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 - 

第 2 章 相關研究 

2.1 新聞供稿服務系統 

對於新聞供稿服務系統的相關研究，目前已經有針對特定新聞編採組織所設計之新

聞供稿系統。包含 Fagrell 為廣播電台記者設計之 FieldWise 系統[31]，林頎堯為電子報

建立之虛擬新聞室[5]，以及孫龍祥與陳昶任以大學報為例，為平面報紙建構的「跨平台

整合之新聞流程管理系統」[11][17]。 

Fagrell 以廣播電台的新聞採訪為例，針對廣播電台記者的特性，建構了 FieldWise

系統[31]。Fagrell 指出，廣播記者的工作具有以下特性：工作具有時間限制，常需要在

時間緊迫下完成任務、採訪的工作需要許多人的合作，且需要滿足每個人員間的知識分

享、廣播電台的記者通常是分散在各地且隨時在移動的。 

因此 FildWise 系統著重於透過支援各種行動裝置，使記者們可以在外地隨時連回電

台內的系統取得資訊或協助。同時也會紀錄記者們的實際位置，當記者們需要協助時，

即可隨時尋求週遭記者的協助，加強分散於各地的記者間的互動與合作。由電腦輔助群

體合作（Computer Support Cooperative Work，CSCW）的觀點，FieldWise 可在記者填寫

線索或稿件時，自動分析新聞內容中的關鍵字，並利用新聞的關鍵字作為索引，幫助記

者收集要採訪新聞的相關資訊，或者進行深入的長期追蹤。從本研究對於新聞供稿系統

所提出的系統架構觀點，FidleWise 建立了內部供稿系統，並且支援完整的 CAR 子系統

之功能。 

林頎堯以交清電子報為例，建構了以電子報編採流程為主的「電子報虛擬新聞室」

[5]。林頎堯將虛擬新聞室定義為：「透過各種電腦連網作業，以方便記者的交稿、改稿，

編輯的畫版、修正，乃至於溝通協調、相互交換訊息及查閱資料等原先必須在新聞室內

完成的工作，使得這群可能分散於不同地點的新聞守門人，彷彿是在同一個辦公地點工

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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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電子報的採訪流程，林頎堯也做了完整的分析，提出一套理想的虛擬新聞室，

應該包含「自動化的編輯流程」、「內容豐富且易於檢索的工作參考資料」、「閱讀及

更新容易的訊息公佈管道」，與「方便而有效的內部溝通工具」等四項主要功能。林頎

堯所建立的虛擬新聞室，涵蓋了內部供稿系統與上稿系統的功能。同時驗證了虛擬新聞

室應用在電子報編採流程的可行性，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發展基礎。 

孫龍翔認為，電子報與傳統平面報在產製稿件的工作流程仍有其差異[11]。陳昶任

將新聞媒體依據基本特性分為「電子媒體」與「印刷媒體」兩類[17]，電子媒體強調的

是時效性、觀眾參與度及普遍性，而印刷媒體則著重於深度性、訊息持久與重複使用性。

因此孫龍翔與陳昶任同樣以政大大學報為例，提出一套能符合平面媒體供稿流程的稿件

產製流程自動化系統。 

陳昶任所提出的「跨平台整合之新聞流程管理系統」，強調其跨平台的特性。將包

含線索與稿件等新聞內容以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格式儲存，並利用可

延伸樣式表語言（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XSL）將新聞內容以不同外觀呈現，

提供不同的終端用戶閱讀。 

此系統在電腦輔助新聞報導方面，亦提供一套能幫助記者尋找新聞線索的機制。每

日將新聞群組（News Group）上的訊息轉成 XML 檔案儲存，同時陳昶任根據其管理新

聞群組的經驗，利用不同規則來過濾與分析新聞群組上的討論內容。最後將從新聞群組

中所找出大眾所關心的議題，提供記者作為參考之用。除了提供新聞編採流程上的輔助

之外，新聞流程管理系統中的稽核子系統詳盡地紀錄記者與採訪主任等人員的行為，提

供可動態調整的稽核項目供管理人員參考。 

陳昶任所提出之跨平台整合之新聞流程管理系統，著重於內部供稿系統，並強調其

CAR 與稽核子系統的功能。同時，利用 XML 格式儲存新聞內容與提供不同的呈現方式，

也開始有了外部供稿系統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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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稿系統相關研究中，我們發現目前的研究多為針對特定的編採組織與特定新聞

