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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深工作者的處境分析 

 

商業力量透過不著痕跡的紀律和制度，讓其下工作者點點滴滴被馴化，即便

沒有抵抗，在馴化的過程中，卻也因為與原本所受的新聞道德倫理框架不同，而

有著自我說服的過程。 

 

第一節 自我說服的過程 

一、 收視也算市場與娛樂的功能 

儘管收視率不代表市場，但電視新聞工作者遇到有收視率卻不符自己新聞理

念的操作時，卻常會拿＂市場就是觀眾想看的＂、＂滿足觀眾的關心＂這樣的想

法，來開解自己。 

 

李雙全自殺當天，檢察官再公布他生前欠債三千萬，我覺得還 
沒有判決，搞清楚再說，但新聞部經理說這是新聞，一定要播! 破 
壞名譽拉扯我的觀眾不知這件事，最後我想觀眾那麼關心，我還是 
播了。（受訪者 A3） 

 

有次公司想操作許純美議題，我硬把它想成拿錢買愛情的公眾現 
象。硬找一個價值。只好想市場就是觀眾想看的，就是公眾議題。 
（受訪者 C1） 

 

    2006 年七月，第一家庭駙馬涉及索賄弊案，電視台常常到駙馬家苦守，守

久了做不出新聞，開始做家中的管家阿卿嫂，竟發現一播到阿卿嫂收視率就飆

高，於是阿卿嫂透過電視台，成了 2006 年中，每個家庭中的話題人物。 
 

阿卿嫂受歡迎後甚至有反對者跑到她家罵她，我想背後義意是社 
會無法容忍不同立場的聲音，所以雖然不認為自己該去採訪她，但 
只好這樣說服自己。（受訪者 B） 

 
接下來，有的新聞台更操作出阿卿嫂買便當的新聞，可以從便當帶看出她都

吃什麼，一個個分析，實在想不出什麼公眾價值，這時觀眾關心，再度成為說服

工作者的好理由。 
 

有時侯，為了收視率的新聞操作，真的想不出值得公眾關心的價值時，娛樂

功能也能成為工作者說服自己的想法。阿卿嫂新聞很有收視率後，記者採訪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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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大炳學阿卿嫂的新聞，想來想去真的不知該不該排這則新聞，但看到畫面真的

很不錯，最後捨不得還是排了，我就開解自己新聞也有娛樂的功能。（受訪者 A1） 
 

而除非是獨家新聞，否則工作者最容易用反正別人也會做來開解自己，有次

發現一條公益團體心路基金會犯錯的新聞，考量到基金會平時其實很用心，而且

也是無心之過，想到新聞播出對公益團體打擊很大，本想不做，但後來一發現友

台也去做了，便不顧一切的把新聞發出去了。（受訪者 E） 
 

鐵道怪客很多臆測新聞，我根本不想播，但一看到友台用大大的 
標題打快報，堅持的心就動搖了。（受訪者 A2） 

 

二、 生存、大環境只能這樣 

相較於其他說服自己的方法，幾乎所有受訪者談到，其實歸結到最後，還是

為了生存，如果可以不要做了，這些早就都不是問題了。而求生存，其實有二個

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為公司要生存下去著想，而衍生出許多配合公司的作法。 
 

我不是公共電視，還是得考慮收視，VOGUE 雜誌和獨家報導不 
同，我還是談性的話題，但高雅的多，露骨不低俗是我的底限。 
（受訪者 C1） 

 

    另一個層次則是為自己生存著想，為了在公司存活下去，不要成為明天被檢

討的對象，不管公司祭出什麼樣的奇怪作法，要生存就得配合。 

 

三、 各方勢力壓迫更勝置入行銷 

至於置入性行銷，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一個共同的說法是商業力、政治力、黑

道勢力、老闆、社團、消息來源、甚至是記者去吃頓飯就被人影響，置入行銷只

是更透明罷了。 

 

    有人則是認為，比起收視率對社會的負面教化，置入行銷只要把關做的好，

接案有所挑選，還不如收視率影響大，至於對政府的監督，也只能自我說服，就

算沒接案，現在記者普遍水準低落，也做不出什麼監督政府的新聞。 

 

 

 

第二節 收視率控制下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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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許多工作者透過不斷的說服自己，以適應現今的電視新聞生態，或者

