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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一窩蜂的利弊得失與迂迴抵抗策略 

第一節、「一窩蜂」的利弊得失 

一、 記者成為第三級界定者 

過去論者多視新聞媒體為獨立自主的社會機構，擔負監督社會與傳遞文化的

角色，但此種監督工作在記者一窩蜂的盲從跟進後，是否能獨立自主，早已受到

質疑。換言之，記者不僅需要仰賴社會機構的消息來源提供訊息，在資訊不明確

的重大新聞報導發生時，更仰賴同業的通報，這種現象，使得記者與社會關係成

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從眾的新聞記者不僅是「次級界定者」（Hall等人, 1978），

甚已淪落到「三級界定者」（消息來源->線上同業->記者），將同業的口水，再

製成新聞內容。 

（Q：最常問誰訊息啊？）就同一條線上的（記者）啊，剛剛那些平面

都是同一條線啊，就常跟他們問啊，因為我們不可能有那麼多時間那個啦，

不過他們隔天也要發，所以比較常問的是 detail 的東西，消息來源、受訪者

的地址啊（受訪者 C12）！ 

比如說我以前（老三台時代）跑交通時，我認識很多管飛機的、航空管

制員，出事的時候，他們會通知我，人脈很重要，人家為什麼要打電話給你，

都是我們年輕時，跟人家唱 KTV、晚上拼酒拼來的，否則人家為什麼要鳥

你，把我的手機給他們，「飛機掉下來，要第一個通知我」（受訪者 M3）。 

老三台時代獲取新聞線索的方式，是藉由與路線上的消息來源、官員、警察

交際應酬，建立關係而來；但現今過度競爭的新聞場域裡，記者將交際應酬（打

牌、喝酒），套關係的對象轉換為報社記者或線上同業，當然，報社記者也視電

視記者為競爭對手，因為電視新聞非常即時，若報社記者太早將訊息釋放給電視

記者，就無法成為最早的議題設定者。報社記者有發稿、出刊時間點的劣勢（非

即時），卻擁有更多時間與空間，與路線上的消息來源建立深層關係，取得更進

一步的消息；相對的，電視記者雖有即時播放的優勢，卻也使記者缺乏時間與空

間，擴展人脈，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與平面記者合作。  

二、 拼湊新聞，內容支離破碎 

再者，「一窩蜂現象」引發的結果，最顯而易見的就是新聞內容的「一致性」

與「稀缺性」，因為記者用同樣的眼光、同樣的角度，去審視世界，產製出來的

是一個模子刻出來的世界觀，或可稱「新聞框架」，框架可稱取材的範圍，也可

顯示與其他社會的意義連結，是一種觀察事物的世界觀（Gamson, 1992），然而，

記者一窩蜂的結果下，產製出來的是支離破碎、無法綜觀全局、甚至資訊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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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內容。 

（Q：那比較重要的消息是怎麼知道的？）東串一句，西串一句啊，就

是你這邊聽一點，那邊聽一點啊，拼湊啊，最簡單的就是抄報紙，報紙有寫

你就怎麼弄（受訪者 C12）。 

李林容與陳翔（2002年5月）研究中國大陸報業惡性趨同對報業發展的影響

發現，新聞來源的單一，致使同質訊息氾濫傳播，有效重要的訊息就會相對減少，

造成資源的浪費，而讀者所能自主選擇新聞接收的權利也無形被剝奪，但在訊息

爆炸的現今，讀者應求豐富訊息的獲得，然各家報紙的惡性趨同，讀者讀報慾望

減低，自然受眾需求度將下滑，反過來助長所有報業全專注在同一目標閱聽眾的

開發，稀釋掉特定閱聽眾，忽略其他族群消費者，惡性衝突繼續上升；體現在新

聞採訪上，包括惡性炒作新聞，簡化甚至忽略新聞事件來龍去脈，刻意追求、凸

顯單一賣點，甚至杜撰新聞，使得新聞場域漸趨瑣碎空泛。  

三、 打擊特權、達到監督功效  

不過，冗長無內容的新聞在不斷的連線報導播放下，也會引起輿論效應，獲

得足夠注意力（Ross, 1998）；趙婧（2005）研究發現，模仿趨同的現象，將會

擴大優勢產品的迅速傳播，增強傳播效果，形成輿論，達到議題設定的效用，有

助於引起閱聽眾廣泛關注；進而對政府相關單位施予壓力，加速重大議題的處

理，達到媒體監督的功效（何榮幸，2006: 58）。此外，遇到危險或者牽扯到利

益勾結的議題，藉由群體記者力量一起對抗，不僅能自保更能打擊犯罪。 

我們以前三台大家也是會合作，比如說部長真的很爛，我們三台就聯合

把他打下來，我們總是有共同目標，有時候必須要一起跑新聞，當我碰到砂

石業者，他很兇，他撞死人，我一家電視台我怕我會被殺了、被報復，我就

找中視、華視一起來做阿；當我看到叼蠻的業者，想關說用廣告來抽掉我新

聞時，我就把這訊息告訴中視、華視，三台一起來，抵制這家業者，一窩蜂

沒有什麼不好，只要你能結合團體力量，打擊特權（受訪者 M3）。 

四、 賦予記者抗拒組織之資源 

「一窩蜂」爭相報導的媒體遊戲規則，其實不僅是整個媒體本質造成的，更

是從個人的心理狀態、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規章，以及來到這場域內，與其他行

動者（同業）互相拉扯磨合後共同建構而成的。或許從另一觀點來看，「一窩蜂」

也是記者間對於現今媒體結構的一種反動模式（在一窩蜂間找到與同業合作對抗

組織不合理要求的的利基點）？也就是說對於新聞組織而言，記者的一窩蜂現

象，可能導致的是路線記者與同業或消息來源，產生「內團體感」，但也賦予力

量，運用在對抗本身組織內主管調度、取決新聞，或者封殺新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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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不要（這則新聞）反而我樂了個清閒阿！某台晚到，我就把帶子

給他們阿，順水人情阿！我拍到的很多東西都不要，你不要的話我乾脆給別

人，我不要說我給人家，我就說別人比我早到阿！把自己的理想，放在別人

身上，也算是交個朋友啦！哪一天你漏了什麼，你跟他（友台）copy 一下，

應付一下自己的長官（受訪者 W9）。 

第二節、迂迴抵抗之策略-累積抵抗資源 

Bourdieu與Giddens的論述，揭示新聞場域的運作過程以及行動者行動之程

序，從中我們發現，儘管新聞場域是一封閉鏡射系統，但行動者本身仍為主體，

系統要呈現何種面貌，遊戲規則要如何訂定，都仍然要回歸到行動主體，亦即記

者身上。因此「記者」並非一顆毫無意識能力的棋子，隨他人操控，在行動前後

仍然透過「意識」、「反思」等方式，獲得「本體論的安全感」，除此之外，更

可利用「資源」（象徵資本）抵抗新聞場域的控制。 

那麼，到底記者要反叛、抵抗什麼呢？近年來的研究都從對抗媒體組織上

司、消息來源的控制著手，例如陳順孝（2003）研究記者在面對老闆監控時，如

何「記實避禍」，發展了五種反抗策略，包括正面抗爭（集體行動、奮戰不懈）、

折衷妥協、夾縫求生（陽奉陰違）、遠交近攻與跳槽換線（迂迴轉戰）。 

「正面抗爭」意指記者們發揮集體