媒材（如僅提供文字或語音新聞）而客製化設計。要套用到其他編採組織，甚至本身組

織架構發生變動時，系統便無法配合使用。基於相同的理由，在這些研究之中，也鮮少

提到供稿系統對外的供稿機制，與供稿系統間的新聞內容整合。因此我們希望能以前人

的研究為基礎，提出一套可適應不同組織架構，且能支援不同新聞媒材的供稿系統。同

時也為新聞內容傳遞，以及供稿系統間的內容交換，提出一套基本架構。 

2.2 新聞內容管理 

雖然在新聞供稿系統的相關研究中，對於新聞內容管理，包含新聞傳遞與交換，以

及搜尋機制等部份少有著墨。但此議題近年來在國際上已經逐漸受到重視，Castells 指

出新聞內容是具有高價值的資訊，對於如何輔助新聞內容的建立、管理、存取與發行也

是相當重要的議題[30]。在新聞內容傳遞方面，有 Vogels 以分散式架構提出的 Astrolabe

系統[45]。Yang 與 Castells 分別以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語意網（Semantic Web）

作為切入角度，針對新聞內容的搜尋機制進行相關研究[48][30]。Kumar 建立自動將新

聞內容轉換為語音新聞的「Samachaar Vanni」系統，作為新聞內容的應用服務[35]。 

Vogels 指出目前以 Web 為基礎的內容傳遞，多採用 pull 模式運作[46]。由用戶端自

行連上伺服器取得新聞內容，同時也必須自行連回伺服器確認更新資訊。此模式下用戶

端常會取得重複的資訊，比較沒有效率。採用 RSS 技術可讓用戶端僅取回新聞內容摘

要，以判斷是否有需要取回完整內容。同時使用不同的標籤註記內容的更新狀態，減少

不必要的資訊傳遞。但 RSS 仍然採用 pull 模式運作，無法避免傳遞重複的資訊。 

Vogels 認為比較好的內容傳遞方式，應該採用 push 模式，直接由新聞提供者將內

容主動傳遞給用戶端。因此採用其所發展的 Astrolabe 系統[45]來建構新聞內容傳遞架

構，採用點對點（Peer-to-Peer，P2P）架構建立「協同式內容傳遞網路（Collaborative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來提供新聞內容的發行與訂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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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洲在對於國內新聞網站的品質調查中指出「目前的新聞網站形式具備，但是在

深度、廣度部份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原因在於並沒有方便且內容豐富的資料庫查詢系

統，且沒有辦法將新聞資訊轉為知識[12]。 

Castells 與 Yang 指出目前的新聞搜尋機制，仍停留在以關鍵字為基礎的查詢。但是

採用關鍵字查詢必須要對於新聞內容有相當程度的了解，才知道要如何下正確的關鍵

字。且關鍵字也常會因各人解讀不同，造成同樣的內容卻產生不同關鍵字的情形。以新

聞的發展為例，在新聞事件的發展初期，各則報導間的字彙可能尚未統一。例如 SARS

在新聞報導的初期，可能採用非典型肺炎、廣東怪病…等詞彙。如果只以 SARS 為關鍵

字來查詢，則容易流失初期的重要報導[48][30]。 

Yang 針對新聞事件的特性，來改善原有新聞分類演算法的弱點[48]。他指出通常在

報導同一則新聞事件在內容上都很近似，且時間也會相當集中。當內容近似的報導在時

間上卻有差距時，則可能是針對同一主題的不同事件的採訪，例如不同的颱風或地震

等。而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在不同的時間點上可能會採用不同的辭彙。Yang 根據以