選擇離開，到非商業電視台工作，但其實留下來的人，也不一定全盤接受商業化

的規訓，也有人在控制之下，努力堅持找出收視率在數字高低之外，更深層的意

義。 
 

一、 收視率不是只有一種樣貌 

    1996 年電視台開始以 CPRP 賣廣告點之後，各台紛紛重視起收視率，當時還

是三台的天下，即便到了 1997-1998 年，TVBS 己經漸漸成為新興領導品牌，但

晚間新聞的收視率還是遠低於老三台的。 

 

    但當時 TVBS 卻能漸漸吸引廣告商的眼光，還是因為當時 TVBS 的主要收視

群是 25-45 歲的消費主力，早期擔任台視總經理，陸續轉任 TVBS 和民視總經理

的李光輝就說，台灣的收視率是反應中年以上男性中下階層的品味! 

 

    同樣的，2006 年中，三立電視新聞打破長期以來第四名的排名，一躍到第二，

但收視分析卻發現，其中政論節目大話新聞，是收視提昇的主力，被擠到第四的

電視台，則是再度以收視輪廓來強調，自己沒有輸。 

 

我們 25-35 歲人口還是收視第一，再加上前陣子收視取決藍綠 
頻譜，TVBS 對大話，我們用這兩點跟老闆解釋，他可以接受。 
（受訪者 C1） 

 
我們推出了高品質的國際新聞和關懷節目，收視率雖然不高，但 

我們挖掘出平時不看八掛新聞的那一塊人，對於要衝市佔率的領導 
品牌，非常重要。（受訪者 A1） 

 

除了收視輪廓的另一種解讀之外，收視數字要衝高，過去電視台執著於增加

收視人口，最近的收視分析卻發現，即便收視人數不是最多，但可以把收視人口

留最久，也能讓收視點急速增加。 

 
舉個最簡單的例子，10 人看 X 3min = 30cprp，但 20 人看 X 1min 

卻只有 20cprp，所以就算收看的人不多，但節目精緻化讓他可以留 
下來，卻也可以創造高收視點。（受訪者 A1） 

 
而要留住轉到我們頻道的觀眾，則鼓勵工作者朝精緻化前進，需要更資深的

員工操作出更精彩的內容，也需要更多的品牌認同，這些都是靠腥羶和八卦，留

不住的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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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處於收視率壓下，但收視率並不像一般所認知，只有一種樣貌，只能

以通俗品味吸引大多數人，在收視率操作越來越細緻的 2006 年，收視輪廓和收

視時間，己經逐漸受到重視，能不能以此帶動更精緻化的新聞，值得期待。 

 

二、 高收視率新聞可被取代的時機 

曾經被各電視台視為票房保証的許純美和柯賜海，目前各電視台幾乎都己經

下令除非涉及大眾，否則不能再做二個人的新聞，最早下禁令的 TVBS 其實在新

聞還有不錯收視時，就己經禁播。 

 

這是一種衡量，當它還有 1.3-1.4 收視率時，我們也不敢不做， 
但當觀眾有點乏味了，它收視掉到 0。7-0。9 時，雖然還是很高，但 
我就可以試著拿別新聞來換。（受訪者 A1） 

 

各電視台在消費這些名人八卦的同時，其實己經發現觀眾會隨著時間的過

去，慢慢喪失新鮮感，收視率也會從高點慢慢往下掉，即使在收視率非常好的時

候不敢抵抗，一旦收視率有鬆動，工作者就會伺機而動，想辦法換掉這些無益民

生的新聞，儘管採訪這些新聞是容易而有收視的，工作者還是願意努力找更艱難

的題目代替，以爭取一點點新聞尊嚴。 

 

三、 收視率仍有待開發地帶 

目前大家也許知道，名人八卦、感官聳動的議題可以創造高收視率，但是在

腥羶色和 discovery 之間，收視高與低之間，難道真的一點空隙都沒有嗎？ 

 

最近我們嚐試一些新的議題，像是青藏鐵路系列報導，收視率竟 

可以打敗國內二大政論王牌節目，我們也想不通，為何一個這麼沒 

有接近性，也沒有特別包裝的單元，可以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受訪者 A2） 

 

經過不斷的測試，有機食品大調查的節目，賣鳳梨向學的新聞，也都有了驚

人突出的收視，也許這不能代表什麼，但至少這給了新聞工作者一線契機，也許

在腥羶和質感之間，真的還有一塊可以開發的處女地。 
 
 
 

