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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經驗親近的回溯式參與觀察 

2000 年 12 月，筆者進入有線電視新聞台的第一個工作，就在地方新聞中心

任職，一直到 2003 年 12 月底，歷經兩家有線電視新聞台，總共在地方新聞中心

擔任三年多的採訪主管，一直到 2008 年的工作職務，還是經常必須與本研究的

研究對象─駐地記者，進行工作連繫。在這個研究主題中，筆者的切身經驗，除

了是研究動機，長期參與觀察的累積，也是部份研究資料的來源。 

但是，與被研究在相同的職場和相同的研究場域，筆者是媒體的主管，身

處於駐記者與資方之間的位置，對於駐地記者扮演權力監控的角色，對於資方，

也經常與駐地記者一起進行趕工遊戲。在勞動過程中，經常對於駐地記者的破壞

性回應感到不滿，但也經常對於資方過度剝削駐地記者的不合理勞動環境難以認

同；在研究方法上，既是參與者，也是研究者。不管是身為那一種角色，在進行

研究時，如何以完全參與者的角色，獲得更深入的資料，但又要避免形成研究過

程中的偏見，或是破壞研究倫理的平衡，是一個必須探討的問題。 

Burgess（1982）在討論田野研究裡研究者的角色問題時指出了，在參與的

過程中，角色的雙元性，會造成一種角色的衝突，而 Gans（1982）也認為，如

果能夠妥當解決參與和觀察兩者之間的問題，將能夠使參與觀察真正成為一個既

個人又科學的研究方法。 

對於參與觀察的方法學上的爭論，在西方學界，一個被多次引述的說法，

竟然是借用中國人畫鯉魚的方式，來說明民族誌所想要達到的一個整體觀。這個

故事是說，中國畫師畫鯉魚，不單是知道鯉魚的形狀、研究其解剖之細部，或是

了解鯉魚體質上的功能，還得摸清楚鯉魚穿梭其中的蘆葦叢，還有藉以隱身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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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及鯉魚游動時的水紋，這些不只是環境，而是「屬於鯉魚本身」。所以，

對鯉魚進行理解，應該是整合魚的環境與行動，以及所有與魚有關的各種情況

（Morly,1992／馮建三譯，1995: 265-304）。 

鯉魚與所生活的環境，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進行觀察，然而，人要「參

與」魚的生活，是有些困難，人如果真的下水去，恐怕會把水底世界弄得一團亂，

反而，什麼也看不清楚，雖然，很多研究者不一定會承認，被研究者，始終只是

「他者」，就好像許多文化人類學者的反省，認為從研究者主體出發，為被研究

者所作的發言，再怎麼努力也可能只是他者的想像。 

對於這種反省，當然也有人不以為然，不能進到水裡與鯉魚同游，不代表

完全不能研究鯉魚。另外一種意見認為，不管是從政治或認識論上做這樣的推

論，到最後會成為一種「唯我知識論」。Morly 舉了個例子反諷的說，如果依照

這樣的標準來檢驗的話，馬克斯針對勞工階級所做的研究，就成了完全沒有意義

的東西，因為「馬克斯本人不是勞工階級的成員」（Morly,1992／馮建三譯，1995: 

265-304）。研究偏差社會學的 Howard Becker 也說過，難道研究販毒，自己也

得變成販毒者嗎？研究賣淫，難道真的去賣淫嗎？又或者，男人就不能夠研究女

人嗎？（Becker,2008）。 

人與魚的故事，是要說明，要研究魚，就得盡量深入魚的世界，當然，人

不一定要真的變成魚，才能試圖去了解魚的世界，但是，如果一隻受過學術訓練

的魚，回過頭來研究自己及所生存的水域，是不是會比人更有機會，摸索到問題

在那裡？ 

魚不會使用人類的語言溝通與研究，還好，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

創造的事物，如果毒販願意的話，經過訓練與對話之後，一個毒販反身過來以自

己所在的場域作為研究對象，應該是要比一般學院研究者，有更多的機會再現毒

販的世界。 

人類學家 Geertz（1983／楊德睿譯，2002）對於人類學界在田野之中，是

否真能進行「設身處地的同情」的參與觀察，外來的研究者，如何能「從土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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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來看事情」，提出一些質疑與反省，Geertz 借用了心理心析學家柯胡（Heinz 

