論時速度上可能比較慢。而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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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恰好相反，抨擊的比較快，但宣揚的比較慢。

二、標尺

 報紙的出版，每天一次。報紙刊出社論每天一篇。9 假使某報要對

某問題表示意見，則今天不評論，就必須至少等到明天。

 作為本章研究衡量標尺的，便是這個「天」數，譬如甲報在 15 日

這天第一個對某事發表評論，乙報一直到 17 日才對該事發表評論，那

麼就算乙報的反應速度比甲報慢了兩天。至於比較的基準則是問題或事

件發生的日期。

三、比較對象

 要比較各報言論的反應速度，必須比較各報對相同的一個問題或事

件所做的言論。也就是說，必須各報對某一個問題或事件都做了評論，

然後才能進行比較。

 同時，為顧及各報對不同性質的問題或事件所做反應的速度之歧

異，似不宜把比較的言論，限定於某一類問題。

 根據以上兩點認識，選定了下列五個問題或事件，作為比較對象。

 （一）造成八死三傷的粗坑礦廠災變（社會類）

 （二）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遇險（政治類）

 （三）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教育類）

 （四）台南、彰化之間雙軌鐵道通車（交通類）

 （五）中共偽憲草案（匪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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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將各報對各類問題加以評論之反應速度，製成表四並逐一加以

檢視，其反應速度分別是：

 對粗坑礦災變，各報的反應速度差別甚大。在 1 月 26 日這天，公

營的《中央日報》和民營的《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發表抨擊。過了

五天，民營的《中國時報》（第二次）和公營的《台灣新生報》發表抨擊。

 對蔣副院長訪美遇險一事，各報於從 4 月 26 日起的六天中，分別

發表宣揚，其次序是公營的《中華日報》、民營的《中國時報》、民營

的《自立晚報》、公營的《台灣新生報》、民營的《聯合報》、公營的

《中央日報》。

 對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各報皆不只一次加以評論。宣揚或抨擊，

意見不一。先是民營的《聯合報》在會開幕的九天前發表評論。會議開

幕一天前，公營的《中央日報》和民營的《自立晚報》發表評論。會議

開幕當天，公營的《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及民營的《中國時

報》發表評論，一天後，民營的《中國時報》（第二次），公營的《中

央日報》（第二次）、《台灣新生報》（第二次）發表評論。四天後，

民營的《自立晚報》（第二次）發表評論。五天後，公營的《中央日報》

（第三次）、《台灣新生報》（第三次）、《中華日報》（第三次）、

民營的《中國時報》（第三次），《聯合報》（第二次）發表評論。七

天後，公營的《中央日報》（第四次）再發表評論。

 對台南彰化間雙軌鐵道通車一事，各報分別於 11 月 5、6、7 日三

天中，發表評論。其次序是：11 月 5 日，公營的《台灣新生報》、《中

央日報》、民營的《聯合報》。第二天，公營的《中華日報》、民營的

《中國時報》。第三天，民營的《自立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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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報對各類問題加以評論的反應速度

1 月 24 日

粗坑礦場災

變八死三傷

4 月 25 日

行政院蔣副院

長訪美遇險

8 月 24 日

第五次全國

教育會議

10 月 24 日

台南、彰化

間雙軌鐵道

通車

11 月 4 日

中共

偽憲草案

公

營

報

紙

台灣新

生報
5 天後 4 天後

當天

1 天後

5 天後

當天 1 天後

中央

日報
2 天後 6 天後

1 天前

1 天後

5 天後

7 天後

2 天後 1 天後

中華

日報
19 天後 1 天後

當天

5 天後
當天 2 天後

民

營

報

紙

自立

晚報
47 天後 3 天後

1 天前

4 天後
當天 3 天後

聯合報 2 天後 5 天後
9 天前

5 天後
當天 1 天後

中國

時報

2 天後

5 天後
2 天後

當天

1 天後

5 天後

當天 2 天後

  從上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宣揚也好，抨擊也好，公營報紙

和民營報紙的反應速度互有快慢。有時候民營報紙先做宣揚，有時候公

營報紙先做宣揚；有時候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在同一天做宣揚，有時候

在同一天同作抨擊，民營報紙的宣揚有時候快了好幾天，公營報紙的宣

揚有時候慢了好幾天。

 作為本章研究的假定乃是：公營報紙在刊出一篇宣揚性的社論時，

速度上會比較快，當刊出一篇抨擊性的社論時速度上可能比較慢。而民

營報紙恰好相反，抨擊的比較快，但宣揚的比較慢。

 基於以上分析，本章的假定似乎無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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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報紙因為所有權的不同，其言論的表現會有所不同，這是本論文研

究的基礎。

 報紙因為所有權之不同，其言論的表現將會有何不同？本論文因此

有了四個假定。

 經由本論文本論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逐一研究的

結果證明，四個假定，有的可以成立，有的不能成立。可以成立的分別

是：

 一、公營報紙營利性較弱，地方色彩比較淡薄，比較不重視與讀者

直接有關的事項。但是民營報紙由於營利性較強，地方色彩較濃，它較

注意與讀者直接有關的事項。

 二、公營報紙與政府或執政黨站在相同的陣線上，所以它的言論，

宣揚性的多，批評性的少。民營報紙在這意義上，地位比較超然，所以

宣揚性的言論較少，批評性的言論較多。

 三、公營報紙在宣揚一向政府或執政黨的善政時，其宣揚的程度可

能較強，當批評一件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的程度可能較弱。相反的，

民營報紙在宣揚善政時可能較保留，但在批評不妥善的施政時，其批評

的程度可能較公營報紙強烈。

 至於「台北市的公營報紙在宣揚時，其宣揚的時間可能較快，批評

時，時間可能較慢。而民營報紙恰好相反；它批評得比較快，但宣揚得

比較慢。」這個假定則不能成立。

 此項研究至此已告結束，但當從頭再逐項仔細翻查，自知不足之處

甚多。姑且不論台北市公營報紙和民營報紙在言論上的表現可否作為其

他各地公、民營報紙言論表現之代表，僅就公、民營報紙之取材而言，

六報之選擇已不周全。且以民國 59年各報所刊出的社論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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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嫌過於偏窄。假定範圍不只限於民國 59 年，假使範圍不只限於社論

一項，則所獲結論，應會比較完整可靠。尤其是本論部分第三章和第四

章對意見強度和反應速度的比較，僅限於所列的五個問題或事件，益顯

出這項研究之簡陋。

 惟因個人時間和能力有限，不能做較大規模之研究。不足之處，尚

期師長同學指正。

註釋

1. 10 月 24 日，《台灣新生報》刊出「有所為，有所不為――對聯合

國的殷切期望」及「鐵路建設的新猷――彰化台南間雙軌通車」兩

篇社論。12 月 15 日刊出「當仁不讓，見賢思齊――好人好事代表

今日接受表揚」及「窺敵觀變、欲深以潛――對首屆『中國大陸問

題』研討會的期望」量篇社論。

2. 2 月 6、7、8 日共三天春節停刊。

3. 1 月 2 日的社論是「歡迎安格紐訪華兼論美國亞洲政策」及「突破

以農立國的觀念與經濟境界」共兩篇。

4. 《中央日報》每逢星期日以作者具名刊出的「星期專論」代替社論。

5. 《中華日報》每逢星期日以「週事短評」代替社論。

6. 4 月 18 日各報歡送蔣副院長訪美的社論分別為《台灣新生報》：送

蔣副院長訪美。《中央日報》：蔣副院長訪美。《中華日報》：蔣

副院長訪美的重大意義。《自立晚報》：蔣副院長訪美。《聯合報》：

蔣副院長訪美的重大意義。《中國時報》：送蔣副院長訪美。

7. 這些社論是《台灣新生報》：歡迎蔣副院長載譽歸國。《中華日報》：

任重道遠，遺大投艱――以最大熱忱恭迎蔣副院長訪美歸來。《自

立晚報》：經國先生，我們擁護你的聲明――光復大陸是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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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使命。《聯合報》：新時代政治家的光榮與成就――歡迎蔣副院

長訪美歸來。《中國時報》：歡迎蔣副院長勝利歸來。

8. 《自立晚報》5 月 2 日的社論是「經國先生，我們慶幸你的安全――

透視匪特利用『台獨』的陰謀」，5 月 3 日「經國先生，我們信賴

你的領導――絕沒有『時代』所說的疑慮」，5 月 4 日「經國先生，

我們支持你的主張――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

9. 作為本論文研究對象的六家公、民營報紙，僅《台灣新生報》在 10
月 24 日和 12 月 15 日各刊出兩篇社論，及《聯合報》在 1 月 2 日

同時刊出兩篇社論。其餘皆是每日一篇。

參考書目

錢震（1970）。《新聞論》。台北：中央日報。

Schramm, W., & Roberts, D. F. (1971).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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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收看電視連續劇動機之研究 *

任玉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家庭主婦為什麼要收看電視連續劇，她們收看電視連續劇是要得到

何種滿足？這是本文想要解答的。

 本文的撰寫是受了美國郝佐格教授（Herta Herzog）所著〈美日

連續劇聽眾收聽的動機與滿足〉（Motivations and gratification of daily 
serial listeners）一文的啟示（Herzog, 1971）。

 郝佐格教授曾對美國收聽日間無線電廣播連續劇的女聽眾做過詳盡

廣泛的研究。該文以美國無線電台所播出的連續劇內容。訪問調查婦女

聽眾，分析研究她們的收聽動機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得到許多有意

義的結論，因此我們想到，我們何不也對我們的婦女做同樣的研究呢？

二、假設

 本文所指的電視連續劇是：在電視台連續播映一個月以上而劇情連

貫的戲劇。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1 期，頁 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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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家庭主婦為什麼收看電視連續劇，及家庭主婦收看電視連續劇

得到了什麼樣的滿足，我們擬定了以下的假設：

 （一）習慣使然。有些主婦在每天某段時間，沒事情做而覺得無聊，

於是打開電視收看連續劇，久而久之成了一種習慣，欲罷不能。或者有

些主婦一邊做活，一邊收看連續劇，就養成了習慣。

 （二）為了娛樂消遣。對於很多主婦，看電視連續劇是一種消遣，

看連續劇時，她們可以暫時逃避自己的現實世界，使心理鬆馳，緩和日

常生活的單調和疲乏。

 （三）為了重溫舊夢。有些主婦對故鄉故土以及過去的生活十分懷

念，希望由連續劇的情節的指引，而重溫舊夢。例如中視連續劇長白山

上的人物、劇情，常引起北方主婦的愜思，彷彿時光又倒流到她的年輕

時代，因此為了重溫過去的美夢，她就要收看這部連續劇。

 （四）情緒上的解脫。有些主婦把連續劇作為感情的發洩，因為連

續劇給予她們哭泣、悲傷、驚奇的機會。有的主婦把劇中人的不幸來作

為自己不幸的補償，她們知道別人也有苦惱時，心情就會覺得好過些。

有的主婦把自己的小苦惱與劇中人的苦難相比擬，因而覺得自己比那些

沒有深刻情緒經驗的人，更能欣賞這種戲劇，而產生優越感，於是感到

滿足（徐佳士，1966，頁 66）。

 （五）作為替代式的參與。有的主婦對自己所曾經嚮往的事物，藉

由連續劇作遐想的參與（徐佳士，1966，頁 66）。

 （六）為了社會聲望。有的主婦收看連續劇，是因為以便與朋友接

觸交談時，能夠顯示自己見多識廣（徐佳士，1966，頁 63）。

 （七）作為日常生活的參考。很多主婦從劇中尋取日常生活問題的

忠告或指導（徐佳士，1966，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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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文是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的。研究的工作，依照抽樣、擬製問

卷、調查、整理、統計、分析等步驟而完成。

整理、統計、分析等留待第三章中加以說明討論，在本章中作者將就抽

樣、擬製問卷、調查等工作，作一詳細說明。

一、抽樣

 抽樣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其目的在從全部研究

對象中，抽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樣品，作為測驗的對象，以節省人力

和財力，而不致影響研究的結果。

 本所採用的是「地區分層選樣」（area & stratified sampling）的方法，

把要研究的對象，分成若干層（strata or classes），再由每一層裡抽取

若干樣品。

 作者處理分層選樣的方式是，把台北市龍山、大安兩區，以及屏東

縣的人口分成外省籍、閩南籍、與客家籍三層。

 我們把台北市視為都市，屏東縣視為鄉村，以都市的家庭主婦與鄉

村的家庭主婦，做一相對比較分析。在台北市中以龍山、大安兩區取樣，

是由於龍山區和大安區在人口分佈上，多半為本省、外省之特性。

 本文之所以把人口分成外省、閩南、客家三個層次，是基於目前台

灣區的人口結構分佈特性來說，有外省、閩南、客家三部分的人，而一

般認為這三部分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習慣，不同的生活習慣往往構成

不同的行為模式，對事物也採取不同的態度，在對電視連續劇的需求和

接受上，也許會表現不同的看法，是否如此，我們留待分析結果中來證

實。

 不過我們採取這樣的分層時發生了以下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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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據內政部戶政司最近人口統計（民國 56 年普查）1 的資料

顯示，在總人口以及台北市、屏東縣的人口統計中，只有台籍和外省籍

的數字，沒有客家籍記載，這使我們失去了確切的依據。2

 （二）即使我們以台北市和屏東縣的本省、外省人口數字抽樣，也

不完全合適，因為這些本省籍、外省籍的人口，包括男女老少在內，其

中家庭主婦有多少，我們並不確知。

 （三）若以戶數來確定家庭主婦的數字，也不確切，因為有些戶中

沒有主婦，同時戶政司的人口統計資料只有外省人和本省籍的數字，並

沒有外省戶和本省戶的資料。3

 （四）即使引用戶籍資料籍貫的記載也有困難，因為閩南人、外省

人、客家人已互通婚姻，在一戶內可能有幾種籍貫，根據戶籍法，丈夫

外省籍，妻子若為閩南籍則可從夫為外省籍，也可保持閩南籍。4 甚至

在本省居住三年以上，就可申請改為本省籍。5 若是我們以這種資料來

做抽樣的依據，顯然不能符合本文研究的目的。互通婚姻後，生活習慣

會相互影響，行為模式也許會有改變，這可能使我們分層失去意義。

 雖然有困難，但是目前台灣區有外省、閩南、客家三部分的人存在

是個事實，而一般認為這三部分的人生活習慣是不太相同的，因此為了

就某個問題上，了解我們社會的真實情形，這種分層是有必要的。經酌

量後，作者採取了以下的折衷方式：

 （一）本文不是為了應用的目的而撰寫，只是作為一種研究參考，

因此在抽樣方法上，大致可以遷就研究的目的。根據此一原則，我們決

定抽樣人數為 100，都市與鄉村抽樣之比為 60：40。6

 在台北市總人口中，本省籍占 63%，其中包括閩南和客家人，外

省人占 37%，7 所以在 60 個樣中，閩南與客家共取 37.8，外省人取

22.2，為便於統計起見，我們將本省籍抽取 38 人，其中閩南人占 3/4，
28 人，客家人占 1/4，10 人，外省人共抽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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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東縣總人口中，閩南人與客家人占 90% 左右，外省人占 10%
左右，8 所以在 40 個樣中，閩南與客家共抽 35.6，外省人抽 4.4。為便

於統計，抽樣人數調整為本省籍共 36 人，其中閩南人 27 個、客家人 9
個，外省籍 4 人。

 （二）為了確保本文分層的意義，我們以忠實的訪問態度來克服實

際的困難。也就是說，假如我們需要本省主婦的樣品時，一定要確實的

知道，這戶人家主婦是閩南人、丈夫也是閩南人時，我們才進行訪問的

工作，其它樣品類推。

二、問卷設計

 本文依照一般研究社會問題的問卷方式，採用「選擇題」。

 問卷包括兩大部分，一是記載受測者有關資料，如地址、籍貫、年

齡、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以作為分析研究的參考，一是問卷

的題目，共 27 題。

 第 1-3 題是調查收看電視和連續劇的情形，作為調查訪問的引導。

 第 4-7 題探測假設一（即收看連續劇是習慣使然）。

 第 8-9 兩題探測假設二（收看連續劇是為娛樂消遣）。

 第 10-12 題探測假設三（收看連續劇是為重溫舊夢）。

 第 13-17 題探測假設四（收看連續劇是為情緒的解脫）。

 第 18-20 題探測假設五（收看連續劇是為代替式的參與）。

 第 21-22 題探測假設六（收看連續劇是為建立社會聲望）。

 第 23-27 題探測假設七（收看連續劇是為獲取日常生活的參考、獲

取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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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問

 本文所採取的問卷調查方式是面對面的訪問。

（一）預訪

 問卷擬製以後，我們曾作過三次預訪，每次十份。

 第一次預訪的時候，發現問卷的詞句過於艱深，在訪問時，需要做

多次的解釋，被訪者有不耐煩的表情出現，因此我們把需要多次解釋的

問句做上記號，訪完後，記號最多的辭句再加修改，力求簡潔明白。

 然後再訪，在第二次預訪中，發現問題太多，平均每份問卷要花

27 分鐘，問及最後幾個問題時，被訪者不多作考慮，只作敷衍的回答，

於是再做修正，把原有的 37 題精簡為 27 題。

 再作第三次訪問，平均每份只費 17 分鐘，而且被訪者多能樂於合

作，問卷擬定的工作才算完成，預訪也告一段落。

（二）訪員訓練與訪問

 此次訪問，台北市由台北市立中山女中高二羣班 10 位同學幫忙訪

問的，屏東縣的樣品則由筆者本人與住在南部一位新聞系系友共同完成

的。

 台北市的 10 名訪員，是住在龍山與大安兩區的同學，其中包括 3
名外省籍同學，5 名閩南籍同學，2 名客家籍同學。

 在選這 10 名訪員時，得到在中山女中教書的系友協助，遴選該校

10 名品學兼優而且熱心的同學，筆者用了一下午的時間，加以講解訓

練，而且請她們做了三次預訪，都能勝任訪問的工作。

 在正式訪問時，客家籍同學訪客家人，閩南籍同學訪問閩南人，外

省同學訪問外省人，樣品是由龍山、大安兩區抽取，訪員又住在這兩區，

對環境很熟悉，訪問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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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的訪問工作是這樣進行的，客家樣品是在客家居民最多的內

埔鄉進行，閩南樣品是在閩南籍居民最多的潮州鎮進行，外省樣品則在

屏東市內進行。

 在屏東內埔鄉和潮州鎮進行訪問時，得到該地民眾服務站工作人員

的幫助，減少了不少困難，也節省了很多時間。

（三）訪問時間與複查

 台北市：訪問工作在 1月間展開，1月 10日至 1月 17日為訪問時間，

經過三天的修正，1 月 20 日到 30 日進行正式訪問。前後歷時 20 個工

作天。

 屏東縣：因內埔鄉和潮州鎮離屏東市較遠，往返略費時，由 2 月 2
日到 20 日，歷時 11 個工作天。

 在台北市訪問工作進行時，筆者曾要求訪員對問卷的第一部分（如

地址、籍貫、年齡……）等詳細記載。

 當訪問結束後，筆者曾就北市樣品中抽出八份，於 2 月 28 日進行

複查，結果發現並沒有偷懶不訪，私自亂填的現象，同時籍貫、年齡、

職業……等的記載均正確。

參、統計與分析

 在本章中，我們將就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同時按各項假設一一

加以討論。

 被訪問者個人有關資料，我們得到如下結果：

 年齡：在 100 個選樣中，30 歲以下者 12 人，30-50 歲者 78 人，50
歲以上者 10 人。

 教育程度：大專程度 4 人，高中程度 31 人，初中程度 21 人，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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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37 人，不識字 7 人。

 職業：外出工作者 20 人，不外出工作者 80 人。

 經濟收入：在訪問時很多人不願說出自己的經濟收入狀況，有些也

是順口說出，我們覺得這項資料不夠確實，所以不加以引用。不過根據

所得資料顯示，經濟收入與教育程度頗一致，也就是說，教育程度高者，

經濟收入也較高。

 配偶：無配偶者 5 人。

 子女數：無子女者 11 人。有 1 個子女者 6 人。2 個子女者 15 人，

有 3 個子女者 15 人，4 個子女者 26 人，5 個子女者 21 人，6 個子女者

2 人，有 7 個子女 3 人，9 個子女者 1 人。

 以上每項資料是根據訪問紀錄統計出來的，並非我們有計畫的選取

這樣的比例。因此，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幸運，因為從以上的結果顯示，

我們的取樣相當普遍而且勻稱，這當然增加了調查結果的可靠性。

 以下各節，我們將就一般分析，城市主婦與鄉村主婦比較之分析，

外省、閩南、客家主婦比較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主婦之比較分析，職業

婦女與非職業婦女之比較分析，不同年齡之比較分析等六項加以說明。

一、一般分析

 本節分析是不分城市、鄉村、省籍、教育程度、職業等的特色，只

做一般性普遍的統計與分析。……針對統計結果，我們在這裡做一綜合

說明。

 （一）我們的主婦大多數都收看電視，她們收看的時間多在晚間六

時到九時，也就是連續劇播映的時間，絕大多數的主婦常收看連續劇。

她們大多依自己的愛好選自己喜歡的戲劇，語言不是選擇的主要因素。

 （二）主婦們收看連續劇並沒有養成很深的習慣，換句話說，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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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婦對連續劇並不著迷，如果連續劇播映與吃飯時間衝突，占 2/5 強

的主婦根本不看，3% 的主婦不會覺得遺憾，可見「收看連續劇是主婦

日常生活的習慣」還不能成立。

 （三）有 7/10 的主婦認為在工作竟日後收看連續劇是種享受，占

7/10 比率的主婦認為看連續劇是種娛樂，這種情形顯示絕大多數的主婦

把「收看連續劇」作為日常生活中娛樂消遣的主要活動。

 （四）有 1/2 強以上的主婦為了懷念故鄉和過去的生活而收看連續

劇，因連續劇給予她們重溫舊夢的機會。

 （五）絕大多數的主婦收看連續劇後會獲得情緒上的解脫，當自己

有苦惱時，甚至把自己沉溺於劇中人不幸的遭遇，表示她們能深切了解

劇中人的不幸。她們把別人的不幸作為自己不幸的補償，在心理上獲得

安慰。

 （六）家庭主婦由於事務的繁忙，而對曾經希望做到的事物或人物，

會藉連續劇而做假想的參與，但這種心理傾向並不十分強烈。

 （七）主婦收看連續劇後常常自動找人談論的並不多，只有 1/10
強，當別人談起而加入的，大多數也只是有時候會如此，因此我們得知，

主婦藉連續劇來表示自己見多識廣，以建立社會聲望的心理傾向並不十

分強烈，而且被動的成分比較大，也就是說，人家談論時加入的機會多，

而自己主動找人談論的成分小。

 （八）我國主婦絕大多數（4/5 以上）認為收看連續劇對她們應付

日常生活的問題有幫助，無論在教養子女，與鄰居朋友相處，夫妻之間

相處或美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有賴於連續劇中給予指導忠告，因

此我們可以說，連續劇的對主婦處理家事的方法，影響很大，也就是說，

對連續劇的品質，不可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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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與鄉村主婦收看電視連續劇之比較分析

 在 100 份問卷中，城市 60 份，鄉村 40 份。……本節就城市主婦與

鄉村主婦收看連續劇的心理動機作一比較分析，發現許多值得參考的問

題，在此作一綜合說明。

 （一）鄉村主婦收看連續劇的興趣要比城市主婦來得濃。不過，不

論鄉村主婦或城市主婦，她們大多數都是按自己的「喜好」來選擇連續

劇，她們並不堅持只收看某一語言的連續劇。

 （二）城市主婦和鄉村主婦大部分的人對連續劇並不是非看不可，

但兩者相較，鄉村主婦對連續劇的收視習慣要比城市主婦略深一點。

 （三）不論城市主婦或鄉村主婦，有 3/5 以上都認為收看連續劇是

調劑生活的一種娛樂活動。不過鄉村主婦可能由於生活比較單純，所以

他們依賴連續劇而獲得娛樂消遣的成分要比城市主婦要多。

 （四）無論城市主婦或鄉村主婦大多數都有以連續劇而獲得重溫舊

夢的心理傾向。大致說來，鄉村主婦這種心理傾向要比城市主婦稍深。

 （五）在情緒解脫心理方面，城市主婦和鄉村主婦有 3/5 以上都有

這種心理傾向，兩者相較，無顯著差異。

 她們收看連續劇常會得到感情發洩的機會，也常以別人的不幸來補

償自己的苦惱，也會有「與劇中人同病相憐」的感覺。

 （六）鄉村主婦也許因為生活圈子較單純，在收看連續劇時，將自

己比擬為劇中人物而參與其間的心理傾向比較強，藉此或能得到某種感

情的滿足。

 （七）藉收看連續劇而建立社會聲望的心理方面，城市主婦和鄉村

主婦大多數都有這種傾向。一般而論，鄉村主婦的這種心理傾向要比較

強，鄉村主婦可能因為生活較單純，生活圈窄，她們大多數藉著談論連

續劇而表示自己見多識廣，進而建立社會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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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般來說，無論城市主婦或鄉村主婦，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

她們從連續劇中獲得指導和忠告。城市主婦在教養孩子和夫婦相處方面

以及美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較易學習劇中人的方法，鄉村主婦則在

與朋友鄰居相處方面較易接受新的方式。

三、外省、閩南、客家主婦的比較分析

 在 100 個選樣中，外省占 26 人，閩南占 55 人，客家占 19 人。以

下我們將就調查所得作比較之分析。

 （一）不論省籍，主婦們絕大多數都常收看連續劇，其中閩南主婦

收視率最高。

 （二）大多數主婦都依自己喜好來選擇連續劇。在語言方面，外省、

閩南、客家主婦三者相較之下，外省主婦比較堅持自己習慣的國語，閩

南主婦和客家主婦並不太堅持收看某語言的連續劇。

在每天收視習慣方面，外省主婦習慣較深，閩南主婦次之，客家主婦又

次之。

 （三）藉收看連續劇獲得娛樂消遣方面，不論省籍，絕大多數主婦

都有這種心理傾向，相較之下，閩南主婦從中獲得娛樂消遣的心理動機

較強，客家主婦次之，外省主婦較弱。

 （四）外省主婦因收看連續劇而深切的懷念故鄉的心理最強，客家

主婦次之，閩南主婦較弱。因外省主婦離鄉來台，有些親人朋友或許還

在家鄉，思鄉心切之故。對於過去的生活情景，懷念最切的是外省主婦，

次為閩南主婦，再次為客家主婦。

 （五）藉連續劇而獲得感情發洩的心理傾向，以外省主婦最甚，客

家主婦和閩南主婦無顯著差異，希望以別人的不幸來補償自己不幸的心

理方面，外省主婦和閩南主婦無多大差異，客家主婦較弱。

 （六）藉連續劇中的人或事，而做假想的參與方面，外省主婦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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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傾向較強，客家主婦次之，閩南主婦較弱。

 （七）藉談論連續劇的話題表示自己見多識廣，以建立社會聲望的

心理傾向，自動找人談論的以閩南主婦較甚，客家主婦和外省主婦差不

多。當別人談論時加入的以外省主婦最甚，客家主婦次之，閩南主婦又

次之。

 （八）絕大多數主婦認為收看連續劇對日常生活有益，在教育孩子

和夫婦相處、與鄰居朋友相處方面，外省主婦學習劇中的方法較多，客

家次之，閩南主婦最少。在美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外省主婦較常

學習劇中的方法，閩南主婦次之，客家主婦較少。

四、職業主婦與非職業主婦之比較分析

 在 100 個選樣中，職業主婦占 20 個，非職業主婦占 80 個人，以下

就是職業主婦與非職業主婦的心理動機的比較分析。

 （一）非職業主婦收看連續劇的人較職業主婦多。

 （二）在養成習慣方面，職業主婦和非職業主婦收看連續劇並沒有

養成很深的習慣，半數以上都表示她們對於連續劇是以喜好來選擇，並

不堅持只收看國語或閩南語的連續劇，錯過一天不看也都無所謂。

 （三）在獲得娛樂消遣方面，職業主婦比非職業主婦這種心理傾向

略深。

 （四）非職業主婦從連續劇中獲得重溫舊夢的心理要比職業主婦

強，也許是她們生活比較單純，空閒時間較多，連續劇常使她們想起故

鄉或過去的生活情景。

 （五）職業主婦由於工作較忙，生活圈子較廣，所以苦悶較多，她

們因連續劇中人遭遇的好壞而哭泣、而高興，因而情感得以發洩，也由

別人的不幸來補償自己的苦惱，這種心理傾向比非職業主婦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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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職業主婦因苦惱較多，生活較忙，對於自己所曾經嚮往的人

或事，藉連續劇做假想的參與。

 （七）藉談論連續劇來表示自己見多識廣，無所不知，以建立社會

聲望，職業主婦這種心理傾向比非職業主婦略強。

 （八）職業主婦在教養孩子與夫婦相處方面，較易學習劇中的方法，

非職業婦女在朋友鄰居相處與美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較易學習劇

中人的方法。

五、不同教育程度主婦的比較分析

 我們把教育程度分為三層：大專程度，高中與初中程度，小學與不

識字。

 在 100 個選樣中，大專層的有 4 個樣，高初中層的有 52 個樣，小

學與不識字層的有 44 個樣。下面我們把這三種不同教育程度的主婦作

一比較分析。

 （一）高初中程度和小學不識字的主婦，收看連續劇的人比大專程

度主婦多，也就是說，教育程度愈低，愈喜歡收看連續劇。

 （二）大致說來，不論教育程度如何，主婦們收看電視並不是習慣

使然，在語言習慣方面，大多數都按自己所好選擇連續劇，其中大專程

度主婦收看國語連續劇的習慣較深，小學和不識字較喜歡看閩南語連續

劇。在每天收看習慣方面，小學不識字層的習慣較深，高初中層次之，

大專層最淺，程度愈低，習慣愈深。

 （三）在娛樂消遣方面，教育程度愈低，由連續劇中獲取娛樂消遣

的成分愈高，也許因為她們生活圈子較小，娛樂消遣的活動也較少，因

此依賴連續劇獲取娛樂消遣的心理傾向較強。

 （四）收看連續劇而重溫舊夢的心理傾向，以大專層主婦最強，小

學不識字層次之，再次為高初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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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情緒解脫的心理傾向也以大專程度主婦最甚，因為她們認為

她們的苦惱多，而她們所受的教育使她們在平時抑制自己的感情，因而

在收看連續劇時得到發洩的機會，並以別人的不幸作為自己不幸的補

償，藉著這種感情補償作用，在感情上獲得適當的滿足。

 （六）大專教育程度的主婦，苦惱較多，她們也往往較會藉連續劇

中的人或事做假想的參與。依次為高初中層和小學不識字層。教育程度

低的，慾望較易滿足，苦惱較少，她們也有藉連續劇而做假想的參與這

種心理，不過不如前者強。

 （七）主婦們藉連續劇的談論而表示自己見識廣多，以建立社會聲

望這種心理傾向，一般說來，並不十分強烈，只偶爾為之，相較之下，

大專程度主婦這種心理傾向較強，依次為小學與不識字層，高初中層。

 （八）在處理日常生活問題時，大專程度主婦思想較開通比較容易

接受新的方式，其次是小學不識字的主婦，她們自知書念得不多，在教

養子女與人相處方面願意學習別人的方法，不過對於個人修飾，如美

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就顯得保守些。高初中層的主婦較含蓄，這

種心理傾向不如前兩者。

六、不同年齡主婦之比較分析

 我們把主婦的年齡分成三個層，一是 30 以下；在 100 個選樣中，

統計得 12 人。二是 30-50 歲；在 100 個樣中，統計得 78 人。三是 50
歲以上；100 個樣中，統計得 10 人。下面是我們的分析。

 （一）不論年齡，主婦們都常收看連續劇。

 （二）在語言習慣方面，三層年齡的主婦都並不堅持只看某一語言

的連續劇，她們大多數是按自己的「喜好」來選擇連續劇。在每天收看

習慣方面，50 歲以上的主婦習慣較深。

 （三）三種年齡層的主婦都有藉連續劇獲得娛樂消遣的心理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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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重溫舊夢的心理方面，50 歲以上的高年主婦藉連續劇而

懷念過去的生活的傾向最強，這也許因為她們年齡大，常藉此而重溫舊

夢而得到感情的滿足。

 （五）在情緒解脫方面，年輕的主婦由於對許多問題缺乏經驗，困

擾較多，因此藉連續劇而得到感情發洩的機會這種心理較強，當她們看

到劇中人也有苦惱時，不禁有同病相憐的感覺，而使自己苦惱無形中獲

得了解脫。

 （六）年輕的主婦覺得自己苦惱比較多，看連續劇時，劇中人做到

自己所曾嚮往的事情，就容易把自己浸在劇中，以獲得假想參與後的滿

足。

 （七）藉連續劇的談論以建立社會聲望的心理傾向，以年輕主婦較

強，50 歲以上的高年主婦次之，30-50 歲的中年主婦較少。

 （八）30 歲以下的年輕主婦，對事務的處理較缺經驗，所以較常

從劇中獲得指導和忠告，尤其在教養子女或與丈夫相處，朋友相處方

面，希望能從別人的經驗中獲取幫助，50 歲以上的高年主婦，在個人

修飾方面較易學習劇中人的方式。

肆、結論

 在緒論中提到，本文撰寫的目的是想研究家庭主婦為什麼要收看電

視連續劇？她們收看電視連續劇是要得到何種滿足？這些問題我們根據

所擬的假設，在上章中一一加以證明，本章中我們將就調查所得作一綜

合結論。

一、假設證明的結果

 由上一章第一節中一般分析及第二、三、四、五、六各節統計分析

的結果，我們獲得如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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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主婦大多數收看連續劇並沒有養成習慣，她們大多根據

自己的喜愛來選擇收看連續劇，她們大多數的人也沒有養成非看某種語

言的連續劇的習慣。

 （二）家庭主婦大多數的人收看連續劇是為獲得娛樂消遣，經過一

天工作之後，她們大多數都認為看連續劇是種享受，也是一種娛樂。

 （三）家庭主婦往往藉收看連續劇而重遊故土、或回憶過去的生活

而得到重溫舊夢的滿足。

 （四）家庭主婦收看連續劇是為情緒的解脫，她們多數的人喜歡連

續劇所提供的「哭泣的機會」，知道劇中人有煩惱與不幸，作為自己不

幸的補償。

 （五）收看連續劇是為替代式的參與。主婦們多數收看自己所喜歡

的明星演的劇，當劇中人做到自己曾經嚮往的事，就假想自己是劇中人

而「浸」在劇情中。

 （六）家庭主婦收看連續劇是為表示見多識廣，在朋友間，以建立

社會聲望，不過一般說來，這種心理表現得並不強烈，而且多半是在別

人談論加入的情形下，主動找人談論的只偶而有之。

 （七）主婦們收看連續劇是為獲取日常生活問題的參與和指導，同

時她們從連續劇得到了情緒解脫、重溫舊夢、假想的參與等感情上的滿

足。

二、比較分析的發現

 在各比較分析中，除證明所擬的假設外，我們還有以下發現。

 （一）鄉村主婦在所有假設的心理傾向中，都比城市主婦更依賴連

續劇以獲得各種滿足，也許因為鄉村主婦較為保守的關係，她們在教養

孩子、夫妻相處、美容、服裝、理家理財方面較為固守舊有觀念，學習

劇中人的方法較城市主婦為少，但在與朋友鄰居相處方面，則比城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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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願意學習劇中人的方法，以期與人相處更和諧。

 （二）在省籍比較分析中，發現外省籍主婦各種收看的心理傾向，

比閩南主婦和客家主婦要強，尤其是藉連續劇以重溫舊夢的這種心理傾

向，更為顯著，也許是思鄉心切之故。

 （三）職業主婦收看連續劇的各種心理傾向，大部分都較非職業主

婦要強，尤其在情緒解脫方面最顯著，也許因為職業主婦生活圈子較

廣，苦惱較多，希望能從連續劇中得到發洩與滿足。

 （四）從不同教育程度的比較分析中發現，大專程度主婦生活苦惱

多，藉收看連續劇獲得情感滿足的各種心理傾向，要比高初中和小學與

不識字層要強。

 （五）從不同年齡主婦的比較分析中，我們發現，除了 50 歲以上

主婦在重溫舊夢的心理表現較強外，30 歲以下的年輕主婦在各種收看

心理動機方面，要比中年主婦和高年主婦表現得較強，也就是說，年輕

主婦依賴連續劇以獲得各種滿足的心理傾向表現得最強。

三、總結

 由本章前兩節的發現，我們可以看出，主婦們無論是住在城市或鄉

村，外出工作或在家操持家事，外省籍或台籍，受過較高教育或不識字，

也不論是年輕或年長的，都常依賴收看連續劇以得到各種滿足。

 這種現象也許是其來有因的。因為我們社會裡，一般人的生活中，

正常的社交活動少，娛樂活動也很少，有正當的嗜好的人如種花、書畫、

琴棋、閱讀等也只是小部分，因此說起來，看電視算是休閒時間裡最方

便、最廉價、最大眾化的活動了。尤其在晚飯後到就寢前的這段時間為

然。這段時間內，各家電視台大都播映連續劇，無形中一般在日常休閒

活動中，與連續劇接觸的機會相當多，家庭主婦自然也不例外。

 目前我們的社會在變動中，婦女的地位也在變動中，但任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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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家庭主婦都是一股安定的力量，因此，由前述家庭主婦接受連續劇

的情形來看，不禁使我們想到戲劇作家的社會責任。

 家庭主婦們收看連續劇常得到各種形式的滿足，她們有時是有意識

的去學習連續劇對日常生活問題所提供的解決方法，有時連續劇對她們

可能是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她們又是安定社會的力量，因此連續劇的作

者必需對他們作品的影響切實負起責任，要是作者們能提供有意義而且

品質高的戲劇，則受惠的也許不僅是家庭主婦，同時是我們整個社會。

註釋

1.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最近一次的人口統計資料為 59 年所

做的人測量調查，但這項資料正經由電腦統計中，尚未公布，故本

項資料係引用戶政司 56 年之普查資料。

2.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之資料，56 年普查中只有外省籍和本省籍之際數

字，沒有客家籍之統計數字記載。

3. 56 年普查資料中，只有人口總戶數，無外省戶和本省戶之統計資

料。

4. 見中華民國戶籍法第十七條。

5. 見中華民國戶籍法第十八條第五款、第六款。

6.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56 年普查資料，台灣省共 13,348,096 人，台

北市人口為 1,202,925 人，屏東縣人口為 779,490 人（根據內政部

61 年人口登記資料，現台灣省人口 13,155,182 人，台北市人口為

1,839,641 人，屏東縣人口為 835,959 人，但並無本省籍與外省即知

數字，故無法引用）。

7. 根據內政部 56 年普查資料顯示，台北市本省人為 760,989 人，外省

人為 439,1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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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內政部 56 年普查資料顯示，屏東縣本省人為 701,251 人，外省

78,1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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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
以女性時尚產品廣告為例 *

鄭自隆

壹、研究旨趣

 廣告是一種說服性傳播，當一幅廣告在報紙、雜誌刊出，或利用廣

播、電視播出，對閱聽者會不會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何種影響？這是

支付費用的廣告主，以及製作這廣告的代理商所關心的問題。而廣告

對閱聽者所產生的影響，即所謂的「廣告效果」（advertising effective-
ness）。換句話說，廣告效果就是，廣告根據廣告主的意志，使閱聽者

受廣告的產品、服務或觀念的影響，而改變其內在或外在行為的程度

（Robinson, Wind, Dalbey, & Gross, 1968, p. 6）。

 本論文為測量廣告效果的研究，係針對報紙的單一廣告，研究其說

服力（persuasive power）程度，發展出一套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並擬

定公式，以測量單一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分數，此公式可作為廣告音訊與

內容決策的參考，並可用於報紙單一廣告在刊登前或刊登後，測量其對

閱聽者說服的程度。

 然而要擬定一條公式涵蓋「所有的廣告」，測量其對「所有的閱聽

者」的說服力，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每種產品或服務，均有其特定消費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5 期，頁 8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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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潛在消費者，因此本論文選擇女性時尚產品廣告作為研究的對象；

女性時尚產品的消費者為婦女，但由於研究規模的限制，本論文不擬以

所有的婦女廣告閱聽者為研究母體（population），而僅以職業婦女為

本論文的受測者（respondents）。

 本論文為一創始性的研究（a pioneering study），即以訪問調查法，

利用所發展出之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探討受測者對一系列抽樣之女

性時尚產品廣告的反應，並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對這些抽

樣廣告的分析，最後求出二者之間的相關（correlation）與迴歸方程式

（regression equation），此即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以測量報紙之女性

時尚產品廣告的說服力程度。

 亦即本論文之研究旨趣有三：

 一、擬定「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以測定閱聽者對報紙廣告說服

力的反應程度。

 二、探討並分析何種變數影響報紙之女性時尚產品廣告的說服力。

 三、發展出公式，作為測量報紙之女性時尚產品廣告的說服力之

用。

貳、基本理論

 本章所討論之基本理論，分為二方面，一為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之理論，即報紙廣告說服力之理論。另一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之理論，亦即影響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因素之理論。

一、應變數（報紙廣告說服力）之理論

 要討論廣告說服力，必先瞭解廣告閱聽者的購買動機（motiva-
tion），廣告若不能滿足閱聽者的購買動機，即毫無說服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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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理解（perception）與學習（learning）是人類行為的三個基

本要素（Wright, Warner, & Winter, 1972, p. 80）。這三個因素是相互關

聯的，理解依靠學習、而動機卻幫助學習。此外，如態度（attitude）、

意見（opinion）、信念（beliefs）、與偏見（prejudices）等均是一種學

習的過程，而對環境、個人或事物做正的（良好）或負的（不良）的反

應，當刺激發生時，即透過這些機制做價值判斷，以決定接受或排斥所

發生的刺激。就購買行為而言，動機決定是否購買，而這些機構則決定

購買什麼廠牌的產品。

 動機可分為基本的動機（primary motivation）和次級的動機

（secondary motivation）。基本的動機又稱為生理的動機（physiologi-
cal motivation）、如飢渴、吸引異性、避免困苦等。次級的動機又稱心

理的動機（phychogenic motivation），也稱為學習來的動機、社會的動

機。要使廣告對閱聽者產生說服力，使其滿足次級動機是很重要的。貝

克（Richard M. Bake Jr.）和飛福（Gregg Phief）在 Salesmanship: Com-
munication, Persuasion, Perception 書中所列舉的 15 項次級動機，可作

為擬定訴求（appeal）與撰寫文案（copy）的參考，以增進廣告的說服

力（Baker, & Philer, 1966, p.336）。

二、自變數（影響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因素）之理論

（一）廣告版面大小

 廣告版面大小影響該廣告被注意的程度，也就間接的影響廣告

說服力。廣告版面愈大，廣告被注意的機會也愈多。斯大區（Daniel 
Starch）分析廣告版面大小與被注意的程度之間的關係，發現：廣告版

面大小與被注意的程度並不是成比例的增加。若是半頁的廣告，被注意

的程度是 20%，則全頁廣告，被注意的程度為 36%（Starch, 1955, p. 5）。

 此外，拖塔爾（Verling C. Troldahl）和鍾士（Robert L. Jones）在

分析報紙廣告中之創意因素、廣告產品性質、廣告版面大小，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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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告被閱讀率的影響的研究報告發現，廣告版面大小可決定 40% 的

被閱讀率（Troldahl & Jones, 1965）。

（二）色彩種類

 在廣告表現上，色彩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提高醒目度（visibility），

另一是表現產品特質，尤其是化妝品、食品及貴重物品，更須以色彩來

表現真實感或華貴的品質。由於美國報紙很少刊登彩色廣告，所以學者

對彩色廣告的研究亦集中在雜誌廣告上，斯大區在 12 種雜誌中，分析

15 種產品，共 25,081 幅廣告，發現彩色廣告效果頗高，若以黑白廣告

的被閱讀率 100 為基準。在半頁廣告中，則二套色被閱讀率為 102，彩

色為 187。全頁廣告中，二套色被閱讀率為 92，彩色為 152。跨頁廣告

中，則彩色被閱讀率為 149（Starch, 1969, p.59）。

（三）標題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廣告標題又稱為「catch phrase」，人們所記得的廣告，時常是記註

其標題，而很少記得其插圖或文案。如三洋媽媽樂洗衣機的廣告，若以

回憶法（recall method）來詢問閱聽者記住些什麼時，將會提到標題「洗

衣服是媽媽樂的事」，至於插圖與文案被回憶率就不大。

 就格式派心理學（Gestalt）的觀點而言，所謂知覺（precep-
tion），不但是選擇性的接受刺激（stimuli），而且是對刺激加以組

織（organize），組織的特性之一是將刺激分為形象（figure）與背景

（ground）。若將整幅廣告視為一個刺激，則標題大小可視為形象，而

廣告其餘部分則視為背景。就幅度與對比（contrast）等外在或結構的

因素（external or structural factors）考慮，當然形象愈大，愈能引起注意。

也就是標題大小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愈大，引起注意的程度愈高，間

接的，廣告的說服力也愈強。

 以下所要討論的自變數，空白在廣告版所佔之比率、商品及廠商名

稱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均可以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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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背景來解釋。在整個廣告版面上，閱聽人對訊息之解讀有「群化」

（grouping）傾向，依照「相近」（proximity）與「相似」（similarity）
的原則，會同時看見一個以上的形象（標題、空白、商品及廠商名稱、

色彩等），有的十分明顯，有的不十分明顯，這些形象並存不悖，並合

成為複合的形象。

（四）空白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空白在廣告版面所佔的比率，亦可用前述的「形象與背景」的理論

來解釋。就整個廣告版面而言，空白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呼吸的空間」，

使廣告保持隔離（isolation），以免版面顯得擁擠與單調，並保持刺激

的視覺節奏（stimulating optical rhythm; Felten, 1970, p. 234）。

（五）商品及廠商名稱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商品及廠生名稱即為 Logo，通常均以「特別字體」（logotype）書

寫，並附上商標、標語（slogan）、或象徵標誌（symbol character）等。

商品及廠商名稱在廣告版面所佔之率，亦可用前述的格式派「形象與背

景」的理論來解釋。

 商品及廠商名稱的作用在提高「指名度」，使廣告閱聽者在發生購

買行為時，能將商品與廠商之間產生聯想（association）。尤其在競爭

階段商品及廠商名稱更可使廣告閱聽者區別本產品與其他同類型的產

品。從研究發現，商品及廠商名稱在廣告版面所佔的比率越大，則越能

增加廣告的說服力（Dunn & Barban, 1978）。

（六）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就廣告而言，色彩有如下的功能：

1. 引起注意：此為色彩的最主要功能，有色彩的廣告更能引起閱

聽者注意。

2. 創造心理效果（psychological effects）：烘托廣告氣氛（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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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生聯想：如紅色聯想到櫻桃、粉紅色聯想到化妝用粉餅等。

4. 保留回憶：色彩能幫助人們回憶他所看到的物品，這是廣告為

什麼要使用「標準色」的原因。

5. 創造美感：色彩不應誤用，固然色彩能引起閱聽者初步的注意，

但若毫無美感可言，將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Turnbull & Baird, 
pp. 233-235）。

 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亦可用「形象與背景」的理論予以解

釋。也就是說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愈大，其說服力愈強。

（七）標題字數

 標題字數愈少，廣告被注意的程度愈高。斯大區曾以字數作一項實

驗。他準備了三群卡片，第一群在卡片上分別寫上 5 個彼此沒有關連的

字，另些卡片寫上 10 個字，還有寫上 25 字的。經過受試者短暫的暴露

後，讓他們寫下所能記得的字。5 個字的，受試者能夠回憶 5 個字，10
字的，平均只能回憶 4.9 字。而 25 個字的，平均僅能回憶 4.8 字。

 此外，斯大區亦有一項關於標題長度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全頁

廣告，標題字數少於 6 個字的，被回憶率為 34%，多於 6 個字的。被

回憶率為 13%，半頁廣告，標題字數少於 6 個字的，被回憶率為 5%，

多於 6 個字的，被回憶率為 2%。換句話說，短的標題，其被回憶率二

倍於長的標題。也就是說標題愈短，說服力愈高。

（八）標題內容結構因素

 根據理論，一個完整的標題，其內容結構應包含如下的因素：

1. 強調一個訴求（appeal）。

2. 寫出商品或廠商名稱。

3. 指出特定對象（particular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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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出產品歧異性（differential）。

5. 指出具體行動或暗示行動。

6. 使用成語、比喻、或其他有時宜性（timeliness）之字句。

（九）文案內容結構因素

 根據理論，一個完整的文案，其內容結構應包含如下的因素：

1. 使 用 單 面 說 明（one-side persuasion; Hovland, Lumsdaine, & 
Sheffield, 1954）

2. 使用有關該產品之術語（technical term; Heintz, 1970, p. 126）

3. 指出該產品之細節（details）

4. 對產品名稱強調二次以上（Heintz, 1970, p. 23）

5. 使用成語、比喻、或其他有時宜性之字句

6. 不用被動語句

7. 指出特定對象

8. 指出產品歧異性

9. 指出具體行動

（十）插圖內容結構因素

 所謂插圖（illustration），指廣告的圖片部分。根據理論，插圖應

含有以下的五項因素：

1. 插圖所佔的比例應超過版面二分之一。

2. 使用該產品或廠商之特別字體（logotype; Lucas & Britt, 1950, p. 
290）。

3. 表現出動態感（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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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題密接文案（Lucas & Britt, 1950, pp. 255-257）。

5. 插圖表現出產品歧異性。

（十一）典型廣告組件

 根據理論，一幅完整的廣告含有下列 14 項組件（components）：

大標題、副標題（sub-headline）、文案、插圖、產品名稱、產品圖樣、

產品特性（feature or differential）、特別字體（logotype）、廠牌名稱

（brand）、商標、廣告主名稱、經銷商名稱、標語（slogan）、外框（輪

廓）。

（十二）廣告訴求因素

 訴求（appeal）視廣告音訊與閱聽者動機間的橋梁。根據理論，良

好的廣告訴求應包含以下的四項因素：

1. 滿足下列的一項動機：本論文係以女性時尚產品廣告對女性消

費者的影響作為研究主題，所以認為以下的七項動機的滿足是

重要的。（1）比他人卓越的需求；（2）被團體接納的需求；（3）
向上爬的需求；（4）休閒、娛樂、遊戲的需求；（5）愛的需求；

（6）健康的需求；（7）方便、舒適的需求。

2. 訴求利用心理矛盾表現之：即善用「認知不和諧」理論

（Festinger, 1963）。

3. 訴求利用閱聽者的不安表現之。

4. 訴求以具體的型式表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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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方法概述

 本 論 文 採 內 容 分 析 法（content analysis） 和 調 查 法（survey 
research）並用，而統計分析則用相關與迴歸分析（correlation and re-
gression）以及逐級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本論文先以調查法，係利用所發展出之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來探

討受測者對一系列抽樣廣告（30 幅）的反應。再以等隔標尺（interval 
scale）作為測量標尺，且將抽樣廣告作內容分析；再將受測者對抽樣廣

告反應與內容分析所得資料作相關分析。最後以逐級迴歸分析，求出迴

歸方程式，即為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

二、抽樣

（一）受測報紙廣告抽樣

 受測報紙廣告抽樣，係民國 62 年 9 月 15 日至 63 年 3 月 30 日之間，

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依特性抽樣（characteristic 
sampling）抽取 30 幅廣告。

（二）受測者抽樣

 抽樣之工廠為一家美商電子公司，位於中壢近郊，生產電視機映像

管，員工 810 人，其中女性員工 617 人，佔全體員工人數 76.3%。本論

文之受測者人數為 30 人，採用間隔抽樣（interval sampling），平均每

間隔 20 名女性員工抽取一人作為受測者。第 1 位受測者，根據隨機之

方式，在第 1 位至第 14 位女性員工中抽取一位，而第二位受測者則在

第一位受測者後間隔 19 名員工，選出第 20 名員工充之，以此類推。為

避免拒訪、缺席、請假等情況，以每位受測者後連續兩名員工為後補受

測者而形成一樣本組（sample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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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定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

 本論文之應變數測度係用本論文所發展出之「報紙廣告說服力

量表」。本量表係根據奧斯古（Charles E. Osgood）之語意區分標尺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所研擬出來的。這個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

用來比喻測度報紙廣告說服力的強弱。共有 10 組相對價值語詞（value-
laden term），每組語詞含有兩個意義相反的語句，如活潑與呆板，每

組語詞之間有 7 個區段，代表一個極端至另一個極端，7 為最好，1 為

最壞，4 為中性，6 為很好，5 為稍好，3 為稍壞，2 為很壞（表一）。

表一：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

引人注意的 7 6 5 4 3 2 1 不引人注意的

資料豐富的 7 6 5 4 3 2 1 資料貧乏的

意義清晰的 7 6 5 4 3 2 1 含糊不清的

美麗的 7 6 5 4 3 2 1 醜陋的

活潑的 7 6 5 4 3 2 1 呆板的

精緻的 7 6 5 4 3 2 1 粗糙的

親切的 7 6 5 4 3 2 1 冷淡的

誠懇的 7 6 5 4 3 2 1 不誠懇的

可相信的 7 6 5 4 3 2 1 不可相信的

令人心動的 7 6 5 4 3 2 1 令人無動於衷的

 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所列舉的十組價值語詞均包含了一個標準

文案或設計（layout）所具備的條件。如，引人注意的─不引人注意

的，即評價廣告醒目（catch attention）的程度。資料豐富的─資料貧

乏的，意義清晰的─含糊不清的，即評價廣告告知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美麗的─醜陋的，活潑的─呆板的，精緻的─粗糙的，即

評價廣告創造好感（preference）的程度。而令人心動的─令人無動於

衷的，則評價廣告是否能讓人產生購買信念（conviction）或產生購買

行為（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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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測

 訪員由被抽樣的公司的一位女性職員擔任，訪問完畢後，即將問卷

予以統計，受測者根據量表中之 10 對語詞評價每幅廣告，若勾在 1 則

給 1 分，勾在 6 則給 6 分，以此類推，將十對詞語所得分數總計，即為

該幅廣告所得之分數，依此將每位受測者對 30 幅廣告之評價，逐題總

計其分數。而後將每幅廣告所得之分數予以總計並平均，其平均數即為

應變數（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分數。

五、量表之效度檢驗

 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共含有十組價值語詞。而每組價值語詞是否能

代表報紙廣告說服力，這便是所謂的效度（validity）的問題，也就是

說，效度表示一個測驗能否（或在何種程度內）測出其所欲測量的屬性。

本效度測驗係採用個體與總體之單相關分析（individual-total correla-
tion），亦即以隨機之方式在受測廣告中抽取三幅作為樣本，然後視其

在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中所得評價，分別求取每組價值語詞與量表總分

之單相關係數，所得的結果即為該組價值語詞之效度。廣告說服力量表

之效度測驗結果，均達「極顯著」（p < .001）之相關。

六、自變數測量標尺

 根據自變數（影響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因素）之理論，本論文發展出

如下的測量標尺（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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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自變數之類目與測量標尺

類目（categories） 測量標尺（measurement scale）

廣告版面大小 半十批以下（1）　　

半十批（2）　　

全十批（3）
全十批以上整版以下（4）　　

整版（5）

色彩種類 黑白（1）黑白套紅（2）　除套紅外加一色（3）
彩色（4）

標題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佔版面十分之一或以下者（1）　

十分之二者（2）　

十分之四者（3）　

十分之六者（4）
若無標題、空白、商品及廠商名稱與色彩者以

（1）計算

空白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商品與廠商名稱在廣告版面

所佔之比率

色彩之面積在廣告版面所佔

之比率

標題字數 按個廣告標題字數多少而給予一基數；如標題有

10 個字，則給予 10。標題有 3 個字，則給予 3。

標題內容結構因素 以下列6個基準（unit）測定之，含有1個基準者，

給予 1，含有 2 個基準者，給予 2，以此類推。

• 強調一個訴求者

• 寫出商品或廠商名稱者

• 指出特定對象者

• 指出商品歧異性者

• 指出具體行動或暗示行動者

• 使用成語、比喻、或其他有時宜性之字句者

文案內容結構因素 以下列 9 個基準測定之，含有 1 個基準者，給予

1，含有 2 個基準者，給予 2，以此類推 。

• 使用單面說明者

• 使用有關該商品之術語者

• 指出該商品之細節者

• 對產品名稱強調二次以上者

• 使用成語、比喻，或其他有時宜性之字句者

• 不用被動語氣者

• 指出特定對象者

• 指出商品歧異性者

• 指出具體行動或暗示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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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categories） 測量標尺（measurement scale）

插圖內容結構因素 以下列 5 個基準測定之，含有 1 個基準者，給予

1，含有 2 個基準者，給予 2，以此類推 。

• 插圖所佔的比例超過版面 1/2 者

• 使用該商品或廠商之標準字體者

• 表現出動態感者

• 標題密接文案及圖樣者

• 表現出商品歧異性或特性者

典型廣告組件 以下列 14 項基準測定之，含有 1 個基準者，給

予 1，含有 2 個基準者，給予 2，以此類推。

• 大標題

• 附標題

• 文案

• 圖樣

• 商品名稱

• 商品圖樣

• 商品特性

• 標準字體

• 廠牌名稱

• 商標

• 廣告主名稱

• 經銷商名稱

• 標語

• 外框（輪廓）

廣告訴求因素 以下列基準測定之，含有 1 個基準者，給予 1，
含有 2 個基準者，給予 2，以此類推。

• 滿足下列之一項動機者：

1. 比他人卓越的需求；2. 被團體接納的需求；3. 
向上爬的需求；4. 休閒、娛樂、遊戲的需求；5. 
愛的需求；6. 健康的需求；7. 方便、舒適的需

求。

• 訴求以心理矛盾表現之

• 訴求以閱聽者的不安表現之

• 訴求以具體的型式表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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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變數測度標尺之信度測驗

 所謂信度是指對不同對象作相同測驗的差異度和相關性。差異度愈

小或相關性愈大，則表示信度愈高。本論文對自變數測度標尺信度係採

用再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方式，即邀請甲、乙、丙三位曾選修廣

告學的人士作為評判者（judger），每位分別依據自變數測度標尺各類

目評斷（judge）三十幅受測廣告。亦即三十幅廣告根據自變數測度標

尺，甲、乙、丙三人評斷成甲、乙、丙三組觀測值，而後以皮爾遜氏之

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來界定

其信度。甲乙、乙丙、丙甲三組經皮氏相關係數分析發現，所有的相關

係數均達到「極顯著」（p < .001）之相關。

肆、研究結果發現

一、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

 以單相關（simple correlation）分析應變數與自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發現，十二個自變數中有九個自變數和應變數之相關係數達到 p < .001
以上的顯著程度。而且，文案內容結構因素。插圖內容結構因素與廣告

訴求因素等三個變數與應變數之相關係數均達到 .80 以上，可證明其間

有相當高的相關性。

二、影響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因素

 從單相關迴歸分析，與顯著度測驗的結果，可以發現各自變數與應

變數之間均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分析結果，本論文所列的自變數均有

很強的「決斷」能力，12 個自變數中，僅有 2 個自變數不顯著，而有 9
個自變數到達 .001 的顯著程度，1 個自變數達到 .01 的顯著程度（見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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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影響報紙廣告說服力之因素

變項 相關係數 決斷係數 迴歸方程式 F 值 顯著度

文案內容

結構因素
.850880 .723997 Y = 40.85236 + 1.98340X9 73.447 p < .001

插圖內容

結構因素
.835853 .698650 Y = 38.11128 + 4.35131X10 64.916 p < .001

廣告訴求

因素
.823713 .678503 Y = 44.31242 + 2.99780X12 59.093 p < .001

典型廣告

組件
.790832 .625413 Y = 23.93735 + 2.43776X11 46.749 p < .001

色彩在

廣告版面

所佔比率

.789125 .622718 Y = 43.01389 + 3.3311X6 46.215 p < .001

廣告版面

大小
.743664 .743664 Y = 42.8475 + 4.37649X1 37.380 p < .001

標題內容

結構因素
.672408 .452133 Y = 45.18724 + 3.04685X8 23.107 p < .001

色彩種類 .645420 .416567 Y = 43.05104 + 2.98243X2 19.992 p < .001

標題在

廣告版面

所佔比率

.617863 .351755 Y = 43.37288 + 6.28429X3 17.290 p < .001

空白在

廣告版面

所佔比率

.417725 .174494 Y = 46.29559 + 2.15191X4 5.919 p < .01

標題字數 -.172537 不顯著

商品及廠商

名稱在廣告

版面所佔比

率

.068656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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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

 經以電腦將十二個自變數均讀入逐級迴歸分析中，所得的迴歸方程

式即為「女性時尚產品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

 複相關係數（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957

 F 值：15.300

 顯著程度：p < .001 極顯著

 決斷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915

Y = 35.43323 + 0.45354 X1 - 1.11518 X2 - 0.03341 X3 + 0.74022 X4 - 
0.02365 X5 + 2.32321 X6 - 0.07796 X7 + 0.92772 X8 + 0.25462 X9 + 
1.74634 X10 + 0.25477 X11 - 0.30064 X12（公式一）

Y：報紙廣告說服力分數

35.43323：常數

X1：廣告版面大小

X2：色彩種類

X3：標題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X4：空白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X5：LOGO 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X6：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X7：標題字數

X8：標題內容結構因素

X9：文案內容結構因素

X10：插圖內容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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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1：典型廣告組件

X12：廣告訴求因素

 本公式之決斷係數高達 .915，亦即以此 12 個自變數所組成的公式

以之來推斷女性時尚產品之報紙廣告有 91.5% 的正確度。

 此外為了實際應用上的方便，再以 .05 的顯著度為基準，做了一次

逐級迴歸分析，納入了「X6：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X9：文

案內容結構因素」、「X10：插圖內容結構因素」三項變數。

 複相關係數：.939

 F 值：64.200

 顯著程度：p < .001 極顯著

 決斷係數：.881

 Y = 37.22179 + 1.33360 X6 + 0.89472 X9 + 1.90059 X10

四、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之應用

 為使本公式在實際使用上可以將說服力分數來推斷說服力程度，茲

以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的原則，將說服力分數界定成五個說

服力程度：極高說服力、高說服力、中度說服力、低說服力、極低說服

力。也就是說，每個說服力程度各佔常態曲線（normal curve）下面積

的百分之二十。

 應變數的平均數（ X ）為 52.29657，標準差（standard-deviation, S）
為 5.33806。而所謂 Z 分數（Z-score），即表示在常態曲線之下，介於

平均數和以標準差所示的任一分數間所佔面積（area）的分數。中度說

服力程度即在平均數左右各佔 10% 的面積，而高說服力程度（Z2），

即在中度說服力程後右界向右佔 20% 的面積，而極高說服力程度（Z1）

即佔所剩的 20% 的面積。反之，向左即可推出低說服力程度（Z3）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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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低說服力程度（Z4）所佔的面積。

 從「常態曲線下面積表」（areas under the normal curve）可以求得：

Z1=.84

Z2 = .25

Z3 = -.25

Z4 = -.84

 而 Z 分數之公式為 Z = S
XX −

 亦即 X = ZS + X，根據演算所得，即可擬定報紙廣告說服力程度與

報紙廣告說服力分數對照表。

表四：報紙廣告說服力程度與報紙廣告說服力分數對照表

說服力程度 說服力分數

極高 56.78054 以上

高 53.63107 ~ 56.78053
中度 50.96205 ~ 53.63108
低 47.81267 ~ 50.96204
極低 47.81266 以下

伍、研究結論、檢討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論文發展之測量報紙之女性時尚產品廣告說服力的公式，

經過以上各章有系統的驗證，可以有效的測出報紙廣告對讀者的說服力

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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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響報紙之女性時尚產品廣告說服力的變數，依其影響力

的大小為文案內容結構因素（X9），插圖內容結構因素（X10），廣告

訴求因素（X12），典型廣告組件（X11），色彩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

（X6），廣告版面大小（X1），標題內容結構因素（X8），色彩種類（X2），

標題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X3），空白在廣告版面所佔之比率（X4）。

 （三）發展之報紙廣告說服力公式

Y = 35.43323 + 0.45354 X1 - 1.11518 X2 - 0.03341 X3 + 0.74022 X4 - 
0.02365 X5 + 2.32321 X6 - 0.07796 X7 + 0.92772 X8 + 0.25462 X9 + 
1.74634 X10+ 0.25477 X11 - 0.30064 X12

 本公式之相關係數為 .957，決斷係數為 .915，亦即以此公式所得的

結果來推斷女性時尚產品報紙廣告的說服力有 91.5% 之正確度。

二、本研究之檢討

 （一）本論文所發展出之報紙廣告說服力量表以及自變數測度標

尺，每個測度單位（unit）均給予同值的基數，如「令人心動的」與「誠

懇的」二者在廣告閱聽者心目中所產生被說服的程度是否相同，不無疑

問。但由於本論文為第一次研究（first study），限於時間與規模，無法

對每一測度單元研究其強度，而在統計過程中予以加權（weight）處理，

頗感遺憾。

 （二）部分自變數測度標尺的測度單元分類可能不很完善，自變數

之間的相關係數的數值頗高，這表示這些自變數對應變數而言是解釋相

同的因素。尤其在以 .05 的顯著程度作逐級迴歸分析時，僅讀進了 3 個

自變數，而不是在單相關分析中，11 個其顯著度 .05 以上的變數均納進

去，這表示部分自變數之間解釋力重覆的程度頗高。

 （三）本公式僅能測驗單一廣告，而不能測驗連續性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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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廣告說服力量表與自變數測度標尺應作更進一步的研究，研

究各測量單元其測量能力的強弱，分別予以加權處理。

 （二）擬定廣告說服力公式的研究方法是否僅限於逐級迴歸分析

法，或可另從別的方法著手。其效果又如何。傅萊區（Rudolf Flesch）
之有名的英文可讀性公式，以及我國學者楊孝濚（1971）、陳世敏

（1971）所發展出之中文字可讀性公式，均是以逐級迴歸分析作為統計

方法。是否能另闢新的統計方法（如非直線相關迴歸 nonlinear correla-
tion and regression），這是以後進行此類研究所應考慮的。

 （三）本論文所發展出之公式係用以測定報紙之女性時尚產品廣告

的說服力程度。希望以後能發展更多的公式，以測定電器產品、房地產、

傢俱、汽車，乃至銀行、航空公司、旅行社等服務業之廣告。公式所適

用的媒體亦應擴大至電視、廣播、雜誌等。

（本論文承蒙　董顯光先生新聞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補助研究費，特此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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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理論研究的新方向
批判理論介紹 *

林文政

壹、前言

 當 Bernard Berelson 在 1959 年春季號的《民意季刊》中，宣布傳播

研究正步向凋謝死亡，引起傳播界一陣恐慌。

 ……實際上，Berelson 的預測並非正確，傳播研究非但沒有壽終正

寢。相反的，傳播理論正蓬勃發展，這是由另一支新理論取向注入了傳

播研究，帶來了新氣象。

 這個新理論取向是以研究者與科學、社會和政策關係、研究目標與

社會問題及社會結構之關係，以及達成這些目標的策略和方法為主。

 這一派為數不多，但具有高學術水準的傳播研究，起源於歐洲，尤

其是英國、德國和法國。在 Berelson 寫 1959 年的文章的時候，就早已

存在；但在 1960 年末期，才以「批判的傳播理論」為名，在歐洲北部

傳佈開來。

 這一個新理論學派為大眾傳播理論帶來極大衝擊，也帶來極大的論

爭，我們可由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和施勒（Herbert I. Schiller）在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35 期，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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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季號《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的座談中，

看到兩個不同傳播觀點，導致研究取向、觀察角色、所持見解，都是迥

然不同（Sola Pool & Schiller, 1981）。

 ……本文僅就批判理論的淵源、內容、重要概念及兩種理論的差異

比較，予以介紹。

貳、批判理論的源起

 批判的傳播理論是跨科際的社會科學。它結合了許多其他學門（如

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和藝術等），就因為它的背景十分複雜，它

的範圍從狹義來說：是以對現狀提出辯證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為主。由

廣義來說，批判理論並不說明或覺曉其為新馬克斯主義者的本質，只要

是從系統情境中，對矛盾現象提出質疑批判者均屬之。

 ……批判理論是以保持批判意識為其主要重點，其中以法蘭克福學

派為其重要的理論淵源，而由其社會學及政治學擴展到其他學門（包括

傳播理論）。因此，了解法蘭克福學派（又稱批判理論學派）將有助於

我們了解批判的傳播理論的發展過程。

 「法蘭克福學派」通常是指 1923 年在法蘭克福成立的社會科學研

究所，如荷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和

阿多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集體思想，他們集合了當時威瑪德國

的激進知識份子，包括許多前共產黨員。他們以保持馬克斯的批判意識

為職志，對當時社會提出尖銳的批判。

 由於強烈的激進色彩，和許多份子都是猶太人，當希特勒於 1933
年取得德國政權後，他們就被迫轉到紐約，附屬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

系，1930 年荷克海默繼任卡爾葛倫柏格擔任所長。1949 年大戰結束後，

立即將研究所遷回法蘭克福，而馬庫色仍留在加州。荷克海默之後，所

長之職位由阿多諾繼任，直到他在 1968 年去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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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福學派起源於 1930 年代，盛行於 1960 年代，他們的理論受

到三個主要的歷史經驗所影響：

 一、他們對 1917 年的革命，未能擴展到西歐而感到遺憾，但也為

史達林統治勞工階級的革命浪潮失敗而感到沮喪。

 二、對法西斯主義的深刻而持續的經驗，不斷出現於他們的著作，

直到戰後許久，才得平復。

 三、他們對戰後西方的政治穩定表示深為關切，並試圖描述和解釋

由其產生的意識型態轉變（Bennett, 1982）。

 法蘭克福學派興起於 30 年代，當時歐洲，正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面臨自我毀滅的趨勢，傳統自由民主政體，似乎無法處理經濟