第三節 收視率控制下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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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率近年來深深的控制和影響新聞工作者，在收視率的大環境下，工作者

為了一點點的堅持，努力從中找到收視數字之下的其他意義，希望收視率能更真

切的表達市場，而不只是小數點零點幾還在誤差範圍內的高高低低。 

 

儘管收視率控制無所不在，但 Gallagher(1994)就曾經指出，組織控制再嚴密

也有間隙。也就是說媒體工作者與權力的對抗，不一定要硬碰硬，也許有更迂迴

的方法。從我們訪談中，也的確發現有幾種工作者，或是幾種方法，可以讓組識

收視率的緊縛稍稍鬆綁，讓媒體人有一點點迂迴的空間。 

 

一、 用品牌形象抵抗 

    2006 年初的過年期間，發生了一起女學生和新交往的男友出遊，結果到了

一座路橋男友車子故障，女友在橋邊打電話，三分鐘後男友卻發現女學生離奇失

蹤，找了好幾天都找不到，各家媒體窮追這新聞之際，出現了一段插曲。 

 

    有一台的記者在現場用手機的錄音功能對女學生父親做錄音訪問，回公司聽

的時侯卻聽到清晰的＂爸爸，來救我!＂記者立刻回報長官，採訪組操盤人當然

知道這是怪力亂神，但又捨不得放掉這麼有趣的新聞，最後決定將它做成三條新

聞，但儘量做的有學界觀點和人情味，而非神鬼傳聞。 

 

    這則新聞的操作立刻在採訪會議引起極大的討論，採訪組雖然做成三條，大

家也知道這一定可以創造極高收視率，但 prime time 這條新聞只播一條，並且沒

有放在重要位置，之後各節都沒有再播出。 

 

為了不播這條新聞，我和新聞部經理有極大的爭執，他非常不高 

興，認為一來不是作假，二來己經做到各個科學的面向，但我就是 

沒有辦法從我口中告訴觀眾這件事，最後我說求求你，放過我吧! 

（受訪者 A2） 

 

和同樣背負收視率直接壓力的編輯部人員相比，主播因為第一線面對觀眾，

比起只需負責衝高收視率的製作人和編輯，更多了一層形象的顧慮，而新聞部內

的採訪系統，高層因為肩付整體公司形象的掌舵，也比其他中階和基層工作者，

更常考慮到品牌形象的問題。 

 

如果我們輸在立法院鬧鬼的新聞上，我覺得並沒有輸，相反的重 

要但沒有收視率的新聞不做，讓人覺得沒有影響力，失去更多觀眾 

。（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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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的這則女學生靈異新聞，隔天卻在另一家電視台死灰復燃，當然獲得

極高視率，這家公司的看法不同，認為不是造假也做到科學和正反的說法，觀眾

可以自己去判斷真相。 

 

我們不是不在乎形象，而是有所衡量，如果傷害一點形象但收視 

極高，可能就會犧牲，但像現在再播許純美的新聞，就對形象傷害 

太大，即便有收視，我們也不播。（受訪者 D） 

 

在考慮形象的情況下，各電視台紛紛頒布禁播許純美新聞的禁令，有電視台

甚至規定，一節娛樂新聞不得超過三條，或在晚間新聞發聲明，鐵道怪客的臆測

新聞不做，為的就是要告訴同業和觀眾，我不是不知道這些有收視率，但我衡量

之後，決定放棄，追求更重要的新聞價值。 

 

我們公司有次柯賜海大鬧的新聞其實很精彩，記者也拍了，但開 

會就決定不要，余天兒子突然崩潰的新聞，雖然牽涉明星又有畫面 

，收視很高，但做到第四天，我們覺得被利用了，就立刻喊卡。 

（受訪者 A3） 

 

而這種檢討，有的來自高於新聞部經理的主管階層，有的則是新聞部的自發

提醒，更有的電視台以每週兩次的教育訓練加獎勵，來鼓勵工作者做更關懷性的

新聞。 

 

這些作法似乎味著電視台試圖扭轉收視率永遠第一的規訓，但幾乎所有受訪

者也都提到，如果這個時侯收視率開始往下掉，主管就會又捉狂起來，開始操作

腥羶議題，讓底下員工不知所措。 

 