Kohut）所架構，稱之為「經驗親近」（experience-near）與「經驗疏遠」

（experience-distant）兩個概念來說明，所謂經驗親近的概念，指的就是擁有某

種符合所在情境的身分主體，其直覺的就能夠清楚說明他所看到的情況，而且可

以與相同處境裡的同伴輕易分享這些觀察；而經驗疏遠指的則是，精通於某種觀

察對象的專業者，對被觀察客體所進行的情感投注。 

以實際的情況來說明，一個在船上工作的水手，可以很清楚的說明他在船

上所看到、所理解的現象與經驗，而且可以輕易與其他水手溝通，這是經驗親近

的例子。而經驗疏遠的例子，則是一個擁有專業航海學知識的教授，上了船與船

上的水手一起相處，也許可以有些較具系統性或抽象性的整理，但就是不能像原

本船上的水手，在觀察與思考時，都是那麼的直覺，而是經過知識的理解，才能

完成認知的過程。這兩個概念，在 Geertz 的認為裡，並不是相互對立，只有程

度上的差別。經驗親近者易流於自說自話，而經驗疏遠者又容易把觀察所得，整

理的過度抽象，提出來檢討，就是要提醒研究者這兩種體驗的差別與侷限。 

要如何突破經驗親近與疏遠之間的隔閡？以《The outsiders》這本著作深研

標籤理論（labeling theory）知名的社會學家 Howard Becker，本身就是個專業的

鋼琴師，他在音樂圈子裡做社會學研究時，很少表明研究者的身份，也很少進行

正式的訪談，多數時候，他都在傾聽與記錄其他樂師之間的互動，大部分的觀察

都是在工作之中進行，由於他擁有深厚的音樂底子，所以音樂人的大部分話題，

他可以輕易掌握，當然，Becker 也承認，豐富的觀察經驗也可能形成嚴重的偏見，

所以還得有深刻的反省與各種檢証方法配合，釐清到底那些知識是對的，那些是

錯的（Bulmer,1982; Becker,n.d;Becker & Faulkner,2008）。 

Becker 在為朋友出版的一本有關觀察法的書籍，所寫作的介紹文章裡，也

提到了自己年幼到青年時期，許多在芝加哥這個大城市裡的觀察經驗，特別是在

酒吧裡演奏的那些年裡，看到各種光怪陸離的現象，都不是一般社會學家想要看

就能看得到。這些城市角落的觀察，經過反省與檢視，都形成他日後研究偏差社



 

 65

會學很重要的問題架構。所以，Becker 主張，社會研究者最好是能夠「研究自身

之所在的事」（Studying something you are part of ），也就是自身熟悉的人與事，

作為研究對象（Becker,n.d;Becker & Faulkner,2008）。做為一個局內人，帶著理

論與問題，再來研究自身所處的環境，是「回到」而非「進入」，本來就是既有

文化的一員，自然可以減少進入異文化的摸索與適應，「那裡」（there），並不

會比「這裡」（here），更適合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Bulmer,1982；黃劍波，

2007）。 

Bulmer（1982）整理指出，回溯式參與觀察（retrospectiv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可以說是一種學術的經驗回憶（experience recollected academia），

除了前述的 Becker 之外，回溯式參與觀察開始的研究案例，還有二次大戰之後，

西方許多社會學者，包括交換理論代表人物社會學家 George Homans 在內，在進

行軍隊文化的研究時，就是經常憑藉他們當年入伍服役的經驗；Ned Polsky 進行

撞球間裡的偏差社會學研究，也與他早年長期窩在撞球間裡打撞球的經驗有關；

英國一名警察 Simon Holdway 被派到大學去在職進修，他選修了社會學幾年之

後，再回到警察局裡，就隱身在同事與長官之間，開始以警察局裡的人與事進行

參與觀察研究，靠著這些紮實的資料與研究，最後改行在大學教書。 

Bulmer 將一般的隱密式研究（covert research），與回溯式參與研究，研究

者的角色改變，做了一個流程的比較。見圖 3-1。 

本研究的研究步驟，筆者由於長期置身其中，早在著手進行本研究之前，

就已經累積許多與駐地記者及媒體組織相處的經驗，等於是七、八年來天天都在

參與觀察，駐地記者的工作行為與媒體織的處理方式，早已十分熟悉，得以回溯

式參與觀察法，將筆者與部分駐地記者及地方新聞中心在家記者之間的互動，置

入研究的脈絡之中。當然，主觀的認知經驗，並非完全可靠，為免自己的偏見影

響研究資料的效度，所以也得針對其他新聞台的駐地記者與媒體主管，透過半結

構式的參與觀察以及深度訪談，獲得更充分且具效度的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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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回溯式參與觀察研究者角色比較圖。 

資料來源：摘自“When is disguise justified? alternatives to covert participant 

obsversation＂, by  M. Bulmer,1982, Qualitative Sociology.5(4), 255. 