及社會問題，兩種對立勢力於焉興起，一是法西斯主義，一是歐洲共

產主義。批判論者對現存的社會體制和左右激盪的力量，都予以否定，

而其所提出的反命題（antithese）：一為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作

為反對傳統理論的方法論之工具；一為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抨

擊資本主義弊病的武器。這種對兩種社會體制的批評，呈現於馬庫色的

「蘇聯馬克斯主義的社會理論」，對蘇俄社會體制，嚴加批評，認為共

產主義是嚴厲的，極權的，以全面壓制為基礎。在他另一本著作《單面

向人》（One dimension man）則對美國資本主義，提出攻擊（Bennett, 
1982）。

 1965 年美國學生運動興起，這些對現存社會體制不滿的學生，尋

找理論依據，而法蘭克福學派獨具的批判意識，正符合了他們反叛心

理，使得批判理論廣為流傳，而且其層面亦由社會學，擴展到政治學、

哲學和大眾傳播等領域，有關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傳播理論的直接影

響，我們將在稍後討論。

 當然，批判的傳播理論正如史萊克（Jennifer Slack）和亞勒（Martin 
Allor）所認為，並非僅有一種型態，也並非完全出於法蘭克福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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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以一種簡單的單層面二分法所能定義。他們認為在其批判理論分支

理論中，如法蘭克福學派，政治經濟理論，馬克斯社會學，依附理論，

文化研究和大陸派哲學等，都存在若干差異（Slack & Allor, 1983）。

參、批判理論的內涵

 達拉斯・史密斯（Dallas W. Smythe; 1984）曾經提出三個分辨批判

和管理（administrative）理論的差異：一、研究問題的選擇；二、研究

運用的研究方法；三、學者對研究結果分析時，所採用的意識觀點，無

論是對現存的政經秩序的批判並使之改變，或者是保衛並加強它。以下

我們將依據史密斯的類別，對批判理論的內涵，進行概略的簡述：

一、研究問題的選擇

（一）意識型態（ideology）

 許多批判論者的研究探討，都是根源於意識型態的衍化，而發展出

其各自的理論架構，因此了解意識型態在傳播批判理論中所扮演的角

色，將對我們大有裨益。

 意識型態，根據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ams）的定義是：「相

對正式和明白的意義、價值、信念的系統，或可以抽象的認為是一種世

界觀或階級觀。」（Becker, 1984）；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為

是一種「個人對其所存在真實情況的假想關係」，他認為意識型態管理

人們如何認知世界和自我，它控制了人們所看到的本質和外表（Becker, 
1984）。

 班乃特（Tony Bennet）指出意識型態的關切重點：

 1. 意識型態意涵了有關表示意義系統的社會決定論。馬克斯提出社

會知覺的明確形式，係結合了法律、政治的關係，建立了一上層結構，

但此建基必須符合於生產關係的下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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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意識型態的概念帶有扭曲的意涵。意識型態為一過程，此過程以

我們不能立即察覺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知覺。由於傳播系統為控制階級所

主宰，因此人們的知覺便為控制階級以非抽象的方式所扭曲。

 意識型態的觀念提出了三個與媒介有關的主要觀點：

 1. 第一個觀點與透過媒介運作所為的社會控制本質有關，其主要問

題在於媒介所有權的結構，以及統治階級透過媒介運作所為的控制方式

及範圍。

 2. 在技術上，傳播媒介如何取代意見系統，而達到「誤導」（mis-
recognition）的效果。

 3. 媒介在構成社會的經濟、政治、意識型態階層間彼此相關，佔有

一重要的地位（Bennett, 1982, pp. 48-49）。

 由於意識型態與意見系統的傳送有關，此並非抽象的過程，而係由

控制經濟的階級，經由心靈生產（mental production）工具的控制，以

具體方式來影響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批判論者有關「上下層結構」

的假說。

 新馬克斯論者認為，經濟是社會的下層結構，其他的法律、政治、

宗教、教育、傳播等均屬於上層結構。上層結構受下層結構影響；下層

結構決定後，方能決定上層結構。

 有些學者認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的關係是最主要的問題；但有

些學者卻認為這種暗喻是無用的。一般持平的看法，認為上下層結構的

分析是有其價值，只要不將其視為明顯的二分法或視其為簡單的因果關

係。

 馬克斯和恩格斯曾指出，擁有任其使用的物質資源工具的階級，也

就控制了心靈產物的工具。這種物質和資訊分配不平衡，引伸出批判論

者有關「主宰」（domination）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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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宰」是統治階級將其文化、知識和道德觀直接加諸於其他階級。

因此「主宰意識」（dominant ideology）是統治或主宰階級的意識型態；

「虛假意識」（false ideology）是指一個意識型態無法和其階級連繫。

因此在他們看來，在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而言，主宰意識是一種虛假

意識，因為它並非能反映出他們的利益（Becker, 1984）。

 「主宰」的觀點，並非代表絕對的主宰或控制，而是以一個更精細

動態的現象，來認知設限於思想和行為的變項。不但告訴民眾應想些什

麼，也影響民眾能想些什麼。

（二）對工具理性的批判

 美國學者通常對科技工具的發展抱持樂觀的觀點，他們認為只要良

好的管理規劃，科技可為人類謀福利，這類學者由於對傳播科技採「管

理」（administrative）的態度，因此有人稱之「管理理論」，而以普爾

為代表；而以韋伯所鼓吹的技術理性，對物質的生產及交換，講求方法，

科學及充分發揮效能所建立的器具之操作與控制，以合理的結合人與技

術工具之關係。

 但批判論者引用海德格學說對工具理性進行批判：「在現代技術內

所含有的力量，決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在存有的一切範圍內，人類總是

被技術器具或自動化機器的力量密集安排。」

 施勒進一步指出，科技在社會和制度問題上，並非全然的自治與中

立，而是以維持現有社會體制而服務為其目的（Schiller, 1983）。

 史密斯同時指出：「科技是一種有害的迷思」，這個迷思是由幾個

因素構成：1. 行政機構（私人、公共）；2. 科學；3. 資本；4. 工程師所

創造的工具和機器；5. 意識型態；6. 宣傳。形塑民意使大眾能接受此迷

思。他說科技迷思之目的，即為維繫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而為其支配

之工具（Smyth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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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施勒主張打破以媒介製作人，尤其是廣告主的利益為主之傳

播閱聽人研究，建立一個新的「受眾中心」的理論，研究媒介資訊的來

源和生產，以改變媒介科技與閱聽人的角色和關係（Schiller, 1983）。

（三）對交易理性的批判

 批判論者同時對資本主義體制下，媒介運作受到交易理性的絕對影

響感到不滿。交易理性即透過市場功能，不僅能滿足經濟生活中的供給

與需求，同時也能合理分配資訊和財富。

 批判論者如莫道克（Graham Murdock）即指出，傳播媒介生產的

是一種特殊商品；一方面，它和其他商品和服務一樣，可在市場上出售；

另方面，它又提供現代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印象。因此它扮演塑造社會知

覺的樞紐角色，這是經濟與文化力量結合的特殊關係，形成學術和政治

所關切的論題（Murdock, 1982）。

 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是，媒介由誰來控制，並為誰的利益服務？資本

主義者以其優越的資本和技術，透過廣告，控制媒介的所有權，並有權

決定媒介的內容，通過媒介的訊息推銷其產品、利益，並傳佈其意識型

態，以維持其經濟及文化獨特利益。這種以交易的利潤動機壟斷媒介內

容的做法，完全抹殺了大眾傳播媒介應為社會公器，應為社會大眾的利

益的功能。

 美樂地（William H. Melody）和馬謝（Robin E. Mausell）指出，批

判理論對交易理性的抨擊集中於：1. 權力的集中；2. 主宰和依附關係

的特性；3. 鉅大利益的誘因。批判理論的前提，就是希望藉由問題的

提出和集中研究的努力，改變政治和經濟系統關係（Melody & Mansell, 
1983）。

（四）社會和歷史情境的多重決定論

 批判論者，經常批評主流研究者的行為實證研究的弊病，即是試圖

孤立個人的行為，將個人抽離於社會網絡和其社會歷史情境，產生如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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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tuart Ewen）所稱：「實證主義將事實和現象抽離於其情境，導致

歪曲了真理。」（Ewen, 1983）。

 批判理論是傳播在生產和社會複製中的兩大功能：

 1. 視傳播為一般社會關係所必要的潤滑。

 2. 視其為修正、改變生產與消費狀況的必要社會關係。要了解大眾

媒介在社會系統的運作，必須先明瞭其歷史環境及政經結構和制度的情

境，這些歷史和社會，政經及意識型態情境，不僅塑造同時直接在媒介

及社會內部生產，分配和接收等過程運作（Becker, 1984）。

 換言之，我們無法孤立於社會和媒介的總體情境（不管是立即或歷

史情境）來了解社會與媒介的運作。艾文（1983）亦同意：

傳播研究應發展更多的社會和歷史的觀點，而非將媒介

閱聽人的關係，由他們所存在的世界抽離出來，他們必須更

活潑地存在於他們的世界和歷史之中。

 塔克曼（Gaye Tuchman）也強調社會情境與澄清文化生產觀點的

本質和角色，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她並描述歐洲研究對美國研究的貢

獻，即是促使美國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能納入其社會情境」，而非落入

「一種狹窄，直線和因果的模式」（Tuchman, 1983）。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了解何以美國主流研究的最受批評之處，即是

大眾傳播研究「真空化」（decontextualization），研究未考慮社會和歷

史情境，產生了嚴重偏見的結果。

 理論模式的實質內容與對真實本質的假設，影響了研究的結果，內

容與假說反映特殊特性的價值與引導研究問題。批判理論所提出的假說

與問題，所展現的特殊理論模式，我們將稍後介紹。

二、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

 批判理論與主流研究另一個迥然不同的特點，就在於兩者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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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前者是一種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研究方法，而後者則以哲學

的和方法論的研究為主。

 歐洲的傳播研究特色（Blumler, 1980）：

（一）以總體論或系統論的觀點研究傳播

 將傳播組織與過程，置於歷史與社會情境中研究，認為對事實的解

釋應以總體為對象，因為總體並非單純的事實或個別的現象，因此，只

從個別的現象和事實絕對無法檢查整體的真相。

 他們強烈地反對越簡單越合乎科學法則，而將研究建立在支離破碎

的細小問題上，他們主張應對事實進行全面的觀察，與統合關聯性的思

考，進行個案的研究。他們認為數量化的方法所涉及者不僅是推論效度

的問題，而且牽涉到人的尊嚴。

（二）以混合的研究方法從事同一研究

 如紐曼（Noelle-Neumann）在 1980 年的研究，就結合了內容分析，

小組研究（panel research）、同時調查在特定地點的傳播者的特定事務。

這種方式，從負面來看，泯滅各種研究方法的界線；從正面來看，研究

的問題可透過混合的方法，得到答案。

（三）零星的閱聽人研究

 如成人收視型態的研究，使用與滿足的取向等，但是在歐洲對閱聽

人層面的研究，缺乏相對一致和累積的傳統。

（四）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分析不是要產生任何法則，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歷

史，事物或行為，每個定義各有不同，而文化研究視人類行為為一讀

本，這讀本由一系列地符號、說話、寫作、姿勢組成，而都含有當事人

本身的意義。文化研究即是將這些意義與生活和經驗聯結，以建構一種

讀法。文化研究結合了觀察法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實驗法，語意學，



100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等（Carey, 1977）。

 批判理論的研究是一種質的研究，它的目的即是在兩個矛盾的力量

衝擊下粉碎誤導所呈現的平衡與和諧，這個衝擊包含了一個整體分裂為

二的力量，和一個跳動，快速與質的改變，一般研究者無法處理這種現

象，就稱之為混亂（chaos）或革命，而變動的力量可來自外在環境的

限制，也可能出於內在的刺激引發變遷的過程，這種以變遷的衝突為主

的研究觀點，稱之為辯證的研究方法。

 相對於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個體行為改變、媒介效果、

勸服效果的美國主流研究，它有一套嚴謹的「科學方法」，運用周密的

邏輯和實證的測試，刪除所有暗喻式的觀念。

 但誠如馬士可（Vincent Mosco）所指出：「因為它是可測量，可量

化的真實，從歷史持續到現在，這些因素也將會將現在推到未來」，因

此馬士可指控絕對的實證主義支持維持現狀，而使媒介制度有一種虛假

的自治並隱藏其力量。而使其維持穩定與平衡，這是這些研究者視為自

然的狀態――一個已建立的秩序；所以又稱為管理的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 Mosco, 1983）。

三、學者對分析研究結果，所採用的意識觀點

 批判理論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在批判研究中，扮演了中心的

角色，如史萊克和亞勒所說的「社會力量的政治問題與因果的認識論問

題相連結，形成了獨特的批判理論」。他們認為政治是社會權利的運作，

而所有批判關切重心都集中於傳播如何有效運作社會的權力，權力的運

作必須決定於社會的過程與制度；權力也由個人運作，但個人運作權力

必須受到結構性決定的限制。

 批判理論在內容與推論上，都與認識論、政治，控制知識的方式（權

力與知識的關係）是運作社會權力的基礎。他們提出認識論，是因為批

判理論比管理理論更能挖掘知識的本質，尤其是簡單直線因果的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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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的因果與假說，馬士可認為實證主義錯誤地假設，研究者應與研究

的目的分離。

 批判論者同意個人參與的承諾，而與古典實證主義者標榜的科學追

求的價值中立對立，他們認為「不含價值判斷」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

斷，而批評實證主義是一種累積的知識型態，能用以對事實作最詳盡的

描述，而其建構則是為現存秩序而服務。

 馬士可認為批判研究的目的，是為社會變遷為主，因此不以描述現

象或依價值解釋為足，而依民眾自我決定而解放。批判論者應無畏地承

諾人類解放的價值。艾文也同意批判理論肯定變遷，但變遷的來源必須

操諸人民之手，而學習自我表達思想，知識和懷疑，使人們能擁有力量。

這樣的意義，遠高於科技與學術爭論的基地（Mosco, 1983）。

 施勒也認為學術應該為社會指引一個目標，應該協助改變世界。傾

向變遷並非代表非理性或非邏輯，學者不應從事漫無目的的工作。此論

調正好與實證主義相反，普爾強調價值中立，學者任務是分析現象，澄

清事實，促進了解，學者若自認為有義務為某學說鼓吹，可能就會因為

政治偏見而混淆了方向。

 在主觀與客觀層面，羅森格林（Karl Erik Rosengren; 1983）引用布

瑞兒與摩根（Burrell & Morgen）的型態（typology）來說明（如圖一）

以主觀、客觀導向和社會學的法規秩序與激進改變為依變項，區分各社

會科學所在區位。

 這個主觀、客觀的層面，涵蓋了四個有關社會科學本質的相互假說：

在本體論方面，是現實主義與名類主義；在認識論方面，是實證與反實

證主義：在人類本質方面；是決定與自願論；在方法學上，是數據統計

（nomothetic）與意識表象（ideographic）。在法規與變遷層面，包括

了維持現狀與激進變遷，共識與主宰，團結與解放，實際與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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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肆、批判傳播理論之分支學派

一、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者，鑑於馬克斯所預測的階級革命，社會變遷明顯失

敗，而欲解釋此種失敗的因素，必須從上層結構著手，尤其是透過語言

溝通的方式解決，而反對馬克斯經濟變遷的歷史過程。

 另方面，全球性商業化與大眾文化，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成功的主

因。大量生產貨品，服務和觀念的整套系統，同時也推銷了資本主義的

思想和制度，伴隨而來的是工具理性，交易消費，短期滿足和無階級的

迷思。貨品（commodity）是此過程的主要意識工具，似乎精緻藝術，

甚至批判和反對的文化產物都可標上價格，在市場上出售，而完全喪失

了批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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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福學派者，既反對共產主義的作為，也抨擊資本主義的弊

病，馬庫色將此社會的「單面向」（one dimensional），歸因於文化事

業的推波助瀾，他認為媒介與社會的政經勢力結合，遏止了改革的有利

機能。

 哈伯瑪斯為取代交易理性和激進的經濟改革，建構一套理論，使其

成為當前社會正當性的基礎，他所提出的理論就是溝通傳播。

 他認為人們可透過彼此在互動規則下，以自由選擇的方式進行溝

通；傳播可分為四個階層，人們可選擇適當的方式，而達成結論，它並

非是傳播者恣意的表示，而是雙方互相承認及接受的意願，社會建制及

規範，因此也就得到了正當的基礎。因此，他主張「語言就是一種支配

及社會力量的媒介」，甚至「語言是社會的建制」（Lanigan & Strobl, 
1981）。

二、政治經濟理論

 政經理論較重視經濟結構，而較不重視媒介內容的意識型態，而將

意識型態植基於經濟結構，雖然它與政治係有密切關聯，但實證研究的

焦點，似乎集中於所有權結構與市場力量的運作。

 社會的媒介系統產生訊息的先決條件，是在擴展市場的壓力下，不

同內容的交換價值和媒介所有者與決策者的經濟利益為優先。媒介運作

所產生的利潤，最後可能導致獨佔的傾向及橫向、縱向的商業整合。

 這種傾向促使獨立的媒介日益減少，導致市場集中，以避免風險。

為迎合這種趨勢並保證利潤最大的原則，小群閱聽人的需要勢必將被犧

牲，莫道克和高丁（Peter Golding）就曾批判：

金錢運作的潛在邏輯，鞏固了已在媒介市場佔有地位的

團體，而排除了那些缺乏資本為後盾的人們，使其不能成功

地進入媒介市場。因此媒介充斥了那些最不常批評現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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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權力分配的人之聲音；而欲向此不平等挑戰的人，卻

無法透過媒介，表達他們不同的意見（Murdock & Golding, 

1977）。

 此理論最大的優點，在於能對市場決定的說法，進行可測試的實證

假設；而其缺點則在於公眾控制下的媒介因素，很難從自由市場的功能

來解決。

三、霸權理論

 霸權理論以上下層結構的觀念，來說明意識型態及其本身表達的形

式、記號的方式、構成意義及形成意識或侵入其他階級意識的機能，而

較不重視經濟、結構決定的因素。

 霸權理論以「主宰」的觀念，說明主宰階級如何透過下層結構，影

響上層結構的運作，而將其意識型態加諸於其他階級。

 此理論與政經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承認較大程度意識型態的獨

立性，而非完全由政治經濟結構所決定。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對霸權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任何時期、任何階級，總有一中心的實踐、意義與價

值體系，可稱作優勢體系，此體系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經

過組織且被生活出來的，所以不只是意見之操縱。它是實踐

與期望的全體；是資源分配；是對人及世界之性質的一般性

瞭解；是一組意義和價值，落實於生活時，相互肯定，彼此

標榜；是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現實感，具有絕對的權威，

因為跨越此現實感，大多數的成員在大部份的生活領域中，

將無立足之處。

 阿圖塞和普蘭滋士（Nicos Poulantzas）認為，資本主義的關係，其

複製（reproduction）與正當性，都多少必須經過勞工階級的承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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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實踐此一目的，須藉由語意學和結構分析，以揭示其潛在結構中的意

義（Becker, 1984）。

四、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者的傳播研究，是傳播為一種儀式（ritual），將傳播視

為一種創造、修飾、改變或共享文化的過程（Carey, 1977）。

 文化研究批評了美國研究，其研究對象只是由大眾媒介產生的，

但這只是研究的單一面向，而忽略了人類學、文學使用的批評、闡明、

及比較。霍爾（Stuart Hall）認為「文化」一字就人類學的觀點，導

向對整體生活的研究，而「傳播」只是研究生活的一個片斷而已。

 因此，文化研究的範圍包括：人類學的儀式和神話，文學批評的

藝術及文學。在文化研究的傳播目的是持續，整合社會；創造、表現

和頌揚共享的信仰和意義，以及履行神聖的儀式，團結成員。

 文化研究關心的是文化與社會，表達形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因

此探討的問題是：表達形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表達形式的歷史變遷，

形式進入主觀意義世界的過程，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創造共同

文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以上討論的分支理論，政治、經濟理論偏重組織原因，霸權理論

側重訊息；文化研究兼重訊息及大眾互動關係，嘗試解釋存在媒介間選

擇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是批判論者，一個廣泛的共見是

對社會更廣泛的結構和特殊歷史情境的探討，這對瞭解媒介如何運作是

必要的（McQuail, 1983）。

伍、批判理論與經驗主義的比較

 由於批判理論與經驗主義兩者的理論取向分歧甚鉅，造成雙方學者

持續的爭辯而莫衷一是，究竟這兩派理論有何差異，這是許多研究者所



106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感興趣的。

 除了本文前述，史密斯的列舉的三個分辨此二理論的差異：研究問

題的選擇、研究方法運用的不同、對研究結果分析觀點的不同之外，羅

吉斯（Everett M. Rogers）也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圖表，以區分批判理論

與實證主義的不同。這一個非常簡單的二分法，雖然十分粗糙，但卻有

利於研究者迅速抓住兩者差異的重點（Rogers, 1981）。

表一

經驗主義 Empirical 批判理論 Critical

量化經驗 quantitative empiricism

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強調效果 emphasis on effects

強調哲學 philosophical emphasis

馬克斯主義 Marxism

集中於傳播中更廣泛的社會結構情境  
focus on the broader social structur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強調誰控制大眾傳播系統的問題
emphasis on issue of who controls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由於圖表中的內容，我們已在前面討論過，因此不再重覆討論，但

這個圖表卻也受到其他學者的反對，如史萊克與亞勒就舉出下列原因反

對（Slack & Allor, 1983）：

 一、只孤立兩個理論的特殊變項，但未發展出必要的且足夠的方法

來區分兩者，且這些名詞也未必衝突，如研究廣泛社會結構情境傳播，

也可能運用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而研究閱聽人，亦可能研究廣泛的社

會情境。

 二、在個別的類目中，在批判和非批判的實際研究中，這些名詞並

非在實際中互斥，如批判研究未必就是哲學的，而數化的經驗主義也未

必強調效果。

 三、傳播的研究，如何根據以上圖表，進行分類，涵化分析（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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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tion analysis），似乎符合上述兩種類目，而民族誌學（ethnographic）
則似乎兩者都不適合。

陸、批判理論之批判

 雖然批判傳播理論，席捲了歐陸大眾傳播理論的思潮，但由於它

在本質上的反動對立特性，使得它在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飽受

爭議。下列的論點大致反映了傳播學者，對批判傳播理論的批判觀點

（Real, 1984）：

 一、批判研究室偏狹且負面的。……蘭斯（Langs）和布勒姆

（Blumler）指出：「它偏執地只關切傳播帝國及傳播為何人的利益服

務。」而且「它在倫理上是混淆的，在政治上則是不實際的。」蘭斯並

指責批判研究反對實證研究的主張。

 二、批判研究是偏見的。批判研究者對政治和道德的承諾，而使他

們偏向主觀參與，主張社會的改革變遷，而成新聞靈魂的裁判者，這些

新馬克斯主義者，使馬克斯主義改頭換面。

 三、批判研究在方法論上和邏輯上是非科學的：

（一）批判研究逃避測量，不符合實證的因果，推論和解釋的條件。

（二） 批判理論假設那些無法展現的因素，而且只能顯示現象，而

無法測試觀念。

（三）批判研究常犯「區位學謬誤」……將個體行為一般化到整體

行為，或由整體行為一般化到個體行為，也經常由階級現象

一般化到其他層面。

（四）批判研究常含混的，不知他們是由測量個人以推論社會系統

特性，或由測驗社會系統以推論個人，而其用詞……非明確

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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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批判研究基於對現有體制的反動，而提出體制的問題並建議改

變，但未能提出如何建構一個更好的體制的具體建議……。

 儘管批判理論受到學者們的如上的批判理論受到學者們的如上的批

判，但批判理論對大眾傳播理論仍有其貢獻（Real, 1984）：

 一、批判研究是不同而且是創新的。它以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

度，檢驗不同的角度，檢驗不同的問題，尋求替代的模式和新典範。

 二、批判理論強調許多管理研究所忽視的問題：

（一）社會權力的來源與運作，及媒介權力集中的弊病。

（二）透過媒介控制和主宰，造成依附和受壓迫人們無法表達

意見……。

（三） 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對各層面的影響，如生產事業的結

構，讀本的意識型態，消費者動機等。

（四）傳播不應孤立於社會情境。

（五）由認識論重新檢視因果，客觀性與知識的結構……。

 三、批判研究者，體認其主觀的承諾。他們主觀的對維持現狀提出

批判，並鼓吹社會變遷，協助人們了解目前情境和何種可能的變遷，使

他們擁有自決的權力。

柒、結語與展望

 不管批判傳播理論與管理傳播理論之間的爭議是如何分歧、激烈，

本文的目的並非說明哪一種理論較具優越性，而是闡釋二個理論取向都

有其獨到之處，也各有其缺陷，在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方法，涵蓋不

同的問題。

 ……較具建設性的做法，即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道橋樑，使兩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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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能建立一種相容互補的關係，各取所長，各補所短，使研究的過程能

更趨周密，層面更趨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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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聞學研究》創刊以來，台灣社會經過許多重要的變遷，從台灣在地政治

的變遷、兩岸政治的變遷、全球經濟和文化的跨界流動、到科技環境的更新。這些

社會變遷都深深影響了傳播產業的各個面向，自微觀的面向，如：新聞工作的常規、

勞動過程與工作者自我認同，至鉅觀的面向，如：台灣傳播產業在兩岸間的交流與

競爭、傳播產業的全球經濟競爭與文化角力等。在社會變遷這個子題當中，本刊聚

焦於產業，以傳播產業為關鍵字收錄論文，討論社會變遷如何形塑當代傳播產業的

面貌。

在台灣在地政治和兩岸政治變遷方面，本刊收錄了趙雅麗在 1998年（57期）

發表的〈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描繪台灣自 1987開放兩岸交流

以來，至 90年代末期，兩岸傳播產業的互動中政治和文化的限制，和經濟模式的競

爭與消長。接著，本刊收錄劉昌德於 2008年（95期）發表的〈大媒體，小記者：

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討論報禁自 90年代末期解除以來

二十年間，資本漸趨集中，而工會運動漸趨停滯之下，新聞工作的勞動過程態樣。

在全球經濟和文化流動方面，本刊收錄了王泰俐在 2004年（81期）發表的〈電

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討論全球小報文化和資訊娛樂化的傾向，如何

滲透至台灣的新聞產製之中。接著，本刊也收錄魏玓在 2006年（89期）發表的〈合

製文化：反思全球化下的國際電影合製〉，討論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如何帶

來了跨國傳播產業合製的壓力，而當中的經濟競爭和文化辯論又是如何。



在科技環境變遷方面，本刊收錄了馮建三在 1994年（49期）發表的〈從報業

自動化與勞資關係反省傳播教育〉，討論台灣自 80年代初期使用勘使採用電腦排版

以來十多年間，勞動過程與勞資關係的態樣，並與英語系國家的報業自動化比較。

此外，本刊也收錄了劉蕙苓在 2014年（121期）所發表的〈匯流下的變貌：網路素

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討論網路科技如何與新聞組織中的常規互動，而

這些新聞工作的新常規，又如何為新聞倫理與新聞專業帶來挑戰。我們用這篇論文

作為社會變遷子題的小結，刻劃二十一世紀科技環境為傳播工作帶來的新樣貌，也

為我們描繪出現下台灣傳播產業的衝擊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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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報業自動化與勞資關係

反省傳播教育 *

馮建三

壹、三種報業自動化 

　　自動化指的是，以非人的物理方面的機械力，取代人的勞動力之過

程。自動化的出現，並不是造成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事實上，它是對

此危機的「回應」（a response），先有經濟危機，後有自動化引進勞

動過程的驅力，但在社會關係仍然是由資方主宰科技、引進速度與條件

任憑市場機能決定，而其目的在於追求資本積累的情況下，自動化只能

加浚危機的深度（Kaplinsky, 1984, pp. 8-15）。其次，雖然自動化不等

同於電子化（ibid., pp. 25-26），但就新聞等文化事業而言，電腦及電

信的引進無疑是晚近最為重要的自動化進程，因此，本文選取報業為對

象，依據電腦電信設施引進新聞編採過程以後的影響類型，畫分三種性

質的「自動化」。

 　　第一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轉變了「空間因素」對於編採工作

的牽制，克服地理的障礙，使得資本累積更能快速進行。……這種方式

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空間」自動化。 

　　第二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讓相同的產品，輕易可以轉換形式，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49 期，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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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多次利用的效果，從而以分散風險或降低生產成本等方式，有利於

資本的增殖。在報紙內容還沒有透過電子數據化的儲存以前，如果要重

複利用某筆報紙資訊，唯一的方法是剪報。但自動化以後，情況完全不

同，在理性化運作發揮至頂點之時，報紙等印刷媒介的業務內容，甚至

可能產生根本性變化，消費對象為一般人的「新聞」，從原本是該媒介

最主要的收益來源，退居第二線，而消費對象為特定人士（如股票族、

期貨族、外匯族等工商用戶）的（如，財經）資訊，躍居成為最主要的

收入。這種方式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產品形式」自動化。

　　第三種自動化的影響，在於它改變了勞動過程，不但變換了勞力部

門的勞動方式，同時也衝擊了勞心的方式，有助於資方控制勞方。這部

份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新聞大眾傳播科系的學生，被詢及相關問題

時，主要的反應之一是：「趕快學打字，混碗飯吃」（馮建三，1992，
頁 59）。科技來了以後，已經先在勞動者心中，引起震盪。這種方式

的報業自動化，不妨稱之為「勞動過程」自動化。 

貳、澳洲、美國、英國與台灣報紙的「勞動過程自動
化」演變概況 

　　傳統的印刷事業，是勞力密集的產業；非但如此，印刷業的排印鉛

字的過程，同時需要一些具有技術能力的勞工，而在工業革命發源地的

英國，這個行業的勞工參加工會組織的比率也相當的高。在這樣的背景

下，資方視排印工為眼中釘，企圖透過新科技的引進，一方面壓低排印

工人的需求量，再也為了多增添幾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是可以理解的

資本邏輯。1981 年，歐洲同類組織中，規模最大的「英國印刷公司」

（the British Printing Corporation, BPC）的最大債權人「西敏寺銀行」

（th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指控印刷工會是阻擾 BPC「進步」（亦

即獲利）的最大障礙，固然是資方的藉口，但也反映出排印工人被當作

代罪羔羊的事實（Marshall, 1983,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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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方進逼之下，首當其衝的是勞工的失業問題。以美國為例，

1973 年 11 月紐約的出版人與印務工會開始談判，協商引進電子組版等

自動化設備。其間，以 1974 年 5 月因此而發生短暫勞資爭議的紐約《每

日新聞報》（The Daily News）為例，使用新設備與舊有的長條活字鑄

造機（linotype setting）的印務工人數比例，是 35：900。在資方節省人

力如此巨大的誘因下，勞方於同年 8 月與資方達成協議，後者付出尚稱

優沃的補償，取得在十一年之間自由引進新技術的權力（Griffin, 1984, p. 
43, 50）。澳洲方面，1976 年 9 月，雪梨的印務工會（The Printing and 
Kindred Industries Union）與其事業主 John Fairfax & Sons Pty Ltd 發生

糾紛，展開罷工，爭執點是「誰」能使用電腦輸入文稿，八週後，工會

於同年 12 月回到工作崗位，同意靜候司法單位的裁決，定奪文稿鍵入

權。次年，法院裁定記者及白領員工得有這個權利，於是印務工會與資

方協議（1978 年 8 月），後者同意不強制裁員，但提供職務更換的機

會（薪資可能低些）、也安排自動離職（離職給付是一年資歷給付三週

薪資；ibid., p. 43, 49）。 

　　英國的情況比較不同。當美澳的出版人大獲全勝的時候，倫敦的

NationaI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成功地使《泰晤士報》（The 
Times）關閉十一個半月，之後，又在 1979 年逼使資方同意他們的印務

工，擁有排他的權力，輸入電子文稿及電子組版。為什麼英國的印務工

人，能夠在引進新電腦排印及組版的抗爭中，取得勝利？除了英國的

社會結構及文化價值，相對有利於勞工在紛爭期得到較多的民意支持；

除了資本家策略及彼此合作程度以對付勞方的能力，英國不如美國以

外，英國印務工在這段期間內，猶然能夠有效扼止資方挾科技的進攻，

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工階級本身的凝聚力足夠，其各個組成的群體比較團

結。以本例而言，印務工、編採記者與其它白領工人之間，發揮了合作

精神，是資方潰敗的主要原因。在罷工至第五個月時，泰晤士報計畫移

至西德的法蘭克福印報，但該市的工人以包圍市內的印刷廠、甚至安放

炸藥的方式，支持英國工人；此外，這個事件也意外造成原先關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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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NGA 與「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NUJ），

攜手共進，對抗報老闆。就關於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問題，NUJ 發表聲

明，宣示他們的政策是：「除非印務工會自行同意放棄這個權利，否則

NUJ 將不與資方談判直接輸入文稿這個傳統上屬於印務工會的工作」

（Griffin, 1984, p. 52）。

　　然而，英國這場環繞報業自動化而起的勞資爭議，資方先輸後贏。

1983 年，NGA 與報業主 Eddie Shah 興訟，非但落敗，而且招來史上最

巨額的蔑視法庭的罰金英鎊三十七萬五千（Whitaker, 1987, p. 241）。

這已是一葉知秋的徵兆，NGA 於 1985 年開始與經營管理階層談判，

然後在 1986 年 1 月 25 日，跨國媒業鉅子 Rupert Murdoch 將傳統印務

工送進了墳場。他處心積慮地部署、利用已經更易的勞資爭議法規，

透過對 NUJ 的分化與對電子電訊工的賄賂而達到使勞工無法團結的目

標，在一夜之間成功地解僱五千餘名傳統作業所需的印務等工人。到

了 1988 年 1 月，又有一萬五千四百人因為資方全權決定新科技的引入

方式，致而失業，倫敦報業印務工人，只剩下一萬四千多人（馮建三，

1992, 頁 54-55；SeIf, 1990, p. 52）。但勞資對抗的進程，並不因為任何

一方取得勝利而停止，英國報業記者沒有能夠與印務工採取一致立場，

是資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兔死狗烹，報業主掌控了印務等勞力過

程、從中汲取剩餘價值的目標達成以後，也就轉而對付記者，企圖再透

過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要求，改變記者的勞動過程，從中榨取更多剩

餘。其間，雖然 NUJ 曾經成功地防衛本身的利益，但終究逃不過「僱

主的進攻……也就是僱主先立定了明確的目標，然後透過計畫有致、

有意識、廣泛而步驟一致的行動，攻擊（按：NUJ 的成員）」（Gall, 
1992, p. 9）。首先是記者（指威爾斯與英格蘭的記者，下同）以集體協

約的方式與僱主簽訂工作合同（house contracts）的慣例，從 1987 年以

後，開始出現不再被僱主承認的情況，取而代之的是記者以個別受僱員

工的身份與報業主簽約（personal contracts），到了 1992 年則大多數地

方與全國發行的報紙之記者，已經盡數進入了個人的簽約模式，每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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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薪資與工作條件都只能各顯神通地與業主打交道，工會的集體力量

喪失了，結果是僱主更可以對這塊「成本（按：包括薪資、人員額度配

備、裁員給付與工作條件）尚有削減餘地的部門」，施展祿山之爪，造

成個人條約簽定後二年，整體薪資降低。最後，尚須注意的是，僱主為

了達成這個目標，通常使用的策略有三個。第一，答應協商以讓記者心

存希望，降低他們氣憤的程度。第二，允諾升遷或額外給付作為誘導記

者簽約。第三，組成「罷工剷除小團隊」（strike breakers），包括主編、

助理編輯及若干資深幹員，配合一些人數較少而不肯參加罷工的記者，

使用更多的通稿及通訊社稿件等等（ibid., p. 10, 12）。

　　台灣方面，自從 1982 年 9 月 16 日的《聯合報》頭版出現國內第一

個以電腦檢排的報紙以後，台灣算是進入了報業自動化的列車，但一直

要到 1988 年 1 月前後，由於報禁解除象徵各報的競爭加劇、電腦中文

軟體較為發達之後，這個列車才算加快了速度，而記者直接輸入文稿的

情況，則是 1991 年入秋以後的事，但大抵僅及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

尤其是前者。

　　相較於前列三個英語系國家，台灣的報業主引進電腦與生產其報紙

商品時，可以說境遇最為順利，似乎沒有遭遇任何嚴重的挑戰。先就資

方的策略來說，透過形式不一的方式，散布印象，讓記者覺得學電腦輸

入，天經地義而不可走避、代表了進步的精神，或是以實質的誘因，鼓

勵記者向報社低利或免利借貸，購買個人電腦自行練習輸入，宣示報社

的電腦化政策及進程，要求記者配合等等。最常見的情況是資方在內部

刊物登載記者的學習經驗，以輕鬆「有趣」的文字，化解記者恐懼機器

的心理狀態，「起初有些怕怕，恐懼被報社與時代排斥；再接著就是在

報社的鼓勵下，用心學習，發現原來並沒有那麼困難。最後則是『不可

一日無此君』」（馮建三，1992，頁 56）。或是由組訓單位呼籲記者「全

面響應『中文報電腦化』的目標而努力。讓我們一同為『正練習中』的

記者同仁加油！」（王淑華，1992，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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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對於電腦輸入文稿這個涉及本身工作過程的措施，台灣

的記者並沒有強烈不滿之意，既然如此，則另一個層面的電腦化，亦

即涉及鉛檢工轉為電打工的過程，以及記者自行輸入文稿之後將另有一

批電打工因而失業的問題，本地的記者似乎更不可能感同身受，因此發

生於美澳英國等地的記者與印務工、白領工的團結與分裂之問題，在

台灣變成了不相干的現象。蔡綠君於 1990 年 4 月訪問了《聯合報》、

《中國時報》、《自立晚報》、《青年日報》與《中央日報》的總編

輯、印務部及資訊部負責人，提及印務員工意識到了失業、時間被剝奪

等問題，因此情緒常有低落的現象（蔡綠君，1990，頁 29）。1987 年

自立報系改為電腦檢排，並未安排人員安置及訓練計畫，從傳統鉛排到

電排，社力的立場是「整批換血，聘用年輕的女孩子較有耐性並便於管

理」，而「決定留任人員又被視為完全出自主管的個人好惡和主觀意

識」，因此引發怠工事件，持續一個多星期，報紙延遲出刊半至一小時，

見到這樣的反應，社方決定「提早全面自動化的腳步」。同年 10 月改

為全面電排以後，共有 22 人辦理退休（資方按勞基法支出 1,121 萬）、

34 人遭資遣（資方付資遣費 400 萬）。1993 年 2 月 18 日，《新生報》

一百二十名檢排員工聯合發表聲明，表示不滿該報資遣他們的方式。因

為省政府所屬的新生報以報紙編印的自動化作為理由，解僱了他們；其

間，該報只給員工三天的電腦訓練，然後宣稱省營機構已經盡了輔導員

工轉業的責任。次日，這些員工至立法院陳情，到了 3 月 12 日，四十

餘名檢排工人至新生報社門口靜坐，貼海報表示「報業競爭電腦化，犧

牲員工不像話」，3 月 18 日勞方至省議會請願，由省議員江上清接見，

並與省勞工處、省新聞處及新生報社協調後，勞資雙方協議達成，風波

暫告一段落。我國的報業，引進電腦檢排以及由記者直接輸入文稿之

後，到底引發了多少勞資衝突事件，尚待查訪，但觀一知百，由以上提

及的事例，或許不難推知，衝突的案件，可能不在少數。在這個過程，

工會方面曾經舉辦一場研討會，但似乎沒有產生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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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勞動過程自動化之後：勞資衝突、資方之間的衝
突、勞動者之間的衝突 

　　新科技進入資本主義的媒介財貨生產過程之初，經常會在沒有分析

整體市場的其他條件及生產「關係」所設定的限制下，引發一連串不切

實際的樂觀情緒。比如，桌上型出版，意味著個人可以在家中，相對便

宜地生產印刷品，固然是事實，但印刷品是否能夠在市場上具備競爭能

力或得到生存空間，很大一個問題是能否掌握流通管道，尤其是在台灣

的報業，更是如此。究其實，新科技出現之初，總是在市場起一陣騷動，

接著是產品的規格化、新形態需求產生，然後是市場飽和，而在這個過

程當中，規模較小的生產單位，也就越來越難立足，或是它們必須被更

大的生產單位整編，作為其外包製作單位的一個，這就是文化產銷日益

資本化之時，隨而運行的集中與壟斷的趨勢（Murdock & Golding, 1974, 
p. 213）。以新印刷等相關於報紙產業的新電腦電信科技而言，1986 年

3月及10月分別創刊於英國倫敦的《今日報》（Today；八開版面的量報）

與《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四開版面的質報），應該是兩個貼近

的例子。

　　這兩家報紙開辦之初，英國主要媒介的相關報導或評論，一片揄

揚之聲，輿論強調的重點，可以舉下述這句話作為代表：「艾迪 ‧ 薩

（Eddie Shah）的報紙，《今日報》實現了報業革命……七十年來，這

家報紙首次讓英國的報紙在科技方面的運用，榮登世界頂尖的十數家報

紙之林。」（Goodhart & Wintour, 1986, p. XV；MacArthur, 1988）。短

短數年之間，這家報紙兩度易手，先讓給了英國的郎羅（Lonrho）集團，

再賣予澳洲出身的跨國媒介鉅子梅鐸（Rupert Murdoch）。《獨立報》

帶給社會大眾的期望更高，因為它基本上是由 Andreas W. Smith 為主的

一群記者所籌資創辦的報紙，這些憑藉英鎊一千八百萬就開始營運的記

者，希望能夠借助「最新穎的科技」而進入報圈，起初一、二年頗得了

一些佳評，「贏得了公評而獲獎、贏得了讀者、也贏得了廣告商，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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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報紙。」（Crozier, 1988）但好景不常，科技固然降低了《獨

立報》進入報業市場的成本，其它報紙何獨不能同樣從這些新的科技

得到好處？後出的報紙不一定轉精，到了 1990 年代初期，不但該報海

外股東，企圖透過增資以取得更大的控制權，獨立報的內部營運協調

出現問題的消息，亦愈演愈烈而紛紛為人知曉（Glover, 1993）。另一

方面，從 1992 年至次年 3 月，《獨立報》的銷售量下跌了 5%，是英

國四家全國綜合性質報當中，跌幅第二大者，至於其總銷數則四家中，

敬陪末座。在這種情況下，評論者甚至因而認為，獨立報還能好端端

地生存著，已經是奇蹟。

　　除了英國報業生態，並沒有因為新科技的引進而產生本質的改變，

甚至應該說是報業產權的集中趨勢並未因而減緩以外，其他英語系國家

也有類同的情景。以澳洲作為例子，1986 年 12 月的全國性日報（不含

週報），「新聞有限公司」（News Ltd）佔總發行量的28%，「費發公司」

（Fairfax）佔 24%，到了 1992 年 12 月，前者爬升至 66.0% 而後者略降，

但亦達 22.2%（Chadwick, 1993, p. 18）；就雜誌發行量而言，同兩個日

期的資料是，「培克公司」（Packer）由 26.5% 增加至 48.4%，而新聞

有限公司則從 24.1% 略增至 26.0%（Pullan, 1993, p. 21）。從新科技得

到最大好處的資本家，如梅鐸，躊躇志滿地說：「科技摧毀了空間距

離的暴虐」，但誠如評論者所說，梅鐸忘了說「科技拉近了澳洲與美

國的距離，兩地緊密相連之餘，正是美國的文化及資訊充斥，致而澳

洲的種種聲音，為之窒息之目。」（Chadwick, 1993, p. 23）。

  美國印刷媒介的壟斷集中程度，近年來也是只增不減。尤其必須注意

的是，媒體家數（number of titles）的大舉增加，並不意味業主控制媒

體的能力，轉趨分散，與此相反，正是因為家數加多，而媒體種類也

增添。所以等於是憑添一股壓力，逼促資方設法讓相同或類似的內容，

分別在不同媒體形式出現，藉以收到較大的傳播效果。這種情形又以

電子媒介更為明顯，在可以播放影視節目的頻道，愈來愈多，造成觀

眾數量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製片者為了因應這個局面，因此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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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在不同播放管道相同內涵的節目或相近的訊息，藉以收取擴散的「漣

漪效果」（a ripple effect; Turow, 1992, p. 685），這正是所謂的媒體「融

合」（synergy）趨勢，對於資方的意義是，「相同一家公司各個不同

部份的協同合作，其總合收益將要大於其個別部份獨自運作而沒有互施

援手」（ibid., p. 683），而這種壟斷度增加的同時，交叉所有權及跨國

發展的幅度與速度也同步進行，致使出現融合狀況，形成媒介內容更高

的同質性，害損了多元的表現。又以美國最為明顯（Bagdikian, 1992, p. 
ix-x）。1983 至 1990 年代初期，控制美國大多數報紙的公司數目，由

二十減至十一；雜誌界的年營收，由二十家取得大多數利潤，至今只

有二家包辦；書籍出版方面，由十一至五家；有線電視頻道雖然增加，

但這一萬一千家系統，大多由七家公司囊括；影視節目的供應商，亦由

1981 年的八家，減半至 1990 年的四家（Time Warner, Paramount, MCA, 
Fox; ibid., pp. xii-xiii）。 

　　造成媒體產權集中，使公平交易法或反壟斷法束手無策的力量，

並非單純的經濟邏輯與市場機能，事實上，這整個過程清楚標示了政

商聯結而施力於文化媒體界的程度，日愈提高，記錄了資本的積累，

自以前至現在，都有賴於國家機器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齊力配合。

比較顯著的例子。至少包括了以下媒介事業橫跨多國的資本家：一、

法國最大的媒介業主 J. L. Lagardere，透過總理 J. Chirac 的佐翼，創造

了 Hachette 這家巨大的公司；二、在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的行政不

裁量之下，梅鐸才能購買《泰晤士報》等等報紙；美國前總統雷根所任

命的委員，主控了聯邦傳播委員會的方向，給予梅鐸特惠待遇，允許他

在同一城市，既擁有電視台又擁有報紙；三、出身義大利的媒介大亨 S. 
Berlusconi 善用他與義國前任總理 B. Craxe 的關係，在 1970 年代後半

葉，突破了私人不得經營電視「網」的法律規範（ibid., p. 245），到了

1994 年 3 月，他更是自行籌組政黨參與政治選舉並獲得勝利，很可能

成為義大利總理，而他的用意之一就在企圖謀取政治力以後，能夠舒緩

已然重大的銀行團財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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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方面，報禁解除的前後，正是各報相繼引進電腦編排的

時候，截至 1994 年 2 月，從報紙編排自動化得到最大優勢的媒體，仍

然不出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家大報系。同時，兩大報系支配報紙言論市

場的能力，在這個階段，亦甚有進展。1971 年，它們「只」佔據了全

國報紙發行總數的 40% 不到，1979 年，這個比例已經將近六成。報禁

解除前夕，它們攀爬到了 75% 上下的高峰。1992 年，兩報的市場佔有

率落至 57%。但總合它們報系的七家報紙（加上中時晚報、工商時報、

聯合晚報。經濟日報、民生報），則同年的讀者閱報佔有率是 87.3%（奧

美廣告公司，1993，頁 35-36）。雖說有人舉「蛙跳」（leapfrog）之說，

認為規模較小的報紙或許可以從先行者的經驗，得到教訓而不必重複錯

誤的投資，因此也就能夠節省成本。但就前舉歷史進程考察，新電信（衛

星）與電腦科技的應用，既然與原有大規模的報紙之擴張，同步進展，

則似乎不能不讓人質疑，在其它社會條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純粹就科

技因素而言，大報與小報之實力的落差，尚有可能會縮短而不是加大的

說法。

　　新科技進入報紙等媒體事業以後，資本家之間的爭鬥概略，已如上

述。再就報紙的勞工部門來說，電腦電信帶來的衝擊，更是巨大，約略

可以沿著三個向度加以觀察，一、性別結構的翻轉；二、勞動過程的變

化，又可以從勞心與勞力分別察考；三、勞心（記者）與勞力的衝突關

係。 

　　就性別問題而言，傳統鉛排工幾乎全部是男性的天下，到了電腦

輸入時，則已逆轉，變成純女性的作業員，站在資方的立場，在男性

支配的社會，女性原本屬於弱勢，其被建構的社會角色亦較容易控制，

因此作此轉換可以降低勞方對於資方的潛在威脅。這種情況在鉛印工集

體力量強大的例子，如英國的全國性報業，尤其具有重大意義，電腦是

一舉將桀傲不遜的男性鉛排工，掃地出門的利器。就台灣的情形而言，

第二節所引自立晚報的案例，可作良好的證明。其次，歷經性別轉換輸

入文稿由鉛排轉自電腦以後，它所需求的技術層次降低，等於是機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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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了勞動者對於其本身勞動過程的控制能力（Braverman, 1974），驗證

於印刷事業，更是如此，它表現於電腦輸入工，相對於鉛印工，只需訓

練較短暫的時間，由此延伸，則電腦輸入工的勞動後備軍也就更見充份

（Zimbalist, 1979）。就記者而言，除了螢光幕的幅射等所可能造成的

健康問題以外，由手寫改成鍵打，「本質」上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

甚至還可能「察覺到新科技對他們有利」（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英國記

者對於「經營管理階層的不信任感，由來已久，因此他們似乎還是對新

科技帶來的改變深表怨懟」；Self, 1990, p. 63）。編輯的情況則大不相

同。前電腦時代的編輯作業，鉛排等勞力人員的重要性，不亞於編輯，

等到所有的作業都可以在螢幕上完成，也就是圖文全頁組版之後，情

勢逆轉，在沒有紙筆的編輯室、沒有鉛字的印報廠裡，聯合報系月刊

（1991，頁 38, 30）裡的兩段話，描寫得相當生動：「用電腦編排（之

後），……原本要向排字房求救的，現在自己來就可以了，……如果有

一個題的字形下得不滿意，在從前的做法是重打，重打既慢又有可能挨

照相打字的白眼（在這裡也約略可以看出編輯真可憐，一笑）」；以及

「有一位拼版先生抓鉛塊的力道精準，速度快，再大一塊的邊欄也絕不

會失手打翻，所以他主拼最重要的二版。鉛字有油墨，很黑很髒，他表

現自負的方式，是每天穿白衣白褲及白皮鞋上班，從不染污。後來那家

報社實施電腦檢排，他也失去了每日的伸展台。」編輯慶幸的一刻，正

是鉛排工哀嘆技術被剝離的時候，而這也構成了自動化以後，勞心的編

採記者與勞力的印務部門之衝突的根源之一，已如前文所述。

肆、代結語——新聞從業人員的工會意識及相關知識、
報業自動化知識的生產：學術工作者能夠作些什
麼？ 

　　以上的討論顯示，新的電信及電腦科技進入報紙的編採過程以後，

一、原本存在著裂痕，或是原本尚存在著合作關係的報紙不同部門的勞

動者，不再能夠合作或間隙更形擴大；二、其中，編輯與記者並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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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致使其勞動力被貶值（失業），亦沒因此而使其技能被剝離（deskill-
ing），因此不算是新科技的失利者，然而，三、印務工人及電腦檢排

工人，已經並且未來很可能再因此而蒙受損失（失業∕ deskilling）；

四、長期以觀，編輯與記者亦有可能因為同屬勞動者身份的其它員工，

已受損失，致而喪失其集體的協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五、報紙事

業主，也就是資本家，囊括了科技的最佳部份的果實，但由於新科技

引進文化生產過程，實乃發生於大小資本家權力不均衡的脈絡中，因

此，眾多媒介資本家中，六、規模愈大的報紙（由於它們常常是更大

媒介集團的分支機構），從新科技的運用，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在這

六個緊密相連的現象，滾滾向前輪動的時刻，新聞媒體的壟斷獨佔程

度、商品化而距離媒介理應作為社會公器的程度，日復一日，新聞從

業人員能夠運作的自主空間，並且是為袪除商政勢力的自主運作力量，

愈形萎縮。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抵擋惡形惡狀的潮流，如何強化編採

記者的自主能力並使其朝向公共領域的營造而用力，應該是學院新聞

傳播科系之知識份子，在設計其教學課程，乃至擬定其研究方向時，

值得注意而且必須注意的。

　　台灣的新聞傳播教育，並不缺乏對於記者自主工會之重要性的提

示，如徐佳士教授即曾經慨言：「在把辦報的權利交給有錢有勢人士設

置報紙的同時，也應該協助把新聞專業的自主權授給業主們所聘僱的

新聞工作人員。授權的方式是協助他們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新聞人員的

職業團體，使他們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一方面實行自我約束，另

一方面確保他們在面臨僱主壓力的情況下，能夠順利地行使他們的自

主權」，並且，這個組織在「物質福利的爭取應在其次，主要是以集

體力量向新聞事業單位爭取並確保報業民主化所不可缺乏的新聞工作

自主權……也可以把廣播與電視等媒體的新聞人員納入這個組織……」

（轉引自瞿海源，1993，頁 304-305）。另一方面，關於報業自動化的

遠景以及相關問題（如失業、操作人員的健康等），亦有所論及（如：

汪琪、鍾蔚文，1988，第 2 章）。但把工會組織與新科技引進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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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問題，並聯觀察，雖然存在，但質量皆有不足（蔡綠君，1990）。 

　　1987 年 2 月行政院宣布次年 1 月將解除報禁以後，各報的自動化

速度慢慢增快；此外，這個時期關於記者工會的討論及介紹文字的質量

皆已經提高，而見諸報章雜誌記載的傳播事業的勞資衝突事件，亦比先

前增加。然而，結合兩方面問題的論述，仍然並未多見。 

　　翁秀琪（1987, 1988, 1992）就記者的內部民主、編輯權等等，引介

西方若干國家（尤其是兩德統一之前的西德）的實例，並用以反照台灣

的實例，比前人更為深入地探討了記者工會等組織，對於屏障新聞自由

及提振專業精神所可能發揮的作用。蘇正平（1993）則打開另一扇窗，

提供了東歐及日本的若干分析。翁台生（1991，頁 2-23）說，「新聞

記者要注重生涯規畫，除了報社資方……的配合……之外，最重要的還

是要看記者本身的醒覺……[ 要有 ]……自主性記者公會（本文作者按：

翁文的標題寫的是「工」會）……」。張碧華的實徵調查，重點在於探

討影響記者專業及參加工會之態度的因素，她的歸納是：「新聞工作太

忙，組織動員不易」、「新聞工作者參與的人數太少」、「新聞工作者

對工會的認識不足」、「工會幹部訓練不足」、「資方溝通誠意不足」

都是新聞產業工會難以發展的原因（張碧華，1992，頁 168-170）。簡

慧卿（1991，頁 122）的調查資料，彌足珍貴，論文結束前，曾指出很

重要的一個事實：「國外新聞從業人員籌組工會，起初……著眼於改善

經濟與勞動條件，而隨著時間經過，工會組織日漸擴大、協商能力增強

之後，乃進一步要求非經濟方面的權利，要求參與編輯方針的制定與人

事決策，也從事促進種族和平、新聞自由與新聞職業倫理的工作。」這

段結論，或許可以釋除記者工會不必然提升新聞自由的疑慮（瞿海源，

1993），也能夠提示工會不單只是要求「自主」，而且這個自主的「功

能」，在於完成某些更高的價值（如促進種族和平等）。

 然而，雖然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了新聞傳播工會之重要性，並且也

提供了若干具有價值的論述，但似乎：一、並沒有討論不同勞動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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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利益衝突問題，未能就其它已有工會運作的國家之經驗，提煉工

會知識以供本國新聞從業人員組織工會之參考、借鏡；二、尚未從新科

技引入之過程談工會的問題；三、對於推動工會成立及有效運作的動力

（agent），往往只著重於新聞從業人員本身或是資方及政府的開明作

法，尚未齊心協力，共同討論如何撰寫、設計相關教材，使勞動自主意

識成為新聞傳播教育的重要課程之一；四、除了工會文化在台灣久經壓

抑，因此不發達之外，沒有探討媒介結構的壟斷，對於工會參與程度、

理想工會力量的發揮，已經產生了哪些影響及意義。

　　本文的第二及第三節，已經略微填補了前段第一、二點的空缺，還

有第三及第四點尚未檢討，現在由後往前回顧。 

　　台灣的壟斷媒介結構，高過許多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比如，

以 1991 年為例，英國的 Murdoch、法國的 Hersant、德國的 Springer 以
及義大利的 RizzoIi-Corriere 等媒介集團（亦即擁有多報），分別擁有

該國報紙銷數的 34.7%、25.0%、23.9% 與 17.8%（Sanchez-Tabernero et. 
al., l993），而我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僅以一報之市場佔有率，已經

與前舉四個歐洲國家的媒介鉅子相當！因此，這也就等於我國壟斷地位

之媒體的利潤，可能還要高於歐洲同業，既然如此，這些媒介（到現在

為止，島外投資規模不大，利潤亦小，但若中國大陸市場開放，情況可

能變化，對於台灣媒體勞動者的影響亦將出現）轉而用以分潤、隴絡其

員工的資源，也就較多，於是，這些壟斷媒體的員工，尤其是編輯與記

者，因而變成傳播界的「勞工貴族」（labour aristocracy）。在這樣的

結構之下，產生了兩種不利於編採工會之理性運作的情況：其一，以我

國實況而言，三家電視台及兩大報的記者，身居勞工貴族地位，物質報

酬優沃，也就折損了組織工會的部份誘因。南韓電視台已有多次為了爭

取自主權而罷工的經驗，但在台灣則不可想像。報紙方面，中國時報與

聯合報勞心的編輯與記者，參加工會的人數極少，可以作為一個指標之

外，聯合報在遭遇退報運動之後，其工會的反應，亦暴露了新聞媒介工

作者（編輯、記者與行政人員）欠缺自主的意識。其次，其它報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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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例外，均處於長期虧損狀況，其編輯與記者若不滿意其工作條件，

往往不具備充份的籌碼與報業主爭取權益，或是他們可能訴諸個人的解

救方式，亦即轉赴大報任職，變為勞工貴族。

　　在國家機器及資本家都從媒介的壟斷結構得到收益，而傳播界勞動

者又因為主客觀條件，沒有能夠成立集體的組織之情況下，自主工會的

成立及理性的運作，應該從哪裡得到輔助的力量？也許，新聞傳播學術

界的教育工作者，可以扮演一份角色。畢竟，學院教師在未來的媒體從

業人員的養成過程，擔當工作，就此發揮作用，正是完成社會賦予教育

者的責任。如何糾集同樣有此想法的力量，在研擬傳播教育的課程時，

納進關於勞動自主意識的科目，討論工會組織在歷史過程中，在其它行

業其它國家所遭遇的問題，從中則逐漸凝煉撰寫教材的資料，或許是企

圖為健全的資訊環境略盡棉薄力量的傳播教育工作者，值得排入優先的

工作項目之一。 

　　這個工作相當艱巨，不止是因為台灣學界乃至一般實務界，長期受

到外在環境的約制，因此撰寫、教授相關書籍與科目，原本從較低的起

點開始，更重要的是，這個層次的工作，進行得再好，畢竟都只是改善

「主觀面」的勞動自主意識的不足，如果沒有配合「客觀面」的媒介壟

斷與國家機器之利益共生的改革，總是難以竟功。不過，主客觀的分辨，

往往並非涇渭分明，而實際上往往存在著辯證（dialectic）的關係；如

何解決主客對立之困擾，並無捷逕，只能面對。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道爾，晚近從政治民主的分析，轉入了經濟民

主的分析，他指出，建立制度讓人們從經濟層面參與公司營運的決策，

亦就是力行產業的內部民主，最大可取之處之一，在於人們比較容易經

此程序清楚知道自己行動的結果，也就比較能夠為自己行動擔負道德責

任；因此，雖然它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產業」民主未必能夠解決

「經濟」民主及「產業」民主之間，經常出現的衝突甚至矛盾（尤其是

經常發生於高壟斷程度的產業，如前文已經論及的台灣報紙及三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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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問題；理論探討的部份，請見許國賢，1993，頁 163-165）。其次，

道爾也明白指出，關於產業民主的眾多經驗性研究，雖然並不能告訴

我們，歷經參與的勞動者，是否就因此而比較有歸屬感而降低疏離感。

然而，這些檢驗產業民主的研究，都只是擷取短期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

（因為產業民主化的公私企業及組織，為數不多而年代較淺），但道爾

「禁不住要以為，如果（按：員工）自行管理組織營運的實驗，能夠維

持長久，歷經百年」，則經濟民主的效果必定浮現，人們由於能夠更為

接近地了解本身的行動，將產生什麼結果，其道德原則將因此而更能確

立，巨大的財產為了追逐利潤所帶給人們的種種不民主的惡果，理當減

輕許多（Dahl, 1985, p. 98）。 

　　傳播教育，其它學科的教育亦同，如果能夠秉持這樣的認識，在其

教育課程納進工會意識的養成，以及工會問題與歷史的探討，讓未來將

成為新聞編採人員的在學生員，於正式在學校求學期間，透過這些課程

熟悉追求工作自主所可能面臨的處境，那麼，繼政治民主之後，經濟民

主為人類帶來更大更根本的福祇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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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迷思 *

趙雅麗

壹、研究問題與目的

 兩岸的電視文化互動，在 1987 年政府開放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地

區探親後，打破過去完全隔絕的狀態，展開初步實際的接觸。90 年代

以來，儘管兩岸文化交流活動開始活絡，但實際而言，兩岸電視媒體的

交流，始終處於非對等平行之互動狀態；就客觀事實來看，兩岸電視媒

體的交流，長期以來在促進兩岸關係的發展、民間交流的推動上，確實

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俞雨霖，1992）；然而，不容否認的，由於目前兩

岸間存在之實質對立的政治關係與情勢，使得兩岸電視文化的交流，仍

然無法免除來自政治層面的干預與操控，呈現出極為錯綜複雜的面貌；

就現實情況而言，兩岸電視媒體間的互動，不僅是影視文化間的交流，

更摻雜了複雜的政治角力的意涵。

 ……在兩岸交流日漸頻繁、「三通」尚未全然暢通之際，兩岸的電

視文化交流，將受到哪些政經情勢的扭曲與衝擊？我們要如何回應與期

待這種交流的趨勢？台灣的主管機關在政策法規與心態上，宜如何積極

回應？這些相關的問題，皆值得觀察與評估，並深入研究與探討。本文

擬扼要闡述兩岸電視節目互動的實際現況與侷限，同時探討與分析兩岸

政治、經濟互動的現況與困境，並試圖說明在目前政經的困窘情勢下，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57 期，頁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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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電視文化交流所呈現的面貌與迷思；最後，本研究試圖對兩岸電視

媒體交流的相關問題，提出概念、原則性之個人的看法與建議。……

貳、兩岸電視節目交流的現況與侷限

一、大陸電視節目在台播放的現況

 ……大陸中央電視台是「國家」電台，直屬「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

部」；目前該台共有八套節目（詳見北京廣播電視學院，1995）。為了

增加收視效果，迎合台灣地區觀眾的口味，中央電視台於 1992 年 10 月

1 日起，針對台灣、香港、澳門及亞洲華人社區推出第四套節目，這是

一個 24 小時播出的國際性頻道，也是第一個全球性的中文頻道，訊號

覆蓋率遍及全球各大洲約 95% 的人口；其內容選自中央電視台第一、

二、三套中的精華節目，並自庫存節目中混合編輯而成，大多是新聞與

專題性質節目（陸委會，1992，頁 141-143；劉現成，1995；謝豐弈，

1993，頁 30）。中央電視台的對台辦部門並正式獨立為「第四套節目

編輯部」，統一製作對台、港、澳的宣傳片。

 目前大陸影片對台播送的管道，除了上述之大陸電視台直營的衛星

電視如中央電視台外，另一種就是非大陸地區的境外衛星與無線電視

媒體，包括三台、CNN、香港衛視、TVBS 等媒體轉播的大陸影片。目

前台灣有線電視的滲透率已達七成五（劉幼琍，1996），一般有線電視

訂戶皆可透過「第四台」直接收視大陸中央電視台的第四套衛星電視節

目。過去多年來，中央電視台的衛星節目轉播，一直是國內衛星政策法

規與節目管理上的一個漏洞與特例。基於無法有效管理的事實，與配合

兩岸新聞傳播交流的開放政策，新聞局於 1996 年曾修改相關法規（即

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台灣地區或在台灣地

區發行製作播映許可辦法），有限制地開放大陸電視節目在台灣地區播

出。政府對大陸影視節目鬆綁後，國人透過各種管道接觸大陸影片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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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幅增加。此外，透過其他境外衛星所播送的大陸影視作品，無疑的

也間接延伸了大陸電視文化的影響力。

 根據新規定，大陸片轉錄為節目在無線或有線電視頻道中播映的配

額，每年僅限十部，且必須是專案核准的；而轉播中央電視台的衛星節

目只要內容不違反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國內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皆可向新聞局報准後播出；但大陸片轉錄為節目在無線或有線電視頻

道播映的，則必須事先送審，且是在專案核准的十部影片限額內，如

有違規，以系統業者為處罰對象。儘管新聞局表示：大陸影片經過境外

衛星媒體轉播，必須先向新聞局取得播送許可才能播出，然而現實環境

中，大陸片早以毫不受限，昂昂然地進入了台灣的家庭。

 ……總體而言，大陸對台之視訊政策的進程係「由少而多」（節目

數量），「由短而長」（播出時間），「由博而專」（節目主題意識），

「由點而線而面」（由一台變為多台）（江支文，1995，頁 64）。

二、台灣電視節目在大陸播出的現況

 ……目前台灣影視、音像製品在大陸播映的相關事宜，也是由廣電

部統籌管理。大陸相關的管理單位對台灣影視、音像製品的引進、播映，

在數量與內容上皆有嚴格的控制；根據大陸的中央宣傳部的管理辦法，

凡引進、出版、播映台灣影視作品等皆須經「廣電部」審查、批准；目

前大陸絕大多數的地方電視台，都不能從境外的影視機構進口影視片，

中央電視台獨享影視片的進口權，維持其一貫壟斷全國電視業的地位；

而放映台灣影片，每年暫不超過五部；每年引進的台灣連續劇，不超過

二十部，播放十部左右；其中，中央電視台和北京、上海、廣東、福建

四省市電視台，每台每年播放不超過二部（每部平均兩小時左右；詳見

陸委會，1995）。

 此外，大陸「中央宣傳部」的管理辦法中亦明文規定，對北京、上

海、廣東、福建四省市引進、播放的台灣電視節目，由省市廣播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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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並報廣電部備案，其節目只限於本省市電視台播放，如在其他省

市電視台播出，需經廣電部批准（陸委會，1995，頁 120）。我方製作

之電視節目包括連續劇、教育文化及公共電視等，通常即是經由電視台

或製作公司「輾轉」銷入大陸，在大陸各地方電視台播放。儘管如此，

基於市場機能的調適，台灣戲劇節目仍在大陸許多電視台播出。根據中

共「廣電部」的人員說法，至 1994 年底，台灣連續劇在大陸播出總時

數近三千小時，但有關台灣資訊性節目，在大陸則不多見（蘇起、張良

任，1996，頁 278）。

 此外，大陸國務院亦頒布法令，禁止電視台、電視轉播台、有線電

視站、共用天線系統轉播衛星傳送的外國及台、港、澳境外電視節目；

有線電視更明令規定，境外節目必須經過中央或省級以上的廣電管理部

門的審查核准後，方可播出，且對境外節目播出的核准程序、時段與總

時間都做了明確的規定（詳見陸委會，1996）。近幾年來，台灣的連

續劇和流行歌曲，曾對大陸的觀眾產生了相當程度的震盪與衝擊。這種

通俗文化超越政治的影響力，使得大陸當局頗為疑慮，認為其可能帶來

「資本主義的精神污染」；他們認為影視節目的交流日增，可能使大陸

人民在思想與價值觀念上受到台灣自由民主思潮的激盪。……由大陸官

方對境外電視節目的嚴格控制，可見其對外來文化入侵可能產生之「文

化汙染」的防範與顧慮。

 雖然目前大陸三令五申明文禁止私人接收國外衛星節目，但大陸沿

海與偏遠地區民眾，仍可私自接收台灣的節目，譬如廈門沿海及地勢較

低的地區，只要加裝天線就可以收看華視的節目；自從金門轉播站設立

後，廈門幾乎所有地區只要加裝天線就可以收看台灣三台的節目，在某

些與金門距離較近的島嶼上，三台的收視效果甚至比廈門本身提供的有

線電視頻道更清楚。面對這種「非法的」收視行為，大陸政府防不勝防，

廈門當局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於大陸相關法令規定，以外

人投資的方式是可以接收境外的衛星節目，因此目前我政府亦有意透過

民間有線電視業者，或由台商集資組團，向大陸方面反應，以接收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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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節目的方式，使前往大陸投資的台商得以掌握台灣與大陸的相關訊

息。……

參、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困境

 依上述所論，不難察覺，兩岸電視文化長期以來在錯綜複雜的政經

情勢下，呈現了極端扭曲的面貌，也形成了不易釐清的謎團。……以下

分述之：

一、政治意識型態的干擾

 ……大陸過去長期未經授權，即對我強行播放衛星電視節目之舉，

無異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兩岸分裂分治的現象，將台灣矮化為「地方」政

府（趙雅麗，1994，頁 6）。以國內過去在主辦各項影視活動與大陸交

涉接觸的經驗來看，大陸始終將我國的影視交流活動矮化為一「地方

性」的電影活動，而拒絕認同、參與，刻意地以政治手段打壓與孤立我

國的影視交流活動，並藉以否決我國的政治主體性與主權的獨立性。

 由於大陸當局一向否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外宣稱台灣

是其領土中的一個省份；由於他們認為大眾媒介本來就是受國家控制的

宣傳工具，因此利用衛星對台播送電視節目的行為，對大陸政府而言，

只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行使其在「本國境內」自由傳播的權力，所

以其不僅逕行轉換系統針對台灣播送衛星節目，且事前並未依循國際

慣例或規範通知我國，或要求與我國諮商。這不僅可能使國際間將此種

交流的形式，視作內部彼此諮商的結果，也可能使國際社會對我與中

共之間「一個中國」之主權認定的問題無所適從，同時也將造成台灣

民眾對政府之政治立場與大陸政策的原則，產生混淆與誤解（趙雅麗，

1994）。

 就事實而論，大陸衛星電視刻意更改系統，且未予授權即逕行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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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的確是一項「不友善」的舉動，它不僅違反了國際衛星廣播的慣

例，並且也明確違反了國內多項傳播相關法規，如廣電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款：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第二款：違背反共復國國策或政府法