二、 藉外界力量抵抗 

（一） NCC 的力量 

NCC 成立之後，儘管至 2006 年中還沒對電視新聞出手，但在業界卻知道

NCC 一出手，可能影響到執照的取得，當然更會引起社會負面觀感。一旦無法

換照，最基本的連吃飯的生意都沒了，所以公司戰戰競競以對。 
 

有次對手拍到陳幸妤的醫生，我們追原因發現是偷拍，主管就 
沒有追究，因為 2006 年七月公司下令，現在不能偷拍，要取得受 

訪者同意，這是來自 NCC 的要求，現在成了記者抵抗偷拍最有效 

的利器。（受訪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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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司的內部規定和新聞判準，都是可以商量和討論的，但現在卻形成一

種規範，就是 NCC 的規定就是規定，對於自認見官大三級的媒體人來說，只要

看到新聞部經理被 NCC 找去開會時的緊張，就說明了一切。 
 

（二） 罰款的壓力 

除了來自 NCC 的壓力，罰款對於電視台來說，更是立竿見影的處分，為了

符合 NCC 規範和免於被罰款，各電視台紛紛設立編審一職（部分己有的電視台

則加重其責任）。 

  
以前新聞是越辣越好，越清楚越好，但最近台中有個火燒童事件 

，家屬願意在電視上受訪，但我們一播出就接到編審的電話，要求 
保護家屬要馬賽克。（受訪者 A3） 

 

以前一到鬼月，各家一定會操作普渡清涼秀的議題，因為一播就收視高，但

被罰了幾次之後，這個議題就漸漸消失，有次我們去拍第三性公關被捉的新聞，

他背面全裸，編輯台說沒露三點不必馬賽克，但一播就被罰款，以後他們在做類

似要求，我們就搬出這個例子。（受訪者 E） 

 

（三） 電視台怕被告 

在蘋果日報登台之後，爆料新聞和黑心產品的新聞，一時成為各電視台的最

愛，一方面它有收視率，另一方面它比八卦更具有公眾特性，但這和八卦新聞不

同，它往往牽涉到一家公司的商譽和利潤，處理起來容易被告，成了各家電視台

又愛又怕的議題。 
 

有次我們做了一個黑心外籍新娘仲介的新聞，因為畫面不夠用了 
網路上其他仲介的網站畫面，一播出立刻接到這家仲介的電話， 
要告我們，主管非常緊張，下次我們操作類似議題時，主管甚至說 
沒有畫面就不要做，免得被告。（受訪者 C2） 

 

   電視台在人力不足，稿量需求大的情況下，常常需要急就章發新聞，過去只

要有收視率，錯了也不在乎的心態，現在擔心被告的壓力下，變得相對謹慎，許

多公務機關也看到了這一點，只要媒體有錯誤訊息，會立刻發函更正或直接訴諸

法律，給媒體一點警惕。 
 

（四） 投書、怕被指責 

隨著電視台亂象越來越嚴重，讀者投書和平面媒體也有越來越多相關報導，

台中耕讀園槍擊案，有一家電視台在人質未獲釋時，即以 sng 連線報導，雖然收

視率大獲全勝，但隔天平面媒體大加躂閥，引起喧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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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事件讓這家電視台往後在綁架新聞操作上，有了更嚴謹的態度，同樣

的，每家電視台在發現綁架新聞時，過去標準的操作就是先把綁架過程做好不

發，等人質平安後就有二到三條的新聞可以搶快播出。 
 
但有次電視台在製作綁架過程新聞時，到被害人家中取景的畫面被平面媒體

拍攝，隔天在報上批判，這些被點名的媒體相關人員都被處分，公司無法承受外

界指責聲浪。 
 
同樣的指責也可以來自公司內部，前陣子鐵道怪客新聞各台拼命做，我們電

視台也抵不住收視壓力猛做，我內部會議反應無效，投書給聯合報，公司一看到

立刻開會討論，當天鐵道怪客新聞就少做一半。（受訪者 A1） 
 
雖然電視台內收視率操作無所不用其極，但對外，公司還是得考慮輿論壓

力，其下的工作者如果不便向外發聲，透過平面媒體的報導或讀者投書，一樣對

公司有影響力。 
 
（五） 消息來源的力量 

在收視率的壓力下，電視新聞消費受訪者的情況履見不鮮，受訪者除了訴諸

法律，有時侯人性訴求，也能成為工作者反抗的力量。 
 

我曾經採訪過一個台大資優生，他在睡夢中無故死亡，採訪時家 
長非常排斥，甚至哭著哀求我們不要報導，我多次向上反應，公司 
硬要這則新聞，最後我讓受訪者直接打電話給主管，主管就心軟放 
棄這則報導。（受訪者 E） 