上三點特性，提出的 GAC（Group-Average Clustering）與 INCR（single-pass incremental 

clustering）兩種演算法，分別在短期新聞偵測與長期新聞追蹤上都有不錯的效果。 

Castells 所提出的「Neptuno」系統則採用語意網技術[30]，依照國際報業電訊委員

會（International Press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IPTC）所提出的新聞主題分編系統

（Subject Reference System）中的項目，將新聞內容依照各個領域建立其知識本體

（Ontology）。讓使用者使用「語意」來查詢相關的新聞內容，最後將結果以 XML 格

式傳遞給使用者，並使用 XSL 來轉換不同的呈現方式。 

在新聞內容的應用服務方面，Kumar 提出的「Samachaar Vanni」系統可自動將新聞

供應商所提供的新聞內容轉換為語音新聞，供使用者收聽[35]。Samachaar Vanni 系統會

先過濾出所取得新聞內容的標題，放在整節新聞的前段，同時為每一節的新聞加入歡迎

與結尾詞句。最後將每則新聞分別製成 HTML 格式及語音檔案，提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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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訊科技對新聞產製之影響 

除了從資訊科技的角度探討新聞供稿系統的設計之外，也有許多研究從傳播與管理

等不同領域的觀點，探討採用資訊科技對於新聞產製流程或參與其中的新聞從業人員有

何影響。 

傅旋針對中時報系與聯合報系下的八家平面報紙，研究資訊科技對於新聞產製工作

之影響[18]。研究發現，採用資訊科技對於增加新聞內容的豐富度、提升新聞版面的精

緻度，與對新聞報導深入性的分析具有正面效益。但從網路上取得的消息不易查證，容

易因為疏忽而降低了新聞內容的可信度，這點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陳彥佑從傳播作業管理的角度，以傳播生態學中的前饋與回饋的概念，來探討資訊

科技對於新聞產製作業管理的影響[16]。陳彥佑實際建立一套虛擬新聞室進行實驗，結

果顯示讓新聞編採組織達成凝聚共識是導入資訊科技成功的主要關鍵。同時也帶來「打

破組織成員時空限制」、「促進組織溝通」、「知識與經驗分享」及「提升作業品質」

等正面效益。 

東森媒體集團以大編輯台的概念，採用「跨媒體作業平台」串聯旗下的報紙、網路、

電視與廣播等四種媒體的新聞編採作業。而東森媒體集團也成為許多研究案例探討的對

象，李宗嶽、洪海音與黃湘玲等人即對跨媒體作業平台導入後，對於新聞產製流程所產

生的影響提出相關研究[3][8][21]。 

洪海音以東森媒體集團的新聞工作人員為對象，研究新聞從業人員的網路行為與跨

媒體作業平台運用之相關性[8]。洪海音認為東森的「跨媒體作業平台」能發揮新聞資源

整合綜效，且其員工的網路使用行為與對於跨媒體作業平台的認知與使用行為，具有高

度關聯性。東森採用跨媒體作業平台後，已逐漸培養員工的多元性專業需求。同時員工

也能認同經由專業訓練，來提升對於不同媒體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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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上，跨媒體作業平台同時建立了某種形式上的知識典範轉移，這種知識典範