令，以及第五款：散佈謠言、邪說或淆亂視聽；並且也不符合有線電視

節目播送系統暫行管理辦法第七條：有線播送系統播送之節目及廣告涉

及他人權力者，應經合法授權，始得播送。若依以上之法規的限制與政

策的方向，禁止大陸衛星電視的播送應是依法有據；但法規是一回事，

事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雖然新聞局曾發函通令全省社區共同天線業者

不得轉播中央電視台及雲貴台節目，然而由於大部分第四台都在轉播，

社區共同天線業者為了市場競爭也都同步播映，國內各大報與相關性之

雜誌更刊出中央電視台的節目表，新聞局對此情況，誠然是心有餘力不

足，無法作有效的管制（趙雅麗，1994）。

 ……新聞局的因應措施中，真正可議之處應是其在開放的政策下，

仍難擺脫泛政治化的心態、觀念與作法，譬如對大陸影視節目審查的模

式，竟仍是延續過去管理三台的模式，採「先審後播」的方式；雖已

開放並准許播出，但意識型態的審查標準，仍未脫離政治戒嚴的階段；

兩岸電視文化的交流，無論現階段開放的尺度如何，依然顯現政治力量

的疑慮與干預，「文化警總」的管理方式、角色與心態，尚待積極調

整。循序漸進的開放原則，在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的架構下，或許為一

不得不的作法，然而政府在認知與作為上，仍應做好心態的解嚴與調

適。……

二、媒介市場結構與媒體經濟利益的衝突

 兩岸電視文化交流，除了受政治情勢的侷限而導致泛政治化的干擾

外，亦有經濟層面的考量與疑慮。最近幾年來，亞太地區蓬勃的經濟發

展，廣大的華語人口與強大的媒介市場之消費能力，配合著逐漸開放的

政治環境，使得亞太天空成為全球最熱門、也最景氣的衛星市場；國際

財團經過審視評估，紛紛向亞太衛星市場叩關進軍。從經濟利益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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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看，以台灣、香港和中國為核心的地區，儼然已形成了一個廣

大的「大中華」影視市場，也成為國際知名的傳播經營者垂涎與爭霸的

戰場（楊志弘，1995）。

 近年來，大陸積極發展與介入衛星事業，處處顯露其欲爭取亞太地

區衛星主導權的野心與向外擴張的企圖，由近日的多項作為亦顯露其端

倪。首先，大陸積極介入亞太地區的衛星供應市場，此可見諸於其衛星

發射部門與通信衛星部門間的密切合作，參與投資亞洲衛星通信公司，

並成立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詳見江支文，1995；呂郁女，1996）。

在當今亞太地區的廣播電信市場，普遍成為全球大企業矚目與競爭焦點

之際，大陸挾其在技術、股份與轉頻器方面之既有之優勢條件，投入

競爭行列，在亞太地區衛星事業上嶄露頭角；大陸在此一相關事業上的

投資，不僅獲利甚豐，且亦在國際衛星市場行銷上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

驗，擁有了實際主宰亞洲衛星電視走向的能力。近年來，大陸衛星電視

更積極走向世界舞台，除了向亞洲地區播出外，中央電視台與部分省級

電視台聯合成立了「美洲東方衛星電視台」，每天向北美地區播出八小

時節目，大陸衛星電視不僅走向世界，更已積極地促進了中西電視文化

的交流（謝豐弈，1994）。

 此外，大陸的廣播電視事業，近年來走向商業化的發展趨勢，亦有

目共睹（陳懷林，1996；趙金玲，1996）。……政府的角色，由過去管

理、規定配合、限制發展，到今日的整頓輔導。眼前可見的趨勢是，大

量的外資投入與技術的配合，將大幅地改變過去大陸電視節目樣板戲的

刻板表現形態。目前眾多國際娛樂集團皆看好「九七大限」香港回歸大

陸後，中港合作的演藝市場。未來大陸政府若積極以國家豐厚資源，將

廣電業納入審核規劃，配合海外交流的趨勢與需要，淡化意識型態的差

異，其邁向全球華人媒介市場的實力，實不容低估與漠視。

 ……近年來，我國政府雖然欲與香港、新加坡一起競爭亞太媒體中

心的主導權，結合衛星電視及有線電視，以台灣為基地，向大陸市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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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製作具中華∕東方民族特色、適合世界市場的媒介產品，最終將台

灣發展成亞太華語節目的製作中心（洪清田，1995）；但是，就現實情

況來看，我國在衛星事業的籌畫發展上不僅起步甚遲，在現階段兩岸的

政治情勢，與大陸在亞太衛星發展計畫中之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之下，尤

其顯得困難重重，舉步維艱；此外，就節目的製作能力，人才的供應與

素質，或相關技術的資源與外在整體媒體環境發展上的配合，都面臨嚴

重的不足與匱乏，與大陸透過集權管理力量所形成的影視文化工業集團

之積極作為相較，台灣在未來欲成為亞太媒體製作中心的理想，無論在

軟硬體發展與內外部環境之配合上，皆缺乏利基點。

 就媒體經濟利益而言，大陸的十二億人口無疑提供了一個全球最大

的華語市場，由於語言與文化的鄰近性，大陸地區自然成為台灣媒體節

目與文化傾銷之最大的消費市場，其商業利益遠景十分可觀。毫無疑問

的，幅員遼闊的大陸，也勢必是未來全球衛星電視經營者與節目製作商

覬覦之潛在的一個無限寬廣的市場；由於目前大陸的政治環境的限制，

及對外資介入媒體事業的保守態度，世界各地外資欲進入大陸市場苦於

無門，紛紛將焦點轉入台灣市場，並以台灣為未來進入大陸的實驗場所

和前哨站，以為日後投入大陸市場熱身。

 但是，值得深思與警惕的是，儘管國際節目製作商與衛星頻道經營

者皆極力爭取台灣此一有利可圖，且極度缺乏節目的市場，國際著名的

電影公司與傳播集團，卻沒有一家公司的總部設在台灣。這種現象，使

得台灣的業者不但喪失了與國際媒體互動切磋的傳播生態與環境，也失

去了媒體環境國際化的機會，在邁向亞太媒體中心之大道上，喪失了掌

握主導權的先機。就實際的情況分析之，儘管台灣目前是亞洲最大的電

視節目市場，但是國內這波有線電視開放獲利最大的受益者卻是國外的

衛星頻道經營者；本土衛星頻道經營者由於規模小、經驗少，節目資源

累積也少，故在整體競爭上是相對的弱勢。

 ……目前兩岸在電視節目交流方面，明顯地呈現失衡的現象。比較



Chapter 2   社會變遷	 143
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	

兩岸相關單位在影視媒體節目進口與播出的管理政策與法規時，亦不難

發現，相對於台灣這幾年來的開放趨勢而言，大陸對我國的電視節目仍

處處圍堵，設限十足。我國的政策規範，似乎較能配合兩岸關係的演進

與政府既定的兩岸政策，而逐漸鬆綁；然而，這更凸顯了兩岸間在影視

文化交流上，無論方式與質、量皆明顯不對等與不均衡的現象。兩岸間

這種非對等交流的現象，也引發了經濟利益失衡的疑慮與衝擊。……

　　國內業者雖欲瓜分亞太地區廣大衛星市場的大餅，但礙於我國衛星

傳播政策欠缺通盤性的考量，也缺少積極的輔導體系與規劃，而政策法

規制定的基本精神、依據與內容，也衍生諸多的爭議；且衛星廣播電視

法至今亦尚未審議通過，在此政策不明，爭議尚存，遊戲規則未定的「空

窗期」，本土衛星經營者多採取消極的模式經營，以規避國內傳播法規

之約制，致放任現有的節目資源為他人利用，殊為可惜。就實際情況而

言，台灣若遲遲未能提升媒體市場的競爭力，特別是在香港主權歸還大

陸後，在大陸與香港媒體合作的強勢挾制下，無疑地將更為不利，在競

爭的市場中將陷於孤立和劣勢；短期內，我國相關法令若仍未明確頒佈，

在時效性的考量上，恐將錯失亞太地區天空發言主導權的先機，這無異

也等於坐失了介入廣大亞太衛星市場的契機，僅就經濟效益而言，損失

實難以估計。

肆、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

一、兩岸電視文化的異同

 在探討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困境與迷思之前，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兩

岸文化交流的本質與意義。一般而言，「跨文化傳播」是指兩種異質文

化間有意圖的傳播互動歷程（Samovar & Porter, 1994）；然而，台灣與

大陸基本上卻屬於一個同質性甚高的文化，雖然兩岸人民分隔四十多

年，分別生活在不同的政經制度中，並各自於傳統的中華文化下，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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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之「地理區域」（geographical area）的文化面貌。但是無可否

認的，兩岸文化仍然是奠基於中華文化的傳統上。

 ……台灣電視充斥了大量美國的節目，其中承載了以美國為主之西

方世界的訊息與價值觀，這種電視媒體美國化的現象，可說是台灣整體

政治現象的一部分（郭力昕，1992）。若由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來看，

台灣電視「美國化」的現象應不難理解；上述之外來的種種影響因素，

對台灣主體文化的發展注入了許多的變數，使得本土文化不僅喪失了自

我定位與自主空間，也使台灣的文化體質脆弱且抗體稀薄。

 四十多年來，台灣參與了東亞成長的經濟奇蹟，卻並未甩掉大陸政

治理想的遺產。政治意理與經濟現實長期失調，形塑了台灣特殊的電視

文化，也形塑了台灣電視文化的雙重人格（李金銓，1987）。就台灣

四十餘年來電視制度的演變過程來看，中國意識始終打壓，甚至敵視地

方色彩的電視文化發展，這由國內廣電法中對本土方言節目的壓抑與限

制可見諸一般。換言之，中國意識主宰了台灣電視文化長期以來發展的

走向；這種排他性的文化霸權與大一統的文化沙文主義，在國內政治解

嚴，媒體解禁的大環境變遷下，方呈現轉機。近年來，台灣鄉土劇大行

其道，也正反映了台灣意識也開始對大中國意識主導的本土電視文化，

進行反撲。綜而言之，四十餘年來，在大中華的文化傳統與中國意識型

態的統治壓制，再加上西方媒體霸權的影響下，使得台灣的電視文化與

大陸其他地區有較大的不同，呈現了一幅極為破碎與扭曲的面貌，也形

成了今日台灣電視文化問題的特殊性。

 相對的，大陸文化雖然也承繼了中華文化，但四十餘年來，在共產

主義的意識型態控制下，視儒家思想為守舊之餘孽，而進行了一場對傳

統中華文化的大改革；然而大陸卻仍然保留與代表了中華文化傳統的主

體性。1987 年大陸門戶開放後，逐漸與西方現代化的主流文化相接觸。

然而在傳統的大中國意識下，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憂患情

結，使得其對外來文化的侵略，仍深具戒心（李金銓，1987）；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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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僅對境內電視節目嚴加管制，並強力圍堵境外電視節目的入侵，以

免造成對大陸傳統文化的影響，防止因量變而導致「社會主義精神與文

化」之質變。……

二、兩岸政府與兩岸電視文化交流

 ……台灣進入大陸的影視作品，受限於大陸目前的政策與規定，遠

不及大陸影視作品在台播出的數量。這種在量上不對等的交流現況，多

少模糊了我們對兩岸電視文化「交流」之初衷與期待的體認，而使我方

萌生「文化入侵」的憂慮，民間相關電視業者產生被打壓與競爭的憂患

意識，使兩岸電視文化交流呈現誤導與干擾，扭曲為以經濟利益為導向

與目的的互動關係。

 四十多年來，台灣在經濟的發展上擁有傲視全球的成就，在現代化

的程度上也有遠超過大陸的表現，但是在面對大陸電視節目之傳統中華

文化的強勢「入侵」時，仍不免引起兩極的回應：一方是引發了國人重

新思考自身民族與文化形式的危機意識；另一方面則激發了文化侵略、

腐蝕台灣意識，以及打壓本土演藝文化事業的聯想與爭議。雖然，兩岸

的電視文化在分隔四十餘年後呈現的是一種同質而異生的文化形貌，但

大陸在實質上畢竟仍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缺乏本體性，且體質不良的台

灣文化，在面對大陸化時，不免產生文化的抗拒性與移情心理兩種相互

矛盾的情結。

 綜觀 1996 年台灣戲劇的天空不難發現，過去不被市場看好與重視

的大陸劇，展現了風雲再起之勢，由【武則天】、【末代皇帝】、【唐

明皇與楊貴妃】、【宰相劉羅鍋】，到中日合資拍攝的【大地之子】等

劇集之播出，皆引起台灣觀眾的迴響與收視率上的轟動。由此風靡情況

或可推之，本土民眾對大陸的「傳統文化」中潛藏未露、挖掘不盡的「題

材」，仍存有高度好奇與嚮往之心。近幾年來，台灣本土電視劇欲振乏

力，雖不乏用心、求好心切之作，但粗糙、草率製作者更多；大陸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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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引起的收視熱潮顯示，國人對台灣過度商業化的電視節目，或許逐

漸產生了某種倦怠；這些拋開意識型態色彩，藝術價值極高的大陸通俗

影視作品，對現今台灣工業化社會過度氾濫的消費文化，可能形成某種

層面的刺激與衝擊（蘇曉康，1992），同時更對國內業者提供了一個省

思的機會。「越是民族的形式，就越是國際的」，與其批判大陸電視文

化的強勢入侵，此時，我們該捫心自問的是：台灣的文化形式為何？（譚

志東，1996 年 12 月 17 日）。

 ……過去兩岸對峙時期，政府將大中國意識盲目地灌輸在台灣的電

視媒體中，隨著國內政治解嚴，媒體解禁，整體環境的變遷，如今又開

始積極呼籲全面本土化。在長期扭曲的制式思想教育下，本土文化失

「根」的現象相當嚴重，而在社會長期恐共反共的教育思想與集體心理

反映下，媒體過去或許亦不曾真正傳達過正確之「中國」的圖像。過去

國人被教育以恐共的心態來面對大陸的種種，民眾也習慣性地以過去一

貫反共的價值觀，來面對現今大陸的文化影視作品。過去大陸片無法為

本地觀眾接納時，將之歸因於文化、價值的差異，使國內民眾一時尚無

法正視大陸近年來在影視戲劇上的成就，更不知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之。

今天兩岸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許只是我們

彼此各自的「傲慢與偏見」。……

伍、對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一些延伸性見解

一、被扭曲的天空

 ……大陸與他國衛星電視節目在台播出，固然提供了我國觀眾更多

樣化的選擇，但受限於諸多內外在因素，我國目前仍完全處於被動接收

衛星資訊的地步，因此自然淪為大陸與其他媒體科技強勢國家大量傾銷

產品的對象；此種「單向流通」的現象，難免造成國內有識之士對本土

「文化自主性」淪喪的隱憂與爭議，儘管兩岸電視媒體間的交流，實不



Chapter 2   社會變遷	 147
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	

應以一般跨國間之文化交流的問題視之。

 目前我國衛星傳播政策的基本立意與精神，仍有頗多爭議；且衛星

廣播電視法尚在立法院擱置，尚未通過，現有之不適用的傳播相關法

令，也多未作及時修訂，使得國內收視與管理衛星節目的現況異常紊

亂，政府公信力明顯地受損。大陸強行對台播送衛星電視節目的事實與

管理上衍發的爭議，只是暴露了國內衛星問題之冰山一角，其引發的不

應僅是文化入侵、思想統戰或不對等交流的疑慮或困擾而已，而是呈現

出我國對衛星科技的引進與管理，似乎缺乏整體、全面、周詳與前瞻性

的全方位考量。……

二、回歸純正的兩岸電視文化交流

 由於過去海峽兩岸長期的分治與對峙，彼此不僅陌生、疏離、存有

猜忌，且認知差距頗大，因此透過超政治媒體文化的互動，作為兩岸關

係未來進展的媒介，拉近彼此的意識認知與隔閡，以建立兩岸民間對中

國問題與前途之共識，實為台海兩岸現階段必須共同積極推動的關鍵途

徑。無論兩岸關係有何演變，目前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大陸堅持不

放棄武力統一，也不可能對我方放棄其意識型態的滲透，大陸絕不會手

軟地透過政治手段打壓我國在國際社會生存的空間。直至目前及可預見

的未來，我們可以預期，兩岸的媒體交流仍很難擺脫內外政治環境的牽

制；因此大陸仍然是我國向外發展上需要面對與克服的最大阻力。此外，

目前兩岸政府對電視媒介的認知歧異和差距，也使現階段兩岸電視交流

正常化的困境無法突破。國內主管機構受限於層層政治、意識型態與大

陸政策的限制與包袱，亦有不同於彼岸政治掛帥的考量，欲使兩岸（衛

星）電視的「常態性」交流，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似乎遙遙無期；欲

開創雙贏的局面，共同邁向二十一世紀，仍有待突破。

 儘管如此，現階段兩岸民間的文化交流只能前進，已無法後退。畢

竟我們可以合理的期盼：兩岸通俗文化的交流是超政治的，也唯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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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軟性和柔性的媒體文化交流，才可降低兩岸極端非理性之政治行為

出現的可能性。然而，在進行兩岸媒體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如何擺脫政

治力量的干預與意識型態的束縛，乃致兩岸情感上的糾葛；在媒體利益

競爭，經濟動機主導的情勢下，如何維持互補互利的共生局面；在兩岸

文化較勁、意識型態競逐的隱憂中，如何擺脫雙方執持之傲慢與偏見，

動機純正地進行彼此受惠的「文化」交流等等，在在都是一連串充滿迷

思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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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

之初探研究 *

王泰俐

壹、研究源起

 「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是近代新聞學中，幾個最容易引起

熱烈爭論的議題之一。只要有爭議性的大新聞發生，媒體如何一致性地

以訴諸感官的新聞處理手法報導，極容易成為媒體批評論戰的焦點。不

過，我們究竟要如何標誌這種「訴諸感官的新聞處理手法」，是「小報

新聞文化」（tabloidization）？「狗仔隊新聞文化」（paparazzi）？「資

訊娛樂化」（infotainment）？還是「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雖

然這幾個新聞名詞經常被相互替置，成為彼此的代名詞，但是以系統性

的研究方法探究此議題的傳播研究，相形顯得冷清沉寂。

 ……本文將首先探討「資訊娛樂化」的跨媒體、跨文類現象，以突

顯電視新聞「感官主義」所處的媒介脈絡，並探究「感官主義」意涵從

70 年代至今的演變。其次，本文將從電視新聞美學以及電視新聞敘事

理論，說明本文如何定義「感官主義」，同時藉麥克魯漢的觀點，闡釋

作者為何由電視新聞的「形式」出發，從事「感官主義」的探究。這些

理論提供本文建構一內容分析的架構，以比較台灣三個風格殊異的電視

新聞節目如何呈現「感官主義」，並探討這些呈現差異的意義。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81 期，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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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電視新聞「感官主義」之意涵

 台灣媒體報導政商影藝名流或社會秘辛等所謂「八卦新聞」類別已

經存在數十年，但是 2001 年《壹周刊》在台灣發行後，「八卦新聞」

文化日益高漲。所謂「八卦新聞」，據說來自香港新方言，意指「愛打

聽別人隱私、愛說是非、愛管閒事、樂此不疲，『謂之八卦』」（林思

平，2002）。英美等地的媒介研究則以「小報文化」（tabloid）一詞來

指涉此等非傳統新聞專業經營之報刊雜誌媒體。

 ……80 年代末期，「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這個新複合字

出現在美國，企圖描述這個電子媒體新聞文化的重大轉變。當時由於美

國有線電視的市場逐漸成熟，鯨吞蠶食無線電視收視市場，整個媒介

環境陷入一種激烈競爭的狀態。越來越多的新聞報導節目為了吸引習於

圖像文化的年輕族群觀眾，使用大量的炫目的視覺畫面、電腦合成動畫

以及快速節奏，將電視新聞製成類似「新聞麥克雞塊」（McNuggets of 
news）的產品，就像電腦遊戲或 MTV 一般輕薄短小的產品。當時「資

訊娛樂化」這個複合字就是意指一種「將新聞和時事節目中資訊和娛樂

兩種成分混合而重製成的新文類」，以滿足閱聽眾閱聽資訊時的「娛樂

需求」為最主要考量（Thussu, 2003）。

 本文認為，時至今日，這種「麥克雞塊」圖像式的新聞形式，早已

因為跨媒體競爭的態勢，由電子媒體延燒回平面媒體。因此「資訊娛樂

化」或可視為一個跨媒體、跨文類的資訊產製現象，同時指涉新聞主題

與新聞形式的娛樂功能，與過去文獻中出現的「八卦新聞」或「小報文

化」傾向定義為「軟性新聞主題」，指涉的面向可謂更加廣泛。但是如

果要研究特定媒體如電子新聞媒體，近年來究竟如何將「新聞資訊」與

「娛樂」冶於一爐，僅用「資訊娛樂化」這個跨媒體的資訊產製概念，

似乎又不盡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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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電子媒體獨具流動影像以及聲音表現的媒介形式，涉入閱聽眾

的感官經驗較之平面媒體更加豐富多樣，因此本文選擇以「感官主義」

一詞，來指涉電子新聞媒體近年來偏好以辛辣的新聞主題以及令人目眩

的數位傳播科技形式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聞包裹手法（packaging 
news）……。

 「感官主義」並不是傳播研究中的新概念，早在 70 年代美國地方

電視新聞興起時，即引發過激烈論戰，當時學者通常以新聞主題來定義

「感官主義」。例如 Adams 以新聞主題來定義「感官新聞」（涵蓋「人

情趣味」以及「災難」新聞），舉凡報導災難的、娛人的（amusing）、

感人的（heartwarming）、令人震驚或好奇的新聞，均歸類於「感官新

聞」範疇（Adams, 1978）。

 ……90 年代之後，電視新聞感官主義的形式丕變，因此有學者嘗

試複製 Adams 在 70 年代的研究，結果發現感官主義新聞的比例已經從

13% 躍升為 41%（Slattery & Hakanen, 1994）。值得注意的是，Slattery 
與 Hakanen 發現，原先 Adams 的新聞主題分類方式，已經無法適用於

90 年代的電視新聞感官新聞的研究，原因是非感官新聞的主題（如政

治等）也經常「內嵌」（embedded）了感官新聞的成分，因此主張應

在 Adams 原先四大新聞主題類目外，另外增加一個「內嵌感官主義成

分的新聞」類目，各類非感官新聞只要顯現出「感官主義」成分，都可

能被編入這個新類目。如果按照這個新的編目方式，感官新聞的比例升

高到 52%。然而 Slattery 與 Hakanen 雖然認為「感官主義成分」其實已

經滲透進入非感官新聞的領域，但是卻未清楚定義何謂「感官主義成

分」。

 90 年 代 後（Grabe & Zhou, 1998; Grabe, 1996, 2000,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引進電視美學角度，針對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義進

行系列研究。Grabe 以新聞製作的美學觀點切入，首重電視新聞如何

以視覺文本來體現感官主義的形式，與 90 年代前大抵從聽覺文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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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性的視覺文本途徑切入感官主義探討，迥然不同。另有學者提出

現代電視記者的敘事模式越來越傾向「視聽覺表演模式」（Ekstrom, 
2000）。……

二、從電視新聞的雙重文本結構探究「感官主義」：以電視美學

角度研究電視新聞視覺文本

 ……本文參考 Graber（1994）以及 Grabe 等學者的研究（1996, 
1998, 2000, 2001, 2003），發展電視新聞視覺文本的研究面向。但是本

文作者認為，由於近年來電視數位科技的進步，在分析類目方面應還有

細究的空間，例如本文在前測研究中發現台灣電視新聞經常使用模擬鏡

頭（reactment shots），或者因應數位化科技所發展出的其他電腦效果，

也應該一併考慮進來。表一列出本文有關視覺文本所有的研究變數，也

列出每一個變數的主要參考文獻或理論來源。

表一：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的視覺文本分析表

視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義 操作定義 理論來源

（一）影像鏡頭 指攝影機在拍攝電

視新聞時的鏡頭運

作。

計數以下 13 種影像

鏡頭出現的次數和

頻率，已表示感官

主義形式出現的頻

率或強度。

鏡頭推近

zoom-in
畫面由遠鏡頭推至

近鏡頭，用以增進

觀眾涉入畫面的情

緒。

「鏡頭推近」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Salomon (1979);
Tiemens (1978)

鏡頭推遠

zoom-out
畫面由近鏡頭推至

遠鏡頭，用以減低

觀眾涉入程度，或

者刻意造成一種冷

眼旁觀的情緒。

「鏡頭推遠」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Kepplinge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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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義 操作定義 理論來源

目擊者鏡頭

action shots or 
point-of-view 
movement

由攝影機代替觀眾

去追逐新聞畫面，

又稱跟拍鏡頭或觀

點鏡頭，營造觀眾

目擊新聞現場的感

受。

「目擊者鏡頭」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Parker (1971); 
Hofstetter & 
Dozier (1986); 
Lombard et al. 
(1997)

模擬鏡頭

reactment shots
透過「事後重建現

場」的鏡頭，建構

觀眾理解新聞事件

的現場藍圖，營造

現場感。通常以不

相關第三者演出新

聞當事人的方式進

行。

「模擬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aines (1998)

左右搖攝鏡頭

pan
攝影機鏡頭原地水

平左右移動，如由

左拍到右或由右拍

到左。營造新聞場

景的真實感。

「左右搖攝鏡頭」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

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上搖攝鏡頭

tilt up
攝影機鏡頭向上搖

高，營造張力或權

威感。

「上搖攝鏡頭」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下搖攝鏡頭

tilt down
攝影機鏡頭向下搖

低，營造渺小或卑

微感。

「下搖攝鏡頭」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特寫鏡頭 鏡頭對準人體或物

體中的某一部分拍

攝，以強調新聞戲

劇感。

「特寫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搖晃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

搖晃攝影機機身，

造成觀眾視覺劇烈

晃動的效果。

「搖晃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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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義 操作定義 理論來源

光暈鏡頭 鏡頭拍攝時，調整

光圈或使用特殊鏡

頭，造成拍攝物體

呈現一種類似光暈

效果或水光效果。

「光暈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俯視鏡頭 高鏡頭拍攝新聞主

體以營造張力或權

威感。

「俯視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仰視鏡頭 低鏡頭拍攝新聞主

體以營造渺小或卑

微感。

「仰視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rabe (1996)

失焦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

不對準焦距，使新

聞主體失焦，造成

一種模糊懸疑感。

「失焦鏡頭」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二）後製轉場

效果

後製效果是指新聞

畫面拍攝完成後，

在剪輯後製階段添

加的效果。後製轉

場效果的作用通常

用以轉場。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

轉場效果出現的次

數和頻率，以表示

感官主義形式出現

的頻率或強度。

擦拭 後一個圖框，以類

似擦拭的方法，將

前一個圖框蓋去，

暗示轉換場景與觀

看情緒。

「擦拭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Smith (1991)

溶接 將一個場景逐漸銜

接至另一場景，類

似兩個圖像相融起

來的感覺，營造轉

場柔和感。

「溶接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Smit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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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義 操作定義 理論來源

閃光效果 鏡頭與鏡頭間的剪

接效果，類似照相

機的閃光燈作用，

增強注意。

「閃光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rabe (2001)

淡入效果 由黑暗的螢幕逐漸

轉亮成為一個圖像，

通常暗示一個故事

或一個段落的開始。

「淡入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淡出效果 由明亮的圖像逐漸

轉暗為黑暗的螢幕，

通常暗示一個故事

或一個段落的結束。

「淡出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Zettl (1991)

翻轉效果 較複雜的擦拭效果，

計有滑動、削減、

輪轉和乍現等種類，

同樣暗示轉換觀看

情緒。

「翻轉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rabe (2001)

飛翔效果 縮小影像，同時快

速地移動影像到新

位置或離開螢幕的

剪接效果。

「飛翔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三）後製非轉

場效果

後製非轉場效果通

常用以增強觀眾注

意力或增加視覺效

果。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

非轉場效果出現的

次數和頻率，以表

示感官主義形式出

現的頻率和強度。

字幕 以上字幕方式強調

新聞中特定資訊，

強力主導觀眾如何

理解其新聞角度。

「字幕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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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畫面 畫面被垂直分成「左

右兩邊」兩部分，

一邊各顯現一個不

同的影像，營造對

照或對比感。

「分割畫面效果」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

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快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

速度快的速度移動，

通常是為了加速新

聞節奏，振奮觀眾

情緒。

「快動作效果」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慢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

速度慢的速度移動，

通常是為了營造感

性氣氛，緩和觀眾

情緒。

「慢動作效果」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馬賽克 用以遮蔽或模糊化

某些特殊畫面的鏡

頭，暗示畫面「不

宜觀看」。

「馬賽克效果」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

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定格 畫面主體類似靜止

照片「定住不動」

的感覺，吸引注意。

「定格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其他效果 包括快照、鏡像、

燈光聚焦、壓縮以

及層疊等國內較少

應用的後製效果，

均用以吸引注意或

增強效果。

「其他效果」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

數與頻率。

Smith (1991)

三、從電視新聞的雙重文本結構探究「感官主義」：以電視新聞

敘事觀點研究電視新聞聽覺文本

 ……在電視新聞聽覺文本的分析架構方面，Ekstrom（2000）將現

代電視新聞記者與觀眾溝通的模式分為資訊傳遞，講述故事以及視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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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等三類，並且分別以三種暗喻來形容其特性：佈告欄、床邊故事以及

馬戲團表演。根據這三種不同溝通形式所營造的溝通情境，「資訊傳遞

者」的記者角色中立客觀，涉入觀眾的策略是營造觀眾對知識的渴求或

者對資訊的需求。「說故事者」的記者作為一個說故事的高手，將新聞

以故事性手法報導出來；涉入觀眾的策略是營造觀眾冒險的需求、聽故

事的愉悅感以及分享懸疑、戲劇的經驗。而「表演展示者」的記者角色

以營造新聞作品的聽覺和視覺雙重吸引為最主要目的，涉入觀眾的策略

則是在聽覺之外，再特意營造視覺上不尋常的刺激、吸引觀眾的目光留

駐以及造成強烈的印象。通常在一則電視新聞中，這三種模式當中的一

種，會成為主導的溝通模式。本研究引用此模式，將這三種現代電視記

者溝通模式定義為「電視記者敘事模式」。

 此外，本文也認為由於電視媒體的影音雙重形式，記者報導的聲調

無法排除於敘事模式的分析之外，報導聲調本身可能就是某一種感官主

義的呈現。這個部分由於是在節目後製階段進行，因此將記者的報導

聲調分為「干擾性旁白」（obtrusive voice-over）和「非干擾性旁白」

（unobtrusive voice-over）兩個類目，將併入後製聽覺效果的分析，以

與前述「電視記者敘事模式」作出區隔。

 基於上述文獻，再參考本文前測研究所觀察到的新變數，表二列出

本文有關聽覺文本的所有研究變數，並列出每一個變數的主要參考文獻

或理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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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電視新聞「感官主義」的聽覺文本分析表

聽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義 操作定義 理論來源

新聞背景的

現場自然音

即現場音，用以呈

現新聞現場感。

「新聞背景現場自

然音」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Grabe (2001)

新聞主角的

現場自然音

新聞主角在新聞現

場的言語表達，通

常在其不知情的狀

況下錄製。

「新聞主角現場自

然音」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本文前測研究

後製人工音

效

在後製階段加入的

人工合成音效，用

以增強注意及新聞

戲劇性。

「後製人工音效」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

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

配樂 異於自然音的音樂

效果，藉以涉入觀

眾情緒或吸引觀眾

的注意。

「配樂」在整則新

聞中總出現次數與

頻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

記者旁白

（干擾性）

旁白以戲劇性的聲

調再加上主觀性語

助詞，講述新聞故

事。

「干擾性記者旁

白」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 
Ekstrom (2000)

記者旁白

（非干擾性）

旁白以旁觀、冷靜、

平穩的聲調，傳遞

新聞資料。

「非干擾性記者旁

白」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 
Ekstrom (2000)

四、電視新聞感官主義的「形式」研究

 ……Ekstrom 認為，有關電視新聞知識產製的形式特徵之研究，

主要可以分為兩個研究傳統，一是文化和意義典範傳統（culture & 
meaning paradigm），探究電視新聞作為一個強勢社會機構，在產製流

行知識、再現社會議題、社會定義以及特定意識型態等方面的角色。另

外一個研究傳統是知識形式典範（form of knowledge paradigm），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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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研究焦點置於媒介科技和媒介形式如何影響閱聽眾感知的世界以及

社會關係（Ekstrom, 2002）。

 本文主題探究電視新聞感官主義的呈現，因此屬於知識形式研究典

範的一支。因為研究旨趣的選擇，因此本文並未探討文化和意義研究典

範所關心的諸多主題，例如感官主義所可能帶來的女性物化、刻板形象

或色情暴力等重要議題。

參、研究問題

 ……圖一的研究架構簡要敘述本文感官主義的研究面向，並據以提

出以下七個研究問題：

圖一：「電視新聞感官主義」的意涵

註：本文探究重點在於電視記者所產製的新聞文本。本文認為攝影棚內的製作

過程，包括主播的語言或非語言傳播風格，無法單以內容分析法從事研究，

因此未納入本文討論範圍，以虛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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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新聞主題以及新聞角度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

的感官主義傾向？

 二、在電視記者敘事模式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

的感官主義新聞敘事模式？

 三、在電視記者報導聲調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

的感官主義新聞報導語調？

 四、在影像鏡頭策略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

主義影像鏡頭策略？

 五、在後製聽覺效果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

主義後製聽覺效果？

 六、在後製視覺的轉場效果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

的感官主義後製視覺轉場效果？

 七、在後製視覺的非轉場效果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

度的感官主義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華視新聞雜誌】，【民視異言堂】以及【社會追緝令】

等三個目前在台灣電子媒體頻道上具有代表性的新聞雜誌型節目，作為

立意取樣來源。……

 抽樣的時間從 2002 年的 10 月 1 日進行到 12 月 31 日，總共三個

月。……內容分析的編碼主要分為新聞段落的內容分析以及形式分析兩

大部分。新聞段落的內容分析包括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的選擇。根據本

研究的研究旨趣，將新聞主題區分為「感官新聞」以及「非感官新聞」。

「感官新聞」定義為「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

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本研究參考先前文獻



Chapter 2   社會變遷	 163
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之初探研究	

針對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的分類（Adams, 1978; Slattery & Hakanen, 

1994; Grabe & Zhou, 1998; Grabe, 2000, 2001），以及本文前測所發現的

新聞主題，將犯罪或衝突、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

宗教或神怪、弱勢族群等六類新聞歸於此類。「非感官新聞」則定義為

「可增加閱聽人政經知識的硬性新聞或者傳遞有益的生活、文化或社會

資訊，訴諸理性甚於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本研究將政治、軍事

或科技、經濟或財經、教育或文化、醫藥或健康、民生或生活等六類新

聞歸於此類。

 ……新聞內容分析的第二部分是記者敘事模式分析。記者敘事模式

根據 Ekstrom 提出的三種電視記者溝通情境修改而來，分別是「資訊傳

遞者」、「說故事者」與「表演展示者」（Ekstrom, 2002）。「資訊傳

遞者」主要依「倒金字塔」的敘事模式報導新聞，首段講述新聞 5W1H

的重點，其次根據新聞細節重要性，依序報導下來。至於「說故事者」

主要乃根據故事性手法報導元素（如個人化、戲劇性、衝突性等），重

新排列組合新聞報導資訊。通常首段先以個人化手法，以報導個案方式

呈現新聞重點（例如新聞事件主角的個案），強調個案的戲劇性和衝突

性的特性描述，最後呈現故事的結尾。至於「表演展示者」的敘事模式，

報導重點並不在記者敘事的部分，而是在報導中特意營造的各種視聽覺

不尋常刺激，以造成閱聽眾強烈印象。如果一篇報導出現一種以上的記

者敘事模式，則以超過報導篇幅一半以上的主導模式作為編碼依據。此

處，記者敘事分析的重點將放在敘事模式的選擇，在節目前製階段就已

經完成，因此未併入後製聽覺效果面向的分析。

 在形式分析方面，本研究根據前述文獻，將電視新聞的視聽覺呈現

則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影像策略（即鏡頭的運用），總共分為 13 種鏡

頭策略（概念和操作定義請見表一）。另一部分則為後製效果，分為視

覺文本和聽覺文本兩部分。後製視覺效果根據其在新聞中的功能，又分

為後製轉場效果（共七種）與後製非轉場效果（共七種；參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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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文本則包括七個研究面向（概念和操作定義請參見表二）。本研究

參照過去文獻對電視視覺及聽覺文本各種面向的研究結果，假設表一

和表二中分析的雙重文本策略出現頻率越高，其新聞文本的感官強度越

強。……

伍、研究結果

 ……在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方面（表三），統計結果發現：三個節

目的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故事單元比例，有極為明顯的差異，χ2 = 

61.85, p < .001。東森 S 台的【社會追緝令】總共有超過八成（82.5%）

的新聞故事單元，選擇以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感官新聞為主題，也就

是說，促進閱聽人娛樂、驚奇、感動或好奇感覺，或者訴諸感官或情緒

反應的軟性新聞角度占了絕大多數。……

 而【民視異言堂】的新聞主題與角度則迥然不同。有超過九成以

上的故事單元（94.6%）是報導非感官新聞的主題，也就是以「增加

閱聽人政經知識、或者傳遞有益之生活、社會、及文化資訊」為新聞

角度的故事佔了絕大多數。其中，教育及文化類（29.7%）和民生生活

類（24.3%）的主題為數最多，醫藥健康方面的主題也有將近五分之一

（18.9%）。……

 至於【華視新聞雜誌】的新聞主題和角度取向，有超過八成以上

（88.8%）是報導非感官新聞的主題。不過與【民視異言堂】不同的是，

有超過四成五的故事單元都均與民生生活有關（46.7%），其次才是醫

藥健康（17.8%）與教育∕文化類的主題（15.5%）。只有一成的主題

是報導感官新聞（11.1%），並且以名人及娛樂報導為主（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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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電視新聞節目主題與新聞角度分析

新聞節目

新聞主題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共 40 單元

【民視異言堂】

共 37 單元

【華視新聞雜誌】

共 45 單元

總計

（122 個單元）

感官新聞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單元數

/ 百分比

名人 & 娛樂 11 / 27.5% 0 / 0% 4 / 8.9% 13 / 10.6%
性 & 醜聞 10 / 25% 0 / 0% 1 / 2.2% 11 / 9%
宗教 & 神怪 6 / 15% 1 / 2.7% 0 / 0% 7 / 5.7%
犯罪 & 衝突 2 / 5% 0 / 0% 0 / 0% 2 / 1.6%
弱勢族群 4 / 10% 1 / 2.7% 0 / 0% 4 / 3.2%

意外 & 天災 0 / 0% 0 / 0% 0 / 0% 0 / 0%
總計 33 / 82.5% 2 / 5.4% 5 / 11.1% 40 / 32.8%

非感官新聞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 百分比

單元數

/ 百分比

民生 / 生活 4 / 10% 9 / 24.3% 21 / 46.7% 34 / 27.9%
教育 / 文化 3 / 7.5% 11 / 29.7% 7 / 15.5% 21 / 17.2%
醫藥 / 健康 0 / 0% 7 / 18.9% 8 / 17.8% 15 / 12.3%

政治 0 / 0% 6 / 16.2% 0 / 0% 7 / 5.7%
經濟或財經 0 / 0% 2 / 5.4% 2 / 4.4% 4 / 3.2%
軍事或科技 0 / 0% 0 / 0% 2 / 4.4% 2 / 1.6%

總計 7 / 17.5% 35 / 94.6% 40 / 88.8% 82 / 67.2%

 ……在電視記者的敘事模式方面，以卡方檢定分析的結果顯示，

三個電視新聞節目的新聞敘事風格，有顯著的差異（χ2 = 66.18, p < 
.001）。東森【社會追緝令】有八成的新聞記者偏好以「表演展示者」

的模式報導新聞，也就是特意營造視覺上不尋常的刺激、吸引觀眾目光

以造成強烈印象的視、聽覺雙重吸引模式。【民視異言堂】的記者則超

過六成以上選擇以說故事的方式報導新聞，涉入觀眾的策略則是營造觀

眾聽新聞的愉悅感、以及分享懸疑、戲劇的經驗。至於【華視新聞雜

誌】的記者有超過一半以上仍是選擇較傳統的新聞報導方式，也就是以

資訊傳遞者的角色來報導新聞，營造觀眾對資訊或知識的渴求（見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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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電視新聞記者敘事模式分析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敘事模式出現次數 
/ 百分比

【民視異言堂】

敘事模式出現次數 
/ 百分比

【華視新聞雜誌】

敘事模式出現次數

 / 百分比

資訊傳遞者 1 / 2.5% 12 / 32.4% 24 / 53.3%
說故事者 7 / 17.5% 23 / 62.2% 20 / 44.5%
表演展示者 32 / 80% 2 / 5.4% 1 / 2.2%

x2  = 66.18, df = 2, p < .001

 在影像鏡頭策略方面，本研究總共分析了 13 項影像鏡頭策略，三

個電視新聞節目在其中八個鏡頭策略運用上，出現了顯著的差異（表

五）。

表五：電視新聞節目的影像鏡頭策略分析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鏡頭平均次數 / 
鏡頭平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民視異言堂】

鏡頭平均次數 / 
鏡頭平均出現頻率

【華視新聞雜誌】

鏡頭平均次數 / 
鏡頭平均出現頻率

F 值

鏡頭推近 13.9 81.8 3.4 281.0 9.1 91.1 F = 21.62***
鏡頭推遠 11.9 95.2 3.2 354.6 3.8 157.1 F = 39.75***
跟拍鏡頭 1.0 215.4 0.8 289.4 1.1 173.9 F = 0.42, n.s.
模擬鏡頭 0.2 428.7 0.0 0.0 0.0 482.0 F = 1.46, n.s.
左右搖鏡 15.5 83.7 13.2 88.4 7.8 119.2 F = 11.11***
上下搖鏡 6.3 243.0 7.9 147.4 6.6 119.7 F = 0.95, n.s.
俯視鏡頭 1.0 561.1 2.6 476.2 2.3 277.7 F = 2.03, n.s.
仰視鏡頭 1.4 584.9 3.2 394.2* 1.8 251.1 F = 2.83, n.s.
搖晃鏡頭 1.2 464.3 0.1 779.0 0.0 480.0 F = 9.45***
光暈效果 0.6 618.1 0.1 183.8 0.0 0.0 F = 4.07*
失焦效果 2.2 422.1 1.1 528.9 0.2 484.6 F = 7.97**

偷拍鏡頭 1.1 464.2 0.0 0.0 0.0 0.0 F = 5.77**

特寫鏡頭 1.4 449.3 3.5 322.2 1.6 292.4 F = 4.27**

註：***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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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電視新聞影像鏡頭策略使用地越頻繁，感官主義形式

的強度也越高。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東森【社會追緝令】以大

量的鏡頭推近或推遠、左右搖鏡、搖晃鏡頭、光暈效果、失焦效果以及

偷拍鏡頭等影像鏡頭策略，來刺激閱聽人的感官經驗。傳統電視新聞攝

影為求呈現新聞現場「原貌」，通常力求影像鏡頭的連續性、穩定性，

也就是除非必要，儘量避免在新聞現場攝影時，快速而頻繁地變換鏡頭

策略，以免新聞「失真」。然而在此次研究中我們發現，所謂「八卦式」

的電視新聞節目已經完全跳脫傳統的電視新聞影像思維，大量採用類似

MTV 或電影拍攝的手法來呈現新聞。其中，國外電視新聞節目也相當

罕見的搖晃鏡頭、光暈效果等，幾乎在每一個【社會追緝令】的故事單

元中都曾經出現過。

 相較之下，【民視異言堂】與【華視新聞雜誌】的影像鏡頭策略，

則較少出現大量感官新聞的包裹手法。不過【民視異言堂】特寫鏡頭的

運用，則居三個節目之首。特寫鏡頭對準人體或物體的某一部分拍攝，

使其佔據電視螢幕的大部分空間，藉以迫使閱聽人的眼光只能聚焦在其

特寫部位，以能強烈地涉入影像情境當中。以【民視異言堂】的新聞主

題偏重文化題材而言，為呈現文化創作的細部風貌，有可能因此採用較

多的特寫鏡頭。這個發現可能意味著，即使是報導非感官主義的題材，

無論是哪一類型的新聞節目，因為題材呈現的風格考量，仍有可能以某

一種感官主義的製作形式來呈現。

 ……在後製聽覺效果方面，單因子變異數的分析顯示：【社會追緝

令】以大量的人工音效及配樂，來營造新聞故事的感官經驗……。相較

之下，【民視異言堂】不到半次，而【華視新聞雜誌】則超過一次（F 
= 42.37, p < .001）。在人工配樂方面的情況也有類似之處，【社會追緝

令】每個單元平均會出現十次以上的人工配樂（音樂來源通常是電視台

本身音樂資料庫中收集之音樂帶，或者向唱片公司洽談某片段音樂的一

次或多次播映權），民視只有 1.4 次，而華視超過七次以上（F = 21.57, 

p < .001）。然而，三個節目都經常在新聞現場收錄現場自然音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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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風聲、雨聲等），或者收錄新聞主角的現場自然音（通常在新聞主角

不知情的狀況下，以求其真實感），顯示這兩種聽覺文本已經成為電視

新聞節目製作形式的常態（見表六上半部）。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電視記者選擇以哪一種聲調來報導新

聞。……我們因此發現：東森【社會追緝令】的主述記者大量使用干擾

性的聲調（高達八成以上）來報導新聞，也就是經常以戲劇性、抑揚頓

挫或聲調高低差異極大的聲調敘述故事旁白，或者以國台語夾雜的方式進

行報導（例如「鴨霸」、「代誌大條了」等用語），並且加入主觀性語

助詞（例如「都是你們用的『喔』」；「『啊』你們這樣子不會影響別

人嗎」、「行人也很痛苦『吶』」等）。相形之下，民視與華視的主述

記者則只有一成左右的機率，會使用干擾性的聲調報導，其他九成左右

的時候都傾向使用客觀、冷靜、平穩的聲調，引導觀眾理解故事內容（見

表六下半部）。

表六：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聽覺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民視異言堂】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華視新聞雜誌】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F 值

現場音效 1.6 265.7 2.5 253.3 2.7 197.6 F = 1.61, n.s.
新聞主角現
場自然音

5.1 133.7 4.7 289.4 7.0 215.0 F = 0.28, n.s.

人工音效 6.3 172.7 0.5 349.9 1.1 207.3 F = 42.37***
配樂 10.7 115.1 1.4 414.8 7.2 130.8 F = 21.57***

聲調出現次數 聲調出現次數 聲調出現次數

主述記者
聲調

干擾性：33 （83%）
非干擾性：
7 （17%）

干擾性：4 （10%）
非干擾性：
33 （90%）

干擾性：5 （11%）
非干擾性：
40 （89%）

x2 = 47.8***

採訪記者
聲調

干擾性：17 （43%）
非干擾性：
20 （50%）
無採訪記者聲調：
3 （7%）

干擾性：0
非干擾性：
12 （32%）
無採訪記者聲調：
25 （68%）

干擾性：1 （2%）
非干擾性：
36 （80%）
無採訪記者聲調：
8 （18%）

x2 = 16.57***

註：***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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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後製聽覺的感官主義製作手法與新聞的主題角度之

間，呈現強烈的相關性。「八卦式」節目出現非常明顯的後製聽覺感官

製作手法傾向，其餘兩個節目則很少出現，不過現場音效與新聞主角的

自然音，則似乎已成為不管哪一類新聞雜誌型節目的製作常規。在後製

視覺效果方面，我們根據其在新聞視覺內容中的功能，區分為不同新聞

場景間的轉場功能，或者是在同一新聞場景中另外加上的非轉場功能兩

類（見表七）。首先，以後製視覺轉場效果而言，三個新聞節目在溶接

效果、閃光效果以及飛翔效果三個項目都出現顯著的差異。……

表七：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視覺轉場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民視異言堂】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華視新聞雜誌】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F 值

擦拭效果 0.2 106.3 0.2 587.3 0.4 337.9 F = 0.76, n.s:
溶接效果 1.9 537.5 2.7 325.9 12.6 63.0 F = 29.86***
閃光效果 1.8 520.7 0.3 702.7 0.6 319.2 F = 6.85**

淡入淡出效果 1.0 761.7 1.7 535.3 1.1 361.1 F = 5.11**
飛翔效果 5.8 171.5 0.5 442.6 1.8 269.3 F = 34.85***

註：***p < .001, **p < .01, *p < .05.

 在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方面，三個節目在字幕效果、慢動作以及馬

賽克效果等三個項目上出現顯著差異（見表八）。東森的【社會追緝令】

傾向使用大量的字幕效果，強力主導觀眾對新聞畫面的解讀……。相形

之下，【民視異言堂】與【華視新聞雜誌】在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的運

用上，則持相當保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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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

【社會追緝令】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民視異言堂】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華視新聞雜誌】

效果平均次數 / 
平均出現頻率

F 值

字幕效果 16.0 77.8 2.9 445.8 0.9 295.0 F = 43.91***
分格效果 0.1 983.3 0.2 457.9 0.2 360.8 F = 0.83, n.s.
慢動作 2.7 359.1 0.6 466.9 0.8 350.1 F = 8.52***
快動作 0.6 711.5 0.1 811.5 0.1 395.5 F = 2.23, n.s.

馬賽克效果 1.9 400.6 0.2 463.4 0.0 527.5 F = 5.60**
定格效果 0.5 626.2 0.2 590.0 0.2 471.1 F = 1.57, n.s.
其他效果 2.9 368.8 3.6 372.2 1.8 273.5 F = 1.34, n.s.

註：***p < .001, **p < .01, *p < .05.

陸、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初步證實了目前台灣新聞雜誌型節目確實出現不同的

感官主義形式。然而，這個「不同」，究竟對電視新聞研究的本質有

何啟發？感官主義的電視新聞固然刺激閱聽人的感官經驗和閱聽情緒，

但是研究電視影像美學的學者卻老早就告訴我們，電視媒介作為一種視

聽覺合而為一的媒體，本來就以引發閱聽人情緒為其獨特特色（Metal-
linos, 1996）。如此說來，難道我們可以說，感官主義的電視新聞呈現，

以電視美學觀點而言，只是一種真實變形（reality metamorphism）或真

實轉換（reality transformin）的美學，代表一種創新、求變的風格而已

嗎（Zettl, 1999）？

 然而，當我們換上新聞的觀點來檢視這個現象時，我們不免質疑，

在傳統新聞價值（例如「正確」、「客觀」、「據實」、「影響性」、「時

效性」等）的框架下，電視新聞的「美感」究竟應該被擺在哪一個位

置？許多學者都同意，後現代的新聞已漸趨一種流行的文化產品（A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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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Dahlgren, 1992; Hartley, 1996），而既是文化產品，「美感」自然

是不可或缺的評量價值之一。但是當新聞這種文化產品同時也是一種公

共資訊的載具時，在「電視美感」與「新聞失真」之間，天秤的兩端究

竟該如何取捨抉擇？

 這個問題爭議的關鍵所在，或許並不在電視新聞追求感官主義的做

法本身，而在於如果這種追求成為新聞報導唯一的方式以及目的，也就

是「為感官而感官」，以至於以感官主義手法呈現的新聞主題與形式，

完全無涉於閱聽人的社會需求，造成惡質新聞文化的根本緣由之一。這

也就是說，電視新聞創新美感的追求，不應該也不必然要犧牲傳統新聞

價值的追求。本文建議：新聞節目考慮新聞「平衡」與「品味」的問

題（balance and taste）或許是解決此爭議的可能性之一，也就是感官新

聞主題與非感官新聞主題的比例平衡問題，還有新聞呈現形式的品味問

題。

 「新聞品味」問題所牽涉到的，其實就是「新聞角度」的選擇。台

灣電視新聞媒體經常以「觀眾不愛看嚴肅新聞」為由，或者以現成畫面

的缺乏來作為忽視公眾事務新聞的便利藉口。如今既然數位科技能夠輕

易創造各種感官形式，難道嚴肅題材就不能考慮以某一種感官形式加以

呈現，以提高一般閱聽眾的興趣或接受程度？而感官主義題材的新聞主

題，就非得「為感官而感官」，沒有絲毫呈現有益民眾資訊的可能性？

依此推論，電視新聞感官主義形式呈現的問題，或許是一個程度上的問

題，存在於一種「連續指標」（continuum）之上。在這個「連續指標」

之上，感官主義的主題或形式呈現，都只是一個「新聞角度」平衡與品

味的抉擇問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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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製文化
反思全球化下的國際電影合製 *

魏　玓

壹、問題意識

 當今全球電影生態是一個以美國電影工業為主導地位的全球電影市

場體系（global film market system），由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主控並以好

萊塢為體系核心，絕大部分其他地方的電影工業共同參與或被結合於其

中，並以全球為規模不斷進行結構化的電影生產與消費體系。

 ……面對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在此一體系中的持續強勢，各國政府

或採守勢（如實施進口或銀幕配額、徵收特別稅）或採攻勢（資助本地

電影工業、主動介入市場行銷）或兩者並用，其旨均在期盼能夠同時在

經濟意義與文化意義上維繫本國電影工業；而國際合製（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正是普遍採用的手段之一。

 ……主動鼓勵國際合製的措施，長久以來未曾出現在政府電影政策

的規劃範圍。不過，由於台灣電影工業生產仍舊不見起色，而整個社會

在其他經濟面向又漸習以引進外資或與外國企業合作作為解決問題的手

段，因此由政府出面提供誘因鼓勵國際合製電影的構想似也逐漸成形，

成為新一波電影輔導政策重心。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89 期，頁 12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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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2003 年 12 月 16 日立法院通過的《電影法》修正案，原第二

條第八款「稱國產影片者，指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立公司製作、編、

導、主演，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已被刪除，並在第七款增列「前

第七款所稱國產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等寬鬆模糊字句。

 ……事實上，台灣電影近年來已經存在幾種模式的國際合製案例。

第一種是由好萊塢電影工業投資特定創作者並以全球市場為目標，台

灣僅以少數人力與資金參與的製作案。如以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

（2000）為例，台灣本地電影工業並未實質參與【臥虎藏龍】的生產，

且李安的條件不易複製。

 第二種類型同樣由好萊塢電影公司投資特定創作者，但以區域（亞

洲或華語）市場為目標，台灣電影工業在資金和人力方面投入較多；

案例包括由哥倫比亞公司投資的【雙瞳】（2002）與【20、30、40】
（2004）。在此類案例中，台灣電影工業的參與程度雖然較高，但主動

權操之在外國資本，因而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

 第三種是非好萊塢的其他外國電影公司（主要來自歐洲和日本）投

資特定國際知名的台灣藝術電影導演，進行自主性較高的藝術電影創

作，並以國際藝術電影市場為目標。這類例子包括侯孝賢、楊德昌和蔡

明亮等人的作品，運作模式已有十數年歷史。

 第四種模式則是台灣創作者或電影公司主動尋求中國大陸方面的合

作，包括資金、人力、拍攝場景，並將目標市場定位為納入中國大陸的

兩岸華人市場，或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考量，晚近例子如【空手道少

女組】（2004）。同年出品的另部合製電影【五月之戀】（2004）有來

自法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參與，可以說是第三和第四種模式的混合（參

見魏玓，2005a）。

 ……本文將以幾個國外經由國家或公共力量主動參與的電影合製案

例為討論焦點，包括設立於「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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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整個歐洲為單位設計的跨國電影合作組織「歐影」（Eurimages）
基金會、北歐國家間的區域性影視合作組織「北歐影視基金會」（Nordic 
Film and TV Fund, NFTF）以及部分積極投入國際電影合製的特定國家

（加拿大和法國）所採行之國際電影合製政策和實務。透過這些案例探

討，本文一方面回應國際合製之理論與實務相關議題與辯論，另方面也

嘗試提供參照面向，以期對台灣的電影政策有所啟發和提示。……

貳、國際電影合製的實務與歷史

 印度傳播學者 Pendakur（1990, pp. 194-195）曾為國際合製提出較

為寬鬆定義：「一個電影或電視製作者所採用的重要機制，從世界各個

地方整集資金或勞工，並藉此掌握全球市場」。他並將這個機制區分為

下列四種操作方式：某一國家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製、多個國家間

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製、從不同國家集資、由國家出面訂立的條約

合製（treaty co-production）。

 Miller, Govil, McMurria 與 Maxwell（2001）則將合製簡單分為兩

種：第一種是經過參與國政府某種形式之認可，並獲政府津貼或是賦稅

減免等優惠的計畫，可稱之為條約合製。第二種是跨國民間企業間的

商業行為，沒有涉及政府特定管制措施，稱之為股份合製（equity co-
production）。後者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潮流下愈形普遍，不過因屬私人

企業的商業操作而較不涉及國家政策的主動引導；本文討論的國際合製

對象係以前者為主。

 綜合來說，本文所討論的國際（或跨國）合製，限定在政府或公共

力量以某種形式介入引導的合製組織和計畫，不過對合製實務則採較為

寬鬆定義，泛指來自兩國（含）以上的電影機構間以合作方式進行電影

製作，無論是僅有資金方面的共同投資（co-financing）或涉及其他電影

製作環節如劇本、演出或後製等實質合作均屬之。以下探討國際合製重

要案例的發展歷程以及引發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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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威脅下，歐洲地區的合製策略可謂歷史悠久，

從二次大戰之後就已陸續出現（Jackel, 2003），其中以法國為先驅且

最積極，與義大利早在 1949 年就簽訂了有史以來第一份國際合製同意

書（Guback, 1969; Jackel, 1996, pp. 85-7），晚近則與近四十個國家簽

有國際合製合約。1994 年到 1998 年間，法國佔歐洲合製劇情片總量

的 49%，其次才是德國（29%）與西班牙（28%; Miller et al., 2001, pp. 
84-85）。

 另一熱衷於合製的國家則是大西洋彼岸的加拿大，在 1997 年就

已存在超過四十份的國際合製協約（Hoskins, McFadyen, & Finn, 1997, 
p. 100），而在 2006 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五十三個（Telefilm Canada, 
2006）。只要是官方許可的合製案例都可享有來自國家級電影發展

機構「加拿大電影發展協會」（Canadian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
tion, CFDC）的經費補助及其他減稅優惠（Pendakur, 1990, pp. 194-221; 
CFDC已於1983年轉型並更名為Telefilm Canada，本文稍後將再述及）。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各個核心機構咸認為，國際合製是

增強歐洲電影和電視節目競爭力並足以與好萊塢抗衡的重要手段，因而

從 1990 年起，歐盟國家間的合製案例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歐

盟於 1989 年在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之下創立了「歐影」基

金作為主動整合歐洲各國資源促進跨國電影合製的官方機制。除了在

生產層面的補助鼓勵外，歐盟也沒有忽略產品的流通與放映層面，有

90% 的資金投注在生產補助，另外 10%  則用來協助這些合製影片的發

行和放映。

 事實上，在促進影視產品的流通和發行方面，歐盟最主要的跨國媒

體產業總體發展計畫「米迪亞」（MEDIA）是更重要的機制（盧非易，

2003）。以提升歐洲影視產業競爭力為目標的 MEDIA 計畫至今已進入

第三期，第一期 MEDIA Ⅰ（1991-1995）與第二期 MEDIA Ⅱ（1996-
2000）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目前推動第三期 MEDIA PLUS（200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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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因應數位科技環境變遷為主要宗旨。不過，其最重要任務仍是輔

導歐洲本地影視產品的發行，預算分配占總預算三億五千萬歐元的

57.5%。

 MEDIA 計畫並不直接補助合製電影的生產，但其中名為「歐洲影

視產品獨立市場」（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an Audio-Visual Indepen-
dent Market, EURO AIM）的子計畫則負責發展數個產業交流平台，促

進各國影視產品買賣雙方及製作人與投資人間相互接觸與對話。獨立製

片者可以在這些場合展示製片計畫或是半成品，以吸引各種投資或合作

機會（Steil, 1996, pp. 52-56）。

 在亞洲方面，1998 年香港參與的國際合製電影佔總產量的 22% 居

冠，中國則以 7% 排名第二（Miller et al., 2001, pp. 84-85）。香港電影

的合製模式主要是商業性質的股份合製，而中國的合製電影按規定必須

經過國有企業「中國電影合製公司」許可與管理方可進行。

 中國電影合製公司成立於 1979 年，而自 1980 年到 1990 年代晚期，

其以被動因應方式處理愈來愈多來自外地的合拍或協拍要求，特別是香

港與台灣的電影合拍計畫；這類合製計劃在 1990 年代達到高峰。不過

晚近中影合製公司已轉被動為主動，甚至不排斥與好萊塢合作，著名

例子是與好萊塢的 Miramax 公司合作拍攝，由張藝謀導演的【英雄】

（2002）及【十面埋伏】（2004）。……

 從自由主義經濟學重視市場和效益的角度來看，國際合製的優點很

多，包括：整合財務資源、取得各地方政府給予的政策誘因或補助、進

入合作對象所在市場、藉此進入第三者市場、藉由合作參與其他電影工

業發起的製作計畫、得以方便前往合作對象所在之拍攝場景、合作對

象當地提供較為廉價的成本、從合作對象身上學習等（沈蕾，1997；
Baltruschat, 2002; Hoskins & McFaden, 1993; Hoskins et al., 1997, pp. 
106-112）。

 這些所謂的優點實也是大部分業界或政府採取此一策略時的期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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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但是同樣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國際合製也可能有缺

點，包括：排序與權利的協調成本提高、拍攝總成本增加、管理控制權

喪失、官僚文書作業增加、國際合作對象投機或詐欺、易於製造新的潛

在競爭對手，以及合作各方製作習慣不同等（Baltruschat, 2002; Hoskins 
et al., 1997, pp. 112-113）。

 ……事實上，國際合製帶來的問題還不只在經濟方面，其文化意

涵實更重要卻常被忽略。在這個議題上，歐洲內部主要存在著兩種看

法：第一種認為，日益增加的歐洲跨國合製活動將逐漸形成獨特「歐式

美學」（European aesthetics），或至少是帶有「歐洲特色」（European 
specificity）的影視工業（Hallenberger & Krewani, 1996）。

 另有學者認為，在愈來愈形分歧的歐洲各國市場狀態下，國際

合製能夠綜合各國不同文化特徵並產生各種新的混雜形式（hybrid 
forms），增加整體影視產品的多樣性（Wieland, 1996）。第二種看法

較為負面，認為這種國際化的製片過程將製造出「歐洲四不像」現象

（Euro-puddings; Jackel, 2001)。

 ……長期研究國際電影合製活動的 Jackel（2001）也指出，國際合

製企圖維繫或發揚合作夥伴國的國家文化，但是卻很容易生產出文化刻

板印象（stereotypes）。Baltruschat（2002, p. 4）則指出，國際合製電

影多以冒險動作、科幻、神話等跨越地域限制的通俗類型為主。Miller
等人（2001）的看法更為悲觀，他們認為歐洲國家間無論是以條約合製

方式模仿好萊塢大型製作或由私人影視集團與好萊塢合作，實都無法真

正擺脫好萊塢影響而實現發揚歐洲文化的目標。……

參、國際電影合製的爭議與辯論

 綜合上節討論，國際電影合製顯已涉及了經濟與文化面向議題及兩

者間的調和、矛盾、衝突，而文化面向又可區分出兩個次面向：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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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美學表現與藝術成就，其次則是電影能否表現出參與合製國家的

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特色。

 就任何國際合製電影計畫來說，能夠同時在此三方面成功當然最是

理想。然而實際運作絕對遠比這樣單純的期待來得複雜，不但各面向分

別有其評斷結果時所須面臨的議題，各面向間的矛盾與協調也應有所思

考；本節將就此討論。

 首先就各單獨面向考量來說，經濟面向成果較易判斷，基本上包括

兩個指標，第一是合製計畫是否透過節省成本、獲得補助及擴大市場手

段進而提高電影成品利潤。第二，合製計劃是否能因此活絡合作各方在

地電影工業運作而促進電影生產，並增加電影工作人員就業機會或提高

其專業技術水準。

 其次，美學面向的成功牽涉到主觀的品味判斷，其中便有見仁見智

成分以及部分特定個人或群體的評斷較其他人更具權威等文化資本問

題。不過，就電影此一藝術形式來說，包括故事的創新性、導演的場面

調度、演員的表演品質，乃至於燈光、服裝、剪輯和攝影等元素的評斷，

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畢竟仍存在某些共同標準，亦即其美學表現的優劣並

非全無形成共識的可能。

 如果說美學方面的判斷尚稱相對明確和可行，那麼相較之下，文化

面向的評估則遠為複雜和困難。國際合製電影的文化面向牽涉到更多層

次的文化政治運作，以及更為變動不羈的標準和界線。正如稍早所示，

在不影響電影藝術創作完整性之前提下，參與合製國家間如何協調、創

造出一個讓各國文化都能「恰如其分」呈現的成品（如究竟是要尋找某

種各國「共有」文化元素或是某種「各適其所」的混合表現），實是高

度難解問題；畢竟，文化融合與互動不是出資、合資那麼簡單的數字與

百分比遊戲。

 ……事實上，學術界對於當前全球化時代之「民族國家電影」或是

「國族電影」（national cinema）概念是否猶有意義已有不少辯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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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者認為（Higson, 1989, 2000; Moran, 1996; Nowell-Smith, 1985），

既然固定的國族文化與國族認同概念都已無效，談論國族電影也沒必要

了。他們認定國族電影這個概念與範疇具有限制性與僵固性，反之外

來進口電影的通俗性與多樣性則受到他們的高度肯定。基於此種看法，

Hedetoft（2000）主張在全球化時代應該重新界定國族電影為變動或暫

時性的概念，或是跨越邊界（trans-boundary）過程，而非一組固定不

變的特性。

 這類論點雖然正確地凸顯了國族概念的建構面向並提示了國族電影

不應具有固定內涵，但顯然也巧妙地迴避了國族電影對在地社會與文化

的責任問題（social and cultural accountability），以及好萊塢電影擠壓

在地電影生存與發展空間的結構性權力問題。

 Hill（1992）便曾批評，Higson等人不應將「國族特殊性」（national 
specificity）等同於「想像的凝聚」（imaginary coherence）或是「唯一

且固定的認同」（a unique and stable identity）。他認為，我們大可定義

一種國族電影，使其能夠處理國家之內的各種社會分歧和差異，這樣的

國族電影不但不會是固定僵化的再現，其本身甚至可以成為一股批判固

定僵化之國族認同的力量。換句話說，如果國族電影能夠成功地呈現此

國家之內「獨有的」複雜社會與文化構成（configurations），就不必然

是「國族主義式的」電影文本，也不會構成「同質化的認同」。

 Hill 的論點極具啟發性，一方面帶領我們跳脫過於強調國族概念之

建構性，以致於在發展在地電影產業上太過消極的困境，另方面更積極

地指出了較為理想且進步的國族電影發展方案。不過，Hill 的文章卻也

傳達出另種印象，讓人以為國族電影的內涵只需照顧到國族之內的複

雜社會狀態。事實上，國族電影所須呈現的國族特殊處境不應僅是「境

內的特殊」（domestically specific），也應是「國際的特殊」（interna-
tionally specific）。

 ……因此，回到本文主題，此處所要建議的是兼具「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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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t）意義下的國際合製電影文化與

藝術目標，亦即基於參與合製各方個別的社會現實以及彼此的互動關

係，鼓勵合製電影的內容和形式能夠貼近和再現這些實質關係和動態，

而不是成為任何僵化的、官方的或先驗的「文化融合」載具。

 除了上述各個面向的單獨問題外，面向與面向間的可能衝突也有必

要討論。基本上，經濟效益的衡量與美學表現及文化功能間的關係既矛

盾且複雜。絕大部分私人企業間的國際合製電影計畫（或甚至是國家政

策主導的電影合製）一旦以經濟效益為優先目標，電影成品的美學藝術

表現以及社會文化意涵也就可能在經濟優先考量下被迫簡化、呈現刻板

印象、往下調整標準，或是就此犧牲不顧。

 ……另一方面，台灣新電影傳統下的部分藝術電影導演（如侯孝

賢、楊德昌與較晚近的蔡明亮等）卻也證明外國資金的投注與保障不但

能夠支持創作者在個人藝術表現上持續追求，又能在國際經濟意義上持

續運作。只不過這樣的操作，因為以西方和日本的影評人和菁英觀眾為

訴求對象，難以獲得國內通俗觀眾相等的肯定（魏玓，2004）。

 當然，保有本地文化特色、專注於促進本地文化發展，甚至是以反

思本地社會或本國文化現象為目標的電影，也不見得就一定無法在市場

上同時獲得有效回收。例如，目前已成為國際性導演的李安在實際進入

好萊塢體系創作之前所導演的【推手】（1991）和【喜宴】（1992），

其主要資金、創作團隊和演員都來自台灣（包括政府輔導金與中央電影

公司），企畫、行銷和部分工作人員則由美國獨立製片公司「好機器」

（Good Machine）負責。這個小規模的國際合製計畫不但同時在台灣與

國際市場獲得成功回收，其流暢精緻的電影語言與演員表演以及對華人

文化在傳統與現代間的矛盾深入描寫亦廣受肯定；本文接下來的國外案

例探討也將回過頭來就此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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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電影合製政策的設計與架構

 首先，從幾個重要且經國家或公共介入的國際合製案例來看，其宗

旨與目標大都是經濟與文化面向並重。……例如「歐影」之設立說明開

宗明義地提及，該會透過合製、發行與放映三項補助制度意欲達成兩大

目標。第一是「文化的」（cultural）目標，要戮力支持「能夠反映歐

洲社會的多重面向，並體認這些面向其實是來自於同一文化根源」的創

作。

 其次是「經濟的」（economic）目標：該基金會投資歐洲電影工業，

在「考量商業成功的同時也將電影看成是藝術表現，並以此認知來運作

電影」。換句話說，「歐影」所標舉的理念仍以藝術和文化目標為優先，

透過電影反映歐洲社會，並在此前提之下兼顧商業成功。

 另者，設立於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之下聯合北歐五國（挪

威、瑞典、芬蘭、丹麥與冰島）的北歐影視基金會之評估標準也並重「內

容與藝術」、「生產與行銷」兩大方向。 

 再以從事國際合製最積極的加拿大為例，該國負責推動與他國進行

正式電影合製計畫的協會組織「加拿大影視協會」（Telefilm Canada）
指出，跨國合製協定的目標是要讓加拿大與外國電影生產者「能夠集合

他們的創意、藝術、技術和財物資源」（Telefilm Canada, 2006）。加

拿大與其最主要合作伙伴（並也是歐洲國家中最熱衷於國際電影合製

者）法國所訂定的合製協定前言也提到：「以下協定基於我們認定合製

能夠為兩國的電影工業帶來進一步的成長，同時也能提升兩國之間的經

濟與文化關係發展」（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1983）。

 基於宗旨與目標同時標示了經濟與文化面向，評估申請個案時也

就須兩個面向之標準皆予列入。以「歐影」為例，負責審核的管理委

員會（Board of Management）評選判準包括：一、申請計畫的藝術價

值（artistic merits）；二、導演、製片人、藝術方面（包括原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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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選角等）與技術方面工作團隊的經驗；三、申請計畫的市場流通