 
和第一線工作者相比，在辦公室內的主管和編輯系統，相對受到收視壓力較

大，來自受訪者的壓力相對較輕，若工作者可以視情況，讓主管感受受訪者的狀

況，也可以幫助主管更清楚衡量得失，做出決定。 
 

（六）、 結合同業抵抗 

1、不想做大家一起封殺 

    電視需要畫面和受訪者，工作者常會用沒有畫面來搪塞，但這有個風險，若

是你說拍不到別人卻有了畫面，可能就要受到嚴厲處分。 
 
    於是有工作者運用關係，結合同業大家一起說沒有，己經很少接觸第一線的

主管，往往從監看他台來得知訊息，大家都沒有，主管也無法判斷到底真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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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想做的漏給同業先做 

懼於獨漏的壓力，如果遇到想操作的題目，主管又不要時，”大家都會去喲!”
或搬出你們主要的比稿對手”XX 台會去喲!”主管會因為擔心漏新聞而放行。或是

把消息放給平面媒體，也很可能讓新聞重新復活。 
 

有次我們台中報了一個新聞被我封殺，記者轉而告訴日報記者， 
經理隔天看報紙叫台中去追這條新聞，我實在很糗但也只好轉達 
命令。（受訪者 A3） 

 
    在監看和跟報的慣例之下，結合同業成為採訪組的一大罩門，這二項做法不

變的情況下，結合同業往往都有很好的效果。 
 

三、 個人知識抵抗 

（一）  明星記者的優勢 

電視工作者每天都必需交出作品，不論是從外挖角或內部自己產生的明星記

者，還是得依靠優秀的作品，才”明星”的起來，否則即使在業界有盛名或有成績，

久而久之也會喪失明星的特權。 
 

我剛被挖來的時侯，大家都等著看我的成績，沒有成績前，我還 
是跟大家都一樣，下午一則新聞下午一則新聞，但自從做了第一家 
庭弊案的關鍵証人和証物獨家後，長官可以容忍我三天不發稿， 
去找題材。（受訪者 B） 

 

而這種特權，常是工作者先交出成績換來的，上層才會給予特許的空間，不

只基層如此，高層主管如果做出成績，老闆也會更願意放手，工作者可以利用這

樣的空隙，操作自己認為有意義的議題。 
 

（二）  用好新聞換不想做的題目 

主管沒有在第一線跑新聞，常會依循收視率或平面媒體的訊息操作新聞，如

果工作者找不到好題目，往往就會被牽著走，所以儲存好的新聞題庫，是拒絕主

管又不會被記恨的好方法之一。 
 

有次主管叫我去跟拍名人戀情的進展，我實在不想操作這樣的題 
目，當時正好是大缺水時期，我發現有三個里五百多人上吐下潟， 
不但成為當天台內的獨家頭條，隔天中時和自由也做頭版頭，主管 
為此高興了好幾天。（受訪者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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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主管硬要抄報紙叫我做李雙全大陸買春，根本沒証據，我從 
警界好友拿到李雙全生前的札記，用這個跟主管換，主管不但樂意 
，還簽了獎金。（受訪者 E） 

 