 

Bourdieu 認為，新聞場域中的記者，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是場域內根據

不同性別、年齡、教育、體制所塑造而成的新聞工作者，思維模式有著高度的同

質性（舒嘉興，2001）。引用這樣的看法，並不是說當下的新聞記者已經全部都

被場域裡的力量打造成一模一樣，或者，在類似的結構裡，就是有一個所謂記者

的本質存在，只是要說明，目前的電視新聞記者，在特定的政經結構裡，其工作

表現上，有著相當高的相似性，況且，各電視台的駐地記者，全國總合也沒有超

過一百人，這樣一群新聞工作者的勞動遭遇，可能擁有研究者從未發現的特殊現

象或問題，在研究方法上，半開放性質的觀察研究以及深度訪談，應比結構式的

量化調查表格，更能夠發現這群新聞工作者的勞動過程中特有的處境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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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觀察面向與觀察訪談設計 

本研究主題區分兩個部分，包括媒體組織對駐地記者的控制，以及駐地記

者的回應，由於筆者自身在媒體組織的架構裡，相對於駐地記者，處於形式上的

控制階層，等於是一個完全的參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Gold,1958），在

日常的工作經驗中，操作過各種控制的方式，得以回溯式的參與觀察，將之前與

駐地記者互動的經驗整理，也透過與他台的駐地記者及採訪主管的觀察訪談，並

且取得內部的工作指示函件，以及委由其個人進行自我記錄，獲得部分非正式的

個人文書資料。 

由於必須擴大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還得先擬定觀察的問題，或者是訪談

題綱，觀察問題的訂定，是根據原先的研究問題而來，並且方便接下來擬定觀察

計畫、選擇觀察方法，得到所需要的觀察或訪談資料（陳向明，2002）。 

本研究引用謝國雄（1997）的台灣研究中，所歸納的件制工人所產生的意

識型態後果，針對駐地記者的在勞動過程中的回應問題，作為觀察與訪談的題

綱，包括了「擬似小頭家意識」、「純勞動意識」、「虛擬的自由意識」、「件

工特殊之階級意識」，來探索電視台駐地記者的勞動過程。 

一、純勞動意識：駐地記者每天該交出多少則新聞，才算是完成一天的工

作？工作數量與媒體主管所認知的之間有落差嗎？如果前一天工作到深夜，隔天

上午還會被要求上工發稿嗎？如果當天有很多新聞事件，或者已經採訪了多則新

聞，自己能夠決定該交給主管新聞的數量嗎？ 

電視台編制內的駐地記者，顯然不是論件計酬的件工，就電視台僱主而言，

所購買的是駐地記者的勞動力，但是，駐地記者是在勞動過程中的自我認知，是

不是也有類似的心態？又或者駐地記者只是認為自己所販賣的是一件件的新聞

半成品，導致勞資雙方對於超額勞動的認知不同，以致於產生剝削的情況。 

二、虛擬的自由意識：件制的工人沒做就沒錢，但是，駐地記者在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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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如果沒有任何新聞議題或突發事件，可以不發新聞嗎？或者，駐地記者能夠

自己決定何時發新聞，何時不發新聞嗎？如果不滿原屬的媒體，要換另一個媒體

工作，容易嗎？ 

編制內的駐地記者，自然不會有不發稿就沒有薪水的問題，但是在上班日，

也很難可以完全不交出任何工作業績，不管是偷吃步，還是趕工遊戲，都是一種

自由意識的展現嗎？ 

三、擬似小頭家意識：駐地記者雖然是第一線的基層記者，不管有沒有接

到來自主管的採訪指令，是否能夠自己決定報導的內容，以及工作活動的時間？

駐地記者的工作時間，是否有較大的彈性，可以兼顧記者工作以外的生活？ 

擬似小頭家意識似乎意味著勞動者可以這個工作結構中，對自己的工作內

容有更多的決定權。從這個面向來探察，在相關的勞資及聯盟結構中，是如何形

塑駐地記者的主體意識，以及回應資方的生產策略。 

四、特殊階級意識：駐地記者的本份是什麼？駐地記者是如何認知／建構

自己的本份？如果不「認份」，有什麼抵抗的策略？有沒有考慮過選擇離職？駐

地記者與同業、主管之間，是否存在著「互相」的意識？如果有的話，為什麼這

樣的「互相」意識可以持續？ 

勞動者的「本份」或「甘願」，並不一定是依照著勞動契約或是勞動法令

的規定行事，往往在於特定的處境中，在勞動者與管理者之間，因為特定的權力

關係會建構出不同的相處之道，勞動者特殊的階級意識，或者說是本份或甘願，

是如何產生、如何影響勞動者在職場中的「互相」意識。 

至於觀察計畫，則分為幾個部分。 

一、觀察與訪談的對象、內容：筆者在有線新聞超過七年的工作歷程，與

駐地記者的密切接觸經驗，是本研究最重要的參與觀察研究基礎。不過，在擴大

觀察範圍到駐地記者的工作與生活面時，筆者明顯是一個外來者，角色從完全的

參與者，退縮至作為參與者的觀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Gold,1958），

在這個部分，相較起來，不管是參與時間及參與程度，就不如作為媒體主管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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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全參與者的角色。 