潛力（circulation potential）；四、申請計畫的商業潛力（commercial 
potential）；五、參與合製的各方在藝術方面和∕或技術方面的合作

情況；六、申請計畫能夠確保獲得的資金水準（the level of confirmed 
financing）。

 從這些標準可以看出，除了考量藝術品質外，成品的商業潛力與財

務、行銷計畫也是審核重點（NFTF 亦有類似規定），以保障合製電影

的經濟效益。當然，這些判準的評估絕非易事、極為專業，也有主觀成

分涉入，無論是歐影基金會、北歐影視基金會、加拿大影視協會的運作

皆採任期委員合議制，由主管之文化部門任命專業人士組成；「歐影」

管委會更由各會員國指派代表以照顧同等權利。盧非易（2003）指出，

歐盟的各項影視政策實施以來，小國迭有疑慮，認為可能造成聯盟內大

國對小國的「內部侵略」。具有清楚、公平之遊戲規則的「歐影」平台

設置以及本文稍後將提及的「歐洲電影合製公約」訂定，都是為了避免

這種情形發生。

 除在宗旨精神與評選標準兼顧經濟與文化面向考量外，相關合製組

織或協定也制訂其他配套措施，以使合製計畫能夠有效達成參與合製國

家在產業和文化方面的目標，包括以下四個面向：

 一、訂定補助上限促進市場回收誘因：一般國際合製計畫之輔助係

以無息貸款方式為之，並訂定某個補助比例或金額上限。……

 二、行銷計畫要求與發行管道保障：任何電影的市場回收都難以預

測，而降低不確定性的唯一方法便是掌控發行管道，這也是好萊塢製片

工業成為世界電影霸主的最主要武器（Wasko, 2003）。因此，國際電

影合製不能只將焦點放在「生產」，也須對「發行」有所保障。……

 三、國民身份要求與比例保障：由官方介入與推動的輔導合製計

畫使用的是國家公共資源，勢必要考量接受補助者的國民∕國籍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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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國家都設計了一套計點辦法以保障獲得補助個案的「本地身

份」。……此外，拍片片廠與主要拍攝地點、後製地點、實驗室及其

他勞務提供地點是否在歐洲也都是衡量項目。……但 Miller 等人批評認

為，這套方法給予所謂「線上」（above-the-line）文化勞動者（即導演、

編劇、演員等非技術層面的文化勞動者）較多關注，而「線下」的技術

工作人員只能因為在片廠或後製單位工作而被計入兩點，較難從國際合

製計畫中獲得工作保障（Miller et al., 2001, pp. 90-92）。……

 四、文化特殊內涵的保障：主要創作者的國籍身份限制是基於本地

導演、編劇和主要演員的參與，能夠因此創作出具有本地屬性之電影內

涵。……

 這套設計假設具有本地公民身份的創作者至少相對上能夠呈現出本

地特色或是反映本地社會；當然，這是無法保證結果的矛盾假設。事實

上就文藝創作自由角度而言，或就本文前節討論的國族文化定義困難來

說，創作者身份不應被當成保證，只能算是設下某種條件。

 ……小結以上所述，儘管市場回收的不確定性如此之高，且文化與

藝術的標準難以或不應設定，但是上述這些由官方介入的合製補助機構

或辦法為了能夠達成並兼顧其經濟與文化目標，仍然設計了相當詳細的

規則與配套措施。至於這些規則與措施的成效如何，下節進一步討論。

伍、國際電影合製案例的成效與評估

 電影這類文化產品的市場回收向來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儘管國際

合製電影的條件較為穩定（如前述之基本市場擴大、政府補助或稅制

優惠、發行流通之保障等），同樣無法保證市場成功。Finn, Hoskins, & 
McFadyen（1996, p. 157）透過量化統計方法曾從 1970 到 1991 年間抽

樣 347 部加拿大電影進行研究，發現國際合製影片與純粹國產影片之票

房成績並無明顯強弱之別，最主要變項反而在電影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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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資料顯示，以加拿大經驗來說，國際合製電影在文藝與神秘

類型的商業表現較佳，但是部分喜劇與恐怖類型電影則是國產作品賣座

較好。Finn 等人（1996）的研究也發現，適度提高電影製片預算有助

於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取得回收，且不必然減損合製電影的藝術或文

化表現。

 以整個歐盟經驗來看，近年來其國際合製電影之票房表現尚稱正

面。根據歐盟內部資料庫統計，1996 年到 2002 年間觀影人數最多的前

五十部歐洲電影有十部是歐洲內部合製。若單計 2002 年，則該年觀影

人數前五十部歐洲電影中有二十一部為歐洲內部合製電影（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2004, pp. 93-94）。

 至於歐影基金會的個案方面，Miller 等人（2001, p. 90）指出，

歐影基金雖然設有影片獲利後的基金回流制度，但是該基金會成立到

2000 年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年的回流資金能夠超過一百萬歐元（除成立

第一年外，歐影基金的年度預算大都在一千三百萬到二千萬間）。

 ……不過，無論從個別票房或將合製電影獨立出來觀察評估國際合

製電影的經濟效益，都不見得是最恰當或最重要的取徑。例如，Jackel
（2003）研究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逐漸興起的國際電影合製風潮，發現

合製電影在 1950 年代的法國與義大利電影工業復甦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除了部分合製電影賣座外，也製造了更多受歡迎的本土電影明星、

帶動更多電影生產數量以及整體電影觀賞人次的增加；換句話說，適當

的合製電影政策可以帶來活絡整體電影工業的良性動力。

 根據「歐影」網站資料統計，自 1989 年以來，「歐影」共補助

948 部合製電影計畫（絕大部分是劇情長片，僅有少量紀錄長片），總

貸款金額為 2 億 6 千 8 百餘萬歐元，平均每部貸款金額約 28 萬歐元。

如以貸款補助佔總製片預算的上限 15% 來估算，這十五年來，「歐影」

帶動的整體製片預算至少是 17.8 億歐元，每年平均超過 1 億歐元，而

每部合製計畫也帶動了平均 186 萬歐元的製片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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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影」機制創造的合作平台對部分相對弱勢或復甦發展中的

歐洲國家電影工業也有關鍵性正面影響，如盧森堡、捷克、斯洛維尼亞

等中、東歐國家在本國相關評估報告中都肯定「歐影」基金刺激本地電

影生產之功（Film Fund Luxembourg, 1999, 2000）。

 至於另外兩個例子，即加拿大影視基金會的年度預算約為兩億美

金，而其推動的國際合製計畫在 2003 年到 2005 年間每年帶動的電影

產值達 3 億 3 千 5 百萬美金（聞天祥、羅海維，2006；Telefilm Canada, 
2006）；北歐影視基金會補助國際影視合製的年度預算則在 6 千 7 百萬

挪威幣左右（約合 994 萬美金）。近十年來，國際上對於這兩地（區）

的電影工業表現亦多所肯定。

 ……而在合製電影的文化與藝術表現成效方面，亦如本文前述討

論，既無法事前設定和保證又難以事後評估判斷。Finn 等人（1996）
的加拿大案例研究顯示，比起純粹的國內製作電影，國際合製電影不見

得就較不能呈現加拿大特殊性，何況國際合製電影也曾獲得更多藝術與

美學之影評肯定。不過，由於該研究缺乏更多變項分析，我們無法得知

不同型態的國際合製電影之藝術和文化表現差異。

 此外，在重要國際影展中獲得肯定可視為是某種藝術與美學成就的

指標。根據魏玓（2005b）對於「歐影」個案的研究，該基金會歷年來

補助的九百多部影片中，獲得歐洲大小影展重要獎項不計其數，也有多

部電影曾經獲得美國金球獎和奧斯卡獎的最佳外語片等獎項，如 2005
年獲獎的【點燃生命之海】（The Sea Inside; 2004）。

 ……當然，「歐影」補助的電影在文化和藝術表現上並非沒有被認

為失敗的例子。Miller 等人（2001）就以 1999 年一部由法國、德國和

義大利合製（投資比例分別為 51%、33%、16%）的大製作商業電影【美

麗新世界】（Astérix et Obélix Contre César; 1999）來質疑國際合製策略。

 這部電影改編自歐洲通俗漫畫 Astérix et Obélix，講述羅馬凱薩大

帝侵略法國的故事，是歐洲電影工業少見的大規模商業製作。其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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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萬美元，全球票房達到 1 億 1 千 100 萬美元，在經濟規模上無疑

算是成功。但是 Miller 等人（2001, pp. 94-97）指出，這部電影只想模

仿好萊塢通俗商業電影的緊湊直線敘事與大量視聽特效，文化和美學表

現乏善可陳。

 一位來自瑞士的影評人在「網路電影資料庫」（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上寫道，

如果你是歐洲人，當然知道 Astérix et Obélix 這部漫畫，

不過【美麗新世界】真的令我憤怒。它一味只想模仿美國的

大製作電影……，但是改編得恐怖又討厭，特效尤其糟糕透

頂。

 然而，【美麗新世界】確實在歐洲各地成為熱門話題，並在全球

創造了超過一億一千萬美金的票房收益，法國大報《世界報》（Le 
Monde）甚至認為這部電影「對抗了美國電影霸權」（引自 Miller et. 
al., 2001, p. 94）。

 即使不談經濟效益，換個角度思考，【美麗新世界】這樣的例子也

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價值，至少歐洲電影工業嘗試利用本地通俗文化元素

轉換成商業娛樂電影。畢竟，由歐洲社會主導的文化和視聽生產試驗其

在文化和商業上的意義究竟為何，或者是這樣的路線是否應該繼續或修

正，也就依然相對是歐洲內部進行的過程，而非由外來企業或國家所主

導的；這樣的自主意涵不容忽視。

陸、積極進步的國際電影合製思維

 ……國際電影合製涉及了經濟、文化和美學三個要素互動所構成的

三角動態關係。這三者間存在著潛在矛盾的緊張拉扯，但並非必然與截

然的對立，仍有達到平衡、兼顧的可能。在此一兼顧與平衡過程中，國

家或公共機構必須設計適當資源分配與引導政策，並結合全球市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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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地電影產業的優劣勢，最後則須有創作人員帶有自主意識和明確目

標的創作活動來完成（參見圖一）。  

圖一：國際合製電影的動態關係

  
 由此看來，本文一開始提到台灣電影主管單位企圖將國片定義認定

放寬，以促進國際合製作為復甦國片工業的手段，確實顯得過於簡化也

不夠周延。事實上，就在這個法令修改後的隔年（2004 年），合製電

影的數量與市場表現不增反減：該年台灣出產的二十一部劇情長片中，

僅有四部具有國際合製性質，票房表現也不盡理想。

 就此論斷這個措施的成敗當然還嫌太早，但是如果台灣確實有意利

用國際合製振興本地電影工業和電影文化，並且善用當前全球化趨勢所

帶來跨國合作的種種新可能性，那麼從國外經驗及上述討論中，我們至

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重要政策設計與執行的建議，以調整目前過於簡化

的政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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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確立兼顧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政策目標。……

 二、考慮合作對象在文化與社會的共通性。……

 三、詳盡的規範與專業的委員會機制。……

  四、透過制度協助，由創作者完成合製電影的文化、藝術和經濟三

合一任務。……

 當然，我們無法期待每一個合製電影計畫都能夠達成上述的三合一

任務，但是在適當的政策架構基礎之上，持續且穩定地推動，並將之定

位為民主的、多元的、跨國的文化交流與建構過程，對於參與合作國家

本身以及合作國家之間的文化與經濟發展，應該都將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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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媒體，小記者
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 *

劉昌德

壹、序言

 報禁解除後，台灣報業市場由盛轉衰。從 1988 到 1998 年報業廣告

量最高峰，第一個十年間成長了 1.25 倍左右；報紙數量也從報禁解除

前的 33 家，增加到 360 家、成長約 10 倍。但從 1999 年開始，受到整

體經濟景氣下滑、及有線電視與網路等新媒體加入競爭的衝擊，報紙廣

告量開始快速下滑，到 2006 年約減少了四成五左右……。

 不過，與其他景氣不佳的傳統產業多緊縮規模的因應方式有所不

同，中時報系裁撤中南編與停刊《中時晚報》後，卻進一步擴張版圖――

2001 年 6 月裁撤中南編，隔年便出資入主中天電視台；2005 年 11 月初

停刊中時晚報，12 月中透過榮麗投資公司，購入中國電視公司、中國

廣播公司、與中央電影公司等三家國民黨營媒體（范凌嘉、李祖舜，

2005）。中時集團企業版圖包括報紙、雜誌、出版、電視、網路、資訊、

旅遊、展演、與物流等不同的產業領域（迎接新挑戰，2005）。而聯經

報系在 2006 年 10 月與 11 月底分別停刊《星報》與《民生報》之後，

也隨即在 12 月參與台北市捷運站內的報紙通路經營權競標，結果以高

於捷運公司底價 10 倍、達競標第二名價格 5.4 倍之譜的 1.4 億元高價得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95 期，頁 23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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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從 2007 年 3 月起發行捷運免費報《Upaper》（鄭呈皇，2007）。

除了報團之外，聯經報系還有包含出版、人力仲介、物流等關係企業（聯

合報系，n.d.）。

 因此《中時晚報》與《民生報》停刊事件的意義，除了傳統媒體受

到新興媒體衝擊而景氣下滑、導致工作者勞動權益受到衝擊之外，更值

得注意的是，同時間伴隨著媒體資本轉進新興媒體、導致所有權進一步

集中的媒體集團化趨勢。1980 年代後期以來台灣政府採行私有化政策，

使得許多重要產業都出現所有權集中的現象，媒體產業同樣如此，其

中尤以有線電視最為顯著、被歸類於「超高度集中」的型態（陳炳宏，

2001，頁 107-174）。除此之外，跨媒體集中的情形也逐漸增加，除了

前述中時報系進入衛星與無線電視之外，包括東森媒體與和信媒體等五

家媒體集團，都分別擁有有線電視系統、報紙、廣播、網路等媒體（邱

慧雯，2003；瞿宛文、洪嘉瑜，2003，頁 72-74）。

 在報業解禁後、特別是近年來新聞媒體產業資本趨向集中化的背景

下，本文首先透過比對此期間對新聞工作者的大規模調查、官方統計資

料、及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的調查與內部資料等，描述新聞工作者整體

勞動條件愈趨低落的狀況。而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在面對勞動條件逐步惡

化的問題時，往往欠缺集體力量的抵抗，因此本文接著探討台灣媒體工

會在這段期間的發展與困境，並透過問卷調查與文獻整理，分析新聞工

作者加入工會比率偏低的主要成因。最後，援引他國媒體工會對於集團

化趨勢的因應，並佐以前述台灣新聞工作狀況與工會發展困境，嘗試討

論本地新聞工作者的可能努力方向。　

貳、新聞媒體勞動條件的惡化

 如同歐美經驗所示，媒體所有權愈趨集中，對工作者的勞動權就

愈不利。例如 2000 年 Time Warner 與 AOL 合併之後，旗下的 CNN 於

2001 年初便裁撤 400 名員工、裁員幅度高達 1/10（Hickey, 2001）。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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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報業起家的 Hollinger 跨國媒體集團，1996 年買下 Regina Leader-
Post、Saskatoon Star Phoenix、及 St. Catharines Standard 等多家加拿大

報紙之後，隨即展開裁員，比例達各報社全體員工的 1/3 到 1/4 不等

（McKercher, 2000, p. 109）。歐洲許多媒體工作者組織也指出，跨媒

體集團對勞工權益造成的傷害。歐洲記者協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EFJ）表示，傳播新科技雖然創造了一些新媒體的工作，但

同時卻造成傳統傳播產業更大幅度的失業，同時也讓資方得以大量引

入自由撰稿者與短期雇用人員，減少新聞媒體常態雇用人數。法國傳

播工會（La fédération Communication et Culture, FTILAC），2003 年對

於 Vivendi Universal 內部的員工權益問題，提出多次抗議；而德國服務

業與媒體工會（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 VER. DI）、與英

國廣電、娛樂、電影與劇場工會（Broadcasting Entertainment Cinemato-
graph and Theatre Union, BECTU），都因為跨媒體集團屢屢傷害工作

者權益，而要求該國政府停止媒體所有權限制放寬的政策（EFJ, 2003; 
Bibby, 2003, pp. 4-5）。1

 媒體集團化造成「失業潮」的一項主要因素，在於媒體集團經營邏

輯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差異性。過去的報老闆或所謂報人（publishers），

雖仍必須服從商業邏輯、也有降低人事成本的需求；但是卻會因為個人

主觀因素，例如對新聞價值與個別員工的個人好惡，有時會出現違反

利潤邏輯的決策。例如，加拿大 Kingston Whig-Standard 的老闆 Michael 
Davies，在該報廣告銳減的壓力時，讓員工選擇推銷一定報份以避免裁

員。另外，Davies 因為個人戒煙的關係，而拒絕煙商刊登廣告；New 
York Times 的管理階層，在二次大戰期間則為了充分刊登新聞，而推掉

許多廣告（McKercher, 2000, p. 107）。但是當媒體集團愈來愈大，市

場邏輯凌駕一切，這些對員工來說還具有一定人味的「報人」也逐漸消

逝。跨媒體集團的管理階層，沒有太多「非經濟」的考量，經營準則是

財務報表上的立即收益，而非如何在艱困狀況下維持一份個人主觀的理

想報刊；所以當平面媒體的市場利基縮小後，資方的主要因應方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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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裁員以緊縮成本，或者乾脆關閉傳統媒體、把資金轉移到另一陣

地。在將本求利的投資觀念下，媒體集團的利潤不在於把新聞做好、以

吸引讀者與廣告主，而是如何在資本市場把股價抬高，然後出售股份賺

取價差。此一籠統地稱為「企管新聞學」（MBA journalism）的新趨勢，

改變了新聞媒體的傳統價值觀念（Hirsch & Thompson, 1994; McKercher, 
2000, p. 104-105）。

 這樣的狀況在台灣亦然。報禁解除前的「侍從報業」下，許多報老

闆自視為「大家長」（林麗雲，2000），因此與員工之間具有某種程度

的個人式聯繫。……但報禁解除後，在產業所有權逐步集中化之後，過

去老報人與員工的「家企業」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利潤

邏輯考量，例如東森老闆王令麟對媒體公開宣示對員工的要求是「show 
me the money」（王文靜、郭奕伶，2004）。2 當然，這並不是說過去

的報老闆比較「仁慈」；事實上，他們一樣必須服膺商業邏輯，否則無

法生存。不過如今集團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了商業邏輯的力量，大幅降

低過去殘存的個別資本家微小差異性。

 因此，報禁解除後新聞媒體的集團化發展，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

勞動環境遠較過去來得殘酷。在工作權部分，特別是近年來由於媒體倒

閉、歇業、轉讓、或大幅縮減人力，導致大規模數量的媒體工作者工作

不保，並且引發勞資爭議的事例所在多有（見表一）。此一趨勢可以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最近幾年的統計資料加以佐證，近年來新聞記者與攝影

記者的雇用人數不斷下滑，總計在 2003 到 2006 年的 4 年之間，新聞記

者人數大幅減少了 37.1%、攝影記者更快速減少了 46.0%，整體來說受

雇的記者人數減少了約 4 成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記者人數的減少並

非主要導因於台灣整體就業市場的不景氣，因為以所有的專業人員受雇

數量來看，同一時期卻增加了約 14.7%（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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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新聞工作權大事紀（1988-2007）

1988.04-09 《中國時報》勞資雙方爭取成立產業工會之主導權，工會成立後首

屆理監事均為勞方代表，但資方稍後解僱發起籌組工會的記者鄭村

棋、吳永毅、與張玉琴

1991.03-04 《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報導內容遭資方解僱，隨後《民生報》記

者江澤予參與連署聲援亦遭解僱

1992 《民眾日報》員工籌組工會，發起人之一記者陳玉華遭調職、隨後

離職

1993.02-03 《新生報》資遣約 120 名檢排工人，40 餘名員工至報社門口靜坐抗

議

1994.06-09 自立報系股權轉移風波，跨媒體新聞工作者發起「搶救自立」運動，

進而組成「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並於 9 月 1 日舉辦遊行，

提出「落實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部公約、催生新聞專業組織」

三大訴求

1994.10 「九○一小組」調查《中央日報》記者蘇諍申訴案件，認定資方不

合理解僱、要求讓當事人復職，成為該組織首宗關於保護記者工作

權的個案

1995.03 以「九○一小組」為基礎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正式成立

1995.11 自立報系工會理事袁孔琪遭社方調職引發風波

1996.01 「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正式成立

1996.07 《台灣日報》產權易手，員工上街頭遊行

1997.02 澎湖《建國日報》停刊

1997.09 中時工會設立勞工團結基金

1997.11 台灣立報社裁員風波，部分不滿員工召開座談會

1999.01 《大成報》裁員攝影與文字記者 30 餘人

1999.03-05 《自立晚報》經營權數度易手，裁員數十人

1999.03-04 《台灣時報》調動 19 位記者，遭勞方控告

2000.08 《台灣時報》傳出以「半價」資遣約 80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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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2 《明日報》停刊資遣 300 名員工，其中 150 名回任新資方的《壹周

刊》

2001.03 聯經報系的北美《世界日報》洛杉磯分部片面調整員工薪資結構、

勞動待遇及福利，強迫簽署可隨時解聘的雇約，員工因而成立工會

捍衛權益

2001.06 中時報系無預警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 102 名員工

2001.07-10 自立報系資方積欠員工薪資與勞健保費用，員工抗爭後資方退出，

工會決定自主經營

2002.02 《勁晚報》停刊，資遣百餘名員工

2002.04-07 中天電視傳出積欠員工薪資，隨後中時報系為主的新資方入主

2002.05 《中央日報》優退員工 320餘人、回聘 70人，與《中華日報》及《新

生報》採取編採平台方式合作，並停刊海外版

2002.07 世界日報工會代表 7 月赴台舉行記者會，並要求與資方對話

2002.09 《台灣新聞報》傳出資方積欠員工薪資未發、並自 2001 年底起積

欠勞健保保費

2002.12 台視減薪裁員

2003.08 真相電視近百名員工遭裁員

2004.10 台視記者平宗正採訪風災殉職，記協與媒改社發起「平宗正條款運

動」，要求各媒體保障記者採訪安全

2004.12 《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遭鴻海集團控告引起社會注意與聲援

2004.12 中廣結算員工年資，400 名員工中 130 名遭資遣

2005.08 《台灣日報》積欠員工薪資，員工成立自救會，發起記者林朝億、

林慶祥遭解僱

2005.11 《中時晚報》停刊，數十名員工遭資遣、部分記者則轉任報系其他

報紙

2006.02 《大成報》停刊

2006.03 《台灣日報》再傳積欠員工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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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 《中國時報》解僱工會幹部陳文賢

2006.06 《台灣日報》停刊，120 餘名員工失業；《中央日報》停刊

2006.09 《中華日報》資遣 375 名員工，回聘 80 名

2006.10 聯經報系《星報》停刊

2006.11 聯經報系《民生報》停刊，65%、約 140 位員工遭資遣

2006.11 中時製版工人李明振、林長榮控告資方於 2002 年以業務緊縮為由

資遣一事違反勞基法，最高法院三審勝訴，裁定中時應給付欠薪並

回復工作。中時隨即再度資遣兩名員工

2006.12 北市就業歧視評議會認定中時陳文賢案為就業歧視，處罰中時 30
萬

2007.03 《壹週刊》與《蘋果日報》計畫裁員一成、約 120 名員工

2007.04 《民眾日報》資遣 100 餘名員工，隨即於 5 月易主，母公司東森集

團積欠資遣費至 7 月底

2007.10 接手台視官股的新資方非凡新聞，結算台視員工年資，並資遣離退

145 人、新聞部佔三成

2007.10 《自由時報》應環保署要求，將記者周富美調線，隨後解僱。周富

美提請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

2007.11 東森電視傳裁員 300 餘人，TVBS 裁員 30 餘人

2007.12 《自由時報》長期未給足員工國定假日遭北市府勞工局罰款，記協

協助員工向報社爭取遭積欠之假日工資

2007.12 聯合報系取消久任年資制度，約 1500 位、逾 75% 員工遭實質減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相關新聞報導、目擊者雜誌、苦勞網、與媒體觀察基

金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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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聞工作者受雇人數與收入統計（2001-2006）

 所有專業人員 新聞記者 攝影記者

 人數 增減 月薪 增減 人數 增減 月薪 增減 人數 增減 月薪 增減

2001 -- -- 48,550 -- -- -- 53,399 -- -- -- 48,821 --

2002 -- -- 53,259 9.6 -- -- 50,772 -4.9 -- -- 49,332 1.0

2003 478,064 -- 51,129 -3.9 3,576 -- 50,185 -1.1 1,593 -- 42,517 -13.8

2004 500,080 4.6 53,216 4.0 2,990 -16.3 44,275 -11.7 1,050 -34.0 42,979 1.0

2005 525,521 5.0 53,654 0.8 2,601 -13.0 39,376 -11.0 1,195 13.8 42,019 -2.2

2006 548,329 4.3 53,237 -0.7 2,251 -13.4 48,673 23.6 861 -27.9 48,879 1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政院勞委會網站。

月薪之單位為新台幣元，年度增減之單位為 %。

 在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部分，本文主要比較 2004 年與 1994 年的

兩項大規模問卷調查的發現，3 並佐以行政院勞委會的統計資料、與記

協及工會刊物的相關報導，來說明這十年之間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

的演變。

 首先，在工作年資的比較上，1994 年新聞工作者平均工作年資為 9
年、並且計畫在同一媒體單位工作的平均時間約 5 年；到了 2004 年的

調查顯示，工作者平均年資下降到不及 8 年，計畫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5
年以上――但不見得是同一單位――只佔了 44% 左右。平均年資下降

與對新聞工作的堅持度降低，可能是因為新聞工作穩定度愈來愈低，加

上許多媒體實施「優退優離」政策、以降低資深員工所需的薪資與福利

等成本的手段所致。例如中型報社的《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在

1999 年分別優退優離 341 人與 148 人，佔當時兩報社總人數分別高達

約 45% 與 25%。大型報紙如聯合報系，90 年代後期持續推動優退優離

方案，超過 1,000 名員工離職，使得該報的員工數從原來的 3,600 名、

降至 2003 年的 2,300 多名。《中國時報》則從 2001 年開始到 2003 年

之間，從原來的近 4,000 人，裁減將近 1,500 人、精簡幅度高達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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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整體工作的滿意度與自主性方面，1994 年時約七成受訪

者滿意新聞工作，九成認為享有自主性。但是到了 2004 年，以工作滿

意度指標來說，5 從其平均來看滿意或非常滿意自己的工作的受訪者，

只有 9.1%、不及一成。在工作自主性的滿意度比例，也降到約四成左

右。同時，攸關新聞報導品質的媒體在職訓練，卻明顯不足，有將近六

成的受訪者表示所在單位缺乏在職訓練。

 在收入方面，1994 年新聞工作者的平均年收入是 2.3 萬美元、平均

月薪約新台幣 5.1 萬元。6 2004 年調查則顯示，月薪在 4.5 萬元以下的

受訪者佔 31%、4.5 到 6 萬元之間佔 37.8%、6 萬元以上則有 31.2%。因

此與過去相較，大約僅有三成的新聞工作者平均月薪較 10 年前的平均

數明顯來得高。根據勞委會統計，2001 年到 2006 年之間，新聞記者的

平均月薪降低了約 8.9%；而在 2005 年的最低峰，甚至破底到每月不足

4 萬元，比 2001 年的 5.3 萬元，減少幅度超過 1/4。在攝影記者部分，

雖然 2006 年回升到 2001 年的水平，但是在 2005 年的最低潮，也一度

比 2001 年降低了接近一成四。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專業人員的平均薪

資，在同一時期卻增加了 9.7%；另外，2001 年以前新聞與攝影記者的

平均月薪，都較所有專業人員的平均數來得高，但到了 2002 年以後，

記者的收入就降低到專業人員的平均值以下。整體來看，可以說記者的

收入在專業人員此一群體當中，在 2002 年之後從原本的前段班降入了

後段班（見表二）。

 另一方面，報禁解除後記者工作逐步數位化，使用數位科技設備愈

來愈普遍，但是資方卻也逐步把這些硬體設備的購置成本，轉嫁到新聞

工作者身上。在 1990 年代初期，記者所使用的電腦大都由事業單位供

應；而從 1990 年代後期以來，記者需要自購電腦的比例逐漸增加，目

前除了《蘋果日報》之外，其他報社記者都必須自備電腦，報社則提供

有條件的定額無息貸款或補助款（黎珍珍，1998a；夏日平，2007）。

另外，在行動通訊設備部分，1990 年代初期許多媒體都提供記者呼叫

器、並負擔月費；到 1990 年代後期，記者則必須自行申辦呼叫器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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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話，報社則負擔定額的月費（黎珍珍，1998b）。薪資收入減少，

又必須同時負擔部分固定設備的支出，整體來說報禁解除之後記者的收

入可說江河日下。

 至於其他勞動條件部分，2004 年調查顯示，每天工時在 8 小時以

上者佔 79.5%、每週工作日在 5 日以上者佔 34.4%。以目前每日工時 8
小時、每週休二日的一般工作時間來看，可見許多新聞工作者都有超時

工作情形。在這樣勞動強度下，同意或非常同意工作壓力過大的受訪

者，高達 62.2%。

參、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之發展與困境

 面對報禁解除後新聞媒體勞動條件的惡化，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

束手無策。此一窘境的成因，絕大部分是來自於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未

能充分發展。1988 年解嚴後到 1990 年代初期，興起第一波媒體產業工

會的成立風潮，主要集中在報業與無線廣播電視台。在這一階段成立的

媒體工會，除了中廣與台灣新聞報以外、有 13 家產業工會於 1996 年

參與創立「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簡稱「大傳聯」）。然而

自 1990 年代中期之後，新聞媒體工會運動一直未有明顯進展。1996 年

以後，只有民視、及非商營的公視與央廣等 3 家無線廣播電視台成立了

產業工會，而為數頗眾的有線新聞台以及報社，都未能成立產業工會。

2002 年底，大傳聯會員工會數為 12 家（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2002）；到了 2007 年，大傳聯會員工會數仍維持在 11 家，包括 4 家報

社、5 家無線電視台、1 家廣播電台、與 1 家通訊社。但是媒體工會規

模逐漸萎縮，自2002年底到今年初，大傳聯總人數減少了24.3%。其中，

受到報業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持續裁員的影響，所有報社工會的會員

數都急速減少、或甚至停止運作。不過無線電視台工會會員數則相對持

平，且其中公視與民視的規模有明顯增加（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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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新聞媒體產業工會概況

類

別
產業工會 成立

人      數
備　　　　　註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全

國

全國大眾傳播

業工會聯合會
1996 5,949 5,517 4,912 4,321 4,506

2002 年資料為年底統計，

缺 2003、2004 年之資料，

2005 年以後為年初統計

報

紙

聯合報系 1988 2,180 1,600 1,500 1,001 1,001
2002 年前分為聯合報、經

濟日報、聯合晚報、與民

生報等產業工會

中國時報 1988 620 360 220 216 203  
中華日報 1989 230 230 180 70 90  
國語日報 1993 215 195 150 159 158  
中央日報 1988 -- -- -- -- -- 2006 年停刊

自立報系 1988 -- -- -- -- -- 2001 年停刊

台灣新聞報 1988 -- -- -- -- -- 2001 年民營化後停止運作

台灣日報 -- -- -- -- -- -- 1997 年民營化後停止運作

電

視

台灣電視 1988 480 440 440 460 350  
中華電視 1988 580 510 424 424 520  
中國電視 1988    -- 460 460 460 460 2002 年間一度退出大傳聯

民間全民電視 1998 600 600 750 750 750  
公共電視 1999 580 552 540 531 721  

廣

播

中央廣播電台 1998 354 320 210 210 210  
中國廣播電台 1988 -- -- -- -- -- 非大傳聯會員

其

他
中央通訊社 1994 110 40 38 40 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大傳聯提供之資料，行政院勞委會與台北市勞工局網

站、及瞿海源（1993）。

 除了產業工會之外，雖然部分縣市的新聞業設有職業工會，但如同

許多戒嚴時期成立的職業工會一般，其功能往往只是為會員加入勞工

保險，缺乏勞工運動與意識的組織功能（黃德北，2005，頁 96-99）。

在近年數次媒體勞資爭議事件中，能夠以新聞工作者集體角色發聲的組

織，大概只有 1995 年成立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不過該組織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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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認同於「專業主義」的角色，並未將自身定位為「新聞工作者工

會」，且參與人數仍然偏低，7 因此在保護勞動條件的功能發揮上受到

非常大的限制（林富美，2002，頁 76-77）。至於新聞媒體的「自由工

作者」（freelancers），在無特定雇主的狀況下，相對更為弱勢；直到

2006 年才有「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成立，除了提供會員加入

勞健保外，同時也注重勞動權益的保護。8

 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發展的不蓬勃，首要原因當然是台灣的工會運

動，長期以來受到政治與法律的限制。在解嚴以前，工會運動主要面對

冷戰時期獨裁政府的直接壓制、及國家政策重視經濟發展的雙重影響

（Huang, 2002）。1987 年解嚴之後到 1990 年代中期，執政者以「維持

治安」與「維護經濟發展」為名，一方面以警察與司法手段壓制自主工

會運動，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法令的修法，收束勞動公民權（王振寰、方

孝鼎，1993）。在這段過程中，自主工會運動雖然有所進展，並且對上

述的修法過程發揮了保護勞工權益的影響力，但勞工運動在與國家機器

和資方的對抗中，整體來說仍力有未逮（何明修，2005）。2000 年中

央政權政黨輪替後，佔國會多數的在野黨聯盟尋求各種議題對執政黨的

杯葛，勞工運動才有比較大的運作空間，例如 2000 年底的《勞動基準

法》工時案修法過程中，勞工團體的要求因此獲得一定程度實現（何明

修，2005；Huang, 2002）。

 除必須面對整體工會運動在政府、法令、社會等層面所遭遇的困難

之外，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所面臨最大的特別課題，是白領新聞工作

者，特別是記者參與工會的人數比例偏低，造成工會力量更難發揮、甚

至因藍白領勞工的分立而削弱集體行動之可能性。2004 年的調查顯示，

只有 28.3% 的受訪新聞工作者是工會會員；而受訪者當中的新聞記者，

加入工會的比例更低，僅達 24.7%。另外一項 2002 年的調查顯示，雖

然一般認為記協會員的集體意識較高，但他們參加個別媒體產業工會的

比例也僅在三成左右（劉昌德，2003）。再者，加入工會的記者也有相

當侷限性；根據 2004 年的調查結果分析發現，在表示自己服務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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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會的記者當中，女性、年紀輕、及教育程度較高者，加入工會的比

例偏低。9

 記者加入工會的比率較低，一般認為是源於其勞工意識的模糊。以

英國來說，新聞工作特質造成記者的內在個人主義傾向，使得報業工人

的勞工認同明顯低於其他產業（Noon, 1993）。表現在工會組織層面，

就使得全英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戰鬥性一直比不

上印務部門工會，及其力量在 90 年代的一度衰退（Gall, 2002）。事實

上，早在 1930 年代的美國報業，就有工會運動者描述新聞工作者對工

會的輕蔑，「[ 大部分白領新聞工作者認為 ] 工會？對印刷廠那些呆瓜

來說是挺合適的，但像我們這些記者編輯的聰明人，根本就不需要。」

（cf. Kritzberg, 1973, p. 399）。更早在 1890 年代到 20 世紀初期的美國

印刷工會運動當中，雖然積極企圖組織編輯室當中的新聞勞工，但卻難

以成功。除了當時記者編輯薪水較印刷工人低、無力繳交 ITU 會費以

外，記者不認同勞工身份更是重要原因（Brasch, 1991a, pp. 46-47）。

 對於台灣記者加入媒體工會意願與比例偏低的現象，過去的相關

研究集中在其階級意識相對淡薄與新聞工作特性的兩項因素。馮建三

（2000）針對媒體工會刊物的內容分析顯示，白領新聞工作者的階級意

識較藍領工人薄弱。記者由於其工作特性，能夠在不同媒體之間、乃至

其他行業之間尋求工作的機會，較一般藍領勞工來得多，也就造成了他

們傾向以個人方式、而非集體抗爭的手段來解決工作條件不佳的問題。

此一階級意識與身份認同問題，成為國內白領新聞工作者參與工會比例

低落的主要因素（林富美，2002）。其次，新聞勞動特性也降低了媒體

工會良性發展的可能性。例如，新聞勞動的時間壓力較高，使得許多新

聞工作者疲於應付，工會參與度因此偏低（張碧華，1992）。一項問卷

調查則發現，「工作太忙」與「認為工會功能不彰」等工作場合的勞動

特性及對工會功能的認知，才是導致記者無法、或不願加入工會的最主

要因素（董素蘭，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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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白領工作者對工作的「職業認同」（occu-
pational identity）、或者對工作的社經地位認知，也會影響工會的參與

率（Cornfield & Kim, 1994; Huws, 2006）。因為職業認同一方面具有「內

聚」功能，得以凝聚這個職業內部的成員團結行動，另一方面也具有「區

隔」功能，區分出這些職業認同所凝聚出的團體與其他團體的不同，因

此是勞工參與工會的基礎；而包括科技引入導致去技術化等因素、使得

勞工職業認同降低，就破壞了工會運動的基礎（Huws, 2006）。

 這項影響記者參與工會運動的因素，在過去國內相關研究較少提

及。因此，本文特別就此一項目，根據 2004 年的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

析，發現在所服務單位有工會的記者當中，加入工會的記者其職業認同

度指標的平均數，比未加入工會者的職業認同度明顯來得高，間接說明

了職業認同與工會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10 同時，調查中受訪的新聞記

者裡，同意、或非常同意「現今記者的社會地位比過去低」的敘述者，

比例高達78.8%，顯示目前記者對本身工作的社經地位，並不具有自信。

將問卷這兩項結果結合起來觀察，台灣白領新聞工作者日趨低落的職業

認同度，對新聞媒體工會運動來說，是另一項可能的負面影響因素。　

肆、媒體資本集中趨勢下的新聞工作者「再組織」

 面對媒體所有權集中、集團化的資方愈來愈強勢，以及台灣工會運

動所遭遇的傳統困境，究竟台灣的媒體工作者與工會運動，可以有哪些

因應方式？透過對國際媒體工會因應模式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可

能的方向。

 首先，是透過工會之間的合作與合併，建立一個更大的工會來與

愈趨龐大的資方進行協商甚至抗爭。舉例來說，McKercher（2000, pp. 
360-368）分析北美的記者工會組織在 1990 年代因應科技發展與所有權

集中的因應策略之後，強調工會之間的聚合，將會是一個必要的措施。

她更建議，媒體工會應該有進一步的合作，包括加強新工會內部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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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發展更為靈活的協商策略、增加工會之間的合作、甚至要再繼續

合併等。但也有分析指出，由於不同媒體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

所以這樣的合作，不必然一定要組成一個「大工會」，而可以採取更

為彈性的合作方式，例如荷蘭「文化、資訊、娛樂、媒體工會聯合會」

（Cultrue, 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KIEM）的合作伙伴關係

（joint-venture; Wilson, 2000）。

 ……其次，則是「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適當結合，來提高

白領工作者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事實上，提升專業自主的專業主義，在

許多媒體工作者的集體組織中，從來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mman, 
2002; Dale, 1991, pp. 8-9; Brasch, 1991b）。一方面，Amman（2002）在

分析一些媒體工會的成功例子之後，建議媒體與新傳播科技產業的工

會，應該以某一「行業」或「專業」為中心來組織，而非廠場工會；同

時，還需扮演增進專業的角色，包括改善這個職業的整體表現、與會員

專業技術的提升。另一方面，林佳和（1996）分析德國的內部新聞自由，

指出要達成專業主義中的自主理想，「只有透過勞工運動之抗爭，才能

實現自我決定權，才能真正實踐內部新聞自由之要求」，這一點也為馮

建三（2000）所肯定。在地的例子，有紀錄片工作者由原來的紀錄片協

會開始，從而發展組成紀錄片工會。這樣的結合，可以更進一步落實為

媒體內部「產業民主」的訴求，例如 2007 年公共電視工會爭取設立員

工董事的過程，便相當程度結合了公共電視法當中編輯部民主的專業主

義概念。從「職業認同」提升有助於工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專業主義同

時是提高職業認同的一種作法，對於白領新聞工作者加入集體組織，應

有一定助益。

 再者則是更進一步結合其他社運團體、尤其是與媒體領域中消費者

運動組織的作法。例如，台灣的銀行員工會在對抗金融業兼併的過程

中，特別提出勞工工作權受損，導致服務業的品質下降，連帶影響金融

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因此工會運動者認為，這揭示了一條工會運動與消

費者運動合作的必要性與契機（夏傳位，2005）。在不同議題的支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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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面，例如過去中時工會聲援公娼自救團體的行動（馮建三，2000，
頁 174），也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這種聯合不但開創出新的議題空間，

更重要的是可以爭取社會的普遍支持，而改正過去有關工會只為是「為

錢而鬥」的印象（邱毓斌，2005）。在媒體領域，例如美國的編劇工會

就針對許多觀眾所譴責的影視產品置入性行銷日趨氾濫的問題，與消費

者運動團體 Commercial Alert 合作，合作遊說政府主管機關制訂相關規

範（WGA, 2005）。

 最後，則是重啟工會與工會、工會幹部與成員、及工會與所屬工

作者之間的「內部社會對話」（the internal social dialogue）的重要性

（Hyman, 2001 ∕許繼峰、吳育仁譯，2004）。特別是在全球化與後現

代社會多重認同的挑戰下，工會主義不斷遭受質疑與削弱，但卻未能發

展出新論述來加以因應，這是當前全球工會都遭遇到的問題。在台灣的

媒體工作者，更因為媒體工會長期以來未能建立足夠的力量、以及集體

組織會員規模受限與無法打入年輕工作者的問題，因此面對這些新挑戰

時更加顯得蒼白無力。如何重啟媒體工會之間、以及工會與工作者之間

的良性對話，將會是新一波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註釋

1. 不只新聞工作者遭遇類似的危機，電視與電影的編劇、導演、與演

員也受到負面衝擊。例如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est, WGAw）指責因為影視產業被少數跨媒體財團所掌握，因此加

州相關工作機會一直在減少當中（WGAw, 2003）。

2. 這類現象不獨見於媒體集團，同樣也存在於其他產業。例如在金融

業中，大型金控集團事事以銷售業績及帳面股價為先，因此放棄了

過去中小型銀行家經營講究「信用」與「服務」的傳統（夏傳位，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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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4 年調查見 Lo（1998）。2004 年調查則見羅世宏（2004），於

2003 年 8 月到 2004 年 2 月間以便利取樣法，透過記協與研究者人

際網絡，共散發問卷 2,900 份，回收 899 份、回收率約 30%。在有

效問卷當中，記者有 550 人。

4. 參見工會刊物報導：大傳聯，2000，11 期 2 版。聯工月刊，2002，
163 期 1 版；2002，166 期 1 版；2003，176 期 2 版。工輿，2002，
136 期 5 版；2003，150 期 2 版。

5. 包含 9 個問題，分別為是否滿意「採訪路線∕編輯版面」、「員工

福利」、「待遇與津貼」、「新聞工作特性」、「自我專長發揮」、

「編輯政策」、「職場人際關係」、「人事制度與升遷管道」、與「專

業自主性」。

6. 根據中央銀行網站資料，1994 年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匯率是

26.455: 1。

7. 2002 年時記協會員人數為 292 人（劉昌德，2003，頁 7）。

8. 參見紀錄片工會網頁：http://blog.roodo.com/docunion。

9. 在 243 名表示所服務媒體有工會的記者中，加入工會的記者平均年

齡 36.66 歲，較未加入工會者 34.82 歲為高，t（214）= 2.156, p < 
.05；加入工會者的女性比例28.8%，較未加入工會的50.6% 低，x2（df 
= 1, N = 219）= 10.627, p < .01；加入工會的記者中大學以下教育程

度佔 25.8%，比未加入工會的 8.0% 高，而其碩博士學歷佔 28.8%，

又明顯比未加入工會的 46.0% 低了許多，x2（df = 2, N = 219）= 
13.140, p < .01。

10. 職業認同度指標由 7 個問題構成，包括「這份工作令我愉快」、「這

份工作和我志趣相符」、「這份工作帶給我成就感」、「這份工作

使我有影響公共事務的機會」、「這份工作有保障」、「新聞工作

是份專業工作」、與「新聞工作需要更多了解專業義理的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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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為「非常同意」者登錄為「5」、「同意」登錄為「4」、「無

意見」登錄為「3」、「不同意」登錄為「2」、「非常不同意」則

登錄為「1」。滿意度指標總分級距為 7 到 35 分。550 名受訪記者

的職業認同度平均為 24.576（N = 519, SD = 3.724）。在表示目前服

務媒體有工會的記者中，加入工會的受訪記者之職業認同度指標平

均數為25.35，未加入工會者為23.76，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t（212） 
= 2.986,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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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下的變貌
網路素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 *

劉蕙苓

壹、問題意識

 數位匯流時代使媒體環境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變化。Jenkins
（2004）指出，匯流不單純是科技的創新與變革，它還影響媒體產業、

市場及閱聽大眾之間的關係。其最大的特點是傳統只接受資訊的觀眾或

讀者成了消費者與生產者，他們透過手機、網路及其他科技設備生產訊

息，再藉由網路平台傳遞與分享。這種使用者自創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也改變了主流媒體的新聞產製，所謂匯流新聞學（convergence 
journalism）或匯流新聞室（convergence newsroom）成為這幾年傳播界

關切的重心（Erdal, 2007; Kolodzy, 2006; McPhillips & Merlo, 2008）。

 ……儘管使用這些散佈在網路上的由民眾提供的內容有專業爭議與

倫理風險，電視台仍然視其為數位匯流下必要的新聞素材收集方式。新

科技帶來的衝擊使得新聞組織有一種不得不採取新策略以因應環境變

化與市場需求的壓力；然而，這種因應策略卻影響了新聞工作的常規。

新聞常規（news routine）是新聞組織維持工作效率的建制（Shoemaker 
& Reese, 1996），也是控制新聞產製及校準個人的工具（張文強，

2009），更是組織知識儲存與分享的無形機制（Cohen & Bacdayan,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21 期，頁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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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要了解電視新聞在此衝擊下的影響，從新聞常規著手將可提供

不同視角的思考。然而，數位匯流下的新聞產製有很多面向可以觀察，

本研究僅以電視台使用網路素材為例，來探究新聞常規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匯流下的媒體變貌

 匯流（convergence）一詞在英文字典的解釋是有兩種以上事務、活

動、現象「會合」或「聚合」之意。被使用至科技與傳播的討論，始於

政治學家 Ithiel de Sola Pool，Jenkins（2006）稱其為匯流先知（prophet 
of convergence），並認為他在 1983 年的著作《自由的科技》（Tech-
nologies of Freedom）可能是第一位使用此概念來描述媒體產業未來改

變的人。他認為，這種過程可以稱之為「模式匯流」（convergence of 
modes），它使媒介間、人際間傳播、大眾傳播的界線模糊，過去個別

傳送訊息的形式（如電話、電報、電視、報紙），因著數位科技革命，

未來將可匯聚整合（Jenkins, 2006, pp. 10-11）。

 ……近年來對匯流新聞室與新聞工作的研究與討論湧現（Bocz-
kowski, 2010; Brooks, Kennedy, Moen, & Ranly, 2007; Erdal, 2007）。所

謂媒體匯流（media convergence）即是一種思考新聞、產製新聞及傳

播新聞的新方式，媒體組織窮盡其潛力來達到內容多元，以服務公眾

（Kolodzy, 2006）。……

二、自創內容與主流媒體

（一）UGC 與主流媒體的互動

 使用者自創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 UGC）是新科技與

匯流的產物。匯流打破了以往的溝通與權力形式，由下而上、以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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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內容，經由多平台的傳散與分享是其主要特性。過去所指稱的閱

聽人現在成為資訊消費者與內容生產者（Robinson, 2009），這對主流

媒體產生相當的衝擊與影響。

 ……新聞產製由傳統媒體仰賴菁英來源導向轉變成由記者、消息

來源及閱聽大眾三方共同協作（collaborative reporting）、形塑共識

（consensual process）已是常態（Gillmor, 2004; Hujanen, 2012; Williams, 
Wardle, & Wahl-Jorgensen, 2011）。相關研究也陸續從不同面向來討論

此協作的效應與意義。例如，網路上對某重大事件的討論，常常成為主

流媒體引用的素材，進而也建構了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向（Goode, 2009; 
Song, 2007）。再則，記者也是網民，自己發稿的同時也成為部落客，

把自己的新聞價值與想法，藉由網路分享給更多人，形成另一種線上線

下的互動（Matheson, 2004; Singer, 2005）。如果從主流媒體在平日的

每日新聞產製中檢視網路素材的使用情形，對協作與互動的面貌或可進

一步釐清。

（二）主流媒體中的 UGC

 要討論主流媒體中的 UGC 可以分兩個部份：主流媒體如何使用

網路素材？什麼樣的素材會被使用？ Wardle 與 Williams（2010）進入

英國 BBC 進行田野的研究發現，BBC 使用的 UGC 可分成五大類：觀

眾內容（audience content）、觀眾評論（audience comments）、網路

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協作內容（collaborative content）及非

新聞內容（non-news content）。……國外的研究指出，公共媒體雖然

使用 UGC，卻認為這些素材仍必須以專業過濾、處理才能對觀眾負責

（Hujanen, 2012; Williams, Wardle, & Wahl-Jorgensen, 2011），有些商業

媒體會將這些素材經過專業處理，補上專家或菁英的訪問（Lee, 2012）
才刊播。不過，林照真（2013）發現，台灣的商業主流媒體最常把這些

新媒體素材當作「新聞主體」，當作「補充畫面」次之，當作「新聞起

點」者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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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主流媒體使用UGC的有何偏向？Wardle與Williams（2010）
發現，BBC 的工作人員對觀眾目擊現場的影像或圖片最重視也最常考

慮使用，因為這些素材既可以豐富新聞，又可補記者採訪的不足。但是，

在商業媒體則有些不同，Örnebring（2008）針對英國和瑞典的研究發

現，這些報紙網路版上使用的 UGC 以名人和娛樂性資訊居多。……

 國內近兩年來以匯流為出發的研究也有一些討論。劉蕙苓（2013）
分析電視新聞的內容發現，台灣的有線電視晚間新聞中，平均每天至少

使用 7 至 9 則的網路影音。林照真（2013）更進一步將網路影音擴展至

所有與匯流相關的素材，稱為「新媒體素材」，……林照真稱此為「免

費的午餐」，掩蓋了電視新聞投資不足的現象；劉蕙苓（2013）則認為

網路已成為電視新聞「省錢又方便的影音資料庫」。……

 這樣看來，主流媒體向大眾取材所取的「材料」並非多元且與公共

利益相關的，甚而還有些專業倫理爭議。接下來要問的是：何以致此？

陳百齡與陳世敏（2001）曾表示，網路出現不僅使新聞組織的常規產生

衝擊，連新聞工作者個人的工作常規也會隨之調整。如果從新聞常規變

遷來討論，是否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解釋？……

三、新聞產製常規與匯流影響

（一）媒介組織與新聞常規

 新聞室內工作的面貌的研究，雖從 1950 年代 Breed（1955）即已引

起學者興趣，但以常規（routine）為概念的研究不多見。……Tuchman
（1973, 1978）指出，新聞組織將每天的工作予以常規化，才能讓新聞

產出進行順利，這也形塑了我們所看到的「新聞」是「在常規基礎上的

非預期事件」（Tuchman, 1973, p. 111），不在常規之內的資訊難以被

判斷為有價值，更難成為新聞。換言之，從這個脈絡來看，常規是為

了工作的效率與秩序而生，卻也因此框限了新聞的採訪、報導及定義。

Shoemaker 與 Reese（1996, p. 105）將它定義為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中所



Chapter 2   社會變遷	 221
匯流下的變貌：網路素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	

採取的模式、慣例與重複性行為。他們指出，新聞常規的形成固然是媒

介組織運作的產物，但它並非真空存在，也受到外在消息來源及閱聽大

眾的影響，並在此三者之間求得平衡。

 綜合 Tuchman（1972, 1973, 1978）及 Shoemaker 與 Reese（1996）
的看法，新聞工作的常規可以歸納成幾個特色：

1. 在有限的人力和時間限制下，組織內建制了路線分派……。

2. 依賴官方與專家消息來源。

3. 為了閱聽人閱聽方便而發展出的寫作或說故事方式，如倒金字

塔。

4. 新聞工作者在時間的壓力下無法針對所獲取的資訊進行充份查

証時，常常採取「客觀性報導」來抵擋外界的批評，這也成為

一種策略性儀式（ritual）。

5. 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將新聞類型化，例如將事件區分為軟性∕

硬性。

6. 強調獨家

7. 媒體之間互相依賴與參照……

（二）常規的概念化

 ……在常規形成的過程，涉及組織中的個人與集體兩個層次，Felin 
& Foss（2009）即指出，這是一個漸進的互動過程，它是：1. 先從個人

行為層次到集體行為層次；2. 從有意（intention）到無意；3. 從可觀察

到不可觀察。不過，個人行為是不是能稱為「常規」？ Becker（2004）
認為這兩種仍有所不同，個人的重複行為應視做「習慣」（habit），常

規仍必須具有集體性。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外環境因素是促使常規

形成的重要壓力（Felin & Foss, 2009; Nelson & Winter, 1982）……。

 循此可以梳理出常規形成在個人、組織、外部等關係如圖一，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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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變使組織面臨壓力時，組織內部會有所因應，這種因應常在糢

糊中調整，不會先訴諸明文規定，乃在組織中經由有的工作方式調整，

在個人與組織相互參照、個人與個人相互學習的互動中，漸漸形成一套

新的集體行為模式，但此行為已不須經過有意識地思考而出現反射動作

（Cohen & Bacdayan, 1994; Felin & Foss, 2009）。……

圖一：組織內常規形成的過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要如何觀察常規？ Feldman & Pentland（2003）認為，可以從四

個面向來檢視：1. 組織中重複出現行為（repetition）；2. 可辨識的行

動模式（recognizable pattern of action）；3. 集體參與（multiple partici-
pants）；及 4. 相互影響的行動（independent action）。

（三）匯流與新聞常規

 如果進一步將匯流的環境因素放進新聞產製中，不難發現許多關於

匯流新聞室的討論都和常規有關。本文因研究限制，僅從取材自網路

素材的面向切入，探究它對新聞常規的影響。首先，從組織內部面向

來看，新聞素材從過往的依賴管方管道、專家及例行記者會和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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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maker & Reese, 1996）擴大到網路，已成既存的常規（Hujanen, 
2012; Phillips, Couldry, & Freedman, 2010; Wardle & Williams, 2010）。

 ……網路素材使用似乎已是新聞產製中的「來源常規」（source 
routine; Shoemaker & Reese, 1996）；但這僅只於「取材」常規嗎？組織

行為是動態的過程，因向網路取材是否也影響了其他產製常規？個人與

組織如何相互影響？過去的研究並未觸及此，本研究認為，分析此動態

的影響過程，將有助於了解匯流下的新聞產製樣貌。

 其次，從組織間的影響面來看，Shoemaker & Reese（1996）將「媒

體之間互相依賴與參照」（routine reliance on other media）視為一種產

製常規。他們認為，新聞工作者或新聞機構常以其他媒體為參考依據，

來修正自身的工作模式與工作傾向，例如電視大量仰賴報紙的報導跑新

聞。但相同的競爭媒體之間的關係如何？……過去的研究較少關注同質

性高的媒體彼此在競爭的互動中如何影響了新聞產製常規，這也是本研

究想進一步探究之處。

 循此，本研究所發展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數位匯流下使用網路素材對新聞常規的影響為何？

2. 網路素材使用對常規的變遷，如何受組織及個人互動的影響？

3. 媒體競爭下，網路素材使用對常規的變遷如何受組織間的相互

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步驟

 研究者首先在國內商業無線與有線電視台中，隨機抽取一家無線台

（A 台）及兩家有線新聞台（B 台與 C 台），進行 3 週的晚間新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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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觀察，註記新聞標題、內容及使用網路素材之新聞的主要重點與特

質。接著，再分別訪談此 3 家電視台的新聞工作者（含主管、記者、地

方記者與編輯），每個電視台受訪對象的選擇以經常處理網路素材新

聞的工作者為主，他們散見在各種不同路線中（但地方組及生活組最

多），因此，在電視台內部以滾雪球方式取得受訪對象，直到資料飽和

為止。……訪談者資料詳見表一。

表一　訪談資料表

編號 電視台 年資 職務 工作內容

A01 A 台 17 主管 採訪調度

A02 A 台 16 記者 負責專題及網路影音相關新聞製作

A03 A 台 18 地方主管 負責地方區域的採訪調度

A04 A 台 20 地方記者 地方新聞

A05 A 台 3 記者 科技生活線、常使用網路搜尋

B01 B 台 22 主管 負責新聞採訪調度

B02 B 台 5 記者 生活線、常使用網路影音

B03 B 台 17 編輯 負責新聞編排

B04 B 台 10 攝影記者 生活、社會線

C01 C 台 15 主管 負責新聞採訪調度

C02 C 台 2 記者 生活娛樂線及網路影音搜尋

C03 C 台 11 地方記者 地方新聞

C04 C 台 5 記者 黨政線

D01 D 台 15 主管 大陸新聞採訪調度

E01 E 台 20 地方記者 地方新聞

二、訪談執行

 ……鑑於本研究想探究的是「常規」的影響，「常規」的形成常在

組織與個人間相互影響，訪談時依 Feldman 與 Pentland（2003）的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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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化的建議：（一）組織中重複出現行為、（二）可辨識的行動模式、

（三）集體參與、及（四）相互影響的行動等原則來發展深度訪談的問

題，對受訪者反覆探問。但此項操作化原則乃為參與觀察而設計，為彌

補無法進行參與觀察的缺憾，在訪談的問題上，會以兩個層面的問題反

覆詢問受訪者，其一是：「就你個人的經驗你如何處理∕有何影響？」、

「就你的觀察新聞部裡的其他同仁如何處理∕有何影響？大家有沒有共

同的模式？」、「處理此一問題時，有跟其他同事或長官討論嗎？情形

如何？」，此外，鑑於過去文獻已對新聞室內可觀察的常規已歸結出幾

類，本研究在訪談的內容上也以此作為依據，包括路線、採訪報導、媒

體間相互影響等，但依文獻增加「個人與組織互動」的面向。……

肆、資料分析

一、組織內的常規變遷

（一）網路取材常規化……

1. 網搜常規化

 電視新聞部的採訪工作調度一直存在著一種常規，亦即 Shoemaker
與 Reese（1996）所指出的，由於電視新聞的編制規模小，因此，在採

訪上常仰賴日報的線索。從受訪者訪談可以發現，工作調度常規中「早

上跟報紙」（特別是《蘋果日報》）已行之多年，但網路帶來的搜尋方

便及影像易得性，使得工作調度多了另一種形容「早上看報，下午網

搜」，或是「看報追新聞、網搜補新聞」。有線電視台的時段多，需要

靠網路填補新聞時段的情形更普遍，在新聞供應的離峰時段（早上十一

點以前及下午二點到五點），上網找影音素材做新聞成為常規。「帶子

還沒回來時，我們就會要求記者先上網找些東西來做，才不會沒有東西

播」（受訪者 C01）。無線台時段少但人力也少，網路影音更是填補新

聞不足的救急藥方。「我每天都缺稿 9-10分鐘…在這麼緊繃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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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就只好開始網搜」（受訪者 A01）。……

2. 網搜專責化

 除了每位記者在新聞產製中都會從網路取材，「專人負責」也漸成

形。在新聞組織中，有線台把大部份的網搜任務交給了地方組，這個組

裡有 3 至 5 位「在家記者」，每天負責處理來自全台各地方（除了台中

與高雄）的新聞帶，還必須負責在網路上尋找可以報導的影片。「在家

記者」是有線新聞台的編制，都由年輕記者擔任，他們看地方帶寫稿、

過音；也專職產製網路影音新聞。年輕記者是新媒體的重度使用者，「他

們永遠知道那裡可以找到最棒的影音」、「他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找

到新聞對象的姓名、圖片」是受訪主管的共同看法。……

 不過 A 台的情形比較特殊，無線台記者人數少，每天約 14 組跑新

聞，負責調派工作的主管卻成了專職的網搜者，他們搜尋最新的網路資

訊再請在外面負責採訪的記者進行查証、補採訪，「網路的訊息更新太

快了，記者在外面有時也忙，我們如果不自己做，會 miss 很多」（受

訪者 A01）。此外，A 台還有一位主跑網路科技的記者 A04 專職網搜，

他甚至稱自己為專職的「網路爬文記者」。

 除此之外，三家電視台肩負最多網搜任務者，均在社會線、生活線

及地方新聞的記者身上，因為，這幾類的新聞現在是電視新聞的主力，

也是網路影音「最容易發揮」的部份。……

 進一步尋問經常搜尋網路的新聞工作者如何能搜到想要的或「好

看」的影音素材，可以發現在網搜「逐漸專責化」的同時，也發展出了

一套看似「專業」的「網搜方法」。這些方式大致符合先前研究的結果

（林照真，2013；劉蕙苓，2013），綜合各路線的網搜方法有下列常規：

（1） 關鍵字搜尋：

  如前所言，不同題材的新聞關注的網路影音性質差異很大。

社會組記者常搜尋車禍或紛爭畫面，因此，他們口耳相傳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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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常使用的關鍵字有：「救護車」、「嗆聲」、「爆胎」、「小

三」、「誇張」、「可惡」、「打人」；生活組記者常常以消費

糾紛及人情趣味新聞為對象，最常使用的關鍵字是「爆料」、「糾

紛」、「好笑」；再輸入上傳日期就可獲得最新的影片。

（2） 人氣搜尋：

  有時，記者會發現有些影片在網路上在短時間內被網友快速

分享與點閱，且點閱率極高，這表示網友們都關心這個現象，「它

就像個網路最夯的話題，也就有它的新聞性」（受訪者 A02），

而且這種題材不限於國內。……

（二）網路取材常規化對其他常規的影響 

1. 路線經營淡化

 誠如 Tuchman（1973, 1978）的觀察，新聞組織為了採訪而形成的

常規即是路線的分配，「經營路線」是記者重要的核心工作。長久以來

負責特定路線的記者必須與他的消息來源維持良好的關係與互動，來取

得新聞線索或查証資訊。然而，在激烈競爭下，電視台處在「早上看報

追新聞、下午網搜補新聞」工作節奏中，網路不但是版面的補充器，也

有補路線經營的網不夠細的漏洞；久而久之，在組織內有一種潛在的「重

網路輕路線」的工作氛圍，記者已愈來愈來無心力與時間進行路線的經

營。

 ……這種情形不只發生在 C 台，受訪的其他兩台記者均有此感嘆

和憂慮。從近年來電視新聞發展的脈絡來看，或可提供更深一層的解

釋。台灣電視新聞已逐漸走向「話題導向」（話題操作），記者不再依

賴機構跑新聞，而被要求要開發「話題」（尤其是生活消費話題）成為

新聞，網路的「方便資料庫」特性使記者投入在網路上找線索、影音畫

面、開發新議題的時間增多，卻加速淡化了路線經營的重要性。B 台主

管即認為，網路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話題供電視台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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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是跑線，依賴部會開記者會啊什麼的……但

現在你很少看到這樣的新聞了，我們總會希望一則新聞是自

己開發的，有話題的，是可以包裝成話題的……這是整個整

體我們剛剛說的競爭，然後大家越來越去希望自己開發東

西的情況下，網路正好適度提供了一些素材進來（受訪者

B01）。……

2. 採訪報導形式主義

 ……由於網路影音在產製新聞的限制，所有的專業要求也習以為常

地被簡化。以下從幾個面向進一步討論：

（1）查証形式重於責任

  所有受訪者都承認，使用網路素材面對的最大問題即是查証

困難。網友上傳的影片常涉及紛爭、爆料、即時目擊事件現場，

但這些只是「目擊」的「真實」，卻很難能據此了解事件的真相。

在新聞室內處理網路影音總在查証與爭取收視之間拉鋸，因而形

成了一種有別於一般新聞查証的網路查証常規。最理想的情況，

設法聯絡當事人查証畫面的真實性，並進一步採訪補充影片資訊

之不足，但網友上傳時留下的資訊有限，有時只有一個帳號，所

以「聯絡不上的機會很多」、「有一次我們想用一段國外的影片，

那是個法國人 po 的，我們就寫信給他，但根本沒有下文，最後回

信給我們是一年以後的事……但這段影片我們早就已經播了」（受

訪者 A01）。新聞室內面對查証困難及查証曠日費時的情況，常

常採取「先播了再說」的做法。受訪者所屬的電視台都曾遇過或

大或小的個案，是因影片有造假、涉及當事人隱私等情況。

  ……另一個無法找到上傳影片當事人的替代方案是「補採

訪」，亦即把影片當作是一種話題素材（如網友稱假車禍影片），

依循著話題素材去採訪相關或不相關的人，使新聞不會完全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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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証的影片所主導。但在時間的壓力下，常見的做法卻是「街

訪路人」，路人只能發表粗淺的意見，無助於影片真實性與客

觀性，有些主管也坦承，時間壓力下記者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作

法。……

 （2）新生產內容模式：不相干情節影片補白

  網路的確提供了易得性高又即時的龐大資料庫，使電視新聞

產製更方便。除了新聞採訪由路線常規轉向話題常規之外，另一

種新的內容生產形式也漸成常規。舉例而言，C 電視台製作了一

則新聞標題為〈進雪隧幽閉症發作 駕駛煞車急停〉的新聞，全長

1 分 27 秒，這則新聞的主要影片素材來自於行控中心的監視器拍

下有一輛車在行駛時緊急停下的情形，但前 9 秒卻用了網路上的

電影畫面來敘述幽閉症。文稿如下：

電影黑暗侵襲片段描述年輕人到山洞冒險，過程中

有人坐電梯時緊張到呼吸急促，有人一進隧道就覺得隧

道隨時會崩塌，這就是典型的幽閉症。而幽閉症的真實

狀況卻在高速公路雪山隧道上演……（2011.7.18，C 台

晚間新聞）。

  ……有線台的新聞工作者回憶這些新聞的製作背景時表示，

「就是畫面有點乾，所以想說去網路上找一些相關的電影來輔

助新聞，記者是為了讓畫面好看一點，或者是也找不到當事人

啦……」（受訪者 C01），亦或「臨時要做一條配稿，也不知道

怎麼處理，就會想說電影大家都知道比較能讓觀眾印象深刻……」

（受訪者 C02）。

  ……借助網路上的各種有情節的畫面來填補記者規劃的話題

之畫面不足，或彌補事件現場難以捕捉的當下畫面，已成為一種

新的新聞生產形式。受訪者 B03 坦承這種新的內容生產方式，攝

影拍畫面比傳統省下三分之一的精力，且畫面「多樣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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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完全不相關的素材在記者的文字敘述串接畫面之下，就

成了「好看」卻不一定全然真實的新聞，好看凌駕於真實也形成

了一種新的「程式」，制約了新聞報導應有的本質。

（3）「看圖說故事」策略形式重於意義

  ……受訪者 A03 坦承，「你只要有本事搜尋到好畫面，就可

以把它變成新聞（意指不需要專業採訪過程）」，因為這類新聞

的敘事方式已經形成制式的常規――「看圖說故事」。

像那種高速公路爆胎，輪胎飛起來了，那記者就會

寫說，輪胎如何飛起來、飛得多高、車速又有多快，有

時就推測說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受訪者 A03）。

之前有什麼假助跑哥騙假車禍的啊，但是我們在處

理那樣的新聞的時候我們並沒辦法變成……就是說我們

沒辦法說這個人就是在詐財的，……我們必須要找到他

的當事人，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只能說，這個影片，然

後他是怎麼樣撞上來的，那可能是怎麼樣，我們怎麼做

合理的預測（受訪者 B04）。

  由於缺少記者在場的查証、目擊及專業判斷，「看圖說故事」

成了一種策略，記者順著被框限的「影片素材」來呈現或「合理

推測」所謂的「事實」，至於這個畫面背後的事實為何、可以討

論的公共性與社會意義往往被忽略。……

3. 網路成廉價的獨家競爭工具

 獨家新聞取得不易，原是新聞工作者個人展現其專業的企圖心，也

是組織藉以評估記者表現的重要依據（Shoemaker & Reese, 1996）。媒

體間的競爭也常藉著獨家新聞來突顯優異，贏得閱聽大眾的支持與認

同。受訪的新聞工作者都表示，每天被要求「生出」獨家的壓力很大，

時間壓縮使他們無力經營路線以獲得消息來源珍貴且第一手的資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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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尋求網路開發新議題。「一旦我先網搜到了，我去做了，別人沒有，