對於不是直接受收視率控制的採訪組來說，好的新聞，獨家新聞，就算沒有

收視率，一樣受到主管青睞，如果找不出好新聞，沒有留稿題庫，就得跟著長官

起舞，看收視率做新聞。 
 

(三) 熟知公司內部操作 

了解公司的運作模式，也有助於抵抗既有規範，像是主管分配每日新聞時，

若知道公司的臨界點，像是需要每組至少兩套獨家（或有收視新聞）就能過關，

就不必多給三或四套，可以把人力留下來操作自己覺得有意義的題目。 
 
或是會議中每位主管都會發言，哪些人是關鍵人物，說的一定得去做，有哪

些人只是必需說說話，証明自己還有存在價值，並不會真的去追蹤執行成果，這

些人的要求就不一定得去做，可以省下人力去做想做的議題。 
 

以我們公司來說，像新聞部經理，採訪主任和 prime time 的主播 
製作人的要求，是一定得做的，有些像是整點的主編或是副主管的 

要求，就算不做好像也沒有影響。（受訪者 C2） 
 

    另外像是了解公司星期六日常會缺稿，平日上不了的題目可以留到假日在

做，或正好搭上相關議題，搭上相關時令，見不了光的作品，就有重見天日的機

會。 
 

四、 影音技巧抵抗 

不論是編輯系統或是採訪，現在都進入包裝時代，儘管這條新聞並不是很聳

動或八卦，靠包裝或找到好的影音內容，也能讓它敗部復活。 
 

有陣子靈異新聞當道，收視率真的很好，但我們試著做了一個娃 
娃車安全檢討的議題，即使內容不是很聳動，但我們靠包裝和畫面 
搭配，在那時竟殺出了靈異新聞的夾殺。（受訪者 A3） 

 
但當然，包裝手法容易複製， 很快的大家有樣學樣，在收視率上不見得可

以永遠有賣點，但至少影音效果和包裝後製，多少仍有助於被視為沒有畫面的公

共議題的呈現，藉助現代包裝科技，也許可以扳回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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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極抵抗 

    在訪談中發現，也有人以消極的方式來抵抗，但消極抵抗雖然不像組工會等

方式給予資方正面抵抗的反感，但相較於以上幾種抵抗方式，被認為是更容易被

主管發覺，也更容易引起主管反感的方式，運用時必需更加的技巧。 

 

（一）  找不到人、拍不到、來不及：電視台受限於時間和畫面限制，如果沒有

畫面找不到受訪者或來不及，常常會讓主管放棄一條新聞，就算利用圖卡和字卡

包裝硬做，記者至少也可以不必去面對消息來源。 
 
        轟動一時的校園美女遭男友潑硫酸的案子，公司一再要求我去 

找被害人，她己經毀容了身心受創，我真的不想再打擾她，我沒有 
去找就跟公司說她拒絕，雖然公司後來還是叫我用圖卡發了一則， 
但至少我不必打擾被害人。（受訪者 C2） 

 

（二）  挑主管休假發新聞：每位主管有不同的喜好和看法，這位主管不認同的

新聞，可以趁他休假時對代班人提出，或是利用兩位不合的主管之間的角力，讓

新聞重見天日。 
 

（三）  趁編輯交接封殺新聞：新聞做出來後由各節編輯排播，一天內共有四個

交接時段，這個時段編輯要求的新聞，下個時段未必視為重點，可以等交接後請

編輯少排或不排，減少不喜歡的新聞曝光的機會。 
 

（四）  模糊處理原則：對於公司要求做到的採訪，若考慮受訪者的立場，可以

在採訪後以馬賽克或變音處理保護受訪者，即使曝光也可以減低傷害。 
 

比起其他幾種以積極而突出的表現來抵抗公司控制，消極的抵抗不但比較容

易被發現，也容易引起主管不滿，造成惡性互動，比起來是比較不高明的抵抗方

法。 
 
 
 

第四節 置入性行銷的堅持抵抗 

 
比起和收入隔了一層的收視率，置入行銷直接獲利，要主事者妥協，其實是

更大的考驗，工作者的抵抗，也必需更有技巧。而本研究聚焦的方向在於，工作

者的堅持與抵抗，是在己經接受媒體執行置入性行銷的大原則之下，如何堅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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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行銷的作品呈現，使其看起來更專業，更不著痕跡不像廣告化新聞。 
 
抵抗的部分，則聚焦在如何抵抗置入性行銷業者負面新聞無法報導的控制，

爭取工作者即使在接了某企業的置入性行銷後，仍有報導其負面新聞的空間。 
 

一、 外界力量牽制 

新聞台畢竟是做新聞的，就算賣置入，賣的也還是影響力，一旦公司整體

形象出現負面觀感，不只置入業務受影響，廣告商也紛紛抽腿，公司得不償失。 
 
如何在接案和形象之間權衡，成了新聞台的抉擇，新聞台對形象有太大損

失之際，往往會考慮放棄置入行銷，或請對方改做廣告。 
 

有個候選人選舉期間買了大筆置入行銷，當然也暗示新聞操作 
盡量配合，但他在選舉期間卻發生賄選事件，隔天他立刻出來在 
電視上哭訴，我們衡量社會觀感，在這則新聞上還是做了批判。 
（受訪者 A3） 