另外，也將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結合，對桃園縣、台東縣的駐地記者的工

作情況，包括與媒體主管之間的連繫，還有同業之間彼此互助的情況。之所以考

慮選擇這二個縣市，桃園縣是唯一各台配置兩名甚至兩名以上的駐地記者12，至

於台東縣，則是各台駐地記者的聯合力量相當大，曾經把電視台派駐該縣市的駐

地記者，給逼的請調離開或辭職。透過這幾個型態不一的縣市，來了解各駐地記

者的勞動實況。在訪談的部分，還包括桃園縣、台東縣、花蓮縣、基隆市、嘉義

縣、台南縣的縣市多位駐地記者，還有五位地方新聞中心資深特派員及主管，還

有一家新聞台的副總經理，及某地方政府的官員。詳細的受訪名單可參見表 3-1。 

訪談對象中，一部分徵得受訪者同意，具名表示意見。但有部分涉及較敏

感事項者，為避免引發不必要的困擾，也有部分受訪者與所屬單位，以代號稱之。 

二、觀察地點：觀察的地點，主要在於駐地記者每天工作生活的範圍，可

能包括住家、車上、新聞現場、傳送影帶的機房等。惟有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細

節觀察，才能夠盡量了解各台駐地記者的每日勞動狀況。 

三、觀察時間：桃園縣與台東縣分別觀察一個工作日。花蓮縣駐地記者因

為受訪者的時間限制，透過電話以間接訪談方式進行。 

四、觀察方式：駐地記者工作十分複雜，參與駐地記者勞動過程時，不容

易隨時都有空間進行筆錄，所以記錄方式將以筆錄及錄音兩者交互進行。在觀察

當中，也會對被觀察的駐地記者進行深度訪談，訪談的結構將隨著現場的工作狀

況，配合觀察問題一起進行，以觀察型的記錄，盡量描寫出受訪者在訪談內容之

外所呈現的細微互動。 

五、觀察效度：由於筆者本身擔任電視台採訪主管，進入到駐地記者工作

的場域，很可能引發駐地記者的疑慮，擔心是假研究之名行視察督導之實，反而

無法觀察駐地記者工作的真實面，所以，除了表明筆者的研究者身分之外，部分

縣市，也透過他台駐地記者的協助，以不具職場權力關係的他台駐地記者為主要

                                                 
12 一名主跑桃園地區新聞，另一名主跑中正機場新聞。東森新聞台還一度多達四名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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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訪談對象。另外，包括回溯式參與觀察及訪談，以及非正式的個人記錄資料，

都可能存在若干偏見，及個人利益所造成的隱匿問題，所以大部份的觀察問題，

也都以相關檢驗法，也稱作三角檢驗法（triangulation），結合訪談與觀察，透

過不同的受訪者與被觀察者，反覆檢驗所獲得的資料，盡可能提高其效度，或者

稱作真實性、一致性的檢測（陳向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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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訪談名單 

中天新聞台桃園駐地記者簡正峰 

訪談地點：桃園機場 

訪談時間：2008，4 月。 

某新聞台特派員 A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8，5 月。 

公共電視台東駐地記者章明哲 

訪談地點：台東縣政府記者室 

訪談時間：2008，5 月。 

丁新聞台副總經理 M 

訪談地點：丁新聞台 

訪談時間：2007，10 月。 

東森新聞台台東駐地記者吳宜霖 

訪談地點：台東縣 

訪談時間：2008，5 月。 

C 新聞台台南駐地記者 G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7，5 月。 

東森新聞台嘉義駐地記者吳瑞興 

訪談地點：東森新聞採訪中心 

訪談時間：2007，5 月。 

C 新聞台資深在家記者 B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7，10 月。 

年代新聞台台東駐地記者李明德 

訪談地點：台東縣某餐廳。 

訪談時間：2008，5 月。 

T 新聞台地方中心副主任 N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7，5 月。 

TVBSN 花蓮駐地記者李汪勝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8，5 月。 

丙新聞台駐地記者 D 

訪談地點：D 記者自宅。 

訪談時間：2008，5 月。 

中天新聞台特派員戴淑瓊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7，5 月。 

某縣市政府官員 K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8，6 月。 

民視新聞台南部中心主任黃揚俊 

電話訪談。 

訪談時間：2007，5 月。 

東森新聞台基隆記者呂國寶 

提供工作日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