就可以打上獨家」（受訪者 A03），但更諷刺且矛盾的現象卻是，監看

研究對象的內容產出，再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後發現，網路作為素材所做

的新聞只有「當下」為獨家，但不能保証這些素材上週或前兩天、前一

個月是否曾被其他友台使用（播出）過。受訪者們都坦承自己做過的新

聞過幾天別台也做了，同時打了獨家。……

二、組織與個人：在模糊中修正校準

（一）組織與個人互動

 ……匯流下的工作環境使新聞生產的速度比以往更快，記者雖然了

解組織內有一定的規範，但在長官明示或暗示下，這些必要步驟由明確

轉為模糊，記者在此情境中猜測其「模糊的空間」有多大，再經由一次

次的實作及「不小心」遇上「犯錯」的個案情境，來校準組織內的常

規。有三位受訪者都提到，在處理網路影片時曾因影片內的人物影像太

清楚，播出後被觀眾抗議，因此，公司後來規定今後這類的影片一定要

把太清楚可以辨識當事人的部份用馬賽克處理，以規避可能涉及的隱私

爭議。

 另一個因為情境而生的常規，則發生在處理消費爭議新聞上，網路

上常有民眾上傳的素材都涉及到某個產品不良、某家麵包有蟑螂、某位

消費者用了美容用品臉潰爛、某廠牌的手機電池爆炸。在截稿的壓力

下，有時上傳素材的民眾不見得能在當日聯繫上，也無從查証此事是否

屬實，記者就會發展出一套「把網路的素材當作是新聞的引子」（即此

網路內容是否為真不重要）的模式，來延伸製作此話題的新聞，結果「大

家的接受度高」、「長官肯定」，「效果又不錯」，就變成了做這類新

聞的常規。

 網路素材多變且不確定性高，面對每日的截稿壓力，使得記者和組

織處在不確定的工作狀態下產製新聞，個人渴望組織建立明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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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規範建立後卻發現無法因應現實需求，使得組織與個人都在不確定的

糢糊中相互校準。個人的處理新聞方式如果得到長官的明確肯定或讚許

則被認定是「正確」的常規；如果受到責備則必須校正自己未來的行為

方式。但在組織與個人的互動中，記者向長官校準的情形較多，從訪談

者的資料分析，電視組織內的管理「控制型」的領導多於「啟發型」，

也使得記者能提出修正常規的機會相對減少。

（二）個人與個人的互動

 常規既是集體且重複的行為，組織內成員的互動很重要。從訪談資

料中發現，記者之間常在情境個案中相互模仿、相互討論，而形成組織

內解決問題的集體共識與集體行為。這其實和 Breed（1955）所提的新

聞室社會化相符，資淺記者透過觀察、模仿及私下和同事討論來了解常

規。受訪者 C02 只有 2 年年資，對於自己如何形成引用網路影片製作

新聞的知識，認為長官的指示與教導是重要的依據，但面對許多不確定

的個案情境時，「我們組裡的同事彼此之間還是會互相討論一下，看看

該怎麼處理比較好，然後等到都沒辦法了才會開口問長官，畢竟長官比

較忙」。受訪者B04是主跑社會線的攝影記者，網路影片常有些有爭議，

要如何處理、如何剪接才能不出錯或不被 NCC 罰，攝影記者間有時會

相互腦力激盪：

像有一次大家在看有個行車記錄器拍到人飛出來的畫

面，真的很逼真，不知道該不該全部用，幾個攝影就一起看

那個畫面，有人就想出讓他飛一下下就定格而且用馬賽克，

後來大家遇到這種影片就會這樣做……像有些小朋友臉不能

露出來，要做馬賽克好還是模糊好，大家也會討論看看誰做

的效果比較好，以後就按照他的方式做。……

三、組織與組織：在競爭中相互校準

 過去討論商業媒體的市場與競爭時，很少從常規的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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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maker 與 Reese（1996）認為，媒體間的相互依賴是一種常規。競

爭使得電視台彼此相互監看、相互較勁，也相互模仿與校正。受訪的

15 位新聞工作者沒有一人不談到「別台」或「友台」的壓力，競爭對

手的表現影響新聞室內對於相關常規的調整。

 ……例如，在如何規範網路影片使用上，B 台明文規定「網路畫面

不得超過單則新聞三分之二篇幅」，但在實際的運作上，組織成員也承

認「愈來愈鬆了」。從本研究對 B 台與競爭台 C 台的 3 週晚間新聞觀

察記錄可以發現，B 台有 25% 的新聞整則全部使用網路畫面，C 台則

有 41%。雖然 B 台的量比 C 台少，但受訪者 B03 的觀察是，當別台都

這麼做時，這些當時堅持的原則就會慢慢守不住，於是常規取代了原來

明文的規範，只要是「畫面好看」的都可以全部使用，不必搭配其他採

訪。

 ……另一個現象則是發生在網路影片的選材上，記者坦承友台播某

種類型的網路素材，就會接到長官的命令，上網找該類型的影片，形成

「一窩蜂」的現象。「像有一陣子行車記錄器很多台都在用，長官就會

要我們上網找一下看看有沒有行車紀錄器，還要比別台更快發現新的影

片，然後打獨家；那一陣子啊，我們都在找行車記錄器……」（受訪者

D01）……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匯流、工作節奏與組織常規

 ……網路取材常規化並非獨立的，它對其他電視產製的常規的影響

更值得關注。本研究發現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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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新聞組織內部的常規而言：

（1）網路取材常規化使來源取向的常規「路線經營」，轉向「話

題開發」的常規更加明顯。……

（2） 傳統採訪報導中極為重視的專業守門：查証及內容的公共性，

在網路素材的使用上已難適用，取而代之的是重形式勝於實

質的守門常規。

（3） 就與閱聽人相關的內容而言，看圖說故事固然是電視新聞的

基礎，但此策略缺乏嚴謹專業守門後流於形式化……。

2. 就組織與個人而言：

 ……匯流下的新媒體資訊充滿著變動，組織內運作採取模糊策

略，……特殊個案新聞處理的情境反而提供了個人與組織相互校準常規

的重要依據。

3. 就組織與組織而言：

 常規的形成不但發生於組織與個人，也發生在組織與組織間的相互

監看與模仿中。……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各家電視台在網路影片的使用

上，都會有相似的偏向。

 本研究發現不但印証了媒介組織理論中對常規形成的討論，也更深

化了常規形成的動態過程，使我們能經由此厚描了解新聞組織如何在匯

流環境下，藉由常規的形塑來規訓成員完成組織目標。然而，從本研究

也可得知，匯流環境中常規的變遷充滿著隱憂。

（二）常規化的後果

1. 由程式化到形式化的後果

 ……國內媒體在面對匯流的產製變化，無力支付更大的成本來善盡

專業守門之責，其後果是電視新聞依網路素材而生的內容愈來愈淺、也

愈來愈重感官，離公共性的理想更遠。組織因而形成的常規順應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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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卻掩蓋了新聞倫理與媒體問責的爭議。

2. 建制化的知識分享後果

 組織中形成的常規代表了集體行動的合法化與建制化，成員依此而

行並依此而分享知識、提供新進者學習的參考架構。本研究發現，值得

深思的是，匯流下的新聞室中對網路素材的依賴所形塑的常規，透過成

員的每日實踐，對於使用網路素材引發的相關新聞專業爭議，是否也漸

漸形成了「合理化」的「解題」方式？……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順著本研究的發現，新聞組織在面對多變的網路素材及匯流

情境，經常是以個案來形成常規提供通案解題，常規與情境知識之間

的關係如何？未來的研究中仍有必要進一步深究。此外，新舊媒體相

遇的倫理挑戰愈來愈多，新聞記者實務工作上的倫理抉擇困境（ethical 
dilemmas）如何處理，亦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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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7創刊以來，《新聞學研究》收錄文章的研究主題與研究取徑，在半個世

紀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很有意思全球學術思潮變遷，和台灣在地

政經歷史的變遷。在這個章節裡，我們根據新聞學研究各年代文章主題的分析，呈

現這些主題和取徑在半世紀間的消長與流變。

新聞學研究對三大主題的關懷，是創刊以來五十年間一直未曾改變的：自 1967

以來的每個十年中，「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傳播法規與政策」和「廣告與消費

行為」這三大主題的文章，一直都有穩定的收錄數。其中，傳播法規與政策的收錄

文章數量，在解嚴前達到最高峰，這符合了當時傳播立法的脈絡。而新聞學與新聞

媒體、廣告與消費行為，這兩大主題的收錄數，從創刊以來一直穩定成長，到了

2000年前後，這兩個主題的文章超越了傳播法規與政策研究，成為所有主題中收錄

數最多的。我們選錄了蘇蘅在 2002年（40期）出版的〈新聞裡的罪與罰――報紙

與電視新聞如何再現青少年犯罪〉，它描繪出新聞學和新聞媒體研究領域在當時的

態樣。我們也收錄了同一年當中，郭貞和黃振家所發表的〈以區位分析比較網路、

型錄、與商店做為購物管道之競爭優勢：一個跨年比較〉，重現廣告與消費行為研

究的重要研究關懷和研究取徑。

文化研究也是新聞學研究聚焦的核心領域之一。貼合著全球學術思潮的發展，

文化研究的研究論文數量，在 1990年前後來到高峰。我們收錄了 1994年（49期）

林芳玫發表的〈觀眾研究初探――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與大眾文化意



識型態〉，作為文化研究之中不同取徑對話和思辨的代表著作。

還有一些研究主題收錄數的變化，反映的是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在地的重要變遷。

首先，性別相關的傳播研究，從 90年代末期開始大量累積，我們因此收錄了顧玉珍

在 1995年（51期）所發表的〈性別知識的生產――以國內傳播學院的性別論述之

生產為例〉，重現當時台灣性別意識茁壯的階段，國內傳播學界性別知識生產的態

樣。最後，過去二十年來，資通訊科技相關的研究文章收錄數也快速成長，這個成

長至今仍未見緩和下來的趨勢。這當然反映了近二十年快速變遷的科技環境為傳播

行為所帶來的衝擊。我們收錄了戴瑜慧和郭盈靖在 2012年（113期）發表的〈資訊

社會與弱勢群體的文化公民權：以台灣遊民另類媒體的崛起為例〉，它討論了傳統

的研究議題如何遭逢新科技的挑戰，而未來的出路又如何可能。我們暫以這篇文章

作為新聞學研究主題與取徑五十年流變的小句點，也作為迎向傳播研究未來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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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研究初探
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	

與大眾文化意識型態 *

林芳玫

壹、前言 

　　傳播研究由早期針對訊息內容以及觀眾的行為模式加以調查研究，

到目前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學派、研究取向，可說是在媒介內容及

媒介觀眾這兩個基本領域裡都歷經了重大的變化。自批判理論及文化研

究的興起後，文本（text）的概念逐漸取代了訊息（message）或是內容

（content）的概念，而觀眾（audience）一詞雖然仍持續使用中，但越

來越多的學者使用消費者（consumer）或是主體（subject）等不同的概

念來研究媒體觀眾。本研究以瓊瑤的電視連續劇【梅花三弄】為例，探

討文本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情形。

　　……本研究從事初步的觀眾訪談，並與電視劇文本互相對照，試圖

釐清【梅花三弄】中意識型態的作用機制與過程，並從女性主義的立場

對【梅花三弄】的文本與觀眾反應提出詮釋與批評。本論文共分四大部

分：一、文本分析與觀眾研究的發展概況；二、【梅花三弄】的文本特

色；三、【梅花三弄】的觀眾如何解讀劇中的情節與角色；四、愛情連

續劇與女性主義批判的關係。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49 期，頁 1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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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本分析與觀眾研究：分道揚鑣或是殊途同歸？

一、文本分析

　　文化研究的學者霍爾（Hall, 1980）以製碼∕解碼這樣動態的概念

取代了過去傳播研究中靜態的訊息觀念；媒介內容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固

定不動的存在，而是一連串語言運作的機制與活動。Jameson（1981, p. 
297）進一步提倡使用文本（text）這樣的字彙與概念，他認為：我們要

研究的不是客觀實證的物體（如一本書或一則新聞），而是它如何「構

成」（its constitution）的方式與過程，也就是去思索文本製作者如何在

當初所面臨的種種選擇中作決定而形成最後我們所看到的文本的特定面

貌。更進一步說，文本是開放的（open），不完全的（incomplete），

充滿各種矛盾，變動而不穩定。

　　霍爾關於製碼∕解碼的這篇論文雖然提出動態而開放的文本觀，但

他仍然認為文本對觀眾有約束力與影響力。他提出三種解碼方式：主流

式（dominant reading），協商式（negotiated reading）以及反對式（op-
positional reading），最後一種也常被稱做抗拒式（resistant reading）。

即使觀眾不是被動無力的，也容易受文本製碼的引導而產生主流式閱

讀，因而接受文本中的主流意識型態。……

二、觀眾研究

　　文本分析強調文本的構造對意義的詮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觀

眾研究則由早期視觀眾為被動無知轉變為視觀眾為主動活躍的意義生

產者。Morley（1980）試圖了解觀眾的社會位置（階級）如何影響他們

對電視節目的解讀，這樣的研究假設仍然認為觀眾受限於外在因素（階

級）而沒有太大程度的主動詮釋權。Hobson（1982）則進一步推動觀

眾本身的重要性。她使用民生誌學（ethnography）的方法，參與受訪者

的生活並加以仔細的觀察，這樣的研究方法開啟了觀眾研究中對觀眾生



Chapter 3   研究主題與取徑	 245
觀眾研究初探――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與大眾文化意識型態	

活情境及脈絡的重視，使得觀視行為不再只是一個單一而孤立的現象。

同時，Hobson 認為知識分子對電視節目的批評是精英心態的作祟，她

的研究因此極力替女性觀眾辯護，並強調她們在觀視過程中所產生的愉

悅（pleasure）。Pleasure 的概念經過其他文化研究者及後現代理論學者

的擴充，甚至形成對文本分析的挑戰。

　　……Hartley（1987）進一步對觀眾研究提出更前衛而極端的看法：

他認為觀眾研究中的觀眾是虛構的，是由三種不同的機構所從事的概念

上的建構，這三種機構是：電視業者，批評機構（主要是學術界及壓力

團體），以及政府管制機構。每一種機構為了它本身的目的與利益而以

特定方式去建立起某種關於觀眾的概念。換言之，「觀眾」不是真實的，

而是一種言說建構的產物。Hartley 這篇論文可說是將觀眾研究又帶回

了文本分析。不過，經過多年來不斷地研究，文本與觀眾這兩個概念已

經互相滲透，相互為用，到了難分彼此的地步。Wolfe（1992）因而認為，

意義並無絕對的「所有權」（ownership）可言，不論是文本還是觀眾

都不能對意義形成「獨占」（monopoly）。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女性電視觀眾，進行十五次訪談。每次訪談的進行方式

是由訪員至受訪家中，與受訪者及其家人一同觀看電視，並記錄下觀眾

的當場反應。觀視過程本身通常是家庭群體的情境，例如母親與其子女

共同觀看。但節目結束後的訪談本身則集中於一位主要受訪者。這十五

位女性受訪者背景如下：（一）大專畢未婚上班族：7 位；（二）大學

在學女生：2 位；（三）高職畢家庭主婦，有小孩：4 位；（四）祖母，

有兒孫，不識字：2 位。

　　……我以會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來處理訪談結果，將

其視為日常生活對話，根據受訪者言語的上下文脈絡來推斷她們談話的

意義。……我對訪談結果的分析可分為五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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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找出經常出現於所有受訪者中獨立語句（「太誇張」，「我

喜歡……」，「我不喜歡……」）；

 （二）找出獨立語句在個別受訪者的回答中其上下文為何；

 （三）比較不同受訪者的上下文脈絡；

 （四）和文本結構對照；

 （五）研究者提出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並以此從事對文本

的意識型態批判。……

參、【梅花三弄】文本分析

　　……在此我們先看看【梅花三弄】的文本結構（請見表一），然

後再深入分析觀眾以何種方式受限於文本結構（或是超脫文本的限

制）。 

 【梅花三弄】以及瓊瑤其他的小說、連續劇都呈現出正一反一合的

情節架構，主要是處理愛情與親情的對立與統合（蕭毅虹，1976；古繼

堂，1989；顧曉鳴，1992；林芳玫，1994）。親情又包含了具體的親子

關係以及抽象的社會與倫理秩序，這在文本一開始時是一體的兩面，但

是隨著衝突的發生，兩者開始分裂，通常母親代表親情，而父親則代表

社會秩序。在歷經種種衝突後父母雙方都會妥協並提供協助，解決了愛

情與社會的矛盾。親情因此可視為愛情與社會秩序的中介協調者。

　　……【梅花三弄】包含了愛情、親情、社會秩序、她者∕他者（the 
other）各種不同的論述，愛情具有優先性，其次是親情，再來是社會

秩序，最後是她者。「她者」（異己，the other）在瓊瑤文本中佔醒目

的位置。她者是基於男女主角的角度看來，威脅其愛情的第三者。第三

者也可能是男性（兩男一女的三角關係），但通常是兩女一男的三角關

係引發較多戲劇衝突。她者與愛情、親情形成如圖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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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梅花三弄】文本結構

圖一：她者與愛情、親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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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三角關係中的第三者稱為她者∕他者主要是為了強調這個角色

在瓊瑤文本中的異質性。瓊瑤努力調和愛情與親情的對立，使兩者在最

後取得和諧；然而，她者在一弄【梅花烙】中始終維持「異己」的地位，

無法被文本論述所融合。到了第三弄【水雲間】，她者在文本架構中由

異己逐漸轉變為具正面形象的角色，但這是因為她犧牲自己、成全男女

主角的愛情。她者因此可說是父權意識型態運作於女性文化上所顯現的

效果，將父權社會結構的問題轉嫁到她者身上，使她者成為女主角受苦

受難的原因，例如將【梅花烙】中皇族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問題轉化為公

主的嫉妒與殘酷；反之，她者若能犧牲自己、成全男女主角，她就會受

到肯定。這可說是父權意識型態中的「誤識作用」（misrecognition），

將抽象制度以及具體男性所造成的錯誤歸咎於特定女性。以下我們開始

討論觀眾對【梅花三弄】的看法。

肆、【梅花三弄】的觀眾分析

一、「很極端、很強烈、很誇張」的意義

　　每一位受訪者都異口同聲地說：「瓊瑤的連續劇很誇張，不真實」。

不過，如果我們從整體印象進入對個別角色與戲劇事件的討論，則會發

現視情況之不同，「極端、強烈、誇張」不純然是負面的評價，觀眾也

可能喜歡誇張的表現。把這類形容詞置放在它們（在訪談中）出現的上

下文脈絡裡可看出，受訪者常將過去與現在拿出來比較。過去是指【梅

花三弄】的虛構世界（因為此劇以清朝及民初為背景），而現在意謂著

觀眾自己的生活以及她認知中的外在世界。將兩者加以比較，受訪者常

感慨現代人對愛情的態度漂浮不定、吝於付出，而過去的人對愛情堅定

執著：

瓊瑤的男女主角感情都很強烈，不會像一般九點或十

點播的……現代愛情劇，好像不會說很堅持喜歡一個人或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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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比較會妥協，不會愛得很強烈。瓊瑤的男女主

角表達感情很直接……，可是現代的人好像……很少（感歎

狀），很少會這樣，好像不是喜歡一個，是同時喜歡好幾個人，

是不是現代人比較複雜一點？

　　……當受訪者被問到這樣的愛情在現實中有沒有可能發生時，每位

受訪者均表示有可能，雖然不會發生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裡。從受訪者

談話中的上下文脈絡看來，她們表示瓊瑤式愛情有可能發生其實是她們

願意維護某種關於愛情的理想。由此看來，所謂的強烈與誇張不一定就

意謂著荒謬可笑，而是迎合觀眾心目中的理想與憧憬，吸引觀眾對戲

劇人物與情節投注較多的感情，並因而使觀眾有能力從內涵意義（con-
notative meaning）的層面去從事較深的詮釋。反之，誇張與強烈若牽涉

到女主角上吊自殺或是跳樓受傷，觀眾較無法接受而停留在外延意義

（denotative meaning）的層面。……

二、觀眾對角色的詮釋：觀眾好惡情緒的分佈與配置

　　……觀眾對角色的好惡及其涉入程度可說是一種「精神投

資」。 精神投資這樣的概念意味著假如我們對某種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已接受較長時間的社會化、投注較多的時間與資源，那麼凡

是符合我們主體位置的論述就比較能引起我們的正面反應，反之則令我

們有受威脅或焦慮不安的感覺。觀眾將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投注在某個角

色身上是根據這樣的投注是否強化了她已熟悉的主體位置。換言之，在

有報酬的情況下才會有精神投資，而所謂報酬，意味著在觀看過程中觀

眾所熟悉的閱讀位置與社會位置能受到強化肯定。如果我們把所有的角

色視為一套架構，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去研究觀眾的正面與負面反應是

如何分佈於這個角色架構中。

　　觀眾對角色的反應可分為三大類：正面、負面、有轉變（由負面而

正面）。在正面反應中，又可分為三種。第一是欣賞、崇拜、讚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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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集中於福晉身上（一弄女主角的母親）；第二是對女主角投注同情、

可憐的情緒，一弄裡發瘋的公主也得到同情；第三是喜歡與贊同，但是

沒有崇拜的情緒，主要是針對男主角的朋友或奴僕，他們幫忙出點子來

清除談戀愛的障礙。

　　就負面反應而言，主要集中在憎惡那些破壞男女主角戀情的人身

上，例如一弄的公主及崔嬤嬤（公主的奶媽）、三弄的汪子默。三弄的

杜父（女主角之父）對男主角橫加阻撓，但並未引起觀眾太大的反感，

觀眾頗能以自己身為母親的位置來支持瓊瑤文本中的親情論述。

　　第三類反應是由負面轉為正面，針對三角關係中的第三者，主要是

一弄的公主、三弄的汪子璇、與三弄的汪子默。這些第三者由於對男女

主角的戀情具有破壞與「攪局」（觀眾的用語）作用，若再加上被拒絕

之後憤而報復，會引起觀眾的負面評價。

　　……我把觀眾的反應模式與角色的行為及行為情境加以對照，製作

成表二，我們可由此進一步分析女性角色的行為意義。

表二：角色行為、行為情境與觀眾反應模式對照

觀眾

角色
負面反應（－） 正面反應（＋）

一弄

女主角 v.s. 女配角

施虐

（女配角）

受虐

（女主角）

三弄

女主角 v.s. 女配角

主動引發性行為

（女配角）

刺青

（女主角）

女配角轉變之後 拯救男主角
受苦（發瘋）

寬容（成為母親）

 ……以女性主動追求男性為例，三弄女配角汪子璇趁男主角在床上

休息時主動接近他，並與他發生性行為，而女主角杜芊芊則是在胸前

刺了一朵紅梅，然後在梅若鴻面前將上衣掀開，對他說：「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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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杜芊芊的這個動作本身在觀眾的觀看過程中引發驚歎與譏嘲之

聲，這被視為太過誇張煽情；但是配合其他情節的搭配，觀眾在事後的

回憶認為杜芊芊主動追求男主角，這不是不好的事，而汪子璇「勾引」

梅若鴻則受到輕視。一個是主動爬上床，另一個是刺青之後說「畫我」，

兩者的行為有何不同的意義呢？

　　Berger（1973）指出在西方繪畫傳統中女性身體的文化意涵是召喚

觀視者（男性）使其在想像的層次上對女體進行行動（如觸摸），而

男性身體則意謂著一個行動主體，向外散發力量、完成動作。杜芊芊在

此劇中一共說了兩次「畫我」，第二次是故事最後，梅若鴻悲痛過度而

神智不清，杜芊芊再次以「畫我」喚醒梅若鴻。杜芊芊「主動」提出要

求，然而這個要求是要讓自己成為男性行動（繪畫）的客體（object）。

主動地讓自己成為男人愛慾的客體可說是瓊瑤女主角的行為特質所顯現

的弔詭，而成為客體的方式通常是以自己的身體從事自虐與自殘（如刺

青）。杜芊芊與汪子璇可說是同樣以自己的身體主動展開愛情的追求，

但杜芊芊的主動是以身體受苦成為「畫我」的接受客體，而汪子璇的主

動是以自己的身體追求雙方的快樂，因此她對梅若鴻說：「讓我們享受

青春」，她是享受的主體，她也邀請梅若鴻一起來成為快感過程的主體，

因此使用「讓我們」這樣的語句。

　　我們深入分析女主角與女配角行為本質之差異後，發現女主角的行

為模式是受苦原則加上客體原則（一弄、三弄、三弄皆如此），而女配

角汪子璇的行為模式是享樂原則加上主體原則。這充分符合父權社會對

女性角色的規範與期許：壓抑女性在行使權利及享樂方面的主體性，但

是突出女性在自虐、自殘、把自己成為男性行動客體的主動積極性。

　　整體而言，表二所顯示的正∕負兩種面向的行為，其各自的特色

與意涵可做如下的解釋。引起觀眾負面評價（或是正面評價之缺乏）

的是主動的、可單獨成立的一個動作，引起觀眾正面評價（或是負面

評價之缺乏）是持續的存在狀態，二者可說是 action / doing 與 be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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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之別。前者是行動者自己發動展開一個動作，企圖控制局面，

使事情朝對她自己有利的方向進行，但是這種行動通常是失敗的；後者

則是行動者使自己成為一種持續存在的狀態，接受他人施加於自身的動

作（接受虐待；成為畫畫的模特兒以及畫家愛慾投射的對象；處於瘋狂

狀態；處於懷孕狀態）。

　　在此處我們可重新檢視公主與白吟霜之間施虐與受虐的關係：觀眾

雖然很清楚這是一種文本機制（textual device）──「公主如果不殘忍，

那就沒有戲可演了！」──但施以酷刑本身仍具有相當強的情感渲染力

使公主在觀眾認知中被歸類為「壞女人」，而壞女人是一種象徵角色

（figure），它以一個具體的形象來代表一種整體的、抽象的文化主題，

而此種文化主題又是包含了社會與政治價值。……壞女人這個象徵角色

是父權文化中對有行動能力及權力慾的女人所做的抹黑，而好女人與壞

女人之間的衝突表現方式是前者被後者虐待，這是意識型態作用中的誤

識（misrecognition）與移位（displacement），也就是說，把造成男女

主角不幸的真正原因（父權社會中沒有選擇自由的婚姻制度）轉嫁到壞

女人身上，使壞女人要為男女主角的不幸負責。誠如一位受訪者所言：

「公主她太沒肚量了，如果她能接受白吟霜，那麼駙馬爺就會對她好一

點，她不至於落到如此悽慘的下場。」

　　……和壞女人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好女人，而好女人的特色為：（一）

犧牲、忍耐、受難，把他人的福祉（尤其是男主角）置放於自己的福祉

之前；（二）以母親的身分發揮寬容原諒的精神。言情小說和電視肥皂

劇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提出一個兩性關係的理想形式，而後者則以

家庭為背景，呈現家庭內種種的矛盾衝突，然後再要求觀眾對人性的

弱點採同情了解的態度，包容各種人物的行為過失（Modleski, 1982, p. 
93）。以三弄為例，梅若鴻一共與三個女人有關係：翠屏（由父母安排

成婚的妻子）、汪子璇、與杜芊芊。瓊瑤本人在《梅花三弄》小說中寫

道，她透過梅若鴻來寫一個「不太神話」的人，也就是一個充滿缺點的

男主角，然而，「這本書中的三位女性，芊芊、子璇、翠屏，都是近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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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理想化』的！我深愛她們每一個！」（瓊瑤，頁 261）。汪子

璇獨自承擔起懷孕與育兒的辛苦；翠屏為了成全丈夫與杜芊芊的愛情而

投水，投水前對熟睡中的梅若鴻「投去十分憐惜的、愛意的目光」。芊

芊原諒有重婚罪的丈夫，以一句「畫我」的懇求，將發狂的梅若鴻喚醒。

　　這三位女人以其犧牲與寬容得到正面肯定，實為父權社會中女性文

化的特色。當然，觀眾並不是對女性自虐與自殘行為表示讚賞與敬佩，

我所要強調的是大眾文化對觀眾的認知圖像有重大影響，電視劇的影響

方式不是使觀眾產生模仿行為，而是強化既有認知圖像中的價值分類體

系，例如善∕惡、好∕壞、可憐憫的∕應譴責的、令人厭惡的∕令人喜

愛的（Gitlin, 1982; Hall, 1977; McLeod, Kosicki, & Pan, 1991）。觀眾對

角色的評價表面上看來頗為多樣化，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觀眾並不見得完

全遵循文本作者的製碼方式去解碼，這就牽涉到觀眾與文本所要求的閱

讀位置的疏離。在下一節我以定位的概念來討論觀眾如何從事抗拒性閱

讀（resistant reading）。……

三、定位（positioning）：閱讀位置與社會位置

　　……如果瓊瑤電視劇其清楚而僵硬的敘事結構造成一個相當固定的

閱讀位置（亦即採取女主角的立場），那麼這是否表示觀眾接受文本

的「召喚」並且也接受了其中的意識型態？反之，如果觀眾一致認為瓊

瑤電視劇太誇張、太極端，並紛紛表示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不會有類似的

行為，這是否表示瓊瑤文本不具備意識型態效果？觀眾在解讀瓊瑤文本

時所採取的閱讀位置和本身的社會位置重疊程度如何？兩者是否有距

離？如果有，這種距離有何意義？是否如霍爾等學者所言，能造成抗拒

性與顛覆性解讀？對於這些問題，我的研究發現顯示：

 （一）觀眾都成功地採取文本所要求的閱讀位置，尤其是對三角關

係的詮釋，都站在女主角的立場來看第三者與男女主角的關係，並以此

來評判第三者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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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觀眾也能離開閱讀位置而採取自己的社會位置。這種情形發

生於詮釋男女主角與父母的關係。部分觀眾以自己身為母親的經驗而同

情、支持劇中阻撓兒女戀情的父母，而這些父母根據文本結構所要求的

閱讀位置，是屬於較負面的角色。

 （三）社會位置與閱讀位置的疏離，不但不會產生顛覆性解讀，反

而更符合父權意識型態。

　　在這裡我開始對上述三個現象提出詳細的分析與解釋。首先，觀眾

毫無例外地全部採取【梅花三弄】所要求的位置而站在男女主角的立

場來詮釋劇情――也就是接受瓊瑤文本的召喚。不過，此處須格外注意

的一點是，把自己定位於女主角並不等於是和女主角認同（identifica-
tion）。認同是指讀者把自己內在的某些心理狀態（如需求與慾望），

向外投射於文本中的角色，和這個角色合而為一。認同作為一種心理機

制，其功能是讀者一廂情願地達到願望的替代式滿足，因為他∕她在現

實中無法實現的慾望（例如擁有美貌、財富、權勢）都可經由認同對象

達到。

　　以【梅花三弄】而言，女主角固然容貌出眾、氣質不凡，但在大部

分故事情節中一直處於受苦受難的狀態，這使得觀眾與女主角的關係處

於同情憐憫狀態，而非羨慕崇拜，因此觀眾對女主角並無認同可言。雖

然她們不認同女主角，但是閱讀位置是站在女主角這邊的，因此我們可

以說觀眾與女主角的關係是「同盟」而非認同。其次，她們也與男主角

同盟（尤其是在一弄的單元）。由於瓊瑤文本是關於世代衝突而非兩性

衝突，因此基本上其閱讀位置是與男女主角同時有同盟關係。

　　與男女主角同盟最顯著的詮釋結果就是討厭破壞男女主角戀情的人

物而喜歡對男女主角伸出援手的人物。換言之，愛情的兩種主要障礙，

三角關係與父母反對，前者比後者更能引起觀眾的負面情緒。而在這種

負面情緒中，由於觀眾的閱讀位置是與男女主角同盟，因此第三者（尤

其是她者）往往被視為造成男女主角災難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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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味著在父權社會裡，愛情方面的磨難被視為起源於女人與

女人之間的矛盾衝突，而非男人與男人、或是男人與女人之間；在這樣

的情形之下，肯退讓的女人被戴上道德的光環，而不願退讓的女人則下

場悽慘。

　　我們已討論過閱讀位置對三角關係的詮釋具有重大影響力，但是在

兩代間關係的詮釋上則決定力量微弱許多。觀眾對阻撓男女主角愛情的

情敵感到憤慨，對氣勢洶洶、大發雷霆的父母卻頗為支持同情。此時觀

眾對自己的社會位置有相當高的自覺意識――尤其是身為母親的身分。

 ……二弄中女主角的母親及三弄中女主角的母親雖然被描寫成強烈

反對女兒的戀情，但觀眾仍認為父母這樣做是合理的。許多受訪者會以

母親或是假設是母親的身分去批評三弄的男主角（例如，「我有女兒也

不會願意她嫁這種不負責任又沒出息的男人」），但是僅有少數幾位受

訪者會以單身女性的位置去批評他。……

 由此可見……觀眾都是以母親或假設為母親這樣的位置來遠離閱讀

位置，產生抗拒性解讀。值得注意的是，瓊瑤文本的抗拒性解讀並沒有

自由前進的精神，反而是社會主流意識型態的流露，與霍爾（Hall,1980）
的看法並不一樣。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

　　……瓊瑤的文本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對父權意識型態的部分轉化。

她的文本中包含愛情、親情、社會秩序三套論述，三者有所衝突矛盾，

在結局時則達成妥協或統合，愛情享有優先性，高於親情及社會秩序這

兩種論述。這與其說是瓊瑤在批判父權制度，不如說是她對父權制度提

出的協商（negotiation）：她並未放棄親情與社會秩序，只是把它們排

在愛情之後。由於她在文本結構上重新安排不同論述的優先性，當觀眾

從事與文本相異的詮釋時，對文本的抗拒（resistance）恰好成為對文本

之外的主流社會的服從……。由瓊瑤文本所形成的詮釋架構中，疏離閱

讀位置並不見得會有顛覆解放的力量，顯然瓊瑤連續劇具有相當強烈的

意識型態效果。本節的第一部分曾提到觀眾均一致表示瓊瑤連續劇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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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極端了，她們自己不會做類似的事情；既然如此，那麼意識型態

效果如何發生的呢？文本是否誇張與其意識型態有沒有關係呢？在下一

節我所要探討的是寫實主義與意識型態的關係。

四、瓊瑤電視劇是否「寫實」：寫實主義與意識型態的關係

　　……在我所從事的觀眾研究中，觀眾對【梅花三弄】的總體印象

是與現實生活距離很遠，是不實際的。……表面上看來，觀眾一致認

為瓊瑤電視劇不寫實，似乎她們也就不會因而受到影響。在 Ang 的研

究中寫實與否是喜歡∕不喜歡這個面向的呈現，亦即喜歡【朱門恩怨】

（Dallas）就認為它寫實，不喜歡就認為它不寫實。我的受訪者則呈現

了一個較複雜的情況，可用表三來顯示：

表三：寫實與否與觀眾喜歡與否之關係

寫實 不寫實

喜歡 福晉（一弄母親）
男主角

汪子璇（女配角）

不喜歡 杜母（三弄女主角母親）
女主角

（特定行為；不是整體評價）

　　儘管觀眾在整體上否認瓊瑤電視劇的寫實性，但在描述對特定人物

的好惡時，她們不知不覺地使用了寫實與否的標準。她們不一定會加以

解釋為什麼某個角色是寫實的（或是不寫實的），我把劇中人物和觀眾

的反應加以分類後，整理出四種情況，衍伸出下列結論。

　　首先，能在具有合法正當性的位置上發揮女性的力量，例如一弄

的福晉（女主角之母）把她身為福晉所擁有的威嚴與權威發揮在保護

女兒、成全兒女的愛情，這樣的角色被視為寫實的又深受喜愛。其次，

對於發揮女性的力量可是與社會規範不合（三弄中當未婚媽媽的汪子

璇），觀眾喜歡但認為不寫實：男主角把對女主角的愛列為優先，不惜

違反社會規範，這也得到觀眾的喜愛，但被認為不寫實。第三，並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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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社會規範但是未能發揮女性積極力量的（如三弄中女主角的母親被視

為太懦弱），觀眾不喜歡但認為寫實。第四，違反社會常情而且又牽涉

到女性的受虐或自虐，觀眾不喜歡而且認為不寫實。例如二弄女主角堅

持要嫁給未婚夫的牌位，三弄女主角跳樓。

　　進一步說，寫實∕不寫實這一面向牽涉到的是劇中角色是否合於社

會規範或是現實考量，而喜歡∕不喜歡這一面向牽涉到的則為女性人物

是否樂觀、積極、自信、聰明能幹、有行為能力，或是男主角是否把對

女主角的愛列為優先。分析到這裡，我們大致可以說，觀眾認為寫實的

部分，就是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也就是主流意識型態的顯現。Aber-
crombie, Lash, & Longhurst（1992）及 Fiske（1987）認為，寫實主義就

是意識型態經由文本建構來運作，我對瓊瑤觀眾的研究基本上支持這個

說法。在此我要強調的是，男女主角雖然是瓊瑤文本的中心，但卻屬於

被觀眾視為不寫實的部分。瓊瑤文本的「寫實效果」（亦即意識型態效

果的一部分）是經由父母（尤其是母親）的角色來顯現。

　　瓊瑤的電視劇很顯然是屬於寫實主義的，這正足以說明大眾文化的

弔詭。它的個別組成元素看似荒誕不經──狐狸報恩、上吊、火燒屋、

鬼丈夫、跳樓、投水自盡、焚毀藝術品，然而這些行動是由一群社會角

色所執行──父親、母親、兒子、女兒、朋友，這些角色所代表的意義

以及彼此的關係所形成的架構，卻是和社會大眾所習以為常的價值觀非

常貼近。因此，與其譏笑【梅花三弄】荒誕不經，不如深思它所再現的

社會深層結構。

伍、文化批判的再省思：權力關係 VS . 溝通對話

　　本文從女性主義立場對【梅花三弄】提出許多批評，但這並不表示

我對此劇抱持譴責與否定的態度，更不是要主張進步女性應該棄絕大眾

文化。我認為文化批評的作用在於以大家所熟知而又習焉不察的現象當

做出發點，形成一個對話、爭議、思辨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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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領域裡，許多學者開始從事自我

反省，檢討此研究領域是否過分強調權力關係與權力衝突？……Ang
（1987）指出，主流女性主義者視文化批判與文化政治為一種意識型態

改革，通俗小說與肥皂劇是否有價值就在於它是否適於成為喚起覺醒的

工具。Ang 並不贊同此現象，她認為不應將文化政治的目標與手段過分

工具理性化。……

　　Ang（1987）以及 Lembo 與 Tucker（1990）等學者紛紛對批判取

向的文化研究提出質疑與反省，認為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對意義的詮

釋上──不宜過分注重權力關係此一單一面向，而應多思索如何建立個

人或群體之間溝通對話的管道，由互相了解中達成感情的凝聚與思想的

啟蒙。

　　……在這裡我要指出，這樣的呼籲可能會流於太過天真與一廂情

願；我們必須仔細思考到底在什麼樣的條件與狀況下才可能使處於不同

結構位置的群體（如男性與女性）能發展出真正平等的對話？如果我們

對此問題不做具體實際的考慮，所謂的溝通、所謂的對話、所謂的相互

了解，不過是把公共領域內的政治行動轉化為社交場合的友善談話。

　　……以【梅花三弄】及文藝愛情連續劇為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

溝通正是研究過程本身的一部分。然而，從批判研究的目的與動機而

言，恐怕最具挑戰性，最有意義的溝通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與男性──尤

其是男性知識分子的對話。本研究顯示，【梅花三弄】的情節儘管誇張

荒謬，但它推崇母愛、寬容、犧牲自己成全別人，可說是情感取向的人

倫精神與人文主義。如果我們只是從個人層次來推崇美德，如果我們不

去思索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道德理想才得以實現，也不去檢視處於什

麼樣結構位置的人容易成為美德實踐者，而什麼樣的人容易成為美德受

益者，那麼人倫精神與人文主義其實是充滿了宰制與剝削的效果。批判

理論學以及女性主義者常被批評為只關心權力鬥爭而漠視人倫關係，由

【梅花三弄】此劇所顯示的意識型態來看，它所提倡的愛、寬容、與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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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正符合一般人對人倫親情的嚮往，然而本文的分析指出，這種人倫親

情是奠立在男性的責任豁免權以及女性的自我剝削。這是本研究所提出

的批判，但是根據 Lembo 與 Tucker 的主張，文化研究也應多加考慮溝

通與相互了解，本文如何回應這樣的呼籲？

　　所謂的溝通與相互了解如果是因為女性厭倦了對父權社會一再進行

單方面的批判（例如分析言情小說的意識型態），由此轉而想向男性解

釋女性為何喜歡看電視劇，並進一步去關心男性為何不喜歡它甚至探詢

男性的焦慮與不安，那麼我認為這可能造成良性而成功的社交談話，但

並非文化政治領域裡的溝通。真正的雙向溝通及相互了解起於男性對女

性主義者提出的質疑與批判有所回應──而且是根據女性主義者提出問

題的方式來回應，在這個步驟之後，接下來才是男性以自己的方式表達

意見。文化研究過分強調權力關係固然是個缺陷，然而處於劣勢的一方

若在平等尚未達成前就率先強調對話與溝通，在實際效果上就是把對制

度的討伐與改革轉移成個人關係裡的善意寒暄。不論是支持或是反對女

性主義，雙方都應重新檢討與思索人倫精神及人文主義。人倫精神如何

免於以女性的自我剝削來替男性利益服務？對這個問題認真思考，才能

形成真正的兩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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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知識的生產
以國內傳播學院的性別論述之生產為例 *

顧玉珍

壹、前言

 ……說起「女性主義」，似乎已成為一個備受爭議、毀譽參半的流

行名詞。因為，女性主義這樣一種「旨在改變社會中男女既存關係的政

治」，她所要對抗的 ，正是我們社會中行之久矣的父權體系──亦即，

將女性利益從屬於男性利益的權力關係（Weedon, 1987, pp. 1-2）。這

樣的主張，如同所有改造既存權力結構的思想或舉措一樣，不免遭受社

會中優勢權力者的打壓。

 尤其父權體系，倚侍傳統性別知識所賦予的正當性，促使人們（包

括女男）接受各種人為建構的性別關係，對性別歧視習焉不察，視為自

然。這種挾知識以自重的情形，誠如法國思想家傅柯（M. Foucault）所

言：知識是現代社會中權力運作的要素，權力運作必然導致「知識機器」

（apparatuses of knowlege）的發達，而知識的運作，又會反過來鞏固既

存的優勢權力。在此過程中，知識之所以能大剌剌地以真理之姿存在，

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客觀的、科學的，而是因為它們先被接受為真，

爾後人們才會依其為真的方式來行動（Crowley & Himmelweit, 1992, p. 
237）。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51 期，頁 1-31。



264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凡事破而後立。在重建新的性別知識體系之前，女性主義者

首先應回首，對過去的性別知識生產進行體檢，瞭解現行的性別知識

究竟是依何種價值被生產出來？這些知識之間有何系統性的差異？它

們與其產出的社會背景之間有何關聯？這是本文研究旨趣之所在。

 ……本文關切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傳播學院中，生產

何種女性或性別論述？站在怎樣的立場來研究？如何研究？二、探討

各類論述生產的社會背景，以及相關的學院建制，藉以瞭解學院性別

知識生產的過程及意涵。至於研究方法上，前者乃針對傳播學院內的

婦女研究論文，進行文本分析，並從女性主義研究的立場上予以批判；

後者則藉由歷史性分析，分別從婦運發展及學院建制（主流理論、師

資及課程）來研究。……

貳、女性主義研究觀點

 ……為了洞悉及解釋婦女困境，女性主義首先反對傳統「生物決

定論」所界定的兩性特質與關係──這正是父權體系藉以安身立命的

知識法統。準此，女性主義者提出了「文化建構論」與之抗衡，在兩

個前提下發展起女性主義研究（Foss & Foss, 1989, p. 67）：

 一、將性別視為所有文化面向中的關鍵要件。依此前提，性別就

應該被視為一種基本的分析範疇，甚至是研究焦點，而不僅僅是諸多

研究變項之一。因為，性別既然是人類經驗的根本面向，便可以它為

透鏡，理解萬事萬物。　

 二、性別並非生物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在此建構過

程中，女人的經驗被貶低為男性世界的附屬品。

 女性主義者在此前提下著手進行相關研究，不僅探究文化與政治

上的性別歧視議題，更關注到科學知識中的性別意涵。例如，原從事

物理研究的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家凱勒（Evelyh Fox Keller），即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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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的層面，鑑定出「科學」的陽性特質，她在《論性別與科學》這本

書裡，探討社會、文化的分類如何影響科學研究的形式、問題及目標的

形成。……

 文化上的性別觀不僅滲透科學國度，更進一步影響學科劃分與進

展。凱普蘭（Kaplan, 1987, p. 213）就指出，大眾傳播領域內的女性主

義研究遠較文學或電影研究領域者晚，可能是因為早期女性學者多進入

後者（傳統人文學科）；而大眾傳播領域之研究，多採用由男性宰制的

社會科學研究法，向來是男性稱霸的領域。珂特與史碧潔珂（Carter & 
Spitzack, 1989）在回顧美國的婦女傳播研究中指控，傳播研究不僅未曾

把性別問題放在心上，還在雄性世界觀的前提下，蔑視女性經驗。在傳

播研究中，守門的機制使「主流」對性別研究與性別理論不屑一顧。

 儘管在「主流」傳播研究的漠視與壓制下，女性主義研究者仍致力

於另闢蹊徑，挑戰既存的研究架構，自 70 年代以降，逐步累積女性觀

點的知識成果。茀絲（Foss & Foss, 1989, pp. 67-68）匯整批判性的女性

主義研究，歸納出三種特質：

 一、正視女人的理解、意義與經驗，視之為重要的分析資料：傳統

的科學研究獨尊男性思維與特質，總是從男性經驗概推到女性經驗，一

概而論。如此一來，互賴、情緒性、公私領域不分等女性特質（姑不論

是生物決定或文化建構而成），便備受忽略，造成「去菁存蕪」的遺珠

效果。因此，女性主義研究強調，應由女性主體的經驗重新評估研究問

題與選擇分析資料。

 二、用新的規則來說明知識建構：如果只是把女人所關心之事接駁

到既存的男性知識理論上，往往導致負面的意義，因為，它們往往不符

合男性定義出來的常規與價值觀。所以，若要將性別問題整合到知識概

念中，必須結合女性經驗與價值觀，重新概念化建構知識的方法。　

 三、女性主義觀點具備實踐的、行動主義的面向：女性主義研究重

新檢視、瞭解人類行為，並透過這種瞭解來生產新的理論觀點，批判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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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變社會生活，並構思新的可能性。

 若依上述標準（包括研究立場、主題、理論與方法）而言，一般泛

稱的「婦女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應有所區分。前者泛指與女性

相關之研究，不論其立場或發言位置皆屬之；後者則嚴格指向「不只

是有關女人，根本就是為女人而作的研究」（Foss & Foss, 1989），強

調女性主義中的批判與實踐精神。本文在進行國內婦女傳播研究之文

本分析時，將依各論文之論述立場，予以分類；並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

參酌茀絲列舉的三種研究特質，對各種婦女研究進行批判。……

參、知識社會學的觀點

 ……德國學者曼罕（Mannheim, 1936, p. 239），延伸馬克思未竟的

科學觀，主張「社會過程決定知識過程」。藉此論証，知識的發展不

單依循純粹邏輯原理，也不光是受到理論的內在辯証所驅使。實際上，

許多非理論的社會因素都左右著知識發展的方向與內容。假如知識與

相關概念是被階級利益、性別、或特定基進立場所決定的話，那麼社

會科學所宣稱的客觀知識與真理就站不住腳了。

 ……知識社會學對既存知識之純綷性與客觀性的質疑，與女性主

義批判不謀而合。只不過後者更強調，影響知識建構的社會條件主要

是性別權力結構，性別權力的網絡則佈及社會生活及學院建制。

 ……本文分析國內傳播學院內性別知識之生產，乃採納曼罕所建

議的分析策略，經由詮釋、思想分類、社會關聯三個步驟，探討傳播

學院內婦女研究觀點之發展。但是，基於對女性主體之關懷，以及對

性別權力結構之批判立場，試圖在第一階段的文本分析與分類過程中，

從女性主義研究觀點對各類性別知識論述進行批判；其次，再以婦女

運動及學術社群之演變，進一步詮釋各種婦女論述的社會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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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婦女研究之文本分析

 本研究所分析的文本，以國內新聞傳播相關研究所產出的碩、博士

論文為主。首先挑選出相關的「婦女研究」（即舉凡論文標題中出現女

性、女人、婦女或性別者），分析這些婦女研究的立場、問題取向、及

採納的理論與方法，並予以分類。在分析過程中，筆者將站在女性主義

的立場上，進行批判。至下一節，再回顧各時期的相關社會背景，以便

進一步詮釋。

 ……以下將採用文本分析方法，對各篇論文的研究立場、主題、理

論與方法予以區分，並重新詮釋這些知識論述的發言位置，以進行觀點

歸類。分為三類：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兩性平權觀的婦女研究，以

及批判性的女性主義研究。

一、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

 「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乃指研究者並不站在女性立場，反而從

政府決策或廣告商等利益觀點來研究女性，女性淪為根據其他團體的利

益而研究的客體。這類論文共有七篇，以下將分析各篇的問題意識與立

場，以及它們所採用的方法與理論，並提出批評討論（參見表一）。

表一：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七篇）

立
場

作者 / 年 / 學校
主題

理論 方法
閱聽人 媒體內容

教
化
者

任　玉  1972  政 家庭主婦 使用與滿足 問卷

張子樟  1977  政 女大學生 傳播 & 角色理論 問卷

范淑娟  1991  政 兒童 電視節目 學習、涵化理論 問卷、內容

動
員
者

鄭振煌  1974  政 都市婦女 傳播效果理論 問卷

李　慧  1988  戰 已婚婦女 消費者運動史 問卷

廣
告
商

鄭自隆  1974  政 女消費者 女性廣告 勸服理論 問卷、內容

張麗雲  1991  輔 女消費者 消費行為理論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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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立場

 ……「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分別從教化者、動員者、與廣告商

等三種立場提出問題與主張，將婦女客體化。

1.教化者的立場（三篇）

 教化者主張，傳統性別價值觀與社會安定高於女性意識之上，為了

維護傳統價值，須要對女性進行研究，以便透過媒介施予教化。任玉、

張子樟、范淑娟的論文屬於這一類。……

2.動員者的立場（兩篇）

 從動員者的角度來看，婦女是為了達成特定目標（如家庭計劃或消

費者運動）而可資運用的工具，但是，這些目標卻無關女性需求。……

3.廣告商的立場（兩篇）

 ……針對女性消費者進行的調查，目的不在於瞭解消費行為在女性

生活經驗中的意涵，而是站在廣告商的立場……。這些論文可視為早期

傳播學院政策研究的延續，只不過是將原為諸多變項之一的性別變項，

擴大為以性別為主要變項的研究，但仍由他人的決策觀點來看待婦女。

（二）理論與方法

 非女性立場的婦女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

 就方法而言，它們皆採用問卷法。其中，鄭自隆與范淑娟在研究方

法上兼納內容分析。也就是說，這些研究都隸屬於實証的、行為科學的

主流典範之列，他們正是拉查斯斐（Lazarsfeld, 1941, p. 8）所稱的「行

政研究」，目的在於有效地使用媒介工具，為公私行政機構或團體服

務。這些婦女研究服務的對象顯然是廣告商、政府部門決策者，而非婦

女或婦運團體。而且，行為科學的問卷調查，往往不能真切透悉受測者

的想法與真實生活經驗，婦女受測者在被研究客體化的過程中，其特殊

性亦被抹煞。此外，量化的問卷調查只能提供研究者一些表面且片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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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這類論文多產於 1970 年代間，所採用的理論包括：使用與滿

足、傳播效果理論、勸服理論、角色理論、學習理論與涵化理論，以及

消費行為理論，這些都是當時美國的主流傳播理論，顯見國內傳播研究

尾隨美式研究的腳步而行。

二、基於兩性平權觀點研究女性經驗

 此類研究共有八篇，作者明言自居女性主義立場，其問題意識與論

述皆以兩性平權為準則。然而，由於此類研究尚未探討權力結構的問

題，此處所講的平「權」意指權利而非權力（參見表二）

表二：兩性平權觀點的婦女研究（八篇）

問題
意識

作者 / 年 / 學校
主題

理論 方法
閱聽人 媒體內容

性
別
角
色
與
價
值

牛慶福  1981  政 電視劇 角色變遷 內容分析

鄒中慧  1987  戰 連續劇 社會現實建構論 內容分析

羅雲珍  1981  政 婦女信箱 媒介功能與系統論 內容分析

黎曼妮  1990  輔 報紙廣告 刻板印象∕學習論 內容分析

女
性
生
活
經
驗

趙仲定  1987  輔 記者 性別分化與階層化 問卷

吳麗秋  1987  文 女記者 需求與滿足理論 問卷

黃　萱  1989  政 職業婦女 使用與滿足 問卷

梁慶瑞  1991  文 女記者 性別刻板印象 問卷

（一）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立場

 兩性平權觀的研究，可依問題意識分為兩類：角色與價值變遷之研

究，以及女性生活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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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角色與價值變遷之研究（四篇）

 牛慶福、鄒中慧、羅雲珍與黎曼妮分別從電視劇、報紙婦女信箱、

及報紙廣告的分析中，探討媒體所呈現的女性形象或價值觀。……　

2.女性生活經驗研究（四篇）

 兩性平權的婦女研究除了上述分析媒體內容反映的價值之外，也

有四篇是探討女性實際生活經驗的面向。其中，黃萱針對女性閱聽人

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其電視觀看行為；其餘三篇論文，則都針對媒

體內的（女性）新聞人員進行研究。……

（二）理論與方法

 性別平等觀點的論文與非女性立場的研究一樣，皆採用實証量化

的研究方法，甚至採用的理論都頗為類似：使用與滿足理論、需求與

滿足理論、系統功能論、刻板印象與學習理論。由這裡，我們可以發

現隱藏在實証研究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使採用相同的方法與理論，

研究者仍然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立場，而不是如實証研究者所強調的無

立場與價值中立。而且，研究者的立場與價值前提通常存在於論文的

緒論及結論中（偶然也出現在文獻中）。

 因此，儘管囿於量化的資料分析與行為層面的研究，無法洞悉女

性處境的真正問題，也無法詮釋操控文本性別形象的權力來源或意識

型態，但是，這些研究仍然有助於揭示女性處境，它彰顯出在最表面

現實上的性別歧視。這些研究雖未深入性別權力結構層次，但卻已關

注到兩性「權利」不平等的問題。至於，性別權力問題則成為 90 年代

以降「女性主義研究」的主題。

三、女性主義研究

 此處所謂「女性主義研究」，乃指作者在論述中自我定位於女性

主義研究，並以此立場關懷女性處境，批判父權式的文化結構。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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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迄今已累積八篇（參見表三）。

表三：女性主義研究（八篇）

問題

意識
作者 / 年 / 學校

主題
理論 方法

閱聽人 媒體內容

批判

父權

宰制

顧玉珍  1991  政 電視廣告
精神分析、意識型態

符號學
文本分析

王宜燕  1991  政 電視廣告
精神分析

符號學、刻板角色

內容分析

文本分析

陶福媛  1991  政 雜誌廣告
批判理論、精神分析

社會心理學

內容分析

文本分析

周月英  1991  政 報紙 傅柯：知識與權力 論域分析

蔣慧仙  1983  輔 電影
國族敘事與 
性別政治

歷史分析

文本分析

主體

之抗

拒性

賴治怡  1993  輔 新台灣文庫 女性主義 語藝分析

柯永輝  1994  政  流行音樂 霸權、意識型態 文本分析

黃麗英  1994  文 綜藝短劇
後結構主義、

女性主義、幽默理論
文本分析

（一）問題意識與立場

 這些女性主義研究在立場上皆認同女性主義觀點，但是在問題意識

上卻可分為個層次：一是批判父權宰制之研究；二是強調主體抗拒式的

閱讀空間。

1.批判父權宰制之研究（五篇）

 此類研究企圖超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象分析，強調瞭

解女性主體建構過程的重要性。也就是，藉由解讀詮釋權力與性別意義

生產的關係，批判父權意識型態對女性主體的控制。包括顧玉珍、王宜

燕、陶福媛、周月英與蔣慧仙所撰的五篇論文。……



272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2.主體拒抗性閱讀之研究（三篇）

 此類研究乃在前述意識型態研究的基礎上，企圖進一步為女性找出

路，在宰制性文本當中尋求女性抗拒式閱讀的空間。賴治怡、柯永輝與

黃麗英的研究皆屬之。

 ……在她∕他們三人的研究中都發現文本中容或有女性主體抗拒的

空間，只不過柯永輝強調抗拒的可能性源自文本，流行音樂的創作特質

（訴諸消費者與藝術本質）使得文本具有巔覆的潛力；黃麗英所指的

抗拒來源則是觀眾在閱讀文本時的主動性，使之不必然被宰制；至於，

賴治怡則兼納前二者的主張，不僅從女性文本（鍾碧霞所著〈隨夫波折

十八載〉）譯解出巔覆性的意涵，也認為閱讀主體掌握有抗拒能力，並

暗示其論文本身就是一種抗拒性解讀。

（二）理論與方法

 從問題取向來看，前二類婦女研究乃在主流傳播研究的架構下進行

女性議題的研究，而女性主義研究則與批判性文化研究之間有極大交

集，兩者都關注權力與主體性問題。但是，在理論架構與方法的應用

上，女性主義研究除了借用批判理論與方法外，尚有多樣化的發展。舉

凡有助於探索性別意義與主體建構的理論方法，都被女性主義研究廣泛

引用。

 這九篇論文所採用的理論，包括批判理論中的 Louis Althusser 的意

識型態理論、Antonio Gramsci 的霸權理論、Stuart Hall 的接合理論，還

有法國精神分析學者 Jacques Lacan 的主體性理論與鏡像理論、Michael 
Foucault 的權力觀，以及 Heng 和 Devan 對國族敘事與性別政治的理論

觀點。但是，這些理論本身都不是針對女性主義所建構起來，只不過是

研究者借用這些理論，衍伸其觀點進行性別詮釋。真正引述女性主義

理論者，只有賴治怡，她在論文中援引 Kate Milett、Judith Fetterley、
Kristeva 與 Foss 和 Foss 等女性主義者的概念，作為重要的詮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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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研究與批判研究同樣強調理論與方法的一致性，而目前傳

播學院內的女性主義研究都將焦點置於意義的探討上，因此，其採用的

方法包括：文本分析、論域分析與語藝分析，蔣慧仙更在文本分析之中

含納貫時性的歷史分析，深化詮釋性。……

伍、婦女運動與學院建制的歷史性分析

 依曼罕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策略，他建議在進行詮釋與分類之後，需

將各類論述的思想風格或觀念，聯結到特定歷史情境或社會團體。而孔

恩（Kuhn, 1962）也指出知識的發展受到社會、心理與專業社群活動的

影響。因此本文在檢視婦女研究論述的演變之後，此節將分別從台灣婦

女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學術社群的變化（如主流研究取向、課程安排及

師資）兩方面來進一步瞭解。

 翁秀琪（1994）依婦運議題的發展，將戰後台灣婦運分為四個時期：

一、1961 至 1970 年：中央婦工會主導時期；二、1971 至 1981 年：呂

秀蓮時期；三、1982 至 1987 年：婦女新知時期；四、1987 年迄今：解

嚴後婦女運動。

 ……如果把傳播學院內的論文生產放進這四個時期中，檢視兩者所

關注的議題在時間上的差序，可以略窺學院這個知識生產機器與社會議

題之間的關係（參見表四）。

表四：婦女運動與傳播學院婦女研究發展之關係

婦運　

　婦研

1961-1970
中央婦工會

1971-1981
呂秀蓮時期

1982-1987
婦女新知

1987~ 解嚴後

非關女性 -- 4 -- 3

兩性平等 -- 2 3 3

女性主義 -- -- -- 8

總篇數 0 6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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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四可以看出，無論是婦運或學院中的婦女研究，所關注的性

別議題，形成一個由保守逐漸走向批判的光譜：從將婦女工具化的研

究至兩性平等的立場，再至強調女性主體與批判性的女性主義。但是，

學院這個知識生產機器的腳步顯然總是落居婦女運動之後。當社會中

的女性意識覺醒之後，學院內的相關研究才姍姍跟進。當然，在此我

們需要更多資料才能論斷二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但是，就知識社

會學所主張的「社會過程決定知識過程」而言，可以從兩者的時間差

序上獲得某些支持。

 在中央婦工會主導的 1960年代間，父權意識型態與黨國機器結合，

對婦女發揮強大的控制力量，女性的角色與活動完全被工具化、布偶

化，配合父國的利益而行動，以輔助既存權力系統的運作。更遑論成

為知識生產機器關注的對象。當此時期，婦女議題尚未能受到傳播研

究者青睞。

 1970 年代呂秀蓮鼓吹兩性平等的觀念。此時期適逢台灣由農業社

會過渡到工業社會，財富增加，加之政府與學界提倡現代化，引發社

會價值觀的改變。即使如此，根深砥固的父權意識型態控制猶烈。值

此婦運草創期，國內新聞傳播學院的研究生開始注意到女性議題。但

是在六篇婦女研究中，前四篇論文都是從非關女性利益的決策觀點來

思考問題（如教育、推行家庭計劃、廣告商、維持社會安定），遂行

對女性的控制，以服務（男性）決策者的利益。可見，此四篇先鋒論

文雖然掛著女性的招牌，儼然將女性角色予以工具化。這些 70 年代的

研究與 60 年代婦工會的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從這裡我們可以

看出，在婦女研究初期，女性問題除非是依附在（男性化的）黨國或

經濟利益之下，才可能被學術界視為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才能沾上知

識生產機器的邊，產製出扭曲的性別知識。

 直到此階段末期，傳播學院內總算出現兩篇標舉兩性平等的論文。

牛慶福（1981）與羅雲珍（1981）從兩性平等的立場上，分析媒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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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女性角色及價值觀。美中不足的是，這兩篇論文受限於量化內容

分析所恪守的「客觀性」規範，無法進一步批判父權意識型態的宰制，

只能在結論中強調性別歧視的事實。

 1982 年至解嚴前的婦女新知時期，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團體蘊釀

活動力的胎動時期，婦女運動的抗爭層次提高。反觀此時期傳播學院內

的婦女研究，反而趨緩安靜，相關研究僅三篇（吳麗秋、趙仲定、鄒中

慧）。……

 上述的研究困境，一方面固然與主流典範的限制有關；另一方面，

也可能由於學院內知識分工、科系間門戶之見，導致研究生只能依循本

學科內的主流理論進行研究與詮釋，造成研究上的自我設限。及至 80
年代末，政治解嚴帶動學術解嚴，一時間各種批判性思潮湧入島內。受

到歐美跨學科研究風潮所及，國內傳播學院內的婦女研究擷取更基進的

批判觀點，開始展現新貌。

 檢視解嚴至今傳播學院內的論文，共有十四篇之多，涵蓋非關女性

的決策性研究、兩性平等觀點與批判性女性主義觀點三個面向。大體

言之，解嚴初期，傳播學院內的婦女研究仍多因循傳統研究取向，以

局外人的立場（如決策者或廣告商）對婦女進行效果研究者，佔三篇；

以兩性平等為立場，但沿用傳統傳播研究之理論與方法者佔三篇。直到

1991 年以後，批判性的女性主義研究開始密集出現，迄今（1994）已

達八篇。

 若要瞭解婦女研究取向從早期至今的轉變，除了從婦女運動的面向

來看，也應注意到學術界的研究生態──台灣學術研究的權力生態與政

治及社會權力結構的轉變息息相關。……

 1949 年以後，台灣學術文化界各機構的中心位置，都受到執政黨

把關，以政策性的行政研究為主。批判性的研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

課題，「除了按照固定的標準模式和答案外，基本上是不允許在課業上

或在研究室中自由討論和研究的。」（李英明，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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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令方（1992）在分析台灣婦女研究生態時指出，70 年代自美返

國的自由主義學者趨於保守，有兩個原因：一、返台後的學者們，往往

無法適應無孔不入的官方意識型態以及國民黨對學術的干涉和控制，基

於厭惡和抗拒拿出美國學術界主流的口號：「價值中立」、「科學性」

來抵擋侵犯，也以此為和國民黨御用學者劃清界線的利器。二、由於處

於不利的位置，加上思想空間狹小，使他們很難認識到價值中立與科學

性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型態；而且實証主義傳統向來漠視理論，也忽略女

性主義。為了保持「客觀性」、「價值中立」、「學術和政治（運動）

分家」，他們對社會運動採取壁上觀。

 實証主義的行政研究取向，一方面為當道所好；另一方面，其恪遵

的客觀與價值中立原則，正好形成知識分子的保護膜，日漸蔚為台灣學

術界之主流，並再反過來鞏固此類知識生產體系。與批判研究淵源深厚

的女性主義，備遭壓抑，也就不足為奇。直到政治解嚴後，思想禁梏解

除，台灣知識界與學術界也因而產生一股重新認識社會問題的熱潮。基

進的知識份子紛紛引入各種批判性的理論，加之婦運的衝擊，女性主義

的研究論文紛紛產出，在學院的知識生產場域中爭得一席之地。…… 

陸、結論與反省

 從傳播學院內的論文分析中，我們發現婦女研究正從保守的利他性

研究，走向基進女性主義的研究，回歸女性主體來思考。而且，這個過

程與社會中的婦女運動議題之轉變，以及學院內的性別建制相關。值得

警惕的是，學院這個性別知識生產機器顯然具有保守性格，它不但未能

以知識帶領社會改造運動，反而需要依賴社會運動的成果來帶動其內部

的改革。儘管如此，婦女研究在傳播學院中的出現及發展，本身就是對

學院父權體制的抗爭過程。

 最後，本文試圖從傳播婦女研究與學院建制兩個層面提出反省與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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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婦女研究方面

（一）問題取向與立場

 ……本文建議，日後的研究可以有三個走向：其一是，擴展對各階

層（尤其是中下階層）婦女的研究，而不只是針對記者或具有消費力的

都會婦女；其二，延續目前的女性主義研究，但進一步瞭解讀者的實際

閱讀情形；其三，更新過去的傳統研究，舊瓶裝新酒。所謂舊瓶裝新酒，

乃指對以往的政策性研究重新研究。過去的決策性研究，缺點在於立場

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理論不利女性主體，日後的研究可以從婦運團體

的立場進行政策性研究。同樣的，兩性平權的研究中大多攸關實質的女

性權益，如媒體組織中的性別歧視，應可以採用女性主義理論及其他適

切的方法深入解構，以解決實質的女性問題。這種積極的政策性研究，

當可與目前方興未艾的意識型態研究相輔相成。

（二）理論反省

 早期的決策性研究及兩性平權式的婦女研究都採用傳播實証研究的

理論，90 年代以後的女性主義研究則一面倒向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論，

只有賴治怡的研究以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觀點為主。

 女性主義的主張與批判理論、文化研究雖有許多交集，但是，女性

主義者不能無條件地接受這些理論觀點。Rakow（1989）即指出，無論

是實証研究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精神分析等等理論，都

有可能使婦女研究「淪於語言與類目斷裂之虞」。因此，我們對其他論

述不能只是善意地悅納與應用，必須持守既參與又挑戰的態度，並逐步

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

（三）研究方法

 ……90 年代後的女性主義研究，展現出強烈的批判色彩。不僅引

用批判性的理論，在方法上也打破「客觀性」的神話，採用符號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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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分析等方法。雖然學院內仍不時有典範之爭，但是女性主義研究者開

始注意到，對問題意識的思考（problem center）毋寧更優先於方法層次

的考量。既然沒有絕對優越的方法，研究者應針對問題導向，採取適切

的方法。近年來，女性主義研究的問題焦點，側重在性別權力運作以及

主體性的建構上，就此而言，量化的統計分析並不足以解答，因此，採

納其他認識論原則來建構方法為不可避免之舉。

 其實，標榜質化或量化研究並不是女性主義研究最重要的問

題。……據此而言，光從方法層次來批評主觀，或鼓吹質、量並重，無

甚意思。因為，各種研究典範在方法上能不能、需不需要整合，乃是社

會科學界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化約的質量二分法，仍落入傳統理

性二元論的思考模式。就女性主義研究者而言，最重要者還是找出當

前與女性最攸關的問題，再以適切的方法進行研究，裨助女性意識之覺

醒，以及學院知識機器內的性別平等。

二、學院內的建制

 ……學院向來以「客觀的科學」作為護城河，其知識生產與優勢權

力階層之間的關係，甚少被挑戰。若能拆掉學術象牙塔的階梯與圍牆，

讓研究本身落實為改造社會的婦女運動。如此一來，既可提升婦運的理

念層次，也能對學院建制內的性別結構進行反省與改造。學院正是下一

波婦女運動的戰場，不僅要改造學術研究與建制中的性別權力結構，也

要戮力發展女性主義的性別知識體系。備妥我們自己所需的清水、麵包

與酒，展開青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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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裡的罪與罰
報紙與電視新聞如何再現青少年犯罪 *

蘇	蘅

壹、前言

 ……本研究將探討青少年犯罪案件如何在報紙和電視新聞中再現，

以內容分析方法具體勾勒報紙與電視呈現青少年犯罪犯罪類型、犯罪者

和受害者的特質，並比較兩者的異同。此外，「社會偏差」論有助理解

為何某些青少年犯罪新聞更具「新聞價值」，以及媒體報導青少年犯罪

新聞產生那些「偏差」，可藉此探討媒體在選擇與處理青少年犯罪時，

是否因為特定偏好而出現處理差異。最後，本文將探討媒體是否在犯罪

新聞中扮演社會規範與控制的角色，即新聞論述是否支持主要權力機構

如警察和法院，並導入社會控制和社會共識的功能。

貳、文獻探討

一、犯罪新聞定義與文本結構

 典型犯罪新聞的敘述要件偏重犯罪行動本身，包括行動的主動者

（嫌犯）及行動的接受者（受害者）、事情簡單情境（setting）和場景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70 期，頁 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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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因此，犯罪新聞的基本要素不外包含受害者姓名、年齡及

職業、和嫌犯姓名（Graber, 1980）。

 犯罪新聞多半簡短，寫作主體或客體一定以人為中心（Sherizen, 
1978），即犯罪新聞必然包括受害者和犯罪者，但犯罪型態卻是五花

八門，呈現的社會意義不盡相同。一般認為，犯罪新聞的定義通常指

「有關成年人或青少年違反法律的事件，或社會問題相關議題、犯罪

防制的方法，和犯罪率的起伏」（Windhauser, Seiter, & Winfree, 1990, 
p. 72），因此犯罪新聞報導內容通常涵蓋：犯罪事件本身、警察故事、