 
我們的處理並沒有負面的意味，但我覺得這不只是置入的影響 

，還因為案件只是搜索，並不是判決，不應該在這個時侯，就被 
疑人定了罪。（受訪者 F2） 

 
同樣的情境也發生在一些電視台的招牌節目上，電視台為了形象所製作的

節目，往往比較正面發人深省，於是成為廠商最想置入的對象，但對於這些節

目的純淨，公司常會更努力維持。 
 

我們節目對置入是下了禁令的，甚至有廠商想長期贊助廣告， 
身為製作人的我覺得贊助廣告應該無所謂，而且有了贊助，我們 
更不必擔心收視，更可以做好題目，但公司斷然拒絕。（受訪者 A3） 

 
除了形象觀感、讀者投書甚至是民代炮轟，這些外界的力量多多少少都讓

媒體忌憚，不敢毫無節制的讓商業力大剌剌的入侵新聞。 

 

二、 領導品牌優勢 

（一）  收視輪廓拉抬品牌 

置入行銷不像收視率，有一個 CPRP 公認的購買標準，精明的買主通常會

看新聞台的收視輪廓，把錢下在他們的目標收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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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年年代電視台在葛福鴻和張小燕的帶領下，接下來又和陶晶瑩、林志玲

和侯佩岑等當紅藝人簽約，成為時尚娛樂的代名詞，當時許多縣市政府的跨年

晚會，常以年代為首選，相對年代可以和對方談條件的籌碼增加，不必在新聞

操作上，有太多讓步。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 TVBS，由於收視群以年青精英為主，許多業配單位相

中這一點，甚至主動上門，這種情況下，電視台的自主性也相對提高。 

 

（二）  精緻贏得領導品牌 

另一種情況是置入性行銷做的很好，有了品質的口碑之後，得到對方信任，

往往可以有更多堅持。 
 

同一個廠商曾經同時買了我們和友台的二個節目，他們顯然對 
我們節目比較有信心，幾乎沒有干涉製作內容，但對友台干涉非 
常多，讓他們幾度想放棄這個案子。（受訪者 A3） 

 
因為我們做的不錯，所以像水保局的案子，對方要求要審帶才 

能播，要全部做正面不能提負面訊息，我們覺得無法接受就拒絕 
，最後他們還是把案子給我們。（受訪者 F2） 

 
置入行銷某種程度很像廣告，只是內容的製作由廣告公司改成新聞媒體，

也需要製作精美，一則賞心悅目的廣告，總是比低成本製作的賣藥廣告，更能

打動人心，掌握精緻領導品牌原則，也能讓業主較尊重，媒體堅持更多原則。 
 

三、 模糊焦點偷渡 

對於媒體工作者來說，置入行銷不只該怎麼做讓人頭痛，什麼不能做更是

一大困擾，對於業主的負面新聞如何操作，成了媒體人的一大難題。 
 

（一）  模糊標誌以求過關 

幾位受訪者一致認為，模糊商標是偷渡最簡單的方法，通常沒有明顯足以

辨識的標誌，業主在意的程度會大為降低，也讓新聞可以過關的機率，大大提

高。 
 

（二）  做成全面，模糊焦點 

我們有次接縣府日出活動的案子，卻發現主辦單位放行了非 
法直昇機，我們拍下畫面，二天後搜集全省各地節慶活動非法飛 



 84

行的資料，主管根本不知道，我們修理了業配單位。（受訪者 F2） 
 
模糊焦點的方法雖然可以闖關成功，但被發現的可能性也很高，接來的方

式，可能更積極而且容易獲得主管認同。 
 
採訪對象（不管是不是置入買主），發生負面新聞時，通常第一個作法就是

躲起來，當大家都找不到他的時侯，透過過去業務合作的關係，往往有不同管

道可以和他接觸。 
 
基於過去合作的交情，對方比較容易產生信任，這時可以說服對方，透過

正面的回應對外說明，平衡外界的負面說法。 
 

有一次我因此拿到大獨家，平時我們常有業配往來，當天他爆 
發出貨運女董座婚外情後立刻關機，我透過他老婆找到他，他相信 
我們處理原則（或許覺得我們不敢得罪他也不一定），於是給我獨家 
專訪。（受訪者 F1） 

 
這種情況下不但讓新聞見了光，有二方說法也更能平衡新聞，若是獨家可

能還可能得到獎勵，對於業主，也給了澄清機會，不會因此失去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