轉移包括了：對於資料收集、判讀、過濾與彙整能力。因此洪海音建議，從業人員必須

培養一套具資料判讀的基本邏輯能力，有系統性地執行資訊篩選工作。 

相對於洪海音之研究，李宗嶽與黃湘玲則認為東森媒體集團對於跨媒體作業平台的

導入，仍然存有不同的問題。 

李宗嶽將新聞作業平台歸納為「資源共享」、「產品加值」與「價值活動再造」三

種層次[3]。在資源共享層次，強調平台中各類媒體間在新聞產製過程中的資源必須能彼

此互通。產品加值層次，在於平台須能創造衍生性產品，達成「一次生產、多次使用」

的策略。最後的價值活動再造層次，其新聞產製過程將從線性且單一的製播方式，轉變

為即時且多元化的新聞產製模式。 

李宗嶽認為東森跨媒體作業平台，在作業流程的部分，其設計僅是人員集中統一調

度的便宜行事。並未真正落實資訊的有效交換，達成資源共享與整合的目的。也未能發

展衍生性價值。 

黃湘玲同樣指出，東森跨媒體作業平台的策略規劃，僅限於內容與資訊交流，而未

進入完全的組織整合[21]。在各媒體間並無實質的運作機制，較接近於數位平台整合概

念。組織整合程度認知上之差異，顯示策略規劃在理想與實質效益間的斷層。而在組織

未完全整合的情況下精簡人事，會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表現。最後核心媒體的選

擇，也會影響資源共享的成效。 

雖然商業上的策略經營管理不在本研究的範圍中，但這些相關研究中仍然有值得關

注的問題。我們強調整合不同媒體間的資源，達成資訊交流與資源共享的目的。但是各

個不同媒體間，仍然具有不同的特性。這些特性包含了媒體對於新聞的要求，例如平面

報紙要求較高的守門程度，而廣播、電視與網路則對時效性有優先考量。此外不同媒體

間的新聞產製所需花費的時間也不同，這些都是不同媒體間整合時所應考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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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聞內容標示語言 

陳百齡提到，除了有關稿件產製流程的研究之外，稿件產生之後的新聞資料儲存格

式也同樣受到重視[15]；而發展「新聞內容標記」，是強化新聞內容資料儲存的重要途

徑。從新聞供稿服務系統與新聞管理之相關研究中，我們也能看出以 XML 為基礎之詮

釋語言來作為新聞內容的儲存與傳遞時的格式，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IPTC 根據新聞內容之特性，針對新聞的傳遞、內容描述等方面分別提出了

NewsML、NITF、PRISM 等多項規格，並已經在國際報業間被廣泛運用。在本研究中，

我們採用 NewsML 來作為新聞傳遞時的新聞內容標示語言。 

2.4.1 XML 

為了使不同系統間的文件交換能夠有統一的格式，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在 1986 年制定了 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SGML），希望能作為制定不同標記語言時的標準。但由於 SGML

標準所定義的內容過於廣泛且複雜，因此並沒有被普及地推廣。反而是根據 SGML 所制

定的另一套標記語言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因為使用容易而被廣泛

的應用在網際網路上。 

雖然 HTML 因為使用者的方便而被廣泛使用，但也由於 HTML 的規範過於鬆散，

使得同一份 HTML 文件經由不同的剖析器（Parser），可能解讀出不同的結果。此外，

隨著網際網路發展，各界對於電子文件交換的需求量增加，需要制定更多類似 HTML

的標記語言。因此全球資訊網聯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在 1996 年開

始著手制定 XML 規格來作為將來定義其他標記語言的標準，並在 1998 年成為 W3C 的

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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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NewsML 

NewsML 是一種專門提供新聞媒體使用的 XML 格式，用來提供新聞的產製、交換

及傳遞等功能。NewsML 獨立於新聞媒材之外，能夠支援的從電視新聞到平面報紙等各

種呈現方式。此外，NewsML 提供了以下功能： 

一、允許各種格式與媒體型態。 

二、幫助新聞產製過程的發展。 

三、集合多個新聞內容。 

四、定義新聞內容間的關係。 

五、提供新聞組成中各部分的架構，並定義每個部分間的關係。 

六、同一個部分內，可選擇不同的呈現方式。 

七、可詳盡包含所有新聞內容，或者透過參考選擇包含部分內容。 

八、可搭配其他詮釋資料（meta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