犯罪偵查追緝、犯罪率高低、犯罪成因與防範措施等方面的報導。

 多數犯罪新聞很少提供讀者想知道的社會深度意涵。許多研究發

現，犯罪新聞多半報導相關案件的發生、如何追捕嫌犯、以及在法律

邊緣的違法行為或妨害社會秩序的新聞。犯罪新聞遣辭用句並不複雜，

也很少採用技術或法律術語，但是犯罪新聞的媒介論域經常試圖把所

有閱聽人置於一種破碎、隨時不安的險地之中（Osborne, 1995）。

 雖然犯罪新聞的內涵見仁見智，但多數犯罪不僅是受害者和嫌犯間

的關係，還顯示對社會規範的違逆，以及控制犯罪與司法強制力的規

範符號（Osborne, 1995, p. 27）。相關研究也發現，犯罪新聞描繪犯罪、

犯罪者和受害者特質時，常具戲劇效果，尤其如果加害者或受害者是

響噹噹的名人、犯罪後果嚴重、犯罪行為或情境奇特、犯行有違集體

正直、白領犯罪，或發生新奇而特殊的犯罪類型等（Katz, 1987; Sacco, 
1995; Sheley & Ashkins, 1981），均特別受到媒體青睞。……

二、偏差與犯罪新聞

 偏差（deviance）是一種構念（consrtuct），包括了許多意涵。本

研究所探討的是犯罪新聞在報導各種犯罪型態時所包含的偏差次概念；

這種偏差也是新聞媒介傳統新聞價值所在。由於新聞決策是多重轉折的

過程，新聞判斷反映的也不只一種「偏差」形式（Pritchard & Hug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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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p. 53）。英國學者 Cohen & Young（1981）合編的 The Manufac-
ture of News 一書，即曾提及媒體如何從「犯法」角度產製偏差、表述

問題、形塑與合法化社會控制的機制。該書指出，媒體以刻板印象報導

犯罪者的行為，通常只以「違法」與否判斷是否犯罪，幾乎與犯罪學觀

點相同。媒體既以違法和侵犯社會規範來辨認偏差和犯罪，報導中因

而區辨善∕惡、守法∕偏差、健康∕病態的兩面意義，也進行社會整

合，導入社會控制，從社會結構與政治角度為某些行為貼上標籤（另見

Cohen, 1981）。

 ……Shoemaker 等人分析了國際新聞的選擇刊登，歸納出三種偏

差常受青睞：（一）常規偏差（normative deviance），即行為的違

反常態規範，如犯罪；（二）統計偏差（statistical deviance），即一

般事件中出現的特殊事件；（三）潛在社會變遷偏差（potential for 
social change deviance），即因受恐怖份子威脅而破壞既有政治安定

的事件（Shoemaker, Chang, & Brendling, 1987; Shoemaker, Danielan, & 
Brendling, 1991）。

 其他相關研究也發現，媒體可藉著描述犯罪者出現的「社會偏差」，

把犯罪和社會集體情感受到傷害相連，並透過對犯罪者與受害者種種關

係的描述，導入社會控制機制。因此犯罪常伴隨司法程序的報導，兩者

均可視為某種社會控制形式，旨在重建社會道德，恢復社會秩序（Grabe, 
1999）。因此，媒體以非常規的符號指涉犯罪，使得閱聽眾熟悉也反對

一些違反常規的行為，這些報導等於為所說的和可看見的社會範圍訂定

一條不可逾越的線，以便把違法行為排除在外。

 本研究擬綜合上述看法，探討兩種偏差，一種為「常規偏差」，即

媒體如何在犯罪報導中用社會常規加以「測量」。「統計偏差」，即媒

體如何聚焦報導不尋常的犯罪案件。

 本研究不擬討論「潛在社會變遷偏差」，因為一般犯罪新聞背後比

較沒有政治動機，尤其一般青少年犯罪新聞更缺乏明顯的政治意圖，犯



284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罪案件本身和社會情境、文化價值觀更有關連，其受重視程度也受媒體

採訪資源分配影響。

 ……延續上述文獻，本研究增加兩種和媒介組織新聞價值判斷與處

理新聞有關的偏差：「處理偏差」和「空間偏差」。「處理偏差」指媒

體不但重視不尋常的案件，且在報導篇幅給予特別多的篇幅或更強化注

意的處理。「空間偏差」則顯示媒體對都會區發生的案件和其他地區發

生的案件重視程度不同，主要和媒體所在的採訪資源分配及鄰近性有

關；兩者都會影響犯罪案件是否被報導的新聞價值。

三、犯罪與新聞的社會建構

 社會建構真實或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有助釐清人們

如何創造真實（即他們相信的既存世界），顯示人們根據個人知識及其

經過社會互動後形成之世界觀行事。社會建構論把世界的知識視為社會

產物，強調知識不是既存的而是行動後的結果，文化和歷史才是決定你

我看到真實、理解真實的關鍵所在（Surette, 1998, p. 5）。媒體既是一

種組織，由組織和經濟因素決定如何產製和銷售新聞，因此媒體組織可

以建構新聞真實，但也受組織所限。

 ……由於媒體激烈競爭，犯罪影像和敘事方式已產生質變，原來由

政治、司法來源來定義的犯罪行為，變成因媒體爭取收視而「製造」

出來的道德恐慌和社會偏差。媒介論述讓民眾意識自己處於治安不佳

的情境，並對環境產生不安全感（Gerbner, 1980; Sparks, 1995），亦使

原本純屬單一偶發的犯罪案件，凝集成時時令人戒懼的氛圍，相當貼近

Baudrillard（1985）所稱後現代社會是「影像－真實－再現」的辯證關

係，犯罪新聞既敘事又說明也夾帶觀點，打破了媒介真實和客觀真實的

分野。

 換言之，犯罪新聞似已脫離往昔觀看個別犯罪事件如何報導的傳統

文本，並把觀眾「觀看犯罪新聞」改造成「犯罪景觀之旅」，或是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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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會」。我們或可以想像觀眾走進一個多面鏡的大廳，鏡中交織

著罪犯、犯罪次文化、控制機制、媒介機構以及觀眾對這些鏡像的無休

止地心象與實像的交互投射（Ferrell, 1999, p. 397）。媒體再現犯罪，

不但強調了媒體的儀式作用，也強調敘事、言說、符號在建構資訊意

義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犯罪和事後處罰不僅是犯罪新聞的一體多

面，也是「連繫、接觸、延續、回饋和再生介面的網絡」（Baudrillard, 
1985, p. 127）。……

四、不同媒體犯罪新聞處理與呈現的比較

 不過，犯罪新聞在不同媒體的再現方式仍然不同，嚴重的暴力犯

罪和致命刑案深受商業媒體和都會媒體喜愛，《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編採人員就認為犯罪新聞頗具商業價值，多刊登犯罪新聞可以增

加報紙發行量（Humphries, 1995）。

 Osborne（1995, pp. 25-26）指出，過去研究認為報紙和電子媒體雖

然屬於不同媒體，但是報導犯罪和再現犯罪意象的差別很小。但是自

1970 年起，批判學者挑戰傳統看法，認為犯罪和不同類型媒體的「結

合」方式不盡相同，這種差異非因媒體所有權人不同而有別，而是因為

不同媒體在運用影像、符號、敘事和再現都有所不同。分析媒體再現，

理應關心電視在大眾社會或後現代社會有所區別，過去媒體研究似乎忽

略這點。

 ……綜上所述，傳統新聞專業要求報導真實可信，但是當下新聞卻

為犯罪案件（特別是暴力犯罪）所吸引，電視更發展出獨特的敘事策略

以招徠觀眾。當下犯罪新聞不再像黃色新聞時期是小報大肆炒作的新聞

文類，更形成一種交織著社會秩序和社會病態的媒介文化。媒體報導犯

罪可能變成一種犯罪者與受害者的超真實再現，甚至記者取代執法機

構，掌握定義犯罪的主導權，重新界定司法控制、社會規範的機制和犯

罪事實。記者不再是真實的追求者，只重視報導中適當修辭的文字遊

戲，提不出對犯罪的深度思考或前因後果的解釋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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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青少年犯罪與相關研究

 ……國內傳播領域以往在犯罪新聞方面的研究，多以一般犯罪新

聞（而非青少年犯罪新聞）為主。……台灣的犯罪新聞研究過去以探

討犯罪新聞種類和比率，及分析犯罪新聞中再現的權力關係為多（王

應機，1964；王寓中，1993；李慧馨，1996；姜占魁，1959；陳炳宏，

1988）。晚近研究的理論進路更為多元，包括犯罪學、心理學、社會學、

或政治經濟學等取徑，分析主題涵蓋探討影響犯罪新聞的外在和組織

內因素、文本所用的語言、意義與影響，不過對於媒體如何再現青少

年犯罪新聞的分析較不常見。

 本文所稱之青少年乃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條對「少年」

的定義，是指「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而有觸犯罰法之行為者」……。

六、研究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整理相關研究與文獻回顧，擬出以下的研究問

題。

 ……研究問題一：不同媒體如何再現青少年犯罪？不同媒體如何報

導犯罪者、受害者特質和事件本身？不同媒體報導切入階段是否不同？

 ……研究問題二：不同媒體對不同類型的青少年犯罪重視程度為

何？報導是否出現各種新聞偏差？包括統計偏差、常規偏差、處理偏

差和空間偏差。不同媒體犯罪新聞再現的偏差是否不同？

 ……研究問題三：不同媒體如何在青少年犯罪新聞中，結合報導

犯罪又強化犯罪控制的社會功能？此類新聞包含哪那些新聞要素？主

要消息來源是哪些？其論述是否支持既有權力機構？



Chapter 3   研究主題與取徑	 287
新聞裡的罪與罰――報紙與電視新聞如何再現青少年犯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由於青少年在暑假的犯罪率比平常高，且犯罪

型態也與平常不同，為避免季節性的犯罪差異影響新聞報導的內容，因

此把抽樣期間訂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間。……

 報紙研究樣本以七份日報和晚報為對象，包括大台北版的《中國時

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自立晚報》、

《中時晚報》和《聯合晚報》所有新聞版面的青少年犯罪新聞，共計獲

得 252 則新聞。電視新聞也錄影同一期間三家電視台的晚間七點至八點

新聞，以立意抽樣抽出中視、華視和 TVBS，經過普查獲得 99 則新聞，

兩類新聞皆進行內容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從這段期間的七家報紙中，每

家報紙各隨機抽出四則新聞，共二十八則新聞；電視新聞也從每台各抽

出四則，共十二則作為編碼員訓練和信度分析之用。

 蒐集的樣本以則數（或篇數）為分析單位，編碼工作由政大新聞系

和新聞所七位修過研究方法的學生擔任，七人均經過事前編碼訓練。本

研究對報紙和電視樣本分別進行編碼員內部信度分析，報紙樣本內容分

各項度係數從 .86 至 .96，電視新聞樣本的信度係數從 .86 至 .96，符合

內容分析信度的要求（請見表一）。

表一：內容分析之編碼者信度

變 項 名 稱 報紙新聞信度 電視新聞信度

犯罪新聞類型 .96 .91
犯罪者人口特質 .91 .94
受害者人口特質 .88 .86

新聞要素 .92 .91
消息來源 .91 .94

犯罪新聞報導階段 .98 .96
犯罪行為地點 .87 .96
媒體重視程度 .88 .91
導入社會控制 .86 .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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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青少年犯罪新聞：指新聞以「違法行動為主題的敘事」，犯

罪者無論主犯或從犯，只要包含青少年即列為抽樣單位。……

 （二）犯罪者：為犯罪敘事中的主體，採取主動的犯罪行動，無論

嫌犯、被指控者、犯罪者、遭起訴、或由法院判刑確定者皆是。……

 （三）受害人：須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或主要受害者（家屬不

算），包括已被指認出身分的特定對象和未指認身分的不特定對象在

內。

 （四）犯罪者與受害人人口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

 （五）統計偏差：將統計新聞出現的犯罪類型，主要參考刑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及國外學者 Graber（1980）、O'Connell（1999）等研

究分類，分成殺人、擄人勒贖、傷害、性犯罪、偷竊、妨害風化和飆車

等。統計結果出來後，也會把報導的犯罪類型和實際發生的犯罪類比

較，以了解偏差情形。

 （六）常規偏差：根據社會學者 Durkheim（1958, 1964）、功能論

學者 Grabe（1999）等文獻和本研究需要整理，對新聞內容進行語幹分

析，重點在於新聞文本是否認為犯罪行動違犯社會常規，並且對犯罪提

出譴責、譴責對象為誰、及是否強調犯罪為社會偏差。

 （七）處理偏差：將統計不同媒體對犯罪新聞的重視程度。報紙新

聞計算字數和刊登版面，電視新聞也算新聞所用的秒數及排在第幾條播

出的排序。為區別為轟動新聞或一般新聞，報紙和電視新聞並且登錄是

否只用一條新聞處理，或搭配相關新聞擴大處理。

 （八）空間偏差：將統計媒體報導的犯罪行為地點，分為台北市、

台北縣、高雄市、北部、中部、南部、東部、離島和其他。北部縣市包

括台北縣、桃園、新竹、苗栗和基隆市；中部縣市有南投、台中、彰化；

南部縣市為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東部縣市包括宜蘭、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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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統計後以比較不同媒體報導是否對空間的偏重不同。

 （九）新聞內容要素：包括是否報導犯罪動機、過程、犯罪所用工

具，及贓物。

 （十）消息來源：以主要提供消息或記者採訪的主要對象為準，可

能不只一位，以複選方式登錄。包括罪犯（罪嫌）、被害者、警察、司

法人員、目擊者、罪嫌父母、罪嫌親友、被害人父母、被害人親友、第

三者、其他。

 （十一）犯罪新聞報導階段：根據 Chermak（1995）、O'Connell
（1999）及我國司法審理程序，分為發現犯罪、偵查、逮捕羈押、起訴、

受審、判決、赴監服刑、交保、釋放、其他等不同階段。

肆、研究發現

一、整體統計和新聞長度

 首先，報紙在這段期間共刊登 252 則青少年犯罪新聞，其中以《中

央日報》刊出則數最多，有 67 則（26.6%），其餘依序為《中時晚報》

43則（17.1%）、《聯合報》41則（16.3%）、《自由時報》35則（13.9%）、

《中國時報》33則（13.1%）、《自立晚報》18則（7.1%）和《聯合晚報》

的 14 則（5.6%）。……

 報紙新聞字數以五百字以下最多，占 45.9%（161 則），其次

是一千至二千字，占 31.3%（110 則），再其次是五百至一千字，占

22.8%（80 則）。因此，將近三分之二（68.7%）的新聞在一千字以下，

換言之，多數青少年犯罪新聞以一千字以下來說明犯罪事件。

 ……電視新聞長度方面，青少年犯罪之電視新聞報導屬一般長度，

平均長度為1分20秒，整體而言，約有三成在30秒以下（20%，97則），

半數新聞的長度在 50 秒以下（50.7%，171 則），七成新聞在 1 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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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以下（71.5%，243 則），三家電視台一般播出的青少年犯罪新聞約

為 1 分鐘左右，多數不超過兩分鐘。……

二、不同媒體如何再現青少年犯罪新聞

（一）犯罪者特質

 表二顯示，新聞報導中的青少年犯罪者以男性為主，年齡以 16 至

18 歲居多，和國外媒體報導相似。……報導的教育程度中，報紙以高

中職較多，電視以國中以下程度居多。……

表二：青少年犯罪新聞中犯罪者人口資料

犯罪者 
人口特質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統計結果

性別 
男性 
女性

  
86.7（ 215）    
13.3（   33）

  
88.9（  88） 
11.1（  11）

p > .05, df = 1
Chi-square = 0.31

年齡 
12 至 15 歲 
16 至 18 歲 
未提及

  
12.7（   32） 
28.7（   72） 
58.6（ 147）

  
8.0（    8） 

19.0（  19） 
72.0（  72）

*p < .05, df = 2
Chi-square = 6.38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未提及 

  
2.8（     7） 
7.5（   19） 

16.7（   42） 
1.2（     3） 

71.4（ 180）

  
2.0（    2） 

14.1（  14） 
11.1（  11） 
1.0（    1） 

71.1（  71）
p > .05, df = 4
Chi-square = 4.56

身分 
學生 
輟學生 
有職業 
無業 
未提及

　   
25.1（  64） 

4.4（  11） 
3.6（    9） 
0.8（    2） 

66.1（166） 

  
24.0（  24） 
12.1（  12）
       --- 
2.0（    2） 

62.6（  62） 
*p < .05, df = 4
Chi-square =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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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害者特質

 表三顯示，報紙報導的受害者以男性較多，但電視較強調女性受害

者，報導中指出女性受害者的比率比男性略多。年齡方面，報紙報導的

對象包括未成年和成年人兩者，而報紙和電視報導比率相差不多。另

外，報紙和電視呈現的受害者教育程度亦差不多。但身分方面，電視報

導更多學生受害者，報紙報導範圍較廣。

表三：青少年犯罪新聞中受害者人口特質的交叉分析

受害者 
人口特質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統計結果

性別 
男性 
女性 
未提及

  
33.3（   84） 
30.6（   77） 
36.1（   91）

  
24.2（   24） 
29.3（   29） 
46.5（   46）

p > .05, df = 2
Chi-square = 4.26

年齡 
未滿 12 歲  
12-15 歲（約國中生） 
15-18 歲（約高中生） 
19-20 歲 
21 歲以上 
未提及

  
2.4（     6） 
5.2（   13） 
6.0（   15） 
4.0（   10） 
3.6（     9） 

75.4（ 190）

  
3.0（     3） 
3.0（     3） 
4.0（     4）
      ---    
3.0（     3） 

85.9（   85）
p > .05, df = 5
Chi-square = 0.15

教育程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未提及 

  
2.4（     6） 
4.4（   11） 
0.8（     2） 
2.0（     5） 

90.5（ 228） 

  
2.0（     2） 
2.0（     2） 
4.0（     4） 
4.0（     4） 

87.9（   87）
p > .05, df = 5
Chi-square = 5.63

身分 
學生 
輟學生 
其他 
未提及

  
9.9（   25） 
9.5（   24） 
1.2（     3） 

79.4（ 200）

  
12.1（   12）

    --- 
    ---

87.9（   87）
p > .05, df = 3
Chi-square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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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導切入階段

 或因媒體特性不同，由表四可知，報紙和電視報導的青少年犯罪新

聞有階段差異：報紙和電視雖然都以「逮捕羈押」階段的報導最多，但

電視新聞在「發現犯罪」的報導比率比報紙多；報紙則以「偵查階段」

較多，可見電視新聞更重視案件發生時效和媒體告知功能。報紙約有十

分之一新聞為司法程序進行時的報導，顯示報紙比電視重視持續追蹤的

報導。電視記者近九成都在前段進行採訪，重視起訴新聞，但缺乏對犯

罪接受審判及審判結果的追蹤。

表四：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階段的交叉分析

報導階段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逮捕羈押 61.8（ 155） 58.6（   58）
偵查階段 18.7（   47） 16.1（   16）
發現犯罪 8.8（   22） 15.1（   15）
定罪判刑 5.6（   14） 2.0（     2）
起訴 0.4（     1） 5.1（     5）

付監服刑 1.2（     3） 1.0（     1）
交保 2.0（     5）                ---
釋放 0.4（     1） 1.0（     1）
其他 1.2（     3） 2.0（     2）

Chi-square:16.92, df = 9, *p < .05

三、不同媒體報導青少年犯罪的偏差

（一）統計偏差

 由表五可知，報紙和電視都偏好報導暴力犯罪事件，兩者呈現的青

少年犯罪類型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不過電視在殺人和綁票勒贖

等新聞報導的比率要比報紙略多，可知電視比報紙稍微重視惡性重大或

極端的犯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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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青少年犯罪新聞呈現犯罪類型的分析

犯罪類型
報紙（n = 252） 
百分比    則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則數

強盜搶奪 32.0（   80） 26.3（  26）
傷害 17.2（   43） 15.2（  15）
飆車 13.2（   33） 16.2（  16）
竊盜 11.6（   29）  8.1（    8）
性犯罪 10.8（   27） 10.1（  10）
殺人  7.2（   18） 11.1（  11）

恐嚇綁票勒贖  3.2（     8）  8.1（    8）
吸毒 1.2（     3） 1.0（    1）
其他 3.6（     9） 5.1（    5）

Kendall's Tau-b: -.0017; T = -.0343; p > .05

 和真實世界的青少年犯罪資料比較，台灣報紙和電視的確出現「偏

差放大」現象。根據法務部（1998）統計，少年（含兒童）的犯罪類型

一直以竊盜比率最高（約五至六成），其次是毒品，第三是傷害，第

四是恐嚇（含擄人勒贖）。但在媒體報導中，報紙最重視強盜、傷害、

飆車、竊盜和性犯罪，電視新聞重視強盜、飆車、傷害、殺人和性犯

罪……。

 此外，這段期間飆車新聞受到媒體普遍重視，主要是民國 89 年 4

月正好在高雄發生飆車搶劫殺人斷掌事件，引起社會轟動，正好和本研

究抽樣期間（1 至 5 月）重疊，可能因此造成飆車新聞報導熱潮。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把故意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強姦、輪

姦及恐嚇取財視為「暴力案件」（法務部，1997），本研究也據此重新

編碼……，把故意殺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強姦、輪姦及恐嚇取

財等犯罪類型合併為「暴力犯罪」；強暴、輪暴、猥褻色情、性虐待、

賣淫、妨害風化等併為「性犯罪」，吸毒、嗑藥、竊盜等合併為「非暴

力犯罪」；各種類型的飆車合併成「飆車」類，另列「其他」類等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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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重跑統計分析。

 從表六的統計資料可知，報紙和電視兩種媒體均偏愛暴力犯罪的報

導，兩種媒體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新聞各占六成，青少年飆車新聞居次，

但排序第三則有差別，電視偏好性犯罪，報紙則強調一般的非暴力犯

罪。由此可知，報紙和電視媒體性質雖不相同，但是兩種媒體都發展出

「犯罪新聞階層，認為暴力犯罪是最嚴重的犯罪，報導比重最多。

表六：青少年犯罪新聞類目的交叉分析

犯罪類目
報紙（n = 251）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暴力犯罪 59.4（ 149） 60.0（  60）
飆車 13.1（   33） 16.0（  16）

非暴力犯罪 12.7（   32）  9.0（    9）
性犯罪 10.8（   27） 10.0（  10）
其他  4.0（   10）  4.0（    4）

Chi-Square =1.49, df = 4, p > .05

（二）常規偏差

 值得注意的是，七成報紙和六成電視都會在新聞中譴責犯罪行為，

不過多數沒有特別譴責對象，顯示兩種媒體皆導入社會控制功能。若在

報導中出現特定對象，則以譴責個人最多，尤以電視較明顯（見表七）。

另外，電視比報紙新聞更常提及青少年犯罪是偏差行為，扮演社會控制

的角色更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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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青少年犯罪新聞導入社會控制的交叉分析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統計結果

是否譴責
    有
    沒有

76.9（ 193）
23.1（   58）

61.0（  61）
39.0（  39）

** p < .01, df = 1,
Chi-square = 9.0

譴責對象
    警方
    個人
    其他
    未提及

 
4.0（   10）

18.3（   46）
 0.8（     2）
76.9（ 193）

 
7.0（    7）

29.0（  29）
 3.0（    3）
61.0（  61） 

* p < .05, df = 3,
Chi-square = 10.09

強調偏差
    提及
    未提及

23.0（   57）
77.0（ 194）

43.0（  43）
57.0（  57）

*** p < .001, df = 1,
Chi-square = 14.7

　

（三）處理偏差

 ……表八的統計結果再度證明兩種媒體重視暴力犯罪，但報紙和電

視的新聞處理不同，報紙多搭配相關新聞做深度或相關報導，但電視往

往只播出一則新聞，不做相關處理，只有暴力犯罪和飆車新聞才搭配相

關新聞，但錄影期間這類新聞數量太少，不宜擴大推估解釋。

表八：報紙和電視對青少年犯罪新聞處理的交叉分析

報        紙 唯一新聞（n = 201）
百分比    次數

搭配新聞處理 (n = 40）
百分比   次數

暴力犯罪

性犯罪

非暴力犯罪

飆車

 76.5（ 114）
 92.6（   25）
 90.6（   29）
100.0（   33）

23.5（  35）
 7.4（    2）
 9.4（    3）

         ---
**p < .01, df = 3,
Chi-square = 14.53

電        視 唯一新聞（n = 91）
百分比    次數

搭配新聞處理（n = 4）
百分比    次數

暴力犯罪

性犯罪

非暴力犯罪

飆車

 96.7（   58）
100.0（   10）
100.0（     9）
 87.5（   14）

 3.3（    2）
         ---
         ---

12.5（    2）

p > .05, df = 3,
Chi-square = 0.29

註：「電視」的交叉分析因細格次數少於 5 的占 50%，故無法比較，僅列出供

參考。



296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四）空間偏差

 表九顯示……整體而言，報紙和電視在報導時，均出現重視北部和

北高兩都會區發生的青少年犯罪。但電視台更偏重南北兩大都會的青少

年犯罪新聞報導，其中高雄市的青少年犯罪新聞更明顯多於報紙的報

導。……

表九：青少年犯罪新聞發生地點交叉分析

發生地點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台北市 46.6（ 117） 32.3（   32）
台北縣  8.0（   20） 15.1（   15）
高雄市  9.6（   24） 21.2（   21）
北部  7.2（   18） 10.1（   10）
中部 11.2（   28） 11.1（   11）
南部 13.5（   34） 10.1（   10）
其他  4.8（   12）  2.0（     2）

Kendall's Tau-b: .039; T = .857; p > .05
註：「其他」包括東部、離島和跨縣市三項。

四、犯罪新聞要素與消息來源

（一）青少年犯罪新聞的要素

 報紙報導青少年犯罪動機和犯罪過程的比率和電視差不多（表

十），……但電視會偏重對凶器的報導，報紙兼顧凶器和贓物，提到兩

者的比率均比電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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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要素的交叉分析

報紙（n = 251）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犯罪動機    
    有
    沒有

47.6（120）
52.0（131）

44.4（  44）
55.6（  55）

p > .05, df = 1,
Chi-square = 0.19

犯罪過程    
    有
    沒有

78.2（197）
21.4（  54） 

72.7（  72）
27.3（  27） 

p > .05, df = 1,
Chi-square = 1.17

犯罪工具  
    凶器
    贓物
    都有
    都沒有

27.4（  69）
27.8（  70）
10.7（  27）
34.1（  86）

27.3（  27）
13.1（  13）
7.1（    7）

52.5（  52）
*p < .01, df = 3,
Chi-square = 14.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消息來源

 由統計結果（見表十一）可知，所有消息來源中壓倒性地以警方為

主，無論報紙或電視都各占八成以上，……但報紙比電視更常找「權威

當局」談論案件，報紙的來源占 19%，電視為 10.1%，因此可知，和國

外類似研究發現兩成比率來自警方消息來源（Ericson, Baranek, & Chan, 
1991, p. 192），我國顯然高出很多……。

表十一：青少年犯罪新聞消息來源的交叉分析

消息來源
報紙（n = 252）
百分比   次數

電視（n = 99）
百分比   次數

警方 82.9（208） 84.8（ 84）
犯罪者 20.7（  52） 30.0（ 30）
法院  9.6（  24）  2.0（   2）
被害人  5.6（  14） 13.1（ 13）

機構發言人  4.8（  12）  2.0（   2）
專家  3.6（    9）  6.1（   6）

犯罪者父母∕親友  2.8（    7）  4.0（   4）
政治人物  2.4（    6）  6.1（   6）

被害人父母∕親友  0.4（    1）  2.0（   2）
目擊者  0.8（    2）  1.0（   1）
其他  0.8（    2）   -----
總次數 34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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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經過綜合比較，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和犯罪新聞報導

特色類似，即兩種媒體均重視暴力犯罪類型，電視在導入社會控制的角

色更為主動。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報紙和電視的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都發展出「犯罪階層」，

兩者都認為暴力犯罪最嚴重也最值得報導，並在版面或長度上顯著強調

這種異常的犯罪類型……。

 （二）報紙和電視新聞未特別重視青少年犯罪中的罪犯和受者害具

備的人口特質……。

 （三）電視比報紙的報導輕薄短小，多在 1 分 20 秒內結束，也比

報紙重視青少年犯罪的發生和羈押逮捕時的報導。但電視不重視進一步

的發展，例如犯罪的司法審判階段。但是報紙不但在案發、偵查、緝捕

等各階段均進行採訪報導，也比電視更重視後續的審理和定罪與否的報

導。

 （四）……在犯罪類型的再現中，以謀殺、強暴、傷害等暴力犯罪

是媒體最愛的題材，確實出現「統計偏差」，換言之，媒體確實更喜歡

不尋常或衝突性的犯罪案件，暴力致死案件更有吸引力；實際發生最多

的案件如偷竊等，則因為太普通，不受媒體青睞。電視新聞比報紙更重

視殺人、綁票勒贖等戲劇張力較強的犯罪新聞，顯示電視因媒體特性使

然，統計偏差更明顯。

 （五）常規偏差在青少年之犯罪新聞文本中相當普遍，無論電視或

報紙新聞均出現譴責犯罪的話語，也就是青少年犯罪新聞經常對違反

常規的犯罪行動提出指責或界定為偏差。但兩種媒體的遣辭用語又有

差異，報紙的譴責之詞較多（占 76.9%），電視的譴責之詞有 61%；電

視較常強調是社會偏差（42%），報紙則為 23%。兩者均導入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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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但電視報導更偏向提及集體情感受到冒犯，也更常發出譴責之

詞。

 （六）兩種媒體均出現處理偏差和空間偏差，主要是媒體和記者均

對不同犯罪類型進行「新聞價值」的判讀，解讀不同也影響新聞決策和

處理。不過，報紙仍比電視重視相關新聞的搭配，仍可在純淨報導之餘

加強內容的深度。電視雖然快速捕捉案件發生的瞬間，但是新聞熱潮過

去，就不再追蹤進一步發展。

 （七）消息來源方面，兩種媒體的青少年犯罪新聞均一面倒地來自

警方。報紙和電視各有八成消息來源來自警方……。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犯罪新聞出現統計偏差，可知新聞工作者反覆地

把暴力犯罪視為最具「新聞價值」的新聞，電視和報紙會用共同的新聞

價值篩選犯罪案件。從「統計偏差」的分析結果即可知，青少年犯罪必

須「異常」才會被刊登或播出，報紙和電視也提供較多的空間或篇幅，

企圖凸顯真正的「異常」。電視和報紙出現類似的產製新聞模式，正好

意味報紙和電視在每天例行作業中，建立了「正常」和「例外」的新聞

判準，成為新聞採訪的共同經驗領域，不必然是對青少年犯罪的真正認

知。

 ……青少年犯罪新聞中特別容易提到社會規範，並在新聞中譴責犯

罪者，或指責行為冒犯整個社會。尤其因為新聞消息來源八成以上來自

警方，剩下的消息來源多為權威機構，讀者或觀眾看的青少年犯罪新聞

已經是媒體透過「權威」消息來源的架構來了解這個議題，不但可能為

涉嫌犯罪的青少年畫上「社會邊緣人」的標籤，甚至扭曲大眾的認知。

 因此，青少年犯罪新聞混雜「解釋與報導」的寫作風格，企圖帶給

閱聽大眾驚奇、恐慌又娛樂的多重效果，不但易主導閱聽人對犯罪情境

的錯誤認知，極可能很快召喚他們加入指控犯罪的行列；電視新聞簡短

的報導，卻又排序在前，更容易強化煽情扭曲的言說複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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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 Sparks（1995）所說，電視犯罪新聞製作過程往往「把危機娛

樂化」，犯罪新聞也從形塑犯罪符號和犯罪戲劇中，透過集體痛苦、悲

傷和害怕，使閱聽人愉悅，因為「從結果來看，它們是真實的」（Thomas, 
1966, p. 301）。但是，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當複雜，媒體不應以一套既

定模式或「新聞價值」，理所當然地採訪報導和處理，易使閱聽人產生

一種扭曲的印象。雖然接收分析認為閱聽人各在其位接收，似能產生多

元的解讀；但是媒體也應思考不應用定型化的報導方式，建構「可預測

的犯罪劇碼」，而應該發展出抗拒或與「權威機關」保持距離的報導策

略，以彰顯媒體專業為主體的「真實而適當」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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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位分析比較網路、型錄、

與商店做為購物管道之競爭優勢
一個跨年比較 *

郭貞、黃振家

壹、研究緣起 

 根據 e-Marketer 的資料顯示：2000 年全球上網人口達 2.3 億人，

預計到 2004 年將增加至 6.4 億人。2001 年底資策會針對國內消費者的

電子商店購物行為所進行的調查報告指出：2001 年我國上網人口約為

八百萬，上網人口中曾經有購物經驗者之比例約為 49%，比 2000 年調

查中的 36% 有顯著的增加。每次線上交易之金額也從新台幣 627 元增

加為 1,134 元。……

 電子商店發展至今，純網路的競爭優勢逐漸下降，複合式通路管道

（multi-channel）將取而代之。以電子商務發展歷史較久的美國為例，

2000 年純網路通路銷售金額為 178 億（48%），已經落於網路結合實

體通路的 192 億（52%）之後。預計在 2001 年這個趨勢將更明顯，純

網路通路銷售金額將成長有限，只小幅上升至 185 億（32%），而網路

結合實體的通路則會大幅超前增至 392 億（68%）。另外從新客戶開發

成本和獲利商店所佔的比例來看，2000 年的美國網路市場也是以網路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72 期，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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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郵購型態的通路最佳，開發新客戶成本只需 12 美元，有 79% 的此

類型通路已經有獲利。居次的是網路加實體商店型式的通路，開發新客

戶成本需 31 美元，已有 50% 的此類型通路有獲利。最差的是純網路通

路，開發新客戶成本需 82 美元，只有 12% 的此類型通路有獲利。由此

看來，純網路的虛擬商店泡沫化的危機最大。或許純網路通路只在販售

完全數位化商品，如音樂、書籍、遊戲軟體較有優勢。

 一般而言，行銷活動包含三個層面――通路、交易和溝通，每一層

面都有特定的功能（Peterson, Balasubramanian, & Bronnenberg, 1997）。

由於網際網路是製造商與零售商採用來做廣告、銷售、和配送的諸多

管道之一，而網際網路在這三個層面的功能與傳統的管道相較，例如，

型錄和零售商店相比，究竟在消費者的眼中具有何種優勢與劣勢？換言

之，在做購買決策過程當中，消費者會在三種管道中――網路、型錄、

零售店――做怎樣的選擇？或者，網路必須和傳統通路做怎樣的結合才

比較有勝算？關於這些問題，至今在國內尚缺乏整體而有系統的研究。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正是要探討以及釐清以上這些問題。簡而言之，本研

究試圖探討不同的管道效益，從消費者主觀認知評量切入，比較網際網

路、郵購型錄、與零售商店三個管道在這些管道效益上的優劣。區位分

析法將是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取徑。

貳、網際網路做為行銷管道之特性

 WWW 之所以能快速的成為企業進行商業活動的管道，主要是因

為其具有以下特質：一、全球相連，無地域、時差限制；二、圖形化介

面使用容易；三、資料傳遞速度快；四、資料可隨時更新；五、具有互

動性，消費者主導權增加；六、可提供多媒體型態的資訊，甚至具有虛

擬實境效果；七、資料容量的深度與廣度大。

 ……從消費者的觀點視之，經由網際網路購物可以有以下的好處：

便利、有完整且即時性商品資訊、能獲得針對個人量身訂做的商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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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務、價格可能較低、維護個人隱私、避免銷售人員硬性推銷等。事

實上，從許多相關的研究中發現「便利」是網路購物者最常提到的主要

原因（Burke, 1998; Jarvenpaa & Todd, 1997）。兩家最大的個人電腦直

銷商 DELL 電腦和 GATEWAY 2000 就充份運用網際網路的優點，在直

銷業績上漂亮出擊。他們讓顧客在網路上選擇組裝自己想要的配備，並

且立即知曉各種組合的價錢，選定後立即下訂單，廠商再依照顧客需求

的配備出貨。這種作法不但廠商節省了通路鋪貨的開銷，也降低庫存的

壓力，是相當成功的網路行銷典範。

 儘管網際網路有諸多優點，但是也有學者和業者指出目前網路行銷

有下列的缺點和限制。Deighton（1997）曾經指出：一、消費者若要配

備一套能上網和做基本操做的電腦軟硬體，需要花費不少錢，因此限制

了普及性；二、隱私權和安全性仍然是兩個棘手難解決的問題。另有學

者指出上網的操作相當複雜，不易大量普及。學者們發現許多人在上網

時常會遭遇線路不良、忙線、忘記密碼、以及把電腦操作指令弄混的困

擾（Franzke & McClard, 1996; Kraut, Scherlis, Mukhopadhyay, Manning, 
& Kiesler, 1996）。行銷學者 Peterson 等人（1997）將產品分類並且預

測消費者可能採取的購買決策行為，發現網際網路與傳統行銷管道在消

費者做商品資訊搜尋及比價，和最後的購買交流，確實是既競爭又互

補。

參、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之現況

 國內電子商店的型態依照學者不同的分類法可以分為單店

（store）、專賣店（specialty shop）、與商場（mall）三種（黃振家，

1998）。

 ……資策會在其 2000 年的調查報告中也指出，目前阻礙台灣地區

電子商務發展的主要原因如下：消費者使用習慣不易改變，法令環境不

健全，易被模仿及市場競爭激烈等。事實上，台灣地狹人稠，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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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消費者到零售店購買的習性不易改變。網路交易中關於金流部

分的法律責任歸屬，尚無法令明確規定。再者，市場競爭激烈，造成

商品毛利低而且獲利不易。這些都是台灣地區電子商店經營者最關心

的問題。

肆、其他行銷管道─型錄購買與店鋪購買

 相較於在網際網路，零售店鋪與型錄是比較「傳統」的行銷管

道。……至於消費者到店鋪購買的利益包括：增加日常生活的變化、提

供感官刺激、提供居家以外的社會經驗、可以比較商品價格、和比較商

品質量；但是店鋪購買也得付出下列成本：往返交通花費的時間與金錢、

店內找尋、等待店員招呼、攜帶或搬運商品。事實上，許多消費者喜

歡逛商店購物並非一定要買東西，他們逛商店的動機經常是為了滿足

個人心理需求和社會需求。Touber（1972）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指出，

除了經濟的動機之外，人們逛商店的動機還有個人動機與社會動機。

個人動機包括：角色扮演、增加生活變化、自我滿足、瞭解新流行趨勢、

體力活動、感官刺激；社會動機則有以下幾類：居家以外的社會經驗、

與有相同興趣的人士溝通、與同儕相聚互動、享受被服務的地位、以

及討價還價的樂趣。

 根據 Jupiter Communications（1999）調查發現，網路購物並未開

發新的消費者，但是許多傳統零售商與郵購業者開放線上購物則搶走部

分零售市場的商機。TechWeb（2000）建議零售商們若要避免客戶流失，

必須提供多元的購物管道包括實體商店、街頭資訊站、電話訂購、型

錄、及網路訂購等。彭玉賢（1999）採用區位分析法（niche analysis）
比較網路、電視購物和店舖三者，在各面向上對於吸引消費者的競爭

態勢，其研究指出網路購物與電視購物重疊度大，競爭較激烈。網路

在提供方便隱私方面最獲得消費者青睞，但是店舖在服務、提供產品

資訊、取貨、和情感這四個面向上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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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管道效益（Channel Utilities）

 對消費者而言，管道效益是指行銷管道的價值（Alba et al., 
1997），它可被視為使用某個管道可獲得之利益和須付出的代價二者

間的比值，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淨比值」。一個消費者在做購買決

策過程時，通常從搜尋關於各種品牌的資訊開始，溝通管道能所提供

的利益是資訊。此時三種最有用的資訊為不同品牌、最新商品資訊、

和詳細商品資訊，因為消費者做在最終抉擇之前，需要有以上的資訊

來建立可能考慮購買的選項。從消費行為研究中發現，消費者通常會

先四處做廣泛搜尋，再刪減為少數幾個選項，然後才仔細檢視（Bettman, 
Johnson, & Payne, 1991），而能夠提供上述資訊的溝通管道就具有管道

效益。

 有學者們認為區分血拼（shopping）與購買（buying）行為是有意

義的，因為這兩者涉及不同的考量（Tauber, 1972），血拼者對不同的

商品信息比較感興趣，而購買者卻更注重購買前的檢查、付款安全性、

以及要等多久會拿到所買的貨品。消費者究竟怎樣權衡這些因素的輕

重，會直接影響他們對購買管道之選擇，以上那些因素通常被視為管

道的通路效益（distribution utility）。本研究將管道的通路效益（distri-
bution）與服務效益（service）分開來探討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第一，

售後服務與退換政策對購買耐久商品特別重要。第二，提供售後服務

是行銷管道必備的功能。這些服務效益常成為區分各通路間差異的重

要因素。雖然這些管道效益能提供消費者某些利益，消費者在使用時

會付出以下的代價：接近（access）、花費的心力（effort）、和花費的

時間（time consumption）。例如，要去零售商店必須花費交通成本，

這包括時間與金錢。要上網瀏覽必須有台電腦以及具備一定程度的電

腦使用知識，才能順利的操作指令找到自己想要的網站。以上這些實

際上和精神上的所付出的體力與心力，都是消費者使用管道需付出的

代價，也會影響其對於購買管道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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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區位理論（Niche Theory）

 區位理論是從資源使用觀點來做分析，探討一個組織如何善用有

限的資源，在同一環境中達到與其他族群間的共存與競爭（Hannan & 
Freeman, 1989）。區位理論中有三個主要的概念：區位寬度（niche 
breadth）、區位重疊度（niche overlap）、和區位優勢（niche superior-
ity）。研究者可以計算出各媒體的區位寬度、區位重疊度、和區位優

勢的數值，藉此可以比較各媒體的優劣與競爭優勢，由此預測各媒體未

來的發展空間。以下將介紹這些主要概念的意義和計算公式。

一、區位寬度（Niche Breadth）

 區位寬度所衡量的是使用族群對於媒體在各項特質的評分或滿意程

度。數值愈高者代表該媒體的區位寬度愈高。以下的計算公式是依據學

者 Dimmick 與 Rothenbuhler（1984）針對媒體使用與滿足量表修改過的

公式。

u, l = 量表標尺的最高分與最低分（例如 4 and 1）

GO = 量表中所得之的消費者滿足分數

N = 使用某個媒體的受訪者人數

n = 第一位受訪者

K = 可用的資源種類，從 1 到 K 種

k = 第一項資源

 由在此公式所計算的區位寬度 B 值最大為 1 最小為 0。當 B 值趨

近於 1 時，代表該媒體具有較多樣化的功能，或能滿足消費者較多層面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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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位重疊度（Niche Overlap）

i, j = 代表媒體 i 和媒體 j
GO = 代表媒體 i 和媒體 j 在量表中所獲得的滿足分數

N = 受訪者人數

n = 代表第一位受訪者

 區位重疊度反映兩個媒體之間的相似程度與競爭情況。若數值愈大

則代表兩者距離愈大、相似性或重疊度比較小，競爭情況也比較緩和。

反之，重疊度數值小則代表兩者間的距離近、相似性高、競爭情況比較

激烈。兩個媒體如果重疊度大，競爭激烈，也表示二者的替代性高。如

果區位重疊度低，則代表在消費者心目中這兩個媒體具有互補性。以上

的計算公式是依據學者 Dimmick（1993）針對媒體使用與滿足量表修改

過的公式。

三、區位優勢（Niche Superiority）

i, j = 媒體 i 和媒體 j
m i > j = 量表中媒體 i 滿足分數大於媒體 j 的分數之差距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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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 > i = 量表中媒體 j 滿足分數大於媒體 i 的分數之差距總和

K = 測量同一效益面向的滿足量表數目

k = 代表第一個滿足量

N = 同時使用媒體 i 和媒體 j 的受訪者人數

n = 第一位受訪者

 
 區位優勢是從消費者使用的角度評斷兩個被同時使用的媒體，何者

比較具有優勢。本公式是採用 Dimmick（1993）提出的以消費者滿足

分數來衡量區位優勢的公式。區位優勢的數值是平均值，因此，除了計

算兩個媒體效益的區位優勢值之外，同時要做 t 檢定來比較兩者的差異

是否顯著。如果得出的差異達到 .05 顯著度，即代表兩個媒體在區位優

勢上確實有顯著的不同。反之，如果 t 檢定的結果未達顯著程度，則表

示兩個媒體並無顯著的優勢差異。

 雖然這三個與區位有關的公式是衡量消費者對於媒體的使用與滿

足，但是也可以借用來衡量消費者對於使用不同行銷管道的滿意度，和

對管道效益的評分。本研究所探討的是三種行銷管道──網路、型錄、

與零售店。每個行銷管道都有四種效益：溝通、通路、服務、便利。這

些行銷管道相互競爭消費者的青睞，例如，當消費者經由網路購買一本

書就意味著它會在書店或型錄少買一本書，這是競爭的情況。消費者究

竟會選擇哪個通路，取決於他們對於各通路的管道效益之認知與評量。

柒、研究問題

 區位理論是一個能清楚呈現競爭狀況而且有用的分析工具。本研究

希望藉由區位分析法來回答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一、網路、型錄、與商店在各項管道效益上的區位寬度是什麼？

 二、網路、型錄、與商店在各項管道效益上的區位重疊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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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者相比較，哪個行銷管道在哪一項（或幾項）效益方面最具

優勢？

 四、這三個行銷管道彼此間的關係如何？他們是競爭取代、競爭排

擠、還是互補關係？

 五、網路、型錄、與商店這三者做為行銷管道的相對優勢，在過去

一年中有無明顯改變？

捌、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是一個為期二年的研究案，本研究小組分別與實務界的 ISP
（資策會）以及入口網站（蕃薯藤）業者合作，進行兩次線上調查來蒐

集資料，已經分別於 1999 年 4 月底、2000 年 5 月底完成線上調查，將

所回收之資料整理後作初步分析。以下是關於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式之

描述，以及初步資料分析之摘要。

 在抽樣方法部份，本研究基本上是先採取機率抽樣中的分層抽樣法

（stratified sampling），此法主要在幫助研究者從分層後同質性較高的

次母體中，抽取較有代表性的樣本（蘇蘅，1986，頁 38-44）。一方面

是考量分層後的樣本較有代表性，另一方面，經過分類過程，可以確定

每一層的所有成員，減少漏失可能，同時每層的特質可經估計，並做比

較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台灣地區的網路使用族群，在抽樣上採用多層

次抽樣方法，先依照台灣地區網路使用人口比例，根據資策會所提供的

台灣地區網路使用者資料庫名單，共計 14,841 位網路使用者，本研究

將台灣地區分為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與金馬

等七區，但由於考量花東與金馬網路使用比例偏低，因此將花東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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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合併成一區；另一方面，在各區網路使用人口比例方面，主要參考

1997-1999 年蕃薯藤、1998-1999 年天下雜誌、2000 年 E-ICP 等研究中，

有關網路使用人口地區分佈比例進行推算，在樣本地區分佈組合上為：

北基宜（65%）、桃竹苗（12%）、中彰投（9%）、雲嘉南（6%）、

高屏（7%）、花東與金馬（0.55%），此外，在性別方面，則依照男女

1：1 比例進行抽樣，而根據上述抽樣條件，本研究在第一年抽出 3,600
位受訪者，獲得 909 份完整有效的問卷，回收率為約三成左右，與一般

的郵寄問卷調查相近。第二年抽出 5,714 位受訪者，再加上第一年研究

曾經上網填寫問卷的 909 位受訪者，合計 6,623 位受訪者，為第二年研

究主要受訪對象，以電子郵件通知受訪者上網填寫網路問卷，獲得1,348
份完整有效的問卷，回收率為約二成左右。

 研究者提供抽獎作為誘因希望增加問卷的填答率。為確定每位受邀

的網友不能重複填答問卷，研究者在每一封電子郵件中附上一個由電腦

隨機選出的密碼，每人的密碼不同而且這個密碼只能用一次，在完成填

答網路問卷之後就會自動失效。在經過三次電子郵件催訪之後，共計有

第二年新樣本 1,075 位受訪者，和第一、二年皆參與的舊樣本 273 位受

訪者，合計 1,348 位受訪者上網填寫問卷。……

二、管道效益之測量指標檢定

 在本調查中關於行銷管道特性的測量題項，共有 14 項：（一）提

供不同品牌訊息、（二）提供產品的詳盡資料、（三）提供最新產品資

訊、（四）接觸便利、（五）使用容易、（六）節省時間、（七）可選

擇之種類多、（八）購買前可檢視產品、（九）付款方式安全、（十）

迅速取得貨品、（十一）售後服務、（十二）退換貨品方便、（十三）

個人資料保密、與（十四）購買時隱匿性。針對每個題項，受訪者被要

求在一個五分的標尺上回答：「請評估網路、（型錄、或商店）這三種

管道在下列各項特性上的理想程度如何？」在這個標尺上的五個等級分

別為：最理想、理想、普通、不理想、最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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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先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檢測 14 個管道效益的測量題項

（Arbuckle and Wothke, 1999）。起先研究者依照最初的題項結構，設

定四個效益面向──溝通、通路、服務、與便利，但是有幾個題項的因

素載荷值（factor loading）太低，而且無法聚斂（converge）在同一個

面向（或因素）之下。基於聚斂效度（convergence validity）的考量，

研究者於是刪除其中幾個表現不佳的題項。最後的因素分析結果存留了

三個管道效益的面向。最後存留的三個管道效益面向為：溝通、通路、

與便利，每個面向各有三個測量題項。每個量表的信度係數（Cronbach 
alpha）都大於 0.68，這顯示每一組測量題項都屬於單一面向（uni-
dimension），而且，所有的因素載荷值都高於 0.40，這顯示了各測量

題項的效度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第二年的資料亦依相同方式進行分

析。

玖、分析與結果呈現

一、網上購買行為之跨年比較

 本研究首先列表兩個獨立的受訪樣本，比較他們選擇商品訊息管道

和購買通路的百分比（見表一），然後再比較 panel 樣本受訪者在這兩

次訪問中的回答（見表二）。由於 panel 樣本是同一個受訪者重複受訪，

若他們在選擇網路或其他通路做為商品資訊和購物管道方面有明顯的改

變，更可以顯示在台灣網路市場日臻成熟的過程中，網友們的消費行為

之實際改變。然後，作者再用區位分析理論比較這兩年期間三個行銷管

道之相對優勢。

 從表一的百分比來看，兩個獨立樣本受訪者在上網搜尋商品資訊方

面並無明顯差異；但是在購物頻次方面卻見到明顯的增加。第二年受訪

者當中「在過去三個月中從不曾」上網購物者的比例較第一年明顯下降

（64.5% vs. 77%）。約有三成五的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當中曾經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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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這個結果與資策會 2000 年的調查結果（36%）十分相近。曾經

購買 1-3 次者的比例比第一年上升（25.7% vs. 17.4%），這顯示台灣地

區消費者上網路消費購買的習性有逐漸養成之趨勢。

表一：獨立樣本受訪者選擇資訊與購物管道之偏好

在過去三個月當中，受訪者選擇下列管道獲取商品資訊之頻次

第二年（N = 1,349） 第一年（N = 909）
資訊蒐集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從不曾 9.0% 26.0% 6.9% 12.0% 26.3% 13.3%
1-3 次 22.0% 34.6% 18.4% 24.5% 30.8% 17.7%
4-6 次 15.7% 19.1% 19.3% 15.6% 13.8% 18.4%

7-10 次 19.7% 11.1% 18.4% 16.3% 14.4% 18.8%
11-20 次 12.5% 5.5% 14.4% 11.3% 8.4% 13.8%

21 次以上 21.1% 3.8% 22.6% 20.2% 6.4% 18.1%
在過去三個月當中，受訪者選擇下列管道作為購買通路之頻次

第二年（N = 1,349） 第一年（N = 909）
資訊蒐集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從不曾 64.5% 67.4% 4.2% 77.0% 68.2% 13.0%
1-3 次 25.7% 24.0% 15.9% 17.4% 22.4% 21.7%
4-6 次 6.2% 5.4% 14.1% 3.4% 5.5% 17.4%

7-10 次 2.7% 2.1% 15.8% 1.1% 2.0% 15.7%
11-20 次 0.6% 0.4% 15.1% 1.0% 1.3% 12.1%

21 次以上 0.3% 0.6% 34.9% 0.1% 0.5% 20.1%

 表二呈現 panel 樣本的調查結果與表一中獨立樣本的結果非常近

似。簡言之，消費者在選擇網路或其他管道來搜尋商品資訊方面並無明

顯的跨年度變化，但是在選擇購買通路方面卻有明顯的改變。第二年受

訪者當中「在過去三個月中從不曾」上網購物者的比例較第一年明顯下

降（61.3% vs. 74.6%），「曾經購買1-3次」者的比例比第一年上升（28.% 
vs. 21.3%）。相對於上網購買者百分比的增加，經由型錄購買者的比例

則有下降的趨勢。第二年受訪者當中「在過去三個月中從不曾」經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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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購物者的比例較第一年明顯增加（71.6% vs. 65.8%）。從固定樣本調

查結果更透露出以下的訊息：型錄購物和日益發燒的網路購物相比，有

些黯然失色。做為購買通路而言，網路並未對零售商店形成明顯威脅。

表二：Panel 受訪者選擇資訊與購物管道之偏好

在過去三個月當中，受訪者選擇下列管道獲取商品資訊之頻次

第二年 第一年

資訊蒐集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從不曾 9.6% 23.2% 5.9% 12.0% 24.3% 13.2%
1-3 次 21.4% 36.5% 15.9% 25.7% 31.3% 14.3%
4-6 次 15.1% 18.8% 19.2% 14.9% 14.7% 17.6%

7-10 次 20.3% 10.0% 22.5% 15.7% 15.4% 23.2%
11-20 次 12.2% 7.0% 13.3% 9.7% 8.5% 14.3%

21 次以上 21.4% 4.5% 23.2% 22.8% 5.8% 17.3%
在過去三個月當中，受訪者選擇下列管道作為購買通路之頻次

第二年 第一年

資訊蒐集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網路 型錄 零售點

從不曾 61.3% 71.6% 3.3% 74.6% 65.8% 11.0%
1-3 次 28.0% 22.1% 19.2% 21.3% 23.2% 18.4%
4-6 次 8.1% 3.0% 18.1% 2.2% 7.4% 21.0%

7-10 次 1.5% 1.8% 12.5% 1.1% 1.5% 18.0%
11-20 次 0.4% 1.1% 13.3% 0.7% 1.1% 12.9%

21 次以上 0.8% 0.4% 33.6% 0% 1.1% 18.8%

二、區位分析

（一）區位寬度（Niche Breadth）

 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三個行銷管道各效益面的區位寬度，區

位寬度數值介於 0到 1之間，數值愈大代表寬度愈寬，愈具有競爭優勢。

從公式計算所得之結果列於表三。就溝通效益而言，網路的區位寬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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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兩個管道大，型錄與商店兩者的區位寬度相差不多。這個結果顯示

網路作為溝通管道已經有後來居上的態勢。就通路效益而論，零售商店

的區位寬度得分最高，網路的區位寬度在三者中是最小的，這或許反映

出網路是三者當中最年輕，依舊在起步階段的通路。至於在便利效益方

面，網路的區位寬度居冠、零售店居次、型錄排在最末。由此可見，網

路在溝通效益上最受肯定，在提供商品資訊方面最能滿足消費者需求。

表三：區位寬度

第一年

管道 溝通 通路 便利 平均值

網路 .82 .36 .73 .637
型錄 .64 .45 .56 .550
商店 .62 .92 .67 .736

第二年

管道 溝通 通路 便利 平均值

網路 .84 .39 .73 .653
型錄 .61 .46 .54 .537
商店 .63 .93 .68 .747

註：區位寬度數值介於 0 到 1 之間，數值愈大代表寬度愈寬。

 除了比較個別效益面向之外，研究者把每個管道的三種效益的區位

寬度值先加總後再求平均值，所得各管道之區位平均值如下：第一年：

網路為 0.637，型錄為 0.550，商店為 0.736。第二年：網路為 0.653，型

錄為 0.537，商店為 0.747。這個平均值代表三個行銷管道各自能滿足消

費者需求的能力，商店仍然是最高分，網路居次，型錄殿後。兩年的數

值非常相似，趨勢與型態也相同。

（二）區位重疊度

 表四列出三個行銷管道，兩兩比較的區位重疊度。這個分組比較的

數值代表兩個管道的相似程度，數值愈大表示兩者距離較遠、重疊度



Chapter 3   研究主題與取徑	 319
以區位分析比較網路、型錄、與商店做為購物管道之競爭優勢：一個跨年比較	

低、相似程度低、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在溝通效益方面，網路和商店的

區位重疊度數值最高，代表兩者相似程度最低，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型

錄與商店在溝通效益方面的重疊度比較高一些。就通路效益而言，網路

和型錄的區位重疊度最大，顯示這兩者同為無店鋪的購買通路相似程度

最高，競爭最激烈。網路和商店做為購買通路而言，兩者相似程度最低

因此互補性大於競爭性。至於便利效益方面，網路和商店的區位重疊度

數值最高，代表兩者的便利性在消費者的認知中差距最大。第一年與第

二年的區位重疊型態十分相似，唯一的差別是第二年在通路效益上，網

路與商店（3.83）和型錄與商店（3.31）的數值比第一年很明顯增加，

這顯示出在通路效益上商店和網路與型錄的異質化增加，消費者明白感

受到商店做為通路的特殊地位。

表四：區位重疊度

第一年

管道 溝通 通路 便利 平均值

網路∕型錄 1.53 1.02 1.58 1.377
網路∕商店 1.91 1.96 1.90 1.923
型錄∕商店 1.21 1.31 1.51 1.343

第二年

管道 溝通 通路 便利 平均值

網路∕型錄 1.24 1.01 1.70 1.317
網路∕商店 1.29 3.83 1.94 2.353
型錄∕商店 0.98 3.31 1.67 1.987

註：數值低代表兩個管道愈相似，區位重疊愈高且兩者的競爭性愈強；反之，

數值愈高則代表兩者差異愈大，互補性較強。

 
（三）區位優勢

 本研究的第三個問題是兩兩相比時，每個行銷管道的相對優勢如

何。表五摘要列出區位優勢計算的結果。在溝通效益方面，網路的區位

優勢得分比型錄和商店都高，這顯示網路比其他兩者更能滿足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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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需求。型錄在溝通效益方面的優勢，又比商店略勝一籌。在通路效

益方面，零售商店的區位優勢遠遠超前其他二者。但是，型錄比網路在

通路效益上似乎略勝一籌，這或許是因為前者存在於市場的時間比較

長，所以消費者對於型錄購物比從網路購物更熟悉的緣故。就便利效益

而言，網路的優勢顯得特別突出，商店居次，型錄在便利效益的優勢是

最落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年的區位優勢型態完全相同，顯示這三個

行銷管道在溝通、通路、和便利三種效益上的相對優勢，在 1999 年至

2000 年兩次調查的間隔期間並無明顯的變化。 

表五：區位優勢

第一年

溝通 通路 便利

網路 > 型錄

（2.40）（0.24）
t = 27.076***

型錄 > 網路

（1.42）（0.35）
t = 14.794***

網路 > 型錄

（2.40）（0.34）
t = 21.700***

網路 > 商店

（2.85）（0.48）
t = 22.353***

商店 > 網路

（6.80）（0.06）
t = 67.769***

網路 > 商店

（2.05）（1.23）
t = 6.073***

型錄 > 商店

（1.22）（0.98）
t = 2.579*

商店 > 型錄

（5.71）（0.03）
t = 70.324***

商店 > 型錄

（1.93）（0.68）
t = 11.898***

第二年

溝通 通路 便利

網路 > 型錄

（6.44）（1.54）
t = 43.431***

型錄 > 網路

（3.47）（1.88）
t = 11.046***

網路 > 型錄

（8.13）（1.54）
t = 33.977***

網路 > 商店

（6.06）（1.54）
t = 28.982***

商店 > 網路

（13.02）（0.55）
t = 84.908***

網路 > 商店

（6.78（4.89）
t = 7.210***

型錄 > 商店

（3.21）（2.65）
t = 3.519*

商店 > 型錄

（13.16）（0.26）
t = 111.867***

商店 > 型錄

（6.95）（2.69）
t = 21.329***

註：括弧中的數值代表各管道的區位優勢分數，***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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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與討論

 從區位分析的觀點來比較網路、型錄和商店這三個行銷管道的優

劣，本研究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摘要條列如下：

 一、第二年調查的受訪者中，具有線上購買經驗者的百分比確實比

第一年增加許多，這顯示了電子商務確實有發展的前景，網友逐漸養成

線上購買某些特定商品的消費模式。

 二、網路的區位寬度在溝通與便利效益兩方面都是三者中最佳的，

但是在銷售通路效益上卻是最小的。這個發現確認了網路做為新興的行

銷溝通管道，深具明日之星的態勢，但是作為購買通路依舊未能廣獲認

同。零售商店的通路效益具有最佳的區位寬度，這顯示出傳統的店鋪購

物，仍舊是台灣消費者最習慣的方式。型錄若與其他二者比較，其區位

寬度在三種效益上都是居次或是殿後，似乎不如網路和商店能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

 三、網路與商店在三種效益上的重疊度都是最小，彼此的競爭較緩

和。網路即使大行其道，商店依然有其存在的空間，尤其第二年的調查

資料顯示，消費者感受到網路與型錄的通路分銷效益無法與商店抗衡。

但是，網路和型錄在通路效益上的區位重疊度大，競爭情況會比較激

烈。日後網路的發展有可能取代型錄作為最主要的「無店鋪購物通路」。

 四、網路的區位優勢在溝通與便利效益兩方面都是超越其他兩個管

道，但是商店的通路效益則是遠遠超前網路與型錄。相較之下，型錄在

三種效益方面都無突出的表現，消費者認為網路在溝通與便利性這兩方

面都優於型錄，面對來自網路的競爭與威脅，經營型錄購物業者應當注

意此警訊，並設法採取因應對策。

 五、從兩年的調查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網路、型錄與商店這三者做為

行銷通路的相對優勢，以及彼此的競爭和互補態勢在 1999 年至 2000 年

這段期間並無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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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而言，網路在行銷溝通和便利性這兩項最受消費者肯定，消費

者對評價超越其他兩個通路。零售店在銷售這項功能上最佔優勢，因此

商店與網路在銷售通路的功能方面屬於互補而非競爭的態勢。郵購型錄

雖然發展比網際網路早，但是卻面臨來自網路的強烈競爭。第二年的調

查資料所獲得的分析結果與第一年幾乎完全相同，可見在過去一年當中

網路雖然蓬勃興起對既有行銷管道產生威脅，但依舊有其限制，未必能

取代舊有的行銷管道。

 從本研究之分析結果看來，網路、型錄與商店這三種行銷管道並無

任何一個是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就目前情況而言，三者之間彼此雖有

互補與競爭，但尚無一個管道因為競爭激烈而被完全淘汰出局。但是，

本研究發現以下這個明顯的趨勢︰網路確實是一個頗具潛力的明日之

星。網路購物在台灣的起步最晚，受限於金流和物流機制未臻完善，

在技術面、政策法令面、以及消費者文化與心理層面都還沒有準備好，

目前仍處於青澀的階段。但是，它做為溝通管道的效益以及便利性的優

勢，卻已經獲得消費者的肯定。如果未來能改善通路效益方面的缺失，

網路購物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消費者的普遍慣用的日常購物方式之

一。商店購物與網路購物經驗相似性較低，自有其存活空間。然而，型

錄購物確有可能面臨來自網路最嚴酷的競爭。

拾壹、對行銷與廣告實務界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網路在通路效益上確實有其弱點，例如，消費者無法在

購買前親自體驗和檢視自己要買的商品，以及無法立即取得自己購買的

貨品，這兩個限制使得消費者在網路的通路效益上給予負面的評分。網

路行銷者必須要克服這方面的困境，如此才能提升網路的通路效益。近

年來發展的「虛擬實境電子商店」如果技術成熟，能讓消費者有如親臨

現場的感覺，必將增加消費者的購買信心。此外，國內將發展消費者可

以網路下訂單再到便利商店取貨以及宅配制度，這都有助於通暢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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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快速取貨的優點，強化網路的通路效益。

 關於零售商店方面，如何加強其溝通與便利性以便與網路一較短

長，確實是個挑戰。或許每個實體商店都要設立配合性的電子商店，讓

消費者隨時可以選擇他們最想要的購物方式。另外，能提供人際互動的

參與感與休閒娛樂的社交活動是商店購物特有的優點，商店經營者必須

繼續加強這些特色來吸引顧客上門。至於型錄購物，雖然面臨來自網路

的強大競爭壓力，如果能結合網路仍舊有一線生機。例如，讓型錄上網，

把部分精美的型錄內容放在網站上，讓消費者可以選擇下載需要的商品

目錄資料，也讓顧客選擇負擔少許費用選擇印刷精美的型錄。讓消費者

可以直接在網路上下訂單，如此，把型錄購物與網路購物相結合，也能

夠讓型錄購物的通路得以延續或轉化。

 網路市場環境發展之成熟度與電子商業的發展關係密切，二者可說

是亦步亦趨。網路上若能提供給消費者豐富多元的商品與勞務選擇性，

而且價格也具有競爭力，甚至是比其他通路購買更有優惠折扣，必定能

獲得消費者之青睞。事實上，網路與其他的通路是既競爭又互補，而且

產品的性質差異很大，例如，經驗性產品（experience goods）並不適合

在網路上販售，因為它們通常需要消費者親自感受後才願意購買。但是

搜尋性產品（search goods）只要確定規格與型號就能買到相同的物品，

不須事先試用和感受，在網路上販售比較容易被接受。所以我們認為消

費者會先區分產品的屬性，選擇最有利的購買通路。

拾貳、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目的為比較兼具使用網路、型錄和零售店三種通路經驗

的網友，並非一般消費大眾，因此在調查取樣時以網友為調查對象，在

研究結果上有可能發現受訪者對於網路購買評價較高，抱持比較正面的

態度。因此本研究之結果的推論只適用於網友族群，並不能推論到一般

消費大眾。其次，作者提出的 14 個管道效益評量題項並不全備（com-



324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prehensive），而且有些題項在因素分析檢驗中表現不佳被剔除，並未

納入區位分析之中。在後續研究中作者將針對這些不足之處予以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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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與弱勢群體的文化公民權
以台灣遊民另類媒體的崛起為例 *

戴瑜慧、郭盈靖

壹、前言

 無固定居所（homelessness）儘管是歷史久遠的一種生活處境，卻

特別是在 18 世紀人類社會自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迫使大

量的人群離開土地後，而成為越發顯著的社會現象（Levinson & Ross, 
2007）。由於無固定居所的型態，深刻的被捲入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因此要理解無固定居所在各個國家社會的情況，都必須將其放置在全球

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下進行歷史性的考察，方能理解無固定居所這一當

代社會最尖銳顯著的社會矛盾。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皆有無固定住所的現象，然以伸張無固定住所者

權益的遊民另類媒體卻為近年新的發展。本文作者將以研究者與實踐者

的雙重身分，回顧探討台灣另類遊民媒體於 2007 年崛起的發展經驗，

而此項研究又必須放置在全球資訊資本主義發展、資訊社會論述風行與

數位落差政策的脈絡下考察。特別是自 1996 年開始，台灣政府將推進

資訊社會列為重要政策，但擴大的資訊商品化進程卻深化遊民遭受的結

構性壓迫，並將遊民貶抑為兩種主要身分：一為資訊窮人（information 
poor），另一為汙名化商品（stigmatized commodity）。……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13 期，頁 12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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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落差與資訊窮人

 ……1995 年之後，關切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排除的數位落差成為重

要研究議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定義，數位落差是指存在於個

人、家戶、企業在不同社經背景或居住地理區位上，其接近使用資訊

科技及運用網際網路所參與的各項活動的機會差距。亦即資訊科技的使

用並非存在社會真空，社會成員的收入、教育水平、性別、年齡、工

作、族群、家戶型態等因素都影響其資訊科技使用的能力（Steyaert & 
Gould, 2009）。位於政治經濟優勢的社會成員，也相對擁有較優使用

資訊科技的能力及知識，使得資訊富人（information-rich）和資訊窮人

（information-poor）的鴻溝持續拉大。

 ……無固定居所者，是一群遭受嚴重社會排除的弱勢群體，除了經

濟困境外，也被烙上深重的社會標籤，往往被視為對立於正常市民之外

的不正常他者。因此，要考察遊民如何成為資訊窮人，必須同時考察其

社經狀況及遭逢的社會歧視。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2011 年 1 月 24
日）針對台北車站遊民做的調查，由於社會結構的變遷，台灣的遊民組

成除了老弱殘疾失卻工作能力者，在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勞動彈性化

快速增長趨勢下，工作所得過於微薄，以致於無法負擔棲身之地的工作

窮人也成為遊民高風險群。

 ……由於資訊的商品化，使得金錢成為獲得資訊的必要條件，也因

此阻礙遊民的資訊獲得。一份報紙的價格約為台幣 10 元到 15 元，在一

般社會標準中，是低價格的商品。但是對於身無分文的貧窮者而言，卻

不一定可以負擔。

 ……然而目前技術中心（techno-centric）或經濟利益（economic-
driven）主導的數位落差政策（Tsatsou, 2011），不僅無法改變數位

落差造成的社會不公，更成為掩飾數位落差的欺騙性論述（Siobhan, 
2009），特別是透過分析無固定住所者在數位落差政策下的處境，更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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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當前政策的盲點與限制。

 當前數位落差的研究最主要的缺失是將其窄化為少部分人群特有的

問題。依照人口學變項如性別、收入、地區、年紀等，圈劃出所謂的

資訊窮人，並針對這些人群提供網路的近用與使用（Rice, 2002）。是

此，目前各國政策紛以提高網路的家戶普及率（universal access）做為

指標。……

 然而這種將硬體提供視為解決手段，以提高家戶網路普及率作為

目標的政策，看似科學與效率管理，實則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將

其粉飾為僅關乎少數個人的技術性問題（Bruno, Esposito, Genovese, & 
Gwebu, 2011; Gillett, 2000; Parayil, 2005; Siobhan, 2009; Tsatsou, 2011）。

同時，調查方式以家戶為單位，等同排除了沒有家戶的人從而隱藏了實

際數位落差的程度。

 ……硬體導向的政策以讓所有的人民有機會使用電腦與網路為目

的。解決手段通常有二，一是透過公共圖書館；二是鼓勵企業贊助或由

政府採購新舊電腦和經費補助讓部分人民（例如貧困學童或偏鄉居民）

得以上網。Siobhan（2009）批評此種政策實則充斥新自由主義標榜的

個人主義精神，將責任再度推回個人。…… 

 既有政策下，無固定住所者因不在政府的家戶視角內，其網路使用

除倚賴公共設施（例如公共圖書館）與社福機構外，大抵剩下商業網咖，

但這三種地方卻都不是友善使用的空間。……

 台灣的遊民在使用網路上也往往面臨多重障礙，包括交通問題、交

通費用、開放時間限制以及缺乏隱私的環境。唯一能夠享有隱私空間，

自由使用電腦的場所，只有商業網咖。網咖近年來價格下降，一日 100
元左右的價格，也成為無固定住所者的暫棲之地，繼日本之後，在台灣

浮現網咖難民的新現象。然而目前網咖的環境相當不適合休息睡眠，不

流通的空氣、長時間坐著上網以及吵雜的環境，對以此為家的網咖難民

而言，長此以往將造成嚴重的健康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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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學者指出數位落差的議題不應侷限於近用與使用，其他因素如

使用能力、知識、技術、獲得的支持與社會文化環境等都必須一同考量

（Livingstone, 2007; Mansell & Steinmueller, 2000; van Dijk, 1999）。甚

至，數位落差本身就不應該與其他社會議題──如收入差距拉大、產業

結構變化等──分割看待，因為這些現象並非互無關係，而都是資訊資

本主義不同面貌的展現（Parayil, 2005）。甚至更須放在宏觀的歷史長

流中考察……。

 ……針對過往技術中心論的偏狹，Servon（2002）強調數位落差的

研究必須提出新的框架與拓展更廣泛的解決途徑，否則就算有普遍近用

的網路，也不會帶來社會變遷。例如 Howard, Busch, & Sheets（2010）
就主張需發展不同的政策方向，透過比較美國與加拿大的數位落差政

策，指出若只關注硬體設備如美國，是無法改善狀況。必須如加拿大同

時進行公共資訊教育以及投入文化產品的生產才有可能減緩數位落差。

除了強調公共教育與文化生產的角色之外，透過社區的互動協助，也

是新的關注焦點。Wong, Fung, Law, Lam, & Lee（2009）針對香港數位

落差政策的研究指出既有硬體為主的政策往往效用有限，沒有後續的維

修、指導與發展適合弱勢者的軟體內容，電腦多淪為閒置的擺設。作者

認為透過建立當地的社區支持系統，方能讓使用者能夠便利且即時的解

決困難與發展長期使用的興趣。……

參、資訊商品化下的汙名化商品 
 （stigmatized commodity）

 針對遊民群體在主流媒體的再現研究（Kendall, 2005; Lind & 
Danowski, 1999; McNulty, 1992; Tipple & Speak, 2009），曾經發現遊民

的被高度汙名化，如 Tipple & Speak（2009）即指出儘管與實證調查不

符，但遊民被貼上的標籤卻包括：罪犯、精神病患、不道德之人、四處

遊蕩的人、孤獨的人、市民的威脅，以及無藥可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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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汙名化的標籤，使得遊民遭受嚴重的社會排除，被視為外在於

正常社會體系的化外之民、對立於正常市民之外的他者，甚至被物化

貶抑為供人觀看、評論以及嘲弄的客體（Kendall, 2005）。這些標籤的

建立以及烙印，往往是透過主流媒體的報導建構而成，特別是集中在

兩大類型的遊民報導，一種是犯罪相關報導，另一種是假日慈善報導

（Kendall, 2005; Tipple & Speak, 2009）。……

 在主流媒體之外，2010 年 4 月 1 日，以遊民做為銷售通路的《大誌

雜誌》獲得英國授權後於台灣創刊。根據其網站所指的定位，這是「一

本屬於愚人世代的雜誌。這是一本給流浪在街頭的人們所販售的刊物。

透過一個可以自食其力的機會，掌握生活主導權」（http://www.bigissue.
tw）。這份雜誌與遊民的連結主要集中在宣傳與發行，而非在刊物內容。

對此，創辦人李取中解釋「通路與內容無關，對我來講這就是雜誌，與

透過什麼通路無關」（陳明輝，2010，頁 87）。

 ……由於《大誌雜誌》強調內容與發行不同，儘管發行員為遊民以

及在宣傳訴求上以幫助遊民為主，但刊物內容並未對遊民或城市貧民等

社會議題直接碰觸，因此台灣關於遊民議題的呈現，尚以主流商業媒體

以及 2007 年之後出現的遊民另類媒體為主。在主流商業媒體的部分，

其報導類型主要集中在「犯罪類型報導」以及「假日慈善報導」，其報

導方式與型態分析如下。

一、犯罪類型報導：公共空間的危險物與犯罪嫌疑人

 ……遊民的身體因屢被特殊化、妖魔化而常被視為具有危險性的象

徵，以致在公共空間亦被標誌為「危險區域」般地須有公權力介入處理。

犯罪類型報導當中的一大主題，就是遊民「侵入」公共空間，例如公園、

街道、車站等處，造成區域的危險不安，引發市民反彈，最後以市民要

求公部門介入處理作為新聞事件的結束……。

 第二種犯罪類型報導大量集中在社會新聞案件，強調遊民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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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主要嫌疑人，而遊民待過的地方，將成為治安死角與犯罪溫

床……。

 這類新聞報導，時有誇大不實的渲染，即使在無任何犯罪事證指出

遊民涉案，依舊可在標題或內文中見到遊民被突顯為犯罪者。Kendall
（2005）指出儘管遊民與窮人並未特別涉及自殺、殺人、或其他犯罪，

但過去 150 年的遊民與窮人的報導卻都顯示高度的一致性，將貧窮與越

軌行為扣連，強調貧民與其他中上階級的人是多麼不同的異類。……

二、假日慈善報導：遊民是可悲的失敗者與可憐的需救濟者

 除了犯罪類型報導，另一種固定的報導類型是每逢假日時節，社會

團體、公部門或民眾救濟遊民的慈善新聞。Whang（1993）針對美國遊

民報導的研究指出，慈善報導已經成為媒體每到感恩節和耶誕節的例

行公事，透過宛如肥皂劇般的煽情報導，引發觀眾的同情心。Kendall
（2005）也指出，在假日或是災難期間，媒體傾向挖掘溫馨感人的小

故事，也因為容易接近的關係，記者往往會針對窮人或遊民進行報導。

有時也是因為非政府組織主動發布新聞資料，希望博得新聞版面擴大募

款。

 台灣則是在農曆過年時節，就有例行性的遊民慈善報導，其報導價

值也在於「過年是家家戶戶團圓日」與「無家可歸、有家歸不得的遊民」

之間的強烈對比，亦即在過年時節，遊民成為被標舉出來，異於社會其

他成員的特殊群體……。

 Passaro（1996）指出，遊民被稱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

而非無「居所」者（houseless），此間的稱謂差異，即反映主流異性戀

家庭體制對無居所者的價值判斷──認為他們是核心家庭的越軌者。家

庭作為父權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也是空間與社會組織的規範

單位，房屋（house）被等同於家庭（family），而住宅政策被視為家庭

政策的延伸。異於核心家庭之外的無居所者，也就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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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父權社會的異己，對立於所有社會成員的他者。……

 為了維持家家團圓的傳統儀式，街友尾牙宴騰空安置出一個暫時的

家，讓無家者可以在此圍爐，與社會其他成員一樣參與過年的儀式。街

友尾牙宴往往是此時期系列報導的高潮，其報導模式與活動類型也呈現

高度的一致性，包括遊民人數的每年攀升、主辦單位的籌款困難、底層

善心民眾的共襄盛舉、政治人物致贈紅包和受餽遊民的個人故事與感

謝話語。在遊民尾牙宴上，政治人物以大家長的姿態蒞臨致詞，發放紅

包……。

 ……儘管相對犯罪類型報導，假日慈善報導傾向以同情正面的筆觸

描述遊民，但既有研究亦指出這類強調可憐、慈善、憐憫的報導，卻也

再度將遊民貼上「受害者」、「無救的」、「等待救濟的」的標籤，而

弱化遊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Tipple & Speak, 2009）。……

肆、雙重認同危機：自我否定與社會否定

 資訊商品化下，遊民被貶抑為汙名化商品，也因而造成雙重的認同

危機（identification crisis）：社會不能認同遊民；遊民無法認同自身。

認同包含兩種過程，一種是自我認同（identification of），我是誰，我

和他人在情境裡的關係為何；另一種是對他人或其他群體產生的認同

（identification with），在情感上、心理上產生連帶感。

 首先是遊民所見的遊民媒體再現，是一連串汙名化的形象，難以對

遊民身分產生認同，甚至出現強烈的自我厭惡感。同時，汙名化的遊民

形象，建構了正常市民與不正常遊民的二元對立結構，此對立結構在遊

民與其它市民之間製造強烈的敵意感、恐懼感與厭惡感，阻斷了社會成

員與遊民之間認同連帶形成的可能。社會標籤對遊民的去人化，視其為

社會的細菌敗類，滋生了對遊民無端嘲諷、辱罵、毆打的仇恨犯罪。根

據美國 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2010）的年度仇恨犯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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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自 1999 年開始，有上千起對遊民的攻擊，傷害至死者有 291 件，

攻擊行為包括用球棒、高爾夫球棒毆人致死、強暴、潑汽油放火、丟擲

石塊等。這些受害者承受的不只是身體的創傷，還有自尊受損的傷害。

 ……遊民大蜂就以自嘲口吻談遭受輕視嘲諷的難過：

流浪漢哦！幾乎你一失業，就會走上這條路。因為你一

失業，好像你原本在高處，像是從 101 大樓，突然往下掉。

但是，說真的，想當流浪漢，也不是件簡單的事。你最好是

有待過服務業，就是當過小弟、小妹，習慣被人呼來喚去，

可以忍受人家的白眼、嘲諷（受訪者大蜂，2008 年 8 月 10

日）。

 阿義也提到被欺負的經驗使其自尊受到損害，

我覺得自己很悲賤。工作時，被大小聲，不能回嘴，要

不然馬上被罵或被調走。睡在龍山公園，會被欺負，會被趕

來趕去，有時候，還會被打（受訪者阿義，2007年1月24日）。

 生活不穩定，工作沒保障，隨時遭受污辱與輕視，幾乎是每個遊民

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與寫照。身處勞動力市場最底層，深受勞動彈性化

影響，同時背負社會對於遊民的負面標籤。欲憑藉個人努力掙脫藩籬，

卻像是在迷宮中打轉，循環於失業、就業，有居所和無固定居所的日子。

久了，將社會歧視內化為對自身的強烈否定，個人自我譴責，看不見生

存希望。……

伍、打破沉默，對話空間的建立

 ……2007 年 9 月 20 日，第二作者因任職社工乙職，開啟在機構每

週舉辦公共論壇討論的機會，成立新聞討論會，希望透過輕鬆自由的討

論環境，使每個遊民不再只是孤單沉默的個體，藉由新聞討論，分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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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活點滴，表達自身意見，了解彼此處境，共同尋求解決困境的出路。

 ……透過討論會的機制，讓做為資訊窮人的遊民，能夠閱讀報紙，

交換分享一周的新聞消息，彌補資訊落後的處境。長久的沉默，也因為

出現聆聽對象，而願意開口，說出心中的想法及分享自身的經驗。對於

主流媒體大篇幅的汙名化報導，烙上的社會標籤，如「精神病」（貴婦

變棄婦）、「罪犯」（榮民養小弟）、「懶惰者」（討錢養細姨）、危

害市民安全的脫軌者（尬車給警追）、「私生活不檢點的不道德者」（摟

流鶯）、「酗酒者」（舉招牌），也因其報導方式過於聳動煽情，而感

到離譜誇張。阿祝說：

新聞報導的事情，感覺跟我們不太一樣。像是貴婦、榮

民養小弟、遊民養小老婆，好像不常發生在我們身上，我自

己也沒這經歷。

 另一位阿隆也說：「對啊！還尬車給警察追，太誇張了。」

 媒體對於遊民新聞報導不實，標籤化、放大化的負面報導，遊民並

非沒有感受。只是過去遊民往往各自看見新聞，獨自承受新聞的負面報

導。現在透過聚會集體討論新聞報導，說出對於新聞的看法與表達心情

感受。

 ……遊民除了對誇張聳動的汙名化報導感到氣憤，也擔心舉牌薪資

800 元寫成 300 元的錯誤報導，將對工作產生影響。由於遊民是勞動力

市場上的弱勢者，只能聽任資方決定薪資，加上舉招牌的薪資也出現資

方一路壓低，從一日 800 元，降到 750 元，甚至 700 元的情形。因此這

份錯誤報導，加深了遊民的憂慮，恐懼雇主將因為媒體的報導，進一步

壓低薪資。阿陸就說，

像那次 300 元的新聞，那時候坦白講，大家有一種義憤

填膺的感覺，認為怎麼報導那麼少錢，明明不是這樣。如果

因為這樣影響到以後舉牌的薪水怎麼辦？（阿陸，20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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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日）。

 面對報導不符合實際工作狀況，又可能對於薪資造成影響，當時，

筆者進一步詢問參與者，我們能夠怎麼辦？可以因應的方式？大多數參

與者都希望能有傳遞實際狀況的機會。首先，有人建議，由第二作者來

寫讀者投書。阿隆說，

你是社工，加上也了解我們的情況。你比較會寫，由你

來寫，投到報紙，比較容易會上稿。這樣別人就知道街友有

在工作，也可以把我們的心聲傳出去。

 第二作者說，

讀者投書不見得會被刊登，尤其遊民新聞刊登率不高。

即使刊登了，也是只有一天時效。

 ……

陸、漂泊新聞網（Homelessnews）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數位落差深化了既有的壓迫結構，卻也辯證地提

供新的反抗空間，使原本僵著的討論出現突破口。首先是公共電視公民

新聞平台的創設，刺激我們原本的思考模式。過往對另類媒體的想像，

主要停留在平面媒體，包括雜誌或是遊民報紙，但是這些方式，都必須

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具有寫作能力者的參與，對於物質困窘，嘗試自

主發聲的遊民討論小組而言，可能性極低，討論也因此陷入僵局。但是

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的創設，刺激我們以影像作為發聲媒

體的可行性。儘管小組當中沒有任何人熟悉影像製作，但當前影像製作

的門檻大幅降低，提供嘗試的契機。

 在 2007 年 10 月 11 日新聞討論會時，作者跟大家介紹公共電視公

民新聞平台，提出我們可以嘗試以此做為發聲管道。儘管沒有任何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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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的經驗、沒有信心、沒有經費、沒有器材，但卻不妨礙想像的自

由，特別是討論網站名稱時氣氛熱烈，紛紛提出各種想法，如「流浪電

視台」、「流浪追追追」、「街友新聞台」、「漂泊新聞網」等，也因

此激發了嘗試的勇氣。

 於是在作者借到攝影機，有朋友願意教導影像製作技巧後，開始嘗

試這項計畫。首先目標是紀錄遊民舉牌工作的狀況，以反駁主流媒體的

錯誤報導。這則「街友舉牌實錄」，片長 5 分 20 秒，片頭由包含遊民

和社工的小組成員，一起站在簡陋，只有黑板作佈景，除濕機充當主播

檯的新聞室，共同念出台呼，「街友的心聲，盡在漂泊新聞網」。接著

由第二作者擔任棚內主播，介紹新聞事件的背景，某大報對遊民舉牌薪

資 300 元的報導，引起遊民的憤怒與擔憂，因此將透過實際採訪了解街

友舉牌的實際薪資與待遇。……

 過往影像製作完成之後的發布、傳輸、映演以及獲得觀眾的回應，

是一個複雜且困難度高的過程。但是透過網路及公民新聞平台，影像製

作完成之後，可以輕易的上傳，也跨越地理空間、時間的限制，將訊息

傳佈給不同的社會團體（Fountain, 2007）。在公民新聞平台上，新聞

討論小組架設了「漂泊新聞網（Homelessnews）」，希望藉此傳達遊民

的聲音，改變大眾對遊民的刻板印象。

 ……「街友舉牌實錄」在 2007 年 10 月 28 日上傳到漂泊新聞網後，

獲得許多社會大眾的回應與鼓勵。這些回應，基本上可以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鼓勵類；第二類是表達對遊民刻板印象的改變；第三類是對漂

泊新聞網報導形式的意見；第四類是提出聲援與資源支持的意願；第五

類是與其他遊民相關的訊息。

 ……儘管漂泊新聞網的推出，獲得社會正面評價與鼓勵，然而影像

製作對成員而言依舊是高難度的另類媒體類型，主要原因分成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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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製作能力

 目前參與的遊民以中老年人為主，普遍對傳播科技非常陌生，很難

通過學習，成為影像工作者。至於當代漂泊其他非遊民的成員，也大多

沒有正式學習影像製作的技巧，必須透過自學摸索。儘管另類媒體的一

大特性是通過自學與集體的實驗創新，對專業主義與正式教育體系的嚴

格階層與僵硬的符號表現進行挑戰，發展非正式的技術與另類文化，解

放除魅所謂的正規文化（legitimate culture; Atton, 2002）。但在學習過

程中，作為非影像專業者，也不是另類媒體的專職人員，在時間不足、

資源缺乏下，學習上顯得吃力，製作速度也十分緩慢。

二、影像製作設備

 作為新生獨立的團體，沒有資金購置攝影設備，同時參與的對象為

赤貧的遊民，成員無力集資，經濟的極端困窘，使得攝影裝備必須依靠

朋友商借或是外界捐贈。但攝影器材屬於高單價物品，不易取得。同

時，借自他人的攝影機，也必須謹慎使用。兼之遊民的家當力求簡便，

物品時遭沒收丟棄，也影響遊民攜帶攝影機的可能性。資源的極端困窘

以及遊民的環境限制，嚴重限制內部成員使用與學習攝影機的機會。

三、影像觀看設備

 另一項主要困難是影像製作上傳完成之後，如何讓成員觀看作品。

由於目前少有地方可以讓遊民自由使用電腦和網路，因此在觀看上，必

須借用社會團體的辦公室，讓大家看到作品。觀看會上不僅看到自己的

身影，感到害羞開心，也看到一種集體性的呈現。由於有些遊民是文

盲，必須透過朗讀，使其知曉觀眾的迴響為何，這段將網路訊息轉化為

公開朗誦的過程，具象的說明遊民與社會外界對話管道的建立。對遊民

而言，「社會大眾」有了新的形象，不再只是厭惡遊民的人或是同情者，

更有可能是理解對話的支持者。但除了部分住在網咖的遊民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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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成員缺乏網路的近用，無法隨時觀看以及獨立留言回覆，也是網路

作為遊民另類媒體的主要侷限。

 這些限制反映出網路與資訊科技在社會應用上的複雜性，故此在理

解數位落差問題時，不能只看家戶網路普及率的統計數字，還必須看使

用者的使用過程以及使用目的。同時，這些限制都與遊民的弱勢身分緊

密相關，因此在考察資訊科技的使用時，必須同時觀照使用者的社會身

分、政治經濟資源以及遭受的政策對待。例如政府對遊民生活物品採取

沒收丟棄的政策，就嚴重影響遊民攜帶資訊科技產品的可能。缺乏地方

人士可以自由使用的資訊中心，也使遊民很難近用網路，經濟資源與文

化資本的匱乏，更加重遊民對傳播科技使用的障礙。

 ……Gaved 與 Mulholland（2010）指出，克服數位落差時，不僅是

硬體設備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的影響。認為最有效且最能持久發展

網路使用的方式，是來自當地草根社團（grassroots networked communi-
ties）的支援，這個支援系統來自當地，具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同時與

當地的社會關係緊密嵌合。

 發展在地草根社團，成為克服數位落差的重要機制，而當中也有

賴熟悉弱勢者生活，並且願意站在弱勢群體的利益一起努力的行動

者。……以遊民與工作窮人權益維護為旨的當代漂泊，在 2008 年成立

遊民攝影班，連續四年舉辦攝影展，在 2010 年出版《底層流動∕流浪

的視界》攝影集以及在 2011 年出版《製造流浪》攝影集。以新移民∕

移工權利維護為訴求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在 2009年成立南洋姊妹劇團，

2010 年完成紀錄片【姊妹，賣冬瓜！】。

 ……此外，如何在文化行動中鑲入議題，也是一項重要挑戰。周憶

如（2010，頁 13）指出，「『表演』是眾多文化行動的一種，要如何

讓姊妹在前階段體驗並深化生命經驗於意識表達，則必須再做議題與個

人參與重要的轉碼」。李芝瑩（2009）指出移工攝影作品的核心關切不

在影像而在伸張移工權益。同樣的，遊民攝影展除呈現遊民的處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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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透過展覽主題的安排企圖引導社會對話的方向，如 2010 年的「居無

定所攝影展」，即企圖重新框架遊民議題，反思過往個人責備論的傾

向，看見製造貧窮的結構性因素與遊民∕工作窮人兩種身分之間的重疊

與擺盪（戴瑜慧，2011）。……

柒、結論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資訊社會論述的高舉，改變資訊環境的生

態，也對弱勢族群的處境產生衝擊。台灣遊民長年被社會整體系統性的

邊緣化，此種邊緣處境，在國家高舉資訊社會，推動資訊商品化下，面

臨更深刻的壓迫與雙重歧視：一是被物化為刺激收視的「汙名化商品」；

一是資訊氾濫年代下被排除的「資訊窮人」。

 ……儘管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新的壓迫型態，但也辯證的提供新

型的反抗空間，為弱勢群體發展另類媒體，實現自我發聲提供可能。特

別是影像製作技術的日趨簡化，資本投入門檻的降低以及網路的流通，

為另類媒體的發展提供結構上的可能，也成為社會運動的新發展策略。

2007 年開展的遊民另類媒體實踐，是奠基在對過往經驗的反省，提出

的新策略與主張。主流媒體長期的汙名化報導，以及深重的社會標籤，

使遊民往往被視為不工作的懶惰者，工作窮人的身分不被承認，因此在

爭取遊民權益時，運動的正當性時遭質疑。遊民另類媒體的建立，是遊

民權益運動另闢蹊徑的新嘗試，認為一個在經濟與文化領域都遭受雙重

歧視的弱勢群體，唯有同時爭取與社會大眾對話，改變既有的社會歧

視，才有可能獲得話語權與正當性，因此必須同步開展經濟公民權與文

化公民權的爭取。

 台灣遊民另類媒體的實踐經驗也指出，資訊科技與數位科技的發展

降低弱勢者發展另類媒體的技術資本門檻，非專業者也可透過自學成為

影像創作者。但是，弱勢群體的社會處境，政治經濟資源依舊深刻的影

響另類媒體發展的樣貌與發展潛能。例如台灣政府對遊民採取驅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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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經常性的沒收丟棄遊民家當，阻礙遊民攜帶傳播設備的可能。同時

缺乏在地的公共資訊中心，也使得遊民或是城市貧民，很難近用網路科

技。本文建議數位落差的消弭，必須改變既有的科技決定論思維，在普

及網路硬體設施時，亦應鼓勵發展在地草根社團，以積極的方式協助弱

勢者有機的使用資訊科技。另類媒體是有效賦權（empower）弱勢者的

文化手段，提升自我認同，增進資訊獲得、挑戰社會標籤以及促進社會

對話。但弱勢者另類媒體的發展卻受限於主體的政經位置，因此本文建

議必須採取更積極有效的手段，改變弱勢者的社會處境，方能釋放弱勢

者投入另類媒體的潛能，實現多元的社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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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近半世紀的努力，《新聞學研究》已是華人傳播研究學者投稿的首選期刊。

從《新聞學研究》所刊文章也可看出，傳播學界在解嚴後的進展更加快速且廣泛，

除了能反映社會變遷並在研究取徑與方法上推陳出新，其研究範疇也益加廣泛，從

台灣出發、拓展至全球視野。

 此主題選了四篇文章，蘇蘅所發表的〈三個亞洲國家的新聞自由〉刊登於第 40

期（1988年）。在台灣剛剛宣布解嚴、即將解除報禁，本文比較了日本、南韓與新

加坡三個亞洲國家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法律規定，以及實際落實情形，

提供台灣當時傳播媒體發展的參考。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合著〈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

比較研究〉（73期，2002年）是檢視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此重要事件中的國際新聞報

導，採取內容分析法以及深度訪問至香港進行採訪的國際新聞機構記者，借此探究

新聞工作者如何詮釋報導一個外在或全球性的事件，使其本國受眾感興趣，或稱為

「馴化」。這篇研究發現，政治、意識型態與文化背景都是影響記者轉譯國際新聞

題材的重要因素。

 由於《新聞學研究》是政大新聞系所發行期刊，學術研究之外，如何增進傳播

與新聞專業教育也是其使命之一，曾陸續刊出許多介紹國外傳播教育的文章，如第

32期刊登多篇關於美國知名大學如史丹福大學、密西根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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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教育介紹。林元輝所發表〈東京大學新聞傳播教育的更張和啟示〉（98期，2009

年）為其於 2008年訪問東京大學情報學環與學際情報學府的研究誌要，帶入美國之

外的傳播教育思考。

另隨著近年與中國互動愈趨密集，《新聞學研究》上的文章，不再只是以戒嚴

時期看待「大陸」的眼光，而是以一新興強權的角度來進行研究，中國相關研究也

明顯增多。王毓莉發表的〈馴服 v.s. 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

（110期）透過深度訪談與文獻分析，探討中國新聞管制的環境下，新聞工作者如何

以策略性的技巧來因應，盡量在不危及人身安全或新聞機構經營的前提下，表現新

聞專業，報導事實並提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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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亞洲國家的新聞自由 *

蘇蘅

壹、

 今年 [1988 年 ] 元旦起，行之三十多年的報禁就要開放了，面對豁

然開朗的言論空間，各家報紙如何兢兢業業更上層樓，勢必經過一番陣

痛和調整，才能重新找出自己的市場定位。

 ……本文將介紹我國以外的三個亞洲國家――日本、韓國和新加坡

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並檢討其利弊得失。

 論新聞自由，由西方標準來看，日本在亞洲應無出其右。日本不僅

不立法限制新聞媒體的運作，並透過憲法和法院判決，昭示保障言論自

由的精神，儘量使新聞媒體的春秋之筆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韓、星兩國，

則因政情不同，多對新聞媒體實施管理監督，務期使媒體所言符合國家

利益，因以箝制的法令也較日本為多。

貳、

 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戰後須受盟軍統治，盟軍占領期間，日本媒

體須受盟軍依頒佈的新聞守則和新聞五要點實施事前檢查，令日人深惡

痛絕。另一方面，日人也因美軍占領受其惠，採納美國式的言論自由概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40 期，頁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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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故 1947 年制訂新憲法時，不僅在第二十一條規定「集會、結社、

言論、出版及其他一切意見自由，均應予保障。」並在同法條後半規定：

「意見自由之事前審查，應予禁止。」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極盡周延。

 但由日本憲法精神來看，起草者顯然不認為言論自由是一種放任

無度的權利，而應有其限度，因此新憲法第十二和十三條規定了言論

自由的限度：

 ――第十二條：國民應不斷努力，以維護本憲法所保障之國民的

自由及權利。國民對此自由與權利不得濫用，並應常負為公共福利而

予以利用之責任。

 ――第十三條：國民之個人尊嚴應受尊重。國民之生命、自由及

追求幸福的權利，以不違反公共福利為限，應於立法及其他國政上，

予以最大之尊重。

 由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來看，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一切基本人權，

必須不違反「公共福利」的最高憲政指導原則。例如：「憲法當然預

想到在違反公共福利之基本原則情況下，縱令對國民之生命權，也可

以立法加以限制或剝奪。」或闡釋：「憲法第二十一條並非絕對無限

制的保障言論自由，為了公共福利之故，當然應容納認可依時間、地

點和方式加以合理地限制。」或判決：「憲法第二十一條所定言論、

出版及其他一切意見自由，不得違反公共福利，此乃憲法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所明確規定者。」

 不過「公共福利」意涵為何，日本很多憲法學者認為最高法院的

見解似乎是「自明」但「含混」的，自然引起法學界很多爭議，少數

學者反對把言論自由置於公共福利之下，但多數學者把「公共福利」

當作「言論自由」的界限，應是無庸置疑的。

 對於新聞媒體的管理，日本戰前曾有報紙法、出版法和電影法的

制訂，但戰後一筆勾銷，只剩廣播電視法和無線電法對廣播電視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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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節目稍有管理，但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分寸，則完全交由新聞事

業「自律」而成。

 日本最高法院在 1972 年「每日新聞」記者涉及的「外交機密醜聞

案」中，曾明白承認新聞自由及採訪自由，但不承認新聞記者享有「不

擇手段或不受限制」而進行採訪的權利。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說：「新聞

記者採訪手段或採訪方法應受的限制，除了不得使用賄賂、脅迫、強要

等非法手段之外，並不得損及被採訪者的人格尊嚴，而且，不得逾越「社

會觀念所接受的行為道德標準」之範圍。

 由言論自由衍生的另一個觀念是「報導自由」，日本法律相當重視

新聞報導須遵循高水準的報導原則，亦即公正客觀、正確真實，但最高

法院判例並不承認「報導自由」也在憲法「言論自由」保護之列。

 關於法律對新聞報導「不偏不倚」的要求者，見諸公職人員選舉法

規定：「新聞人員對選舉可報導及評論，但不得濫用意見自由而做不實

或偏頗的報導。」如刑法第二三〇條第二款亦有：「如果証明為真，有

關公共福利的意見表達，不應受處罰。」

 1951 年最高法院判例也強調：「報紙不得濫用憲法意見自由的規

定，而有藐視他人或聳動的報導。報紙傳承的任務是報導社會發生之

事，因此公正評論應是意見自由的一部分。報紙不得在報導中對個人使

用輕蔑字眼，或用侮辱的字做標題或報導，這已踰越報紙正當行為的範

圍。」

 日本最高法院更於 1969 年的判例進一步闡釋，新聞機構的報導主

要在提供公眾重要內容，做為對國家政治評斷之用，因此它主要在服務

「公眾知的權利」。

 日本法律相當重視報導是否觸及誹謗或侵犯隱私，日本刑法規定媒

體誹謗由記者、主管及發行人連帶負責，刑期在三年以下，罰金為五萬

日圓以內。日本法院也在判例中規定，媒介未徵得對方同意之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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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及公開人們的照片。但實際上，發生誹謗或隱私受侵犯時，日法院

並不傾向處罰媒體，多半要求媒體履行「道德責任」而非「法律責任」，

刊載回復名譽或致歉的「道歉啟事」，略施薄懲即可。

 前曾提及，日本僅有兩套法規管理廣播電視，嚴格說來，這兩套法

律的旨意「在訓不在管」，僅對日本廣播電視公司（NHK）及商業廣

播電視事業的節目做原則性的提示，並未實際介入其間，而商業廣播

電視事業的節目製作，實際乃依循日本商業廣播電視全國聯盟（NAB）
自定的「廣播電視標準」。

 由此可知，由於日本媒體自律團體的約束力大，無形中形成新聞自

由的另一種「箝制」，但這種「箝制」是為了提高媒體內容的職業水準

而定，算不上是什麼「新聞管制」，而日本法律及最高法院判解一再昭

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精神及界限，使新聞人員能在確定及廣闊的空

間之內獲取及報導資訊，的確是英美社會新聞自由的具體實現。

參、

 韓國的例子與日本截然不同。

 韓國在戰後的獨立，可說是多難興邦。由於北韓侵陵的威脅近在咫

尺，加上軍方長期掌政，使韓國新聞媒體受到嚴厲管制，能施展的餘地

極其有限，但新聞人員爭取新聞自由的行動也鍥而不捨。不過最近，韓

國受我國解除戒嚴及國內反對勢力澎湃衝擊的影響，於今年 [1988年 ]11
月頒佈「言論四法」，使韓國的新聞自由向前大步邁進。

 韓國憲法規定「全體國民有言論、出版之自由。」又規定「言論、

出版不得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利、公眾道德或社會倫理。言論、出版侵

害他人名譽或權利時，被害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韓國憲法雖亦揭櫫言論自由保障的精神，但政府對新聞媒體的主要

管制，由 1980 年強人全斗煥上台後頒佈的「言論基本法」（亦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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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基本法」）實際掌舵。

 全斗煥 1980 年成為韓國新任總統後，要務之一是進行對新聞媒體

的整頓。

 當時贊成這種管制新聞措施的人士曾指出，1960 年已故的李承晚

總統，因學生示威運動被迫下台後，便有人指責新聞界要脅政治人物，

並散播惡意謠言，推波助瀾，導致已故的朴正熙總統崛起。

 這項整頓行動，由韓國報紙協會和韓國廣播協會分別舉行大會，但

發表內容相同的決議書：他們禁止同一個報紙所有人同時經營廣播電台

或電視台。決議書並說：和西方國家比起來，韓國的新聞媒介「太多」

了，對公眾造成不必要的負擔，也造傳播媒體本身許多缺點。

 七百多名被指為反政府或腐敗的記者在這次行動中突遭革職，十四

家報館被封，七家新聞社被合併為「聯合新聞社」，還有廿七家私營電

視台被收併成矚目的是韓國大財團三星集團投資的「東洋放送」被併入

「韓國放送」﹔「韓國放送」類似英國 BBC 及日本 NHK，是由政府經

營的廣播電視公司，「文化放送」也有部分由政府控股。

 「言論基本法」又規定，以漢城 [ 首爾 ] 為基地的報紙，不得在其

他地區設立分社，地方報不能派駐人員到漢城 [ 首爾 ]。報社不能設分

社地區之新聞報導，都由聯合新聞社統一供應。另外經常和反對派在同

一陣營抨擊執政的「民主正義黨」之基督教放送，也被取消廣告及新聞

播出的許可，直至今年 [1988 年 ]10 月才恢復。

 不過，在全斗煥總統 7 月 1 日接受執政黨候選人盧泰愚所提的

「六二九宣言」後，新聞禁令已有冰溶的跡象，這項包括新聞自由在內

的八點民主改革綱領，促使許多長期受政府規例束縛的報紙、廣播和電

視台記者，都展開督促改革行動。

 政府當局的態度也皤然改變。8月 1日起，報社已可設置地方分社。

韓國並在 1987 年 11 月 10 日年度最後一次國會中通過四項有關新聞的

法案，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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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廢除言論基本法；

 二、修訂韓國放送公社（即 KBS）法；主要變更為，舊法原規定

總經理由政府的文化公報部部長提名，經總統任命，現改為由

董事會提名，總統任命；另外董事會成員由七人增至十二人，

並把提名由過去的總統改為由民間放送業者組成的放送委員會

提名。

 三、制訂放送法；據稱文化放送將可獲准獨立；

 四、制訂定期刊行物登記法。

 1987 年 10 月 27 日韓國全民投票通過的新憲法，也間接放寬選舉

新聞的報導尺度，例如根據新憲法精神修訂的大統領選舉法中規定，執

政黨或在野黨候選人都能在報上刊出政治廣告，並可舉行電視演講，具

體內容由韓國中央選舉委員會訂之。

 由韓國這次總統大選活動看來，試探新聞自由尺度的時機似已成

熟，韓國新聞界不僅質疑 1980 年光州事件的死亡人數，也詰問如何喪

生。另外，官方的 KBS 和部分官股的 MBC 皆以平均篇幅報導執政黨

和反對黨的消息，並無偏頗。尤有甚者，兩台最近均播出反對黨領袖金

泳三和金大中的訪問談話。這是 1980 年頒佈「言論基本法」以來的第

一遭；報章的變化更為明顯，連篇累牘地報導反對黨如何推舉「兩金」

之一擔任候選人的經過。

 外在加內在的刺激，使韓國媒體在追求新聞自由的目標時加快腳

步，而其新聞人員的終極目的是西方式的言論自由。在韓國民主政治前

途仍多荊棘之時，許多外國傳播學者相信，新聞自由的開放，已為這條

「民主道路」開啟良好的起跑點。

肆、

 由李光耀總理領導的新加坡，新聞媒體主要受共和國「內部安全

法」（Internal Security Act）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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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韓國來，新加坡雖未受共黨分子的直接威脅，但共黨份子在中

南半島如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相當活躍，故使新加坡政府及人民的憂患

意識特別強烈。另外，新加坡人民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歐亞混血

等多個種族組成，彼此難以溝通，形成種族問題。

 新加坡向來以嚴刑峻罰著稱，這和李光耀總理治理新加坡的「社會

工程理論」密不可分。

 新加坡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恆奇就曾說：「（在新加坡）政治權威

在今日已被父權般地受到景仰，人民對之敬畏有加，而其對人民則以慈

悲為懷，但國家的利益則絕不容妥協。」

 新聞媒體在新加坡，事實上深深受到憂患意識和國家利益兩種情結

的糾纏，也影響其表現，李光耀曾一再重申兩者的重要性，例如 1982
年李光耀總理發表國慶演說時曾說：「今天泰國正受威脅，明天受威脅

的可能是我們中的一個。東協如不合作與團結，則我們可能逐一受到顛

覆和操縱。一旦顛覆和鬥爭破壞了穩定，則投資、發展與繁榮都將消失，

而我們都將成為難民。」他在 1986 年的新加坡國慶慶祝大會中也公開

表示：「我經常被指責干預人民的私生活，但如果我不這麼做，我們就

不可能還在這裡。」

 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公佈實施，其中第三

章「顛覆性刊物等之禁制」共有十條防止、取締及處罰顛覆性刊物的罰

則，第二十條特別規定：

 「文件及刊物印製、售賣等之禁止：

 （一）如負責印製文件及刊物之部長對任何文件或刊物如認為： 
 1. 含有任何暴力煽動；或 
 2. 誘導違反法律或任何法令；或 
 3. 醞釀或將導致破壞和平，或助長在不同之民眾種族或階層間 
     之敵對情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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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新加坡國家利益、治安或安全不利。

 彼可依「公報」中所發佈之命令而絕對禁止或依其中規定之情形禁

止印製、出版、售賣、發行、疏通或持有此等文件或刊物。」

 除了內部安全法外，書籍和電影也受當局管制，電視則只有政府經

營的新加坡電視公司一家。政府認為，報紙及其他傳播媒體都應促進國

家發展。該國外交兼文化部長丹郡巴南曾說：「一家順從的報紙並不能

達到服務社會的目的。但這並不意味報紙就該採取反體制的態度，認為

唯有如此，報紙才有聲望，西方自由派報紙就有這種毛病。」

 星政府對親共言論甚為忌憚，於 1971 年曾一舉關閉三家疑有親共

言論的報紙，逮捕數名報人，引起國際強烈反應，李光耀特別前往赫爾

辛基參加國際新聞學會年會，並主動提出本案。1976 年星政府也逮捕

馬來文報的編輯及助理，後來他們承認推崇共產主義。

 新加坡除以「內部安全」做為界定合法與非法言論之間的標準外，

1974 年並頒佈實施「報紙及印刷品法案」，其中一條條文規定「只有

經政府部長批准的人可以持有管理股；報紙不能拒絕已獲政府批准的人

購買管理股。」這條法令等於准許政府直接而公開的控制報紙。

 同年並將兩家敵對的華文日報合併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及指派政

府官員進入新公司的經理部，其中海峽時報公司和時報公司共屬的同一

家報業集團，被要求和新加坡新聞與出版公司合併，理由是：他們正陷

入長期而艱苦的報紙銷售戰，造成營業、廠房重覆，也浪費不少開支，

不符合報業本身與國家利益。

 新加坡對外更實施一套獨特的控制法令，對於它認為干涉其內政的

任何外國出版物，均可限制其出售或散佈，此即「1986 年報紙與印刷

新聞（修正）法」，這項新法律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影響到好幾份

在本地印售的西方出版品，包括亞洲《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

《今日美國報》、《國際前鋒論壇報》和《時代週刊》，新加坡鄰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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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銷售到新加坡的報刊也有影響，估計有三千七百種外國出版品在新

加坡銷售。此項禁令公佈之後，第一份被取締的雜誌是《時代週刊》，

其內銷數目由一萬八千份驟減為二千份。當年稍早也有一位西方記者遭

驅逐出境，理由是「破壞新加坡在國外的形象」。

 也許因為新加坡政府銳意精進，但國內又充滿種族、宗教和語言的

隔閡，使星政府必須戒慎恐懼，並採取威權式的管理方式，以維國內

秩序，而這套做法在過去，也的確為新加坡經濟建設帶來驚人的成果，

產生每人平均所得七千美元的傲人數字，所以更堅定政府如此行事的信

念。但也有學者批評其行事僵化，甚至可能失去對共黨的應變能力。

 綜上所述，我們可看出「言論自由」落在現實，似乎並無定於一尊

的說法。日本社會幾乎已能全盤接受歐美社會的言論自由觀念，故其相

關法律顯得輕簡，新聞自由的天地也顯得遼闊；韓國正面臨轉型期，其

社會對「言論自由」仍存著分歧混亂的想法，其駢枝贅葉有待清理。而

新坡的「言論自由」，完全以政府意志為依歸，其「憂於未形，恐於未

熾」的心理，交織而成細密的法綱，督促新聞人員戰戰兢兢，政府也必

須汲汲營營，形成與歐美迥然不同的新聞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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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的「馴化」
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 *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1997 年 7 月 1 日，來自世界各地代表了 778 個傳媒機構的 8,000 多

名新聞工作者匯聚香港，共同見證香港主權的移交。這一交接儀式的歷

史與政治意涵深遠，象徵著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

以及西方與東方等等這一系列基本價值的碰撞。對傳播學者而言，香港

回歸是一「全球性事件」（Dayan & Katz, 1992），為各國傳媒提供了

一個場域和時刻，讓它們表達各自的價值觀念。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

這個傳媒表述的過程，探討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將一個全球

性事件「馴化」，即如何強化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本文同時也想

探討「馴化」在新聞內容方面有甚麼效應。……

壹、馴化的概念

 所謂「馴化」，指的是新聞工作者通過種種方法強化外國事件對本

國受眾的相關性，和把它納入民族國家的論述的過程。馴化的意念由

Cohen 和他的同僚（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首先提出，

認為本國的受眾往往關心的是本國「此時此地」的新聞，而為了使他們

注意、熟悉和認知那些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或者說要改變這些外在的事

件的「野生狀態」，新聞工作者就必須對外國新聞事件重新建構，使之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73 期，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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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國政治、文化和歷史系統發生意義關聯。「馴化」是個比喻，它英

文的原意是指將野生（因而是外來的、不確定的、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

動物馴服成為家畜的過程。當然，這裡要馴服的對象不是動物而是國際

新聞。新聞工作者多是採用自己國家的意識型態框架來賦予事件以意

義，因而將「那些難以認知的事件或空洞的談話轉變成為可以辨別和認

知的事件」（Tuchman, 1978, p. 192）；倘若沒有馴化這一過程，外國

的新聞事件的認知性就會大打折扣。國際新聞的馴化因而可看作是一個

「維持現實和平衡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的程序（Berger & Luckmann, 
1967, p. 167）。

 透過馴化，新聞工作者不但將國際新聞事件修裁得更符合本國新聞

消費者的需要，還可以將外國的議程轉變為本國的議程，使本國的主流

意識型態和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得以「再生產」。根據 Gans（1979）
的觀察，美國傳媒中的國際新聞通常是通過純粹本國視角來呈現，總是

反映著美國國務院的說法。Hallin & Gitlin（1994）的研究也表明，在

對波斯灣戰爭的報導中，美國傳媒總是致力於強調波斯灣戰爭的「本國

向度」和與本土的相關性。Lee & Yang（1995）在對天安門事件之報導

的研究中則發現，美國和日本的傳媒對天安門事件給予不同的解釋，這

主要是因為彼此服務於不同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

 ……馴化也是出於受眾以及傳媒組織自身的需要。Cohen（2002）
指出，由於受眾並不一定擁有理解國際新聞的能力，如果新聞不被置於

為受眾熟悉的本國情境之中，觀眾們就很難了解這些新聞。新聞廣播一

般是由一系列連續的新聞條目或情境構成，中間沒有停頓，彼此之間並

無聯繫，而且很少提供每一則新聞的背景。因此，除非將一個外國事件

放在一個為觀眾所熟悉的文化框架下進行報導，否則觀眾很難理解。而

從傳媒組織來看，派出海外記者必須有充分理由，尤其是在如今國際採

訪成本高昂和通訊社發達的年代，是否需要特派記者更是有待斟酌的事

情。花了這麼多資源而不能為受眾提供獨特而本土化的觀點，就難以交

代。我們可以說，只要有市場競爭，無論是為了經濟或是組織原因，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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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都成了必要做法。

 ……不過，新聞記者們所持的觀念並非隨機，而是具有國家和文化

背景的。我們同意 van Ginneken（1998）的看法，即認為民族國家是國

際現實的主要界定者，而傳媒則只是第二位的界定者；國際事件的不確

定性使政府官員以及其他擁有制度權威的人發揮更大的詮釋功能。新聞

工作者不一定是國家外交部門的「喉舌」，但他們卻很少質疑這些外交

政策的前提。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的核心，而國際關係總是與相互競爭

的國家利益密不可分。為了權力或者利益，強國往往傾向將自己的世界

觀，通過界定國際事務的話語邊界，強加於其他國家。國際新聞因而有

時成了國際事務「話語鬥爭」的延伸。

 ……全球化的觀點常常談論「地理的終結」和「主權的終結」，誇

大去域化的程度（Scholte, 1996, p. 51）。事實上，時間和空間仍然存在，

且是地方性得以在全球化時代產生影響的重要基礎。Robertson（1995）
採用「球土化」（glocalization）這一概念，來表達全球和地方二者之

間的辯證關係，那是最貼切不過的事。

 從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脈絡來看，馴化的意念跟本土化或在地化是相

通的，可說是本土化在新聞方面的應用。所以，上面有關全球化與本土

化的張力的討論也適用於馴化問題。馴化和本土化大概是兩個可以互換

的概念，但是 domestication 的概念自 Cohen 等人提出後，在新聞分析

時或會用上，是以我們這裡也跟隨這個小傳統。

貳、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項大型研究的一部分（Lee, Chan, Pan, & So, 2002），結

合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包括：一、與各國新聞工作者的訪談，二、內

容分析以及，三、對來自八個國家和地區的菁英報紙和電視的話語分

析。本文採用的主要是前二者。話語分析的結果請參見本研究項目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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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研究報告（Pan, Lee, Chan, & So, 1999; Lee, Chan, Pan, & So, 2002）。

在對新聞工作者的訪談中，所問及的內容包括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經歷、

傳媒組織的資源與組織策略、新聞競爭與合作、以及指導他們報導香港

主權移交這一事件的「文化地形圖」。我們也搜集和翻閱了眾多已發表

的公開文件、新聞報導以及一些相關的座談會摘要，以了解新聞生產的

具體過程。我們還參與了一些新聞事件，以觀察新聞記者如何與新聞人

物互動。

一、國家與傳媒選樣

 為了解香港主權移交這個新聞事件，如何通過民族國家這一稜鏡的

折射而展現出來，我們選擇了來自以下八個地區的傳媒體系進行研究：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如果

依主權移交的相關性而畫成圈層的話，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別位於圈層

的不同位置。最核心的圈層是所謂「文化中國」（Tu, 1991）的主要構

成部分，即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這三個地區在身份認同和歷史記憶

上充滿了重疊和矛盾。倘若把相關性之圈層擴大，中國大陸則與其外部

世界具有相當強烈的意識型態矛盾，是東西衝突的一部份。不僅即將離

去的英國聚集所有道德、政治和傳媒資源，以面對中國對其合法性的挑

戰，美國更在這場文字和影像遊戲之中，領導一個西方意識型態的聯合

陣營支持英國，反對中國。被納入這個西方陣營中資歷較低的其他成員

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日本也是，這些國家雖然

處在共同的西方意識型態之下，但國家利益也不盡相同。

 我們的傳媒選樣是目的性樣本，務求包括各地較具影響力的傳媒，

同時盡量包括不同類型的傳媒，藉此增加對比的可能性。結果，我們從

這 8 個地區中選擇了 32 家報紙、4 家雜誌、14 個電視頻道以及 7 家通

訊社作為訪問樣本（見附錄一）。

 時間上，我們所分析的傳媒內容集中在交接儀式之前兩星期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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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的時段內，即從 1997 年 6 月 16 日到 7 月 5 日。由於通訊社的新

聞太多，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分析，只是訪問了一些通訊社人員

（通訊社名單見附錄一），並己將由此得到的觀察納入我們的分析之中。

二、與新聞工作者訪談

 從以上傳媒機構樣本中，我們總共訪問了 76 個新聞工作者，其中

37 個來自印刷媒體，29 個來自廣播媒體，另外 10 個來自通訊社（見附

錄二）。除澳大利亞以外，各國的分布相當均衡。大多數訪談是在一個

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下進行，每個訪談歷時 30 到 180 分鐘，全部都有

錄音和筆錄。小部分訪談採取的是一種相對隨意的談話方式。

 訪談的目的在於了解記者和編輯的工作模式，希望從中抽象出馴化

的策略及影響馴化的因素。我們問及的內容包括他們的專業經歷、工作

環境、新聞來源、組織規範、競爭狀況、受眾對象、話語行為（即如何

調動主題、框架、影像和比喻等來講述新聞故事）和理想的新聞故事等。

我們也詢問了他們在主權交接當天的報導計劃，包括如何分工、安排新

聞來源及面對競爭壓力等問題。

三、內容分析

 除訪談以外，我們還仔細地閱讀了有關的新聞報導，藉此檢視我們

通過訪談而獲得的資料。在量化分析方面，我們想探討的限於兩方面：

一是傳媒新聞的來源分布；二是傳媒對香港將來的估計。我們認為，

如果馴化真的存在，那傳媒在上述兩方面都會有相應的變化。首先，他

們會倚重本國或友好國家的新聞來源。馴化是以外交政策、意識型態和

文化背景等作為依據的，所以我們預期各國傳媒在對香港將來的猜估都

會因國家地區而變易。總的來說，自由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的傳

媒――傾向對中國和香港的將來存疑。

 由於部份報導的新聞來源太多，我們只編碼每篇新聞報導的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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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並按其國籍和社會地位（官員、政治意見領袖、商業菁英、傳媒

和新聞工作者、大學教師和智囊團、其他類型的意見領袖以及普通人）

分類。

 至於香港前景的展望，每一則新聞報導有三種可能：（一）提到會

發生變化，（二）提到不會發生變化，（三）根本沒有提及會否變化的

問題。假如一個故事提到可能會發生變化，又有四種可能：（一）向好

的方向變化；（二）部分變好，部分變壞；（三）向壞的方向變化；（四）

很難確定如何變化。此外，我們還分析會變化的具體內容，歸入下面項

目：（一）香港的自主性；（二）民主；（三）新聞自由；（四）法律；

（五）經濟；（六）日常生活。

 我們對來自 7 個地區的 26 家傳媒做了內容分析（見附錄一），共

涉及 3,880 篇報導。因為我們之中沒有人懂日語，所以量化內容分析沒

有包括日本報紙。不過，我們請了一位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傳播學者協助

閱讀和觀看那些被抽到的新聞報導。他翻譯了每則報導的標題並為我們

記下了每則報導的主題摘要，我們從而得知日本報導的概況。

 在定義了編碼的變量後，經三輪試驗才最後確定編碼方案。編碼的

工作由我們四位作者負責。結果，對「事實性」變量（比如新聞來源）

的編碼可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為90%以上，而對「主觀」變量（比

如香港會否「變化」）的編碼可信度也在 80% 以上。

參、馴化策略

 為了增進傳媒的效率並緩解外部壓力，傳媒組織發展出一些專業

常規――如以新聞來源說話和對權勢人物的倚重等（Tuchman, 1978; 
Gans, 1979）。「馴化」很多時候是透過這些新聞專業常規來進行。新

聞工作者們通常已經把傳媒組織以及本國文化對於外國現實的界定內

化，使他們能夠順利完成新聞任務而不必有意識地去考慮專業規範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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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價值。首先，在報導重大事件時，編輯部門往往主動選派明星主持人、

知名評論家和專家飛往那些遠離本土的異域，讓他們在外國的現場向受

眾作「目擊」報導，試圖拉近彼此的距離。……

 另外一個重要的馴化手段是依賴傳媒所屬國家的高級官員。官員總

是比較引人注目，而且他們往往被看作是政治機構的代表，由他們來講

述國際新聞，自然就可以帶出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的相關性。……

 除了官員，傳媒也會讓「普通人」發聲，尤其是那些遠離家鄉或

與家鄉還有各種關聯的「自己人」。San Jose Mercury News 的 Kristi 
Khockshorn 就專門尋找來自 San Jose 或者舊金山的旅遊者作為採訪對

象。她告訴我們，在索馬里採訪時她曾經手拿「San Jose」的標誌迎著

坦克車隊，每隔幾分鐘就高聲叫喊有否來自「San Jose」的人。她這次

在香港主權回歸之夜也準備找幾個「同鄉」訪問。華裔在加拿大的影響

力近年已有增加，使得在這次香港主權移交的報導中，加拿大傳媒也不

斷地尋找原籍香港的加拿大華人作為新聞來源。

 像普通新聞一樣，國際新聞也有「軟硬」之分。硬新聞的來源主要

靠官員，而軟新聞則主要靠在地的市民大眾。不少國際新聞記者所嚮

往的是寫出「有色彩」的故事，即是採用個人軼事來訴說引人入勝的

新聞故事。他們認為這種富有色彩的故事可以有效減少受眾對「遠方」

新聞的抗拒。對於上面的 Kristi Khockshorn 來說，一個「色彩繽紛的故

事」能給人「一種地方感」，使人覺得說話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盡

是官員」。她認為，人們通常會更喜歡那些由「真正的人」構成的故

事。加拿大 MacLean's 雜誌的 Chris Wood 也認為讀者們喜歡混和著「色

彩」 和「質地」（texture）的故事，因為它們會為故事帶來「形像、音

響、氣味和聲音」。1997 年 6 月 19 日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封面刊登了一則 Edward Gargan 採寫的新聞故事，描述幾個來

自不同階層的家庭（教師、服務員和企業家）的故事，那無疑是以「色

彩」和「質地」向讀者展示香港橫切面的嘗試。另外，為了捕捉交接儀



366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式後頭一天的社會情緒，《紐約時報》的 Seith Faison 訪問了在街頭麵

攤吃麵的幾個顧客。同理，《芝加哥導報》則訪問了一些對主權移交感

到非常難過的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殖民者」。《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也有不少這樣的故事，在 6 月 5 日發表了一則特寫，

將一個擁有時尚意大利餐館的前中國難民與她的在上海過著像夢魘一樣

不愉快生活的姑姑進行比較。這些都是以「色彩」和「質地」說話的新

聞故事，是馴化常用的招數。

 另一個拉近遠方事件與本國受眾關係的策略，是把新聞故事個人化

並賦予普世價值或本國意義。我們在訪談中問記者，什麼報導才是他們

心中最理想的。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都認為最好的報導是個人化的，因

為只有這樣，報導才能引起本國觀眾的共鳴和注意。英國廣播公司的主

管 Fiona Anderson 曾說：

我的同事們採寫了一個令我感動流淚的故事。故事的主

角在最困難的五、六十年代跨越邊境來到香港。我的同事們

跟隨他拍攝，與他談話，談論他在香港過去的日子。他的家

境目前已經很好，女兒和兒子都是在香港的銀行任高級主管。

這位父親從未放棄任何機會，他為孩子們打下了基礎，讓他

們發展自己，現在孩子們已可以回過頭來照顧父親。我的同

事們拍了一段他星期天和孫子一塊兒吃飯的鏡頭。我覺得，

這就是香港人：他們始於一無所有，白手興家。這就是為什

麼我喜歡這裡。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因為它講述了香

港的精神。

 這則報導顯然被賦予了「普世」的人性價值，該記者也預期國內的

受眾會對故事產生移情作用。

 以軼事細節說故事是馴化軟性國際新聞報導的手段，但是簡化則是

馴化硬性新聞常用的手法。受眾對外國的認知有限，加上興趣不高，如

報導太詳細複雜，往往難以忍受，是以記者必須去繁就簡。……這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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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做法使本國的受眾較容易把握事件的意識型態線索，增加閱讀和觀

看的興趣。當中的原則，正如 CNN 記者 Mike Chinoy 所言，新聞報導

應有明確主線，避免過於細節化而造成理解困難，新聞記者必須意識到

「自己是在向那些並不一定了解香港的人講故事」。

 把遙遠事件放在較大的歷史情境中報導，是另一個突顯相關性的常

用辦法。一向以高度詮釋性報導而非以事實性報導為主的《紐約時報》，

集中探討的就是香港將來在中國統治下的命運。CNN 的 Mike Chinoy
認為，一個新聞記者必須「不斷地回到那些重要議題」上來，並且必須

「力圖將本土的事件放到更廣闊的視野之內進行考慮」。他主張不應該

把香港主權交接僅看作是乏味的地方政治，而應將它與中國以及中美關

係聯繫起來考慮，從而突顯事件的重要性。他舉例說：

當時我正在準備一個關於住房的報導。雖然這是個有趣

的題材，但它卻不大可能構成國際新聞。只有當人們開始鬧

事並燒毀房屋的時候，它才可能成為一則國際新聞。不過，

住房委實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只有當我們把有

關問題看作是香港特首董建華領導能力的考驗……這才構成

一則國際新聞，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性消息。我只有將故事

放在這種背景之下進行報導，那些遠在阿根廷的人才有可能

對報導感興趣。

 國際新聞比較難理解是因為受眾一般缺乏背景知識，所以記者若能

把國際事件接上本國的參考框架，馴化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在報導外國

新聞事件時，記者們很自然地會從個人的參考框架出發，而這個框架則

是建基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對本國文化中的同類事件、歷史案例

以及同等概念的理解。他們繼而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比較，找出相似性，

運用各種比喻來闡明這些外國事件對於本國的意義（Cohen, 2002）。

1997 年夏，世界不少傳媒都將香港當時興旺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當作

是香港將來繼續繁榮穩定的經濟支柱，只有日本的新聞記者將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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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解讀為「泡沫經濟」爆破的前夕，而這一點終於在同年的亞洲

金融危機中應驗。很顯然，日本新聞工作者的洞察力或「遠見」主要

源於過去十年日本自身泡沫經濟爆破的痛苦經驗。……記者對事物的

看法有時比較強，影響他們所能看到的新聞，有時甚至導致對新聞「劇

情」的預期，進而影響他們的報導。例如，不少西方傳媒都會猜測中國

大陸政府將會在收回主權後，隨即給敢言的《蘋果日報》來個下馬威，

甚至關閉它，因而紛紛採訪該報，雖然這些報導最後都沒有成為事實。

這些新聞在香港看來或屬過敏，但對記者本國的受眾而言，大概又會覺

得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馴化的要義在於設法「激活」新聞，使乏味的新聞變得

吸引人，遠在天邊的事情與受眾發生關係。……

肆、影響馴化的因素

 在各種影響馴化的因素中，國家利益大概是首要的，我們在上面的

論述中已有觸及。我們說過，國際關係是國際新聞核心的問題，而國際

關係也總離不開國家利益。就訪問所得，有部份記者對他們國家的外交

政策有深入的理解，但也有不少並不自覺他們的國家利益。無論自覺與

否，他們傾向依賴的新聞來源都是他們國家或是友好國家的高級官員，

而這些高級官員無疑是國家利益以至是國家所屬陣營利益的詮釋者。由

於國家利益具有相對穩定性，且是馴化國際新聞的根據，因此國家內部

的差異就往往被掩蓋和忽略。國家利益屬於宏觀層次的因素，是基本的

考慮點。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一些影響馴化的微觀因素，包括傳媒的類

型、市場定位、組織約制和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程度。這些微觀

因素也可以促成馴化不同的表現。

一、傳媒類型和市場定位

 馴化的程度會因傳媒的類型和市場定位的不同而變化。如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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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馴化的手段為例，報紙與電視所面對的壓力就有所不同。與報紙相

比，作為視覺媒體的電視更喜歡採用令人興奮的動作鏡頭，通過影像向

觀眾傳達意義，而不像印刷媒體那樣採用線性邏輯的方式敘述，這種視

覺邏輯難以容忍靜止和單調的圖像，因而電視所見盡是語言敘述受到圖

像排擠的現象。CNN 的 Mike Chinoy 認識到這一點，他說電視並非一

種善於「傳達微妙觀點」的媒體，因此新聞工作者必須克服各種技術限

制去「尋找視覺圖像並與人們對話」。電視收視率的競爭進一步促使新

聞工作者將外國新聞簡化，因為傳媒都擔心觀眾不能容忍陌生的細節。

一家澳洲電視台的記者 Jane Hutcheon 贊同說，電視通過一系列的圖像

以表達非黑即白的簡單觀點最為有效。相比之下，英報紙就不得不表現

得更加有思想，為要求較高的讀者提供各種分析。

 依對象市場大小劃分，傳媒可以簡單分為國際傳媒、全國傳媒和

地方傳媒。CNN 的 Mike Chinoy 聲稱，由於 CNN 在全球播放，要同時

滿足多種文化背景觀眾的需要，因此 CNN 新聞表現的是一種「全球觀

點」，而不是美國的或是「任何個人」的觀點。像 CNN 這類國際媒體，

它們的全球意識無疑比其他地方性的傳媒要強，但是它們的主要觀點還

是受制於它們的主要市場――美國和西歐。在 CNN 報導中，來自第二

和第三世界的觀點顯然相對不受重視。就我們所見，縱使是像 CNN 這

種國際傳媒，它們還是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和政治關懷來察看世界。它們

的主要新聞人員所經歷的社教化過程大多是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進

行，所關注的議題跟一般的西方傳媒大同小異。事實上，在另一個場合

CNN 世界報導的編輯們自己也承認（Flourney, 1992, p. 23），「如果我

們說自己完全不帶觀點肯定也是不誠實的」。從我們有關報導的分析看

來，CNN 和美國 CBS 的報導有局部的差異而無根本的區別，BBC 和英

國 ITN 之間的報導也是如此（Lee, Chan, Pan, & So, 2002）。當然，如

果我們因為彼此缺乏根本的區別而抹殺當中的差異，也是過猶不及的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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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的約制

 傳媒動用大量資源派記者採訪國際事件，對記者自然有組織上的要

求，而這種要求往往是透過編輯來執行的。當新聞報導的主題符合本

國的編輯和受眾的先入之見時，新聞的馴化過程一般都會較順利地完

成，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記者無需設法證明自己所採寫的新聞故事

是合理的。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尤其是那些 Tunstall（1971）稱之為

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記者」的人，總是得到編輯的信任，並享有較

高的自主性――他們彼此畢竟享有共同的專業意理和組織文化（Breed, 
1955）。《紐約時報》曾駐北京和新德里記者 Edward Gargan 很驕傲

地告訴我們，他的五個同事都懂得怎樣「深入到故事的表層之下」，

而不會採寫一些「陳腔濫調的故事」，Gargan 和《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 Graham Hutchings 等都強調，他們能夠控制新聞議

程，很少受到本國編輯的干涉。當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

Jonathan Mirsky 被問及是否受到編輯的干涉的時候，他迫不及待地糾正

我們說：「我的任務不是由人指派的，採寫甚麼由我決定。」

 可是，不是所有的記者都有如此大的自主性，《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 Joseph Kahn 就認為編輯在決定如何報導、以及

報導什麼方面有更大的影響力：

只要你能將事情的實質通過一種流暢、生動和有趣的方

式表現出來，編輯就一定會有興趣。但是如果你為了追求信

息的絕對準確，而通過一種乾巴巴的、事實堆積的方式報導，

編輯一定會說：「噢，我可沒興趣。」太乏味了，這就是編

輯的作用。他們希望你成為一個具有煽動性、明智和有力的

作者。

 當然，經驗豐富的編輯往往會擁有更多權威。曾留駐香港十年的加

拿大 MacLean's 雜誌的國際編輯 Chris Wood 就對自己新聞判斷很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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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過，他還是避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記者，而只會和記者們商議。

這些例子說明，前線記者與本國的編輯的關係不可一概而論，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傳媒組織對馴化的要求，不是透過編輯來實行，就是透過記者

內化了的價值來實現，差異只在於由誰來判別馴化是否做得適當而已。

三、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認識

 採訪國際事件的記者可以是常駐記者，也可以是「空降」的特派記

者，當中身份的差異往往反映出彼此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的程度，而了

解的深淺又會影響到馴化的方向及幅度。1997 年夏，各家傳媒都臨時

從他們的北京分社或是從總部派出記者「空降」香港，有些記者純粹是

為了香港主權移交而來，有些則是藉此增強常駐記者的力量。由於空降

記者對香港的語言和文化不熟悉，因此在同一時段報導眾多事情相當困

難，不得不求助於本地傳媒以即時了解事情。他們建立了各種聯盟，經

常與非競爭對手的同行交流新聞，尤其喜歡與來自其他國家或是不同類

型的媒體的同行交流，相互幫助。缺少資源的新聞工作者更大大依賴各

種機構安排的訪問、研討會和座談會等，以獲得新聞資訊。許多記者還

真的報導了由政府新聞署安排的記者團活動，使得多家傳媒常不約而同

地報導同一件事，如香港的「籠屋」就曾受到不少國際媒體的青睞。所

謂「籠屋」，指的是一些香港人住的地方像鳥籠一樣擁擠。經過香港社

會服務組織的安排，「籠屋」因此成了國際新聞。由此可見，空降的記

者在馴化過程中，受到事件有關人士左右的可能性比較大。

 空降的記者來去匆匆，根本無暇深入認識採訪對象，只能依預存

的觀點行事。……常駐記者比臨時的特派記者有較廣的訊息網，對當

地情況較為掌握，馴化的結果有時因而不同。如美聯社香港分社主任

Marcus Aliason 這位自認為是支持香港民主的人士就告訴我們，他個人

的觀點曾因對香港的了解增多而轉變。他說，雖然中國未必在各方面都

能夠貫徹政策，但他確信中國大陸會執行「一國兩制」的構想，不會把

共產主義強加於香港。他也沒有像許多西方傳媒一樣批評中國政府解散



372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原立法會的行為，反而認為記者應該解釋為什麼彭定康沒有徵求中國同

意就改變了遊戲規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常駐北京的記者往往也受到

他們經歷的影響。比如他們對於中國及其領導人的了解，常使他們懷疑

香港的前途。主權交接儀式前，持最懷疑態度的新聞記者就是那些曾經

在北京工作過及曾目睹 1989 年春天中國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記者們。

 ……CNN 的 Mike Chinoy 與《華爾街日報》的 Joseph Kahn 兩人都

曾在 1989 年以後經常訪問中國。他們說有關經歷使他們比較能夠看到

中國「正面的」和「樂觀的」一面，故能對香港回歸的問題有較「全面」

的看法。當然，誰的看法較「全面」，不完全由我們決定，但我們可以

肯定的是：愈是有經驗和識見的記者愈能在馴化的過程超越他們本國的

刻板觀點。

伍、內容效應

 如前所述，我們無意在這裡以量化分析全面檢視馴化各種內容效

應。我們的檢視範圍只限於兩方面：傳媒的新聞來源和傳媒對香港前景

的看法。由於新聞「馴化」的普遍存在，我們預期來自不同國家的傳媒

在上述兩方面呈現系統性差異，跟它們所屬國家的外交政策、意識型態

和文化背景互相呼應。以下是內容分析的結果，情況大體跟我們預期的

接近。

 根據馴化假設，來自一個既定國家的傳媒傾向使用該國的新聞來

源。如果那個國家的新聞來源不符合事件的需要，傳媒則會尋求和自己

國家最相近的新聞來源。表一列出的是按國籍分類的新聞來源。整體地

說，香港的新聞來源最受中國以外各地傳媒的歡迎，當中包括加拿大

（62.8%）、香港（62.5%）、英國（49.7%）、美國（48.0%）、澳洲

（42.2%）和台灣（34.9%）。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香港是回歸的主角，

加上香港能講英語的人很多，更有接受採訪的自由。比較特別的是中國

大陸最多採用的新聞來源是中國大陸本身（44.7%），比香港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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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多出超過十個百分點，當中的差異很有可能反映了香港和中

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差距，因為大陸傳媒一向更多地以權力大小劃分新聞

性。於它們而言，北京與香港不可相提並論，而它們又是政府喉舌，自

是首先向著中央。

表一：來自不同國家的新聞來源的百分比（%）

傳播 
媒體

新聞 
來源

中國大陸
傳媒

（N=767）

英國
傳媒

（N=880）

香港
傳媒

（N=1795）

台灣
傳媒

（N=470）

美國
傳媒

（N=757）

加拿大
傳媒

（N=196）

澳洲
傳媒

（N=344）

中國大陸 44.7 12.3 14.8 15.1 15.9 7.7 11.1

英國 3.5 23.0 8.8 8.9 14.0 9.7 13.1

香港 33.8 49.7 62.5 34.9 48.0 62.8 42.2

台灣 0.5 3.8 3.9 28.9 4.6 1.0 8.7

美國 2.0 3.9 4.5 7.0 13.9 1.5 4.7
其他

亞洲國家
6.8 1.3 1.6 2.8 1.1 1.0 3.8

其他非
亞洲國家

8.7 6.3 4.0 2.3 2.6 16.3 16.6

 如果比較各地傳媒自我引用新聞來源的情況，我們發現，這種傾向

最明顯的首推香港（62.5%）和中國大陸（44.7%），其次是英國（23.0%）

和台灣（28.9%），所佔的百分比僅次於香港新聞來源。至於美國傳媒，

來自本國的新聞來源只佔 13.9%，馴化的跡象不算明顯，而加拿大和澳

洲傳媒的情況也相似。不過，這三個國家則頗重視來自文化相近的英國

的新聞來源，平均超過百分之十，這也可看作是馴化的間接反映。

 如果我們把傳媒的官方新聞來源抽出來，那馴化的跡象就會變得更

為清楚。表二列出的是傳媒對官方新聞來源的倚重情況。中國傳媒中有

超過一半（53.6%）的官方新聞來源來自本國，有 24.7% 來自香港。本

國的官方新聞來源在台灣（40.2%）、英國（39.4%）和美國（18.4%）

傳媒中也相當突出，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都很關心香港的主權移交對於他

們各自國家地區利益的影響。西方陣營中兩個相對邊緣的成員國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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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澳大利亞的傳媒，則使用了相對高比例的英國的官方新聞來源，分別

是 29.8% 和 20.1%。美國在這方面也不甘後人，佔有 29.0% 。

表二：來自不同國家的官方新聞來源的百分比（%）

傳播 
媒體

新聞 
來源

中國大陸
傳媒

（N=263）

英國
傳媒

（N=388）

香港
傳媒

（N=706）

台灣
傳媒

（N=214）

美國
傳媒

（N=207）

加拿大
傳媒

（N=47）

澳洲
傳媒

（N=164）

中國大陸 53.6 16.2 18.4 18.7 20.3 8.5 12.8
英國 5.7 39.4 17.4 11.7 29.0 29.8 20.1
香港 24.7 28.1 44.2 17.3 21.3 40.4 25.0
台灣 0.4 5.2 6.9 40.2 6.8 4.3 14.0
美國 1.9 4.1 6.2 7.9 18.4 4.3 4.9
其他 13.7 7.0 6.8 4.2 4.4 12.8 23.2

 我們曾逐一具體分析各國傳媒中 10 個最常被引用的新聞來源，結

果進一步肯定了傳媒嚴重倚重本國的官方新聞來源的預期。中國傳媒所

引用的新聞來源中，頭 10 個就有 6 個來自本國，包括江澤民、李鵬、

錢其琛、喬石、崔天凱和新華社。彭定康則位列英國傳媒新聞來源之

首，其次是外交部長庫克（Robin Cook），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
和外務部。台灣傳媒則將注意力集中在駐香港代表鄭安國、副總統連戰

及其他官員辜振甫、李大維和張京育身上。美國傳媒增加了國務卿奧爾

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和總統克林頓作為主要新聞來源。加拿大

傳媒的新聞來源名單上也增加了其外務部長 Lloyd Axworthy 和駐香港

專員 Garrett Lambert，澳大利亞傳媒所常引用的新聞來源中，其外交部

長 Alexander Downer 也在其列。

 表三列出的是各國傳媒對香港前景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極為

明顯的模式：中國傳媒與世界其他國家有顯著的差異。中國傳媒一律

報導香港在每一方面都不會發生變化﹔要變化也只可能向好的方面變

化。它們迴避了一些實質性事件的報導，著力於報導種種舉國歡慶的場

面。相反，來自其他社會的傳媒卻都預言會發生變化。四個英語傳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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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比香港和台灣傳媒更多提及變

化，其中部分原因可能由於西方傳媒傳統上傾向更多詮釋性報導，並且

更傾向於將西方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與共產主義的集權主義價值對立。

香港和台灣的傳媒似乎較現實，主要考慮的是如何保存兩地的自主性，

而不是與北京共產主義政權展開原則之戰。以下列出的是分別在各具體

領域中預言有變化的最高比例國家：

表三：各國傳媒對移交後香港變化的展望

傳播媒體 自主性 民主
新聞
自由

法律 經濟
日常
生活

總數
（N）

認為會有變化的百分比（%）

中國大陸傳媒 0.0 0.8 0.0 0.1 3.6 1.4 739
美國傳媒 15.2 34.8 14.0 10.4 7.6 13.7 328
英國傳媒 6.6 23.4 7.7 1.4 2.6 3.1 351
香港傳媒 5.8 11.2 3.1 4.7 3.9 4.2 1351
台灣傳媒 3.6 6.6 2.2 1.2 3.2 3.0 500
澳大利亞傳媒 6.6 36.5 10.2 10.9 4.4 8.0 137
加拿大傳媒 9.5 28.6 2.4 7.1 13.1 16.7 84
在提及變化的報導中，認為會變壞的百分比（%）

中國大陸傳媒 0.0 0.0 0.0 0.0 0.0 0.0 44
美國傳媒 27.5 73.7 54.3 50.0 0.0 57.8 314
英國傳媒 34.8 61.0 51.9 40.0 11.1 54.5 157
香港傳媒 38.0 41.7 36.6 34.4 9.4 15.8 444
台灣傳媒 33.3 45.5 45.5 66.7 6.3 25.0 99
澳大利亞傳媒 44.4 62.0 42.9 53.3 16.7 8.3 105
加拿大傳媒 0.0 58.3 50.0 50.0 18.2 21.4 77

• 民主：澳大利亞（36.5%）、美國（34.8%）、加拿大（28.6%）、英國

（23.4%）。

• 新聞自由：美國（14.0%）、澳大利亞（10.2%）。

• 法律：澳大利亞（10.9%）、美國（10.4%）。

• 香港的自主性：美國（15.2%）、加拿大（9.5%）。

• 日常生活：加拿大（19.7%）、美國（13.7%）。

• 經濟：加拿大（13.1%）、美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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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香港在民主和各種公民權利的變化備受世界各國傳媒――尤

其是西方傳媒――的關注。當進一步考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時，在英

語國家的傳媒體系中，不少傳媒都認為除了經濟以外，各個方面都會變

壤。以民主為例，美國傳媒看來是論調最為悲觀，其次是澳大利亞、英

國和加拿大，再其次是台灣和香港自己。上述種種結果與從馴化假設推

斷而來的預期是相符的。

 我們事實上對各國傳媒的報導也做了定質話語分析（Lee, Chan, 
Pan, & So, 2002），結果更進一步說明馴化的存在。簡單地說，英國

傳媒突出的主題是大英帝國光榮的撤退和對往日光輝歲月的緬懷。

美國的傳媒大張旗鼓，為香港的民主搖旗吶喊（Lee, Pan, Chan, & So, 
2001）。中國大陸傳媒標榜洗脫百年國恥和全國歡慶統一。台灣傳媒忙

著拒絕一國兩制的誘惑。加拿大和澳洲的傳媒一方面試圖表示自己的獨

立外交姿態，同時也像英美傳媒一樣關注香港未來的民主和自由。日本

傳媒關注的則不在民主而在香港以至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報導主題的

異同更能反映各國的外交路線、意識型態和國家利益，而這些正是馴化

基本的依據。

陸、結論

 「相關性」可說是新聞價值的核心，因為受眾對無關的事情只會漠

不關心，如何使發生在遠處的新聞事件對本國的受眾產生意義，這是我

們想探討的主要問題。我們嘗試發展「馴化」的概念，用以概括傳媒

拉近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關係的過程。本研究透過各國新聞工作者對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全球性事件的報導，來分析他們如何「馴

化」新聞事件及對內容的影響。

 我們發現，馴化已成了國際新聞生產的內在邏輯，而馴化的策略則

源自新聞常規。這些常規也適用於國內新聞的生產，但是對國際新聞的

作用更大，因為國際新聞記者與受眾之間在地理上和視野上都有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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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如何縮短彼此距離更形重要。用 Flournoy（1992, p. 23）的話說，

國際新聞記者的工作就是「在一個不熟悉的甚至常常是混亂的處境中尋

找故事，並根據他們對國內的編輯和受眾的喜惡作出判斷，賦予故事一

個引人入勝的新聞角度」。這就是馴化的根本作用。

 激活新聞是馴化的基本策略，這當中包括派明星主持人趕赴新聞現

場作目擊報導和宣傳造勢，藉此引起哄動，吸引受眾。另一個常用的馴

化手法是把外國事件放到一個較大的情境中去報導，試圖增加事件的重

要性和強化本國受眾對事件的理解力。在表述上，國際記者常用本國文

化中的案例及相近觀念來對比外國事件，盡量把外來事件納入本國的

文化政治框架之中。以本國的高級官員作為新聞來源是馴化另一常見

招數。國際新聞多數牽涉國際關係及國家利益，若由有關官員來詮釋，

對記者及受眾來說自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就算是以平民百姓作為新聞來

源，國際記者也會盡量用本國的。不過，國際新聞不盡是以外國事物為

主要報導對象，如何利用外國新聞來源也要視乎馴化的效用。遇到「軟

性新聞」，國際記者喜用的策略是把新聞故事個人化，賦予人性或本國

文化意義，再加上豐富的軼事細節，以令受眾產生移情作用。但是在「硬

性新聞」方面，過多的細節卻會引起國內受眾的抗拒，簡單化反而是更

較符合馴化的策略要求。

 各國新聞記者在製作國際新聞時往往以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權威結

構、主流意識型態和文化背景作為依據。這些宏觀因素的影響是基本

的，但是馴化也會為一些微觀因素所左右，當中包括傳媒類型、市場定

位、組織約束、記者對新聞發生地點的了解程度以至記者的經歷和識

見。舉例說，電視就比報紙更傾向以簡單化作為馴化的策略；跨國傳媒

比地區傳媒傾向避免定於一國的馴化策略；愈是肯花資源派記者採訪國

際新聞的傳媒，愈是希望得到有本土視角的新聞；記者的經歷和識見可

以影響到馴化的程度和方向，而洞識力的深淺跟他們是駐地記者還是特

派記者又會有莫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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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另一個發現是，媒介意識型態在國家之間的差異要比國家內部

的差異顯著得多。所有新聞的製作都是通過資訊的選擇以及通過使用

特定意義框架來實現，而國際新聞往往是從本國的角度進行定義，與該

國的國際政經關係、主流意識型態、文化符號以及權威結構密切相關，

是以被馴化的國際新聞所顯示的意識型態往往比國內新聞所顯示的更

為狹窄和單一。對國內事件，不同黨派較有可能存在意見差異，但是在

國際事件上，有關的矛盾則常常轉化為對國家政策的一致支持和擁護。

 ……馴化是從 domestication 翻譯過來。從英文看，這個概念沒有

甚麼貶義，但是中文「馴化」一詞卻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負面聯想，因

為它可能意味著原本處於自然狀態的新聞受到人為的干擾，不理人們

對客觀新聞的追求。事實上，新聞客觀中立的神話早已被解構（例如：

Tuchman, 1978; Gitlin, 1980; Gans, 1979），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再貶低它；

而我們也相信，馴化是一客觀存在的社會過程，沒有甚麼好不好的問

題。但是由於馴化最終會表現為新聞內容並產生社會效果，我們當然還

是可以對馴化有所評價，盡量減少因馴化而產生的訊息扭曲或新聞噪

音。至於評價的標準為何，這就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了。根據我們的發

現，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馴化過程中，對新聞發生地點了解愈是深入

的記者，愈能超越他們本國觀點的困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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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傳媒機構及內容分析樣本

國家 印刷媒介 電視 通訊社

中國大陸

（n = 8）

人民日報 *
經濟日報

解放日報

光明日報

廣州日報 *

中央電視台 *
廣州電視台

新華社

美國

（n = 11）

紐約時報 *
華盛頓郵報 *
華爾街日報 *
芝加哥導報 *
洛杉磯時報 *
Des Moines Register*
San Jose Mercury News
新聞週刊

CBS*
CNN* 美聯社

英國

（n = 8）

泰晤士報 *
衛士報 *
每日電訊 *
獨立報

金融時報

BBC*
ITV* 路透社

香港

（n = 10）

明報 *
南華早報 *
蘋果日報 *
東方日報

亞洲週刊（雜誌）

遠東經濟評論（雜誌）

TVB*
CTV
CTN

政府新聞署 2

台灣

（n = 7）

中國時報 *
聯合報

中央日報

自由時報

民眾日報

TTV* 中央社

日本

（n = 7）

朝日新聞

讀賣新聞

產經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

NHK
Asahi 共同社

澳大利亞

（n = 2） The Australian* ATV*

加拿大

（n = 5）
Globe and Mail*
MacLean's (magazine)* CBC* Canadian Press

Southam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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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我們對以上列出的所有印刷媒介和電視台都做了定質的話語分析。加 * 號的

表明另外還做了量化的內容分析。通訊社則以上兩種分析都沒有做。

2. 香港政府新聞署通過提供新聞、摘要、訪問安排及其他方式為國際新聞工作

者服務。

附錄二：受訪新聞工作者的國籍及人數統計表

印刷媒介 廣播電視 通訊社 總數

中國大陸 2 4 1 7
美國 7 2 1 10
英國 5 4 0 9
香港 7 4 0 11
台灣 6 9 2 17
日本 4 3 4 11

澳大利亞 1 1 0 2
加拿大 5 2 2 9
總數 37 29 1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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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新聞傳播教育的更張和啟示 *

林元輝

壹、前言

　　為了多訪求他山之石，以充實本學院正在執行的頂尖大學研究案，

鄙人奉敝院院長之命，以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承乏者的職

責，今（2008）年暑假剛開始，就隨他及另兩位同事出國參訪東京大學

的傳播學環和慶應義塾大學的媒體設計研究所。

　　我離開日本已廿三整年，到政大任職已十五整年，一次也未再探東

瀛舊跡，可見勞碌。

　　1983 年，東京的櫻花未謝，我年前投研究計畫申請就讀東京大學

的事已經獲准，開始進出東大著名的地標赤門，到它左前方面對三四郎

池的新聞研究所進修。當時，我從政大新聞系畢業已經七年，從事新聞

工作已經五年，正在《聯合報》東京支局全職工作。

　　在東京任記者並非個人本意，我旅日原是為唸書，只因床頭金盡，

不得不工作。工作之隙，還是常動念想唸書。

　　其實，講當年一直想唸書並不精確。現在真有心唸書了，又恨俗事

滿檔，時不我與。當年應該是一直想再唸個學位，屬科舉文化禁錮下的

思考慣性，自己也未必能分辨異同，現在回顧，可憐那情感脈絡都再清

楚不過。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98 期，頁 27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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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開始到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唸書，終於回歸了旅日正軌，善

莫大焉。當時的感懷，現在仍記得很清楚。

貳、從報學到大眾傳播學

　　東大新聞研究所 1949 年 5 月 31 日成立，創所所長是小野秀雄

（1885-1977）。若論源頭，那就更早，1929 年 10 月 1 日，戰前的

帝國大學已在文學部設置新聞研究室（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會，

1987）。小野秀雄曾於1959年3月到5月間到政大新聞系所客座講授「日

本新聞史」、「新聞學研究」等課，1963 年獲當時校長劉季洪（1904-
1989）首頒政大名譽教授（林元輝，1995）。他留贈給本系的兩本名著

《日本新聞発達史》與《日本新聞史》，我當大學生時，若寧可蹺課去

泡開架的系圖書室，常在書架上看到，為了打發蹺課後百無聊賴的時

間，喜歡拿來翻閱，一兩次摩挲後就看完了。當時也未料到，有朝一日

會到他退休後又不得不復出張羅的研究所讀書（花田達朗，1999）。

　　東大新聞研究所的宗旨在「指導有志於研究時事報刊出版、廣播或

電影，以及培養有志於從事相關行業的人」，重心其實在報學，看招牌

也知道主業（日文漢字「新聞」，中譯須譯報紙而非新聞）。招生對象

可以是東大的學生，也可以是其他大學的學生，可以是大學部的學生，

也可以是已畢業的人。特徵是大學教育以外的專門教育（東京大学百年

史編集委員會，1987）。

　　何謂大學教育？日本人通稱為教養；國人近年流行喊通識；或者，

從美國 1904 年之前的哥倫比亞大學、1908 年之前的密蘇里或威斯康辛

等大學的教育，約略可見其核心（Banning, 2000; Viles, 1939; Stephens, 
1962; Williams, 1929; Weaver, 1998）。哈佛大學教育標榜博雅，從來不

設新聞傳播相關系所，更堅持原形。

　　而所謂新聞專門教育，就是以美國密蘇里大學 1908 年 4 月開辦新

聞學院或哥倫比亞大學 1912 年開辦新聞學院為圭臬的新聞專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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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新聞工作者為宗旨（林元輝，2006）。

　　但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體制，顯然也與美國大學的新聞學院不

同。1999 年，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創所 50 周年紀念論文中，仍有專論

以日本未發展出制度化的新聞專業教育為憾，深入分析原因和影響（花

田達朗，1999）。

　　與我同時在新聞研究所讀書討論的，有正式攻讀學位、日後志在研

究教學的大學院院生，有準備考試取得院生資格的研究生，有志不在學

位、只想充電入行的研究生，也有像我這樣已入行有正職的外國人研究

生，東西方人都有。

　　這種學制教人眼花撩亂，非出身台灣單調校園的個人所能適應。我

的學籍是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 B course 的外國人研究生。A course 都是

主流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B course 則是大眾傳播學。今日台灣學界

對傳播學門與社會學門的依違思維，仍無異於此。

　　日本一般大學的研究所都名副其實：只研究，不兼課教學。唯旨在

實踐新聞專業教育的東大新聞研究所，從初創就是個異數，日常工作包

括研究和教學，所內分設研究部和教育部。教學部分就是負責大學院社

會學研究科的 B course。

　　我在學時的社會學 B course 是大眾傳播學，但新聞研究所在不同年

代，研究的領域輒有變遷，社會學 B course 的內涵也隨之改變。

　　1952年新學年伊始（4月 1日），新聞研究所揭櫫的研究領域有四：

新聞理論、報導、評論、大眾傳播理論（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

1999）。

　　一年後改訂為：一、基礎研究：即大眾傳播理論研究；二、歷史研

究：新聞史研究；三、特殊研究領域一：傳播過程；四、特殊研究領域

二：報紙與雜誌（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1999）。

　　1957 年 4 月 1 日起，增加「民意與宣傳」研究領域；原新聞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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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擴充為大眾傳播史研究；原「報紙與雜誌」研究，也擴充為研究大眾

傳播媒體（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1999）。當年開始，教學部門社

會學 B course 的內涵，也隨之而變為大眾傳播學。

　　1963 年新學年又增一研究領域「廣播」（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

所，1999）；1974學年另增「資訊與社會」；（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

1999）1980 學年新增了「社會資訊系統」。研究領域與時俱進，1980
年代已增為八（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1999），攸關資訊的領域已

居其二，反映日本資訊方面的傳播研究，至少比台灣早耕耘了約廿年。

　　我在學時期，大家認知的社會學 B course，實指大眾傳播學，但

不知校方登錄的附註仍維持「新聞学」三字不動。今梳理文獻，知道

1989 年 4 月 1 日起，社會學研究科 B course 才從「新聞学」改稱為「社

会情報学」（約即中文詞「社會資訊學」）。（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

所，1999）不輕易更換「新聞学」三字，透露日本社會或有官學傳統的

東大崇古的文化。不得不替換成「社会情報学」，又顯見資訊社會已迫

在眉睫，而資訊問題已不容忽視。

參、社會資訊學的時代

　　三年後，新聞研究所甚至改組為社會情報研究所。新制分三大領

域：資訊與媒體、資訊行為、資訊與社會，配屬一資訊媒體資料中心。

此資料中心也是由原稱新聞資料中心改制（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

1999）。

　　純從資料看，「資訊與媒體」領域要做的研究，是大眾傳播媒介和

新傳播媒介的現狀和社會功能。尤其開始綜合研究新媒體、新資訊系統

和資訊網路，以面對未來。

　　「資訊行為」領域的研究分三個次領域推動：一、資訊行為研究；二、

社會心理學取向的傳播研究；三、一般的傳播研究。「資訊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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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證研究實際生活使用者對資訊行為的觀點，調查其現況和變化，理

論分析背景要素。觀察影像媒體的影響、效果以及受眾的處理過程等也

包含在內。「社會心理學取向的傳播研究」多分析輿論、流言、集體行

為、宣傳與煽動、流行、人際傳播過程等現象。災害時的訊息傳遞和如

何防止恐慌，也是領域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一般的傳播研究」包括分

析語言傳播過程、跨文化傳播、大眾傳播數位化之內容分析等。

　　「資訊與社會」領域涵蓋了法律與政策、資訊與政治、資訊文化、

資訊經濟與技術系統、國際傳播等多個次領域。特徵是一方面分析近年

由於資訊技術發展和資訊環境變化而引發的制度及社會系統變動，另一

方面則從史觀研究資訊媒體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劉雪雁，2002）。

　　又三年，社會學研究科改組為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從來稱為社會學

研究科 B course 的老詞彙，也改稱為「社会文化研究專攻社会情報学研

究分野」了（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1999）。

　　由名稱也可察覺，東大的傳播研究概念與教育內涵，與國際一般大

學的相關系所顯然有別。社會情報研究所的研究範疇十分廣泛，從大眾

傳播到與資訊有關的各種社會與文化現象，涵蓋了主要的社會與人文學

科。以資訊為經，以人與社會為緯，研究觀點囊括多元領域，師資也廣

納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語言學、哲學、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

等多重學術背景，環顧全球少見，堪稱東京大學突出的學術地標。

　　東大新聞研究所四十年不輕易更換「新聞学」三字，但 1992 年又

毅然改棄傳統盛名，再造組織，這段過程堪與國內最老牌的新聞傳播學

府政大新聞系對比。

　　1988 年 2 月出版之《新聞學研究》40 期，刊名英譯不得不由 Jour-
nalism Research 改為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昭告真正研究

的核心領域已是大眾傳播學，不再是新聞學，但中文刊名仍固守傳統

招牌。2006 年新聞系期末系務會議，一度再有改中文刊名以反映學術

潮流現實、並統一中英文刊名之議，但珍惜傳統，或怕改名妨礙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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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CI 之發展等說法仍居多數。迄今刊名仍然是《新聞學研究》，中英

文刊名依然各說各話。

　　也遲至 2003 年 10 月，政大新聞系系務會議才有更改系名以反映新

聞產業萎縮、網路資訊崛起和社會傳播環境丕變之議。但調整組織名稱

以標榜研究與教育內涵改弦更張之議，仍未獲多數支持。

肆、「資訊」帶動全校跨學科合作

　　為迎接新的千禧年，東京大學可謂邁步揚塵。2000 年 4 月 1 日新

學年伊始，在大學院下成立了情報學環與學際情報學府。名稱初看很怪

異難解，簡言之，前者是研究組織，後者是教學組織，但兩者須合璧理

解。若上溯新聞研究所歷史，知道從創辦以來就分設研究部和教育部，

應不難理解新制不過延續雙位一體概念的架構傳統。

　　值得注意的不在研究兼教學的體制，國內大學哪個科系不如此？只

是不分立名目而已。新猷所在，是其「學環」與「學際」的概念與嘗試。

　　「學環」（interfaculty）意指將文、理、工、藝術、教養五大領域

所關心的生命（life）、人（human）、系統（system）、表現（arts）、

社會（society）環扣在一起，而以「資訊」為中心，也即「資訊」是貫

穿各領域的共用語言。此乃超越社會情報研究所八年既有格局的更高

層次整合，已落實全大學規模的跨學科合作。行政操作設計是「學環」

中有專屬的基本成員，也有來來去去的流動成員。基本成員從校內各系

所、甚至外校抽調而來，職缺固定在「學環」，稱為「基幹」；流動的

人員是認同情報學環宗旨，願意從原屬科系加入實踐嘗試一段歲月、再

帶心得或成果歸建的研究者，涵蓋人文法商理工農醫各領域。

　　不論專屬的基幹或流動配屬的人員，都是學際情報學府的師資，對

學府內的博碩士生授課或指導研究。此外也有同校其他研究科或校外

研究所的學者受託兼課或兼任研究指導的。除了指導教授，還有副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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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目的在與指導教授互補短長，讓學生能受到更廣泛的資訊概念啟

發。

　　2004 年 4 月 1 日，日本改革國立大學的機制啟動，全國有 89 所國

立大學和 4 個研究機關從原屬文部科學省的行政機關改制為法人。政策

以整併組織、活用人力為方向（陳維昭，2007）。從情報學環與學際情

報學府籌設階段起，社會情報研究所便是實驗新猷不可或缺的一翼，有

近半的成員參與新體制的研究與教學。至此，終於併入情報學環與學際

情報學府。

　　情報學環與學際情報學府專屬的基幹成員，現占全組織人數的三分

之一，多是原社會情報研究所編制內的人。社會情報研究所乃戰前帝國

大學文學部新聞研究室垂統而成，歷史已有 75 年，但體會時局與潮流，

毅然併入情報學環與學際情報學府，75 年魂魄，再藉新面貌和新體質

延續。如此組織生命的承傳、開拓與超越方式，難道沒有值得國內老牌

新聞傳播學府觀摩思考的地方？

　　合併後的情報學環下設「学際理數情報学」、「文化‧人間情報学」

和「社会情報学」三學科，中譯似可稱為「跨數理的資訊學」、「文化

與人的資訊學」和「社會資訊學」等。

　　學際情報學府規畫課程，以探討凡總資訊現象為內容，有下列五種

學程：

　　文化與資訊學程：以資訊為觀點，系統重編文化與科學各領域的知

識。21 世紀有種種課題，從生命現象、進化、身體知覺，到現代文化、

媒體、影像、文本、文獻、素養、學習環境等，培養不論理論或實務能

處理這些課題的人，是此學程目標。

　　社會資訊與傳播學程：培養分析媒體、傳播、資訊攸關的社會與文

化現象必備的學識，及能發展社會資訊學術的新生代研究者。

　　學際數理資訊學程：21 世紀，不論社會、產業或個人的資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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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數理知識的資訊學都是基礎學識。除了培養學生在此基礎領域繼

續深入研究，更希望領域內的學生能多與其他領域互動協調，開拓資訊

學的新前線。培養具此研究能力或表現者，是此學程目標。

　　綜合分析資訊學程：以電腦、網路等資訊科學為主，比如側錄或觀

測衛星所得的大量數位資訊，必須藉助於機器傳輸到某實體場所，以供

分析，最好且能經過跨領域的研究，才能發展出對實體社會有實效的資

訊學。培養這種研究能力，是此學程的目標。

　　亞洲資訊社會學程：亞洲各國正深受通信技術日新月異影響，有的

甚至由農業社會要蛻變為資訊社會。培養有洞察分析能力的亞洲學生，

珍惜亞洲人的觀點，蓄積解決亞洲問題的務實能力，也促進日本在亞洲

菁英圈的影響力，是此學程的宗旨。此學程全以英語授課，學年起迄

月份也改與歐美同，以排除不利於與英美國家競爭亞洲學生的障礙。此

外，提供獎學金和住宿方便，也是須加碼的競爭條件。

　　前四學程，除了透過一般入學考試錄取一定名額，還保留有名額專

門給社會在職人士，也為他們舉行特別的選拔。

伍、重視能實踐的知識

　　東大早從新聞研究所階段就有專為新聞專業教育而設的「研究生」

制度。研究生進出東大，無關可頒學位的高等教育，採學分制，可得修

課結業證書，與中文詞字同意不同。1980 年代前半我在新聞研究所時，

研究生名額相當有限。迨社會情報研究所階段，據稱每年招生 50 人，

凡各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在校生和畢業人士都可報考，錄取者上課兩年，

接受有關大眾傳播媒介、傳播學、新聞學、資訊社會的專業教育指導，

須獲 24 學分以上才能結業（劉雪雁，2002）。

　　研究生課程的特色是理論與實作結合。理論課由所內教師講授，實

作課則聘請資深績優業者指導。目標是學生可以學到相關的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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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瞭解媒體內部的運作。

　　研究生都各有專業或工作，照顧社會情報研究所的學業都須用盡業

餘時間，堪稱辛苦，但報名者眾，顯示希望進入大眾傳播行業工作的人

多。也的確有不少研究生結業或大學畢業後入行工作，如願以償，或是

考入東京大學的大學院深造，另闢學術研究的人生。

　　前述有社會在職人士就讀學際情報學府四學程一事，不能與深有歷

史的研究生專業教育制度混淆。前者可進修學位，後者多純為就業。但

學際情報學府四學程會保留名額專門給社會在職人士，反映其教育不侷

限於理論，頗重視能實踐的知識；更意味情報學環也可藉此管道，引入

業界實務經驗於激發想像和研究。參訪期間，我們親見本職在朝日電視

台管理階層的學生參與水越伸教授研究室的研究案。水越伸教授研究室

當然不是特例。

　　慶應義塾大學今年新創的媒體設計研究所更進一步，規定學生參與

研究案是義務，標榜其課程是 Real Projects，要真能將創意與發明轉為

商品、生產內容、建立新企業，或說服政府修正法規、改造行政系統，

十足彰顯了創校者「日本現代思想之父」福澤諭吉（1835-1901）力倡

實學的傳統（福澤諭吉，1979；丸山真男，1995）。

　　國內也有產業界管理階層人士回校園教室進修，各校各領域在職專

班裡不乏這種身影，但參與學術研究案者，聞所未聞。

　　東大不只可見產業中人進校園當學生、進教授研究室參與研究案，

也常見業界資深歷練者進校園當教授，主持研究案。2006 年 11 月 22
日出席敝院媒體素養研究室主辦第四屆台日媒體教育論壇宣讀論文的桂

敬一教授就是典型（桂敬一，2006）。他歷任日本記者俱樂部總務部長、

日本新聞協會研究所研究員、所長，重要著作等身，1988年 4月 1日起，

東大新聞研究所禮聘他當教授，兼任大學院教授，（東京大学社会情報

研究所，1999）直到 1995 年 3 月 31 日退休，（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

所，1999）期間因眾望所歸，還差一點出任社會情報研究所所長。



392	 新聞學研究半世紀── 1967-2015

　　不只東京大學有此開闊人事制度，北海道大學戰前同屬帝國大學，

戰後同屬國立大學，現在同屬國立大學法人，早於國立大學階段（1999
年 4 月起），同樣聘資深新聞工作者高井潔司任其大學院國際廣報媒體

研究科專職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高井潔司於讀賣新聞社服務 27 年，歷

任德黑蘭特派員、上海特派員、北京支局長以及論說委員等職（高井潔

司，2007）。他 2007 年曾順道過訪新聞館本人研究室，也拜會過本刊

馮主編。

　　舉二人為例，因皆有淺交，巧知一二。雖滄海「二」粟，可見一斑。

　　有歷經兩個時期的資深學生點出，東大學際情報學府的課程比社會

情報研究所的還重視實踐（劉雪雁，2002）。制度更張、組織再造，必

有宗旨。立實破虛，應該就是東大這波大改革的宗旨。

　　我也是這個研究所的老校友，以個人經驗，東大的新聞傳播教育務

實不弄虛，是其長年可見的神髓，與國內同道比，更是明顯。其實，也

不只教育如此，研究何嘗不然。東大這一波情報學環與學際情報學府的

變革，於台灣訪客的啟示，就是勇於變革、視野開闊、重視能實踐的知

識，也從現實人生中發掘研究動機和汲引創意。

　　東大建校迄今已 130 年。慶應義塾大學的歷史比東大還久，今年恰

好創校 150 周年。論年歲，都非國內學府能望其項背，但東大、慶應等

校反而組織柔軟，高瞻遠矚，勇於變革，頻創新猷；國內學府，「傳統」

兩字往往是不動如山者標榜歷史久遠的資藉，可見歷史可以成人，也可

以誤人。

陸、餘音

　　行文至此，似乎文旨已達，於讀者文責也了，餘待誌記存念者，私

人生命際遇而已，但仍與東大新聞研究所有關。

　　我在東大新聞研究所的指導老師濱田純一先生 1984 年下半年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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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海外深造，他當時的職級是助教授。往後兩年他以交換學者的身份，

分別在美德兩國研究。這兩年顯然於他很重要，後來他發表的著作，都

與這兩年的研究有關。

　　濱田先生計畫遠行，不忘事先轉介我入荒瀨豊教授研究室。我也拜

見過荒瀨豊教授表敬，也上門向濱田先生致謝臨行還為我的事費心，一

切行禮如儀，就是心頭籠罩的青天霹靂難去：「在日本，換師門，還不

如去當浪人。」是耶？非耶？我也沒興趣去印證，總之，1985 年夏天，

我離日赴美，重起爐灶攻讀學位。濱田先生已先我半年赴美。

　　離日赴美的轉折，對我人生很重要，我分別於 1986 年和 1990 年在

美國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娶妻生女也都在那五年。

　　學業上修成正果，1991 年初得以返國，從此十五六年未再出境。

紅顏青絲政大老，政大校園東京大學來的消息極為有限。此次因公務須

參訪東大，出差是苦差，但能重晤故人、再探舊跡，又另當興奮。

　　行前最牽腸掛肚的事是爬書架找丸山真男（1914-1996）寫的《日

本の思想》和南博（1914-2001）的舊作《日本人の心理》。此兩書

1984 年從濱田先生研究室借取，來不及歸還，先生已出國。從此兩薄

書隨我赴美，又隨我歸台，期間也曾想藉航郵寄上，因不確定先生現況，

也不確定地址，怕萬一有失，還是寧可等能當面璧還和致歉的時日。天

可憐見兩書在我身邊一放就是廿四年，小心供著，不定期就得檢查有無

蟲蛀，生怕未還原主它們已撐不住了。

　　濱田先生 1995 年 4 月 1 日起就任社會情報研究所所長（東京大学

社会情報研究所，1999），2004 年 3 月本來以為得卸仔肩，可以回研

究室好好唸書了，沒想到 4 月 1 日起東京大學改制法人，他又給校長小

宮山宏徵召出任役員會理事兼副校長，一天到晚開會、協調、求人、推

公務，正也是我近年最恨而避不開的事。

　　此次參訪，我們停留在東大本鄉校區兩天，濱田先生只能抽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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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來會，忙不開，無可奈何的心情，我全能體會。

　　他收下我們專程也是專誠帶上的台灣好茶和木柵鳳梨酥，丸山真男

和南博的著作倒是再回贈給我當「友情的紀念」。「友情」云者，濱田

先生大我不到四歲，當年當他學生兩年，我是全職的國際記者，或許他

也不習慣視我如學生。闊別廿四年重晤，他髮黑依然，盛貌如舊，身材

沒變形，人品也沒走味，同樣平易近人，反而多了升格為大老後才得一

見的瀟灑自在，以前天天綁著領帶，西裝隨時上身，時刻在作戰，不敢

稍息；反而當年的學生，此刻滿臉霜雪，何者為師，何者為弟，外人應

難分辨。

　　不能免俗的，我們合照，再合照，當路照，站建築物前照。今年是

東大創校 130 周年，他送給老學生的，是合照空檔趕進校園禮品店買的

燒有東大簡潔但醒目 logo 的紀念鬧鐘。鬧鐘報時，最是警物。

　　送過鬧鐘後，師生握手，祝福，期許，然後他行色匆匆消失在另一

端路頭，趕已遲到的會去……我呆立路中央看。廿四年闊別換不到一小

時再會，這是人生？

　　因何呆立？腦海裡不免翻騰起浦島太郎遊龍宮和丁令威化鶴歸遼東

的故事而已。

　　極目乾淨整潔，仍有故人可見，論落差震撼，我不如浦島太郎。合

理可靠，有禮殷殷，現實際遇，也免我於丁令威之難堪。但廿四年轉瞬，

時不我與之可嘆，不遜分毫，此生命「資訊」，能怎麼述說傳播？

註釋

1. 拙文 2008 年 7 月 25 日投稿，未及刊出，東大已於 11 月 27 日推選

濱田先生為第 29 任校長，2009 年 4 月 1 日起上任，任期六年。情

報學環教師與研究人員編制約五十人，全東大講師以上有選舉權者

共 2,309 人，濱田先生從十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第四輪投票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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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理工學系的競爭者 206 票（読売新聞，2008 年 11 月 27 日）。

可見傳播學環雖小，出身傳播學環者，能耐卻忒驚人。業師出任東

大校長，鄙人與有榮焉。只是知他已任新聞研究所所長三年、社會

情報研究所所長四年、東大副校長四年，校長一任六年，任滿之日，

計十七年心力於行政，以我所知濱田先生回研究室讀書研究之宿

志，真是如之何？此註乃經主編惠允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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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服 v.s.抗拒
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 *

王毓莉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中國社會結構隨著改革開放演變，伴隨著政治領域權力的減

弱，經濟領域和社會領域的權力正在逐步成長，原先政治領域壟斷一切

權力的單級結構，正在向三個領域分享權力的多級結構轉變，造成社會

自由空間的出現和不斷擴大（田中初，2005）。

 ……過去針對中國相對較市場化的新聞媒體產製相關研究，側重

在針對特殊媒體的新聞個案進行敘事文本或內容分析的考察（武婧，

2006；姜紅、許超眾，2008；孫旭培，2001 年 12 月 18 日；高菲，

2006；喬雲霞、胡連利、王俊傑，2002 年 10 月 18 日）。然而，這樣

的論述，不足以解釋現階段發生在中國大陸新聞產製端的種種現象。

 本文主要期望援用耶魯大學教授 James C. Scott，佐以法國大學思

想史首席教授 Michel Foucault，對於「權力」（power）與「反抗」

（resistance）的論述，發展出研究架構。並透過深度訪談法與文獻分析

法，深度訪談對象包括一向被認為改革派的南方報業集團內不同媒體的

新聞工作者，以及透過中國大陸新聞學者的解讀，期望更全面性與深入

* 原文刊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110 期，頁 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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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瞭解改革派傳媒，在面對中國高度國家權力控制下，新聞傳媒在從事

新聞報導產製時，新聞主管與工作者，在馴服與抗拒的過程中，發展出

怎樣的隱藏式抗爭策略。

 ……研究者嘗試突破困境，透過前南方報業集團局內人的牽線，採

用滾雪球方式，成功訪問上海、廣州、北京三地的 13 位受訪者，其中

包括 8 位新聞實務主管或記者（包含現任主管、卸任管理階層、曾被整

肅的卸任主管、與一線新聞記者），和 5 位具有相關研究背景的新聞傳

播學者。基於研究主題的敏感性，本文將受訪者意見作匿名處理（見表

一）。

表一：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對象

（姓名筆畫序）
職稱或職業經歷 訪談時間 訪談城市

S1 《南方都市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S2 《南方周末》新聞工作者 2009.06.22 上海

S3 《南方都市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S4 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主管 2009.06.17 廣州

S5 中國青年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者 2009.06.25 北京

S6 前《南方周末》新聞主管 2009.06.19 廣州

S7 前《南方周末》新聞工作者 2009.06.19 廣州

S8 《南方周末》新聞部主管 2009.06.19 廣州

S9 復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者 2009.06.22 上海

S10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者 2009.06.26 北京

S11 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學者 2009.06.26 北京

S12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 2009.06.17 廣州

S13 《南方日報》新聞工作者 2009.06.18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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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架構發展與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引用 Scott 在 1985 年《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和 1990 年

《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
tance: Hidden Transcripts）兩本著作中（Scott, 1985, 1990），對於農民

反抗與農民政治中權力的運作觀察，並佐以 Foucault 規訓與圓形監獄的

分析，做為研究架構發展的主軸。

一、弱者的武器

 Scott 的研究重點，主要不在於農民的反叛與革命，而是將注意力

轉向了農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諷刺、磨洋工、1開小差、裝傻賣呆、

小偷小摸、暗中破壞、流言蜚語等等。這些手段，被他稱為「弱者的武

器」（郇建立，2007）。

 ……這類反抗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幾乎不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

畫、利用心照不宣的理解和非正式的網路、通常表現為個體自助的形

式、以及避免同權威發生任何直接的、象徵性的對抗。此種做法，避免

了公開的集體反抗風險（郇建立，2007）。Scott 指出，弱者的反抗，

也並非微不足道，限制了許多統治者的野心，縮小了國家的政策選擇範

圍，並產生了深遠的影響（Scott, 1985, p. 36）。

二、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

 支配者從未絕對控制整個舞台，在權力運作的網絡縫隙中仍有縫

隙。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間，可區分出「公開文本」（public tran-
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 Scott, 1990）。

 Scott 指出，農民運動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開地與權威結構產生

衝突，但終究可達成抗拒的目的。他認為過去相關研究的取材，皆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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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量的公開檔案或官方的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官方文本中，被

支配團體的表現、動機、與抗拒行動的解釋，受到主流菁英分子的影響，

無法清楚地反映出被支配團體的行為，因為被支配團體往往也會隱藏其

意見，使其不呈現在官方的文本或檔案中。公開文本指的是支配者與其

宰制的從屬者之間的公開互動言行，如：佃農雖然會在背地裡咒罵地主，

但在地主面前又必須表現得必恭必敬，所以如果只是觀察這些表現在外

的公開文本，無法掌握兩者間權力運作的精髓，只有從隱藏文本觀點切

入，才可以找到隱而不顯的抗拒行動（Scott, 1990, p. 2）。

 ……由於 Scott 不相信公開文本是權力交鋒的全貌，所以他提出了

隱藏文本的概念，他認為如果公開文本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在舞台上的

表演，那麼隱藏文本就是發生在幕後的論述與行動，而且此部分是權力

所有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他認為如果要瞭解權力的運作全貌，更需

要去觀察被支配者在隱蔽處的「下層政治」運作，亦即被支配者如何偽

裝、如何發展、又和公開文本間有怎樣的關聯（Scott, 1990, p. 4）。

 Scott 認為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之間，是不斷鬥爭的區域，而非一

面實牆（Scott, 1990, p. 14）。不過，Scott 也提出，這並不是說公開的

言行，便是虛假的，而隱密的言行才是真的，更重要的是研究兩者之間，

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

 ……本文試圖借鑒 Scott 隱藏文本的抗爭策略角度，觀察長期受到

政治權力控制下的中國大陸新聞工作者，如何追求新聞專業主義的表

現。

三、Foucault「規訓的權力」與圓形監獄

 Foucault 希望探討的不是以往那種由上對下的傳統式高壓的壓迫統

治權力，而是主張權力也是可能產生由下對上的抵抗，是一種存在於自

身運作範圍內的直接生產作用。……

 Foucault 指出，權力規訓有幾個特點：首先，權力不可被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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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所擁有，或是被一方獨佔有，而是存在於所有社會關係中。權力是

動態的、流動的，並非靜態的。其次，權力不只是壓迫性，也是生產性

的。第三，權力存在於微視面的日常生活，強調微細（capillary）分散

的權力觀，反集中化（汪育如，2005，頁21）。最後，有權力，就有抗拒。

Foucault 認為，權力並不如傳統認為集中於一個中心點，而是有對抗，

應該在「力」的範圍內，分析權力機制，這樣可以擺脫長久以來，迷惑

政治思想界的君主，也就是「法律體系」，從力的關係內在的戰略出發，

去研究權力機制（Foucault, 1978 ∕尚衡譯，1992，頁 74-82）。

 然而透過規訓，卻依然會產生反作用力，現代權力機制為消除此一

潛在危險，設計了監獄制度（黃煜文，1978，頁 175）。Foucault 以英

國哲學家 Jeremy Bentham 設計的「圓形監獄」為例說明，透過圓形監

獄的掌控，將罪犯彼此之間作隔離，卻又能夠在同一個空間內以方便監

視，透過種種曲折的通道與光學設計，被囚禁者甚至看不到監督者的影

子。透過監視者與被監視者不對等的設計，不但能夠預防被監管的人有

串通共謀的危險，還能避免權力來源直接遭受反抗（Foucault, 1977 ∕

劉北城、楊遠嬰譯，1992，頁 200-201）。

 ……本研究認為，Scott 的理論適用於，探討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

二元主體權力交互情況，對於解釋中國傳媒組織中，存在政治權力者、

媒體主管、一線記者三者間關係，與可能產生的自我監視狀況，有所不

足。而 Foucault 的權力論述，則著重在分析支配者如何「馴服」？被支

配者是如何「被馴服」，以及如何讓支配者無從反擊，但實際上中國大

陸的傳媒環境，仍存在著下對上的抗爭情形，這種抗爭存在於媒體與國

家機器、媒體與消息來源、傳媒主管與記者，各種不同權力關係中，而

Scott 的抗爭論述，正好可以補足。因此本文決定以兩者做為研究架構

的發展。

 然而，權力關係的各種面向，相當多元而複雜，但是限於篇幅，本

文主要聚焦在：國家機器與新聞機構間權力關係、國家機器與新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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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權力關係、新聞主管與一線新聞記者間權力關係、以及新聞工作者

（主管與一線記者）與國家機器間的隱性抗爭。進行以下研究問題之探

討：

研究問題（一）： 中國大陸的國家機器，如何控制新聞媒體？

研究問題（二）： 新聞媒體管理階層，在馴服抗拒之間，扮演怎樣的

角色？

1. 「圓形監獄」的全景敞視主義與自我監視效果，是否產生在新

聞媒體的組織與管理階層中？

2. 新聞媒體管理階層，在權力運作的規訓機制與圓形監獄中，扮

演何種角色？是支配者還是被支配者角色？或是雙重角色？

研究問題（三）： 新聞媒體工作者，如何實踐新聞專業的抗爭策略？

1. 中國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其抗爭策略的「公開文本」與「隱藏

文本」表現與執行為何？

2. 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間，交互滲透與鬥爭的過程為

何？如何測試底限？

參、國家機器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

 ……改革開放以來，中國大陸對媒介的管理與規制，一開始傾向只

作宏觀的原則性規定，但近年來，日益演化成越來越微觀和具體的管

制，如：針對具體個別的媒介內容，進行干預。與中國形勢大好的經濟

領域的改革，正好相異（胡正榮，2007 年 4 月 15 日）。受訪者（S3、
S4、S7）指出，中國的傳媒面臨的管制，是隨著政局與政策而持續變動，

時鬆時緊，在夾縫中求生存，並且找尋任何可能與言論空間，進行博弈

的機會。

 至於地方媒體的新聞控制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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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間的三角關係。而曾華國（2006，頁 225）研究也指出，由於

問責制度下，地方首長希望保住烏紗帽，因此地方宣傳部長背負著，不

要出亂子的責任。為了粉飾太平、不驚動中央，地方政府傾向控制新聞

來源、對中央級媒體不友善、以及希望地方媒體不報自家省內醜聞。

 受訪者指出，出事的單位就算第一時間來不及阻止記者採訪事件，

但從採訪後到完稿刊登，有足夠時間讓相關單位找關係，反應到上層，

因此記者從地方採訪回來後，往往禁令隨之而至（S1）。而當地方首

長沒有攔截到新聞稿時，在下達禁令時，往往以紅頭文件 2 或撥電話來

執行（S8）。過去常以紅頭文件下達禁令，近幾年的大都直接電話打

進編輯部，且不准錄音，一方面可以不留書面證據，另方面控制可更即

時與直接（S5、S8）。

 而政府對某則新聞下達的禁令，往往沒有解除的期限，媒體只能等

風聲過後，再找機會報導。如下來的是指責媒體的文件，那麼報社內部

有專門的委員會要負責處理寫報告（S2）。至於處置媒體的手段，有針

對個人與組織。如：因報導西藏問題，《南方周末》主管遭到中宣部直

接點名，必須退出第一線工作，且不能任正式職務。中宣部甚至曾經規

定南周內部人員，禁止接受外媒採訪，甚至派兩名員工長期進駐報社，

監管內部一舉一動（S7、S11）。

 除了前述直接而明顯的新聞控制外，尚有多重規訓化的機制與策

略，如透過間接迂迴的手段：使用通稿、公關施壓或說情、視線轉移、

及封口費的方式，來進行新聞控制。

 ……此外，用紅包賄賂收買，或是俗稱的「封口費」，也是權力對

於媒體的一種控制方式。越是富有、或與政商關係越好的媒體，在輿論

監督上的表現便越弱，在商業化利益誘使下，有些記者會去領廠商紅

包，或是參加有利益性質的記者說明會，媒體們俗稱此種會議為「吹風

會」（S5、S7、S11、S12）。「紅包」或「車馬費」成了新聞圈的潛規則，

實際上不合法。這樣的潛規則在媒體當中也不容易被揭露，因為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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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者都默默認同行內不說行內的事。沒有拿封口費的記者礙於陋習，

也不會去揭發其他拿了紅包的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訪者（S2、S5、S10）均提出，不同地區新

聞管制鬆緊程度也有差異。廣州、上海、北京之間差異很大，此與當

地發展歷史和權力結構有關。如上海是新聞重要的發祥地，同時也是

1960 年代文革思想發源地，所以意識形態的控制，一直都是比較緊的，

以偏左的意識形態，來遮掩經濟的偏右，管制常比北京更嚴。廣東的地

理位置特殊，媒體不報導，隔天香港的媒體也會報導，且當地領導人也

較開明，因此新聞氛圍較開放，也因此孕育出《南方周末》，這樣批判

性相對強的媒體。

 然而國家機器對於新聞控制的力量雖大，如同 Foucault 所言，權力

是生產性的，也就是說越多的壓制，反而往往會造成更多欲禁制的內容

被陳述。透過規訓產生的反作用力，出現在跨地區新聞輿論監督的報導

類型、以及來自於網絡媒體的壓力。……

 ……以下針對研究問題（二），分析新聞媒體管理階層，在馴服抗

拒之間，扮演的角色。……

肆、新聞媒體管理階層在馴服與抗拒之間扮演的角色
分析

一、新聞媒體組織與管理階層中的全景敞視主義與自我監視效果

 ……部分受訪的管理階層（S3、S6、S7）表示，中國媒體工作者

的自我監督，確實存在，而此機制甚至是報社經營下去的必要條件。在

踩到底線之前記者必須要有所拿捏，衝動的記者雖然較有衝勁，但往往

分寸也拿捏得不好，此時身為媒體主管，出面說服與協調變得十分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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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媒體在選題上，也產生自我設限的偏向情況。媒體中對科學

文教類的報導題材偏多，主要不是因為此議題特別重要或受市場歡迎，

而是由於政治與社會議題，通常敏感性高，不好碰觸（S1、S6）。上

述管制階層的痕跡，事實上在媒體單位中似乎屢見不鮮。趙華（2008，
頁 29，101）針對央視節目分析便指出，中央電視台台長楊偉光，也曾

停止記者已完稿的調查性報導在【新聞調查】節目中播出。其過程是該

台長預先揣摩上意，不等權力者發佈報導禁令，便從經驗上判斷播出

後，應會被懲處，而自行停播，產生自我監視的效果。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 Foucault 所說的全景敞視主義與自我監視

情況，在中國大陸媒體組織與管理階層當中，確實存在。值得注意的

是，媒體並不是任何時候都會順從壓迫，在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前提的情

況下，有些媒體還是會有所抗拒，將於後文中說明。

二、新聞媒體管理階層扮演的角色分析

 ……中國大陸媒體的內部，採取三個階層的管理機制。由上而下，

依序是：主編（高階）、主任（中層），記者（基層）（肖經棟，

2010，頁 78、85）。主編與主任，則同屬於媒體中間管理者的職位。

 媒體中間的管理階層，實為對上對下的雙頭角色，扮演居間的協調

者。上級往往透過電話，或是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文件對媒體下達禁令。

如果報導出了問題，媒體主管便需要出面對上做「檢討」（S8）。一

如何清漣（2007，頁 255）在論及南方報業集團的主管任務時指出，向

上級主管單位寫檢討，是《南方周末》總編輯必練的基本功。

 中國大陸媒體常被要求和政府站在同一條線上去解決問題。但新聞

媒體通常在挖掘新聞議題後，發現事件多為民間抵制政府的角度，一旦

報導，便容易違反中央的決策，反之，如完全遵循中央決策，則引起民

眾反感。此時管理者居中，一方面基於新聞專業，須讓記者繼續從事報

導，另方面又得從旁了解與釐清事件狀況，協助政府透過溝通，化解問

題（S1、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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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不同於 Foucault 所假設的環場監獄的情

況，新聞媒體主管，除了身兼管理者與協調者的角色以外，在媒體這個

「監獄」裡，犯人有可能跟管理者，站在同一陣線抵抗上級權力壓力。

也就是說，在監獄的想像裡，管理者總是幫忙對下壓制犯人，但是在新

聞媒體這個行業，新聞記者有時往往能夠取得管理者的庇護，不總是需

要聽命於權力。一位受訪記者（S3）即表示，

昔日記者和編輯爭取採訪權，是一種常態，記者拿出一

個麻煩的稿子，編輯愛死了，因為你是行使了報社的權力和

義務，因此當你受到一些處罰時，大家都能理解，但不會因

此讓你丟了工作……

 在中國媒體組織的環境裡面，管理者確實難為。受訪者以《南方周

末》歷任總編輯舉例，新聞主管本身的信念與態度，影響著其站在官方、

或是站在一線記者多一點（S8）。在不同的領導風格下，記者所能發

揮的舞台，也會有所變化。

 一位曾擔任《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新聞部主管的受訪者認

為，他會要求第一線的記者不要自我審查，因為後面的審查已經夠多

了，這不該是第一線記者要管的事，往上更高層，自然有人會做處理或

對外解釋的動作（S6）。因此，在受到長官庇護的前提下，受訪記者

（S13）便表示，之前曾經採訪某銀行行長打人的事件，行長威脅要打

給市領導，該記者與編輯討論後，還是決定先發稿出去，他認為南方集

團的報社，還是比較有理想性，批評下來時，只要不是重大失實問題，

來自內部壓力不大。

 《南方都市報》報導孫志剛 3 在獄中被霸凌致死的事件，激起了中

國大陸輿論的譁然，最後導致國家廢除了收容制度，廣東政府領導也因

此被認為有缺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前社長范以錦，在此一事件的處理

方式，則偏向保護記者，對上級做出抵抗。受訪主管（S8）說，南方

集團是依照逐一題材與政府進行博奕，透過控制情緒與發揮理性，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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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報導拉回新聞本位。

 ……《南方周末》因時常牴觸政府禁令，編輯主管屢次遭政府撤換。

有些新管理者上任後，無法獲得底下員工認同，此時記者會採取較為抗

拒的態度（S8），在管理者沒有充分取得協調的情況下，《南方周末》

便爆發過大批記者的出走潮，此事件看在許多資深記者眼裡，依然覺得

殊為惋惜（S2）。

 至於在新聞媒體管理階層馴服、抗爭策略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方

面，由於新聞媒體管理階層，面臨對上（國家機器）、對下（基層新聞

工作者）的雙重角色，因此，在雙頭角色上，都有馴服與抗爭的作為。

在媒體工作者的行為與新聞文本的呈現上，所謂公開文本和隱藏文本，

實為一體兩面的存在關係，公開文本背後，隱藏了行為者想要表達的隱

藏文本。……

伍、新聞媒體工作者實踐新聞專業的馴服與抗爭策略
分析

 處於第一線新聞媒體工作者，看似在權力生物鏈的最末端，必須向

支配者馴服，然而在新聞實務的運作上，也不難發現第一線的記者，或

者單打獨鬥，或者與媒體主管共謀，出現對國家機器抗爭的行為。……

一、新聞工作者抗爭策略的「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分析

 ……本文以隱藏文本的分析架構為依據，匯整出一套屬於中國大陸

媒體工作者的避禍抗拒策略，分別為：「時空轉換策略」、「責任轉移

策略」、「報導事實策略」、「合縱連橫策略」、「反客為主策略」、

及「鑽研漏洞策略」六種策略。並將每個策略的實施方法，分析如下：

（一）時空轉換策略

 中國大陸對新聞的管制，呈現時鬆時嚴的狀況。時空轉換意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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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採訪與刊登報導的時間與空間策略，來突破新聞控制的限制。

1. 等待時機法

 各種國內外的重大事件，都會影響到當時中國有關單位，對於新聞

管制的鬆緊程度，例如奧運時期外國媒體增多，所以管制相對開放。但

待奧運結束後，正好遇上世界金融風暴，局勢不平靜，所以又再管制，

待平靜後又會再開放。故針對某些重大新聞，以南方報業集團為例，即

使禁令已經發下來，通常還是會要求記者把採訪作完，先儲存起來，等

待中央級的媒體發佈，再趕緊跟進，或是等到禁令較鬆時，再將報導發

出，上述種種進退的考量與作法，皆是為了避免冒險衝撞（S2、S4、
S6、S13）。……

2. 見縫插針法

 有時記者報導被禁令牽制住，但一旦情勢改變，便能把握時機，將

許多不能被報導的訊息，偷渡進報導裡面。如《21 世紀經濟報導》資

深記者左志堅（2010，頁 226）指出，該報曾經想報導上海市官員貪污

腐敗的相關案例，但當局嚴令不准報導，於是他們便將稿件暫且按住

不發。幾天後，因別的案子，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孫路遭到司法判決，

便趕緊趁著寫孫案的時候，將本來不敢報導的消息，通通隱晦地寫了進

去，成功偷渡了本來被禁止的案例。

3. 減少權力反應的時間

 ……過去任職於南方報業集團高層主管便表示，一些禁令或重大事

件，媒體可以搶在有關部門通知或禁令到達之前，把報導發佈出去。如

檢察院的案子後續，可能會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案子，都會規定要

等到審判結束後，才可以進行報導，記者就會利用開庭前空檔，把報導

刊發出去。這種媒體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電子與網際網路媒體都適

用（S2、S13）。

 值得注意的是，網路的興起，似乎更有助於抑制權力反應。有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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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路消息的報紙，當天採訪，當天出稿，報導速度迅速，報導往往在

官員還不知情時，便已刊登出來（S1、S2、S3）。

4. 版面乾坤挪移法

 媒體編輯有一種隱藏文本的編輯手法，即利用報紙各個版面不同空

間，把會被政府盯上的重要新聞，排在報紙不起眼的地方。受訪者當中

一報紙主管，便提到觀察中國報紙的時候，不要只考察頭版頭條，因為

頭版的內容，往往都是跟政治妥協過後的產物，有時反而是監督力度最

弱的文章（S2、S8）。……

（二）責任轉移策略 

 為避免自身或引述的消息來源，被秋後算帳，中國大陸新聞工作者

轉移自身責任，以規避責罰的方法，便應運而生。

1. 隱匿消息來源法

 受訪者（S1、S10）指出為使自身不受到權力的報復，記者將有爭

議的新聞來源隱匿。……

 有時權力單位規定，實體媒體不得被轉載時，如《南方周末》會將

消息放在南方報系的網路上，此時其他媒體要轉載《南方周末》的報導，

就可以改以轉自網路的名義，而不違反規定（S13）。此外曾任職南方

報業集團的受訪者（S7）指出，報社一開始在文章上為編輯者掛名，

但此制度後來取消，有時也模糊化報導的時間、地點，目的是為了保護

採訪記者。

2. 轉換消息來源法

 將消息來源轉換他處，使得自己不會成為第一的帶頭揭露報導的媒

體，自然也能避免遭到究責。通常受管制相對不嚴的媒體，也就容易收

到其他消息來源所提供的報導題材。如有一件新聞《新華社》記者早已

知悉，但礙於政治崗位不便報導，此時便可以私下將消息來源分享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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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媒體，等當地媒體一報，《新華社》便可跟進報導，且不用冒政治

上的風險，因為這時，報導的不是他們，他們「只不過是跟著報」罷了

（S1、S5）。

 另外，網際網路的興起，也提供了新的博奕籌碼給傳統媒體。《南

方都市報》的「網眼版」，若某件事件事涉敏感，可能無法報導，記者

編輯可能會自己上網站發帖，引發討論後，再以網路熱帖的名義來報

導，其實很多案例都是記者自己做的（S9）。這就是利用事實不可以報

導，但謠言可以報導的漏洞，將消息來源順利轉換成不好攻擊的目標，

順利躲過受罰（S5）。

（三）報導事實策略 

1. 強調新聞事實法

 涉及批評性報導時，報導過程必須將各個新聞訊息進行平衡客觀

的梳理，以確保事後官方追究時，能提出有利的報導事證來保護自己

（S2、S10、S12、S13）。也因此，像經常被官方盯上的南方報業，內

部就規定，報導不能再用「據記者瞭解」等類似的模糊字眼，必須把資

訊源交代清楚，以此來規避一些事後審查的風險（S2、S13）。「可以

有不說的真話，但決不說假話」成了《南方周末》的一句經營口號。如

此一來，有關部門就算想要打壓，也不知從何下手。

 其中從事新聞編輯工作的受訪者也表示，只要把事實報導出來，不

一定要站在哪一邊，而且政府官員也抓不到你的把柄。如報導某人因為

某事被抓了，卻絕不談他被抓對不對。只說政府準備推什麼政策，但絕

不論政府推這個對不對。其實閱聽眾都是聰明的，只要媒體把訊息播報

出來，不用媒體去表達立場，他們就能知道（S1、S6）。

2. 春秋筆法

 ……透過較隱晦的方式，進行打游擊、曲裡改旁、指桑罵槐。在特

地的背景下，就是能讓人看得懂，甚至讓官方理解是一套，但民眾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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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又是另外一套（S2、S6）。

 發展特殊的寫作體例風格，以撰寫故事夾敘夾議的報導陳述方式進

行，被《南方周末》主管稱為「南周的話語系統」。是刻意形成的一種

風格，並形成共識，對於一些可能比較敏感的事件，使用比較隱晦的話

語來包裝，對於禁止說的話，採取打游擊的春秋筆法，實行隱藏式文本

（S6）。

 另外，針對某些事件，官方常規定要報導就只能使用《新華社》通

稿。有些媒體便會改採用寫社論的方式，在內容中夾敘夾議，或導入感

性訴求的故事，藉此弱化文章的批評力度（S3）。

（四）合縱連橫策略 

 在中國新聞界，有時候獨家反而是危險的。……地方媒體編輯常需

要對照參考中央級媒體的報導議題，以避免內容特立獨行被官方盯上，

此動作被稱為「對版面」（S10），這和其他國家媒體「搶獨家」的思維，

非常不一樣（S2、S6、S13）。

1. 民粹法

 利用廣大的民意，迫使主管單位屈服，在中國已成了一種越來越有

效的辦法。像是遼寧省西豐縣，因為記者報導一篇題為「遼寧西豐：一

場官民較量」的新聞，而派警察來抓記者。當事人下台後，七、八月又

在其他單位偷偷上台，網民發現後，窮追猛打，搞得該書記又被迫下台，

該單位被迫表示官員任命是有問題的（S5）。

 受訪的媒體主管（S1、S2、S4）樂觀地認為，輿論環境不管多艱難，

民意興起，一定就會開放。其中，網路扮演尤其關鍵的角色，網路發達

的地方也比較容易出新聞。……即指，老百姓有意見―上網發佈―形成

民意、輿論―然後傳統媒體編輯報導。如此利用民眾的力量，讓權力者

對於新聞報導，必須做出一些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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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突圍法

 中國大陸雖然缺乏有影響力的記者組織，但是小範圍的記者組織還

是存在。……媒體之間雖不連繫，但勾結，並保持良性的互動。由於中

國大陸媒體有地區的差別，不同媒體管制的鬆緊程度不一，有時候是與

國外媒體合作，有時是與中央級媒體合作，如果中央媒體監視得緊而不

能報，就送到廣東等相對開放的媒體去報導。如果還是被管制，就再送

到網路上去報導，只要讓新聞上了談論平台，就有機會成為全國性大新

聞，給了官方壓力（S1、S5、S8）。

 《南方周末》在媒體陣線之中，便時常獲得其他媒體不敢報導的消

息，等《南方周末》一報導，其他媒體便以盟友之姿紛紛跟進，形成更

大的報導力量（S8）。這樣的方式有合作也有競爭，但是至少在禁令

頒布以後，如能利用這些彼此合作的方式進行突破，對於報導策略而言

也是相當有效的（S2）。

（五）反客為主策略 

 ……有的記者，會主動將事件送交到上一級的政府進行審查。或是

訪問上一級的政府，以上司來當做靠山，讓低層涉弊單位較不敢有所異

議（S1、S2）。就像是記者想要批評江蘇某一學校，便可以先將報導

給江蘇省教育廳看，然後直接去採訪，這樣就可以說是政府經過採訪許

可的，要求對方配合採訪（田中初，2005，頁 237）。

（六）鑽研漏洞策略 

 中國大陸沒有成文的《新聞法》，各種管制報導的禁令沒有具體法

規條文可尋，記者便有了許多找漏縫鑽的機會（S10）。例如官方禁令

規定：事實不可以報導，那謠言並未禁止報導。因此有些記者便以猜測

性的報導方式，同樣把事實勾勒出來（S4）。

 事實上，跨地區新聞輿論監督的作法，便是記者利用漏洞所鑽研出

的突破報導方式。地方政府對媒體監督本地政府有嚴格的管制，但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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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不能去監督別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眼看媒體不是監督自身，因此

就睜隻眼閉隻眼，媒體因此又成功地創造出額外的報導空間（S5）。

 綜合上述，可發現記者能夠避免被權力打壓的方法有相當多，這也

是中國大陸特殊的體制下，所產生的媒體獨特現象。其中記者的反抗行

為，可以是個人的、也會運用集體行動的合縱連橫，相互形成鬆散的記

者聯盟，彼此合作達成報導目的。跟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比較，這些策

略顯得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

二、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間的抗爭分析

 在中國政府對新聞的管制下，中國媒體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在

報導重大、或較敏感的議題之前，必須要先經過主管單位的審核，或是

向上級「請示」。對於大部分記者都懂得，報導前應該要清楚底限在哪

裡，勤於向上級「請示」，才不容易誤踩紅線（肖經棟，2010，頁 4）。

尤其是越靠近中央，且市場化程度不高的媒體，越是需要請示，播出前

的送審，更是自保的最好手段。

 ……為了要最大可能的拓展新聞的模糊邊界，各種抗爭手法，其實

是媒體轉型生存的必要手段。新聞改革雖然有明確的邊線，但政府的新

聞禁令是具體的，一旦實際應用在新聞實務上，還是無法將各種複雜的

實際情況窮盡，這時在安全區與禁區之間，就會出現灰色地帶。媒體必

須善用一些之前描述過的「邊緣突破」、「打擦邊球」等具有中國特色

的「底限」和「技巧」，來不斷地測試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張志安，

2010）。

 而對於具有衝勁的記者來說，灰色地帶是新聞實現主動性、開拓

性、創新性的最好時機。每一次在灰色地帶的衝擊，都有可能把危險的

東西轉化為合法和安全的事情，進而逐漸縮小禁區，使之成為事實而

讓大家接受與習慣（田中初，2005，頁 224）。如針對「不准報導」、

「暫不報導」、「謹慎報導」、「不要炒作」、「以發通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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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發稿發表」等不同的說法，記者就可以有不同的發揮空間。這是

根據長久以來的新聞實務經驗，所判斷出來的策略（田中初，2005，頁

234）。

 在這樣的測試與打擦邊球的抗爭中，媒體一些測試底限的「創意」

便很常見。例如 80 年代初期，廣東《羊城晚報》復刊不久，發生了一

起船難意外，死了兩百多人。有關單位馬上封鎖消息，要求媒體不許發

表死亡人數。當時《羊城晚報》吳姓總編輯，便將記者調查到的資料，

整理以後發表見報。有人問他為何不發表死亡人數？他回答：「不，我

只發表生還人數。」此例便是記者鑽過禁令上的漏洞，將想要發表的訊

息發佈出去的案例（田中初，2005，頁 235）。

陸、結論與討論

 中國大陸政治體系對新聞體系控制權力的行使，對中央級媒體採取

自上而下嚴密的控制，地方媒體則在地方保護主義之下，接受來自中央

與地方政府，雙重的權力控制。除了直接的新聞控制外，多重規訓化的

機制與策略還包括：使用通稿、公關施壓或說情、視線轉移、及封口費

的方式，也被用來進行新聞控制。

 本研究發現，Foucault 所說的全景敞視主義，在中國大陸新聞組織

與主管機構中，確實存在，接近圓形監獄的機制，存在於新聞媒體體制，

其中，政府扮演監督者，媒體管理階層，如同獄卒，而第一線新聞記者

就像是犯人。

 然而，媒體並不是任何時候都會順從壓迫。新聞媒體管理階層，同

時扮演著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雙重角色，採用公開文本，表示對上馴

服，另一方面，也透過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對下展開馴服管理措施。

至於其抗爭策略，則常基於避禍或庇護記者，選擇與記者站在同一戰

線，運用類似排版技巧或版面區隔等「隱藏文本」的手段，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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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工作者的抗爭策略與隱藏文本的執行方式表現在，「時空轉換

策略」、「責任轉移策略」、「報導事實策略」、「合縱連橫策略」、

「反客為主策略」及「鑽研漏洞策略」上。且可發現，記者的反抗行為，

可以是個人的、也會運用集體行動的合縱連橫，相互形成鬆散的記者聯

盟，彼此合作達成報導目的。

 李小勤（2007）指出，傳媒的越軌對組織而言，並非衝紅線、有意

識地對立，其本意是推動正當的爭議，甚至是對核心意識形態的維護。

但因為核心意識型態張力與衝突，多在幕後，是統治階層隱蔽的腳本，

需要傳媒的推測揣摩，所以傳媒的弦外之音，往往會碰觸到某些敏感地

帶，嘎然而止。

 然而，本研究顯示，即便在新聞控制嚴苛的中國，對於權力抵抗的

隱藏作為，確實存在於新聞實務界。在中國的新聞體制，未能從事根本

的制度變革之前，本文無意探討這樣的抗拒策略，最終將導致怎樣的結

果，因為權力端終究擁有中國新聞傳媒的生殺大權。過去中國大陸新聞

的相關研究，重視分析公開文本，忽略了 Scott 所說的權力研究的死角，

本文價值在於觀照新聞工作者隱藏文本的反抗策略，企圖勾勒出新聞控

制權力的作用力與反作用力。整體而言，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與支配者

間的交互滲透與鬥爭，是相當激烈的，通過一次次的衝撞與測試底限，

其目的雖然不是為了創造一個全新的體制，而是期望透過每次與支配者

的交鋒，在嚴密的新聞控制下，拓展新聞專業表現的空間。

 此外，中國大陸目前對於新聞媒介的新聞控制，已經避免赤裸裸公

開行刑式的強制性作為，而是採取各種不同的干預與施壓手段，規避社

會各方與國際社會的譴責。在一個尚不具備充分新聞採訪權的中國大陸

新聞界，更是需要運用本文所提的隱藏文本抗爭策略，為採訪與報導爭

取更多的新聞專業空間。

 學者曾針對台灣報社研究指出，媒體配合新聞工作者對組織與新聞

專業的效忠，形成一種封建式權力關係，因而他主張發展新形式的迂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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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回應新聞工作自主（張文強，2002）。本文呼應這樣的觀點，並建

議中國大陸的新聞工作者應持續採取隱藏文本策略，為推進新聞自由空

間而努力。此外，中國大陸的新聞專業教育中，則需要多傳授隱藏文本

抗拒的技巧，讓新聞界的生力軍未來投入實務界，藉以在中共政治權力

控制下，盡可能地發揮新聞專業主義精神。

註釋

1. 磨洋工，意指在一定時間內可完成的工作，但是採取怠工方式，慢

慢做。

2. 不同於立法規定的法律、法規、規章的公佈於報刊媒體的發佈方式，

而是在權力機關和有關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內部層層傳

達。文件的結尾都會有傳達到哪一級的要求，比如省軍級、縣團級

等，有的還有密級要求，如加註絕密、機密、保密，因其上部的標

題為紅色，人們習慣稱之為「紅頭文件」。

3. 孫志剛事件發生於 2003 年，指的是原籍湖北黃岡的孫志剛被廣州

市政府執法機關以三無人員的理由收押，拘禁期間被收容所員工毆

打身亡的事件。此事件雖經官方聲稱為收容所員工犯罪的個案，卻

引發了中國國內對收容遣送制度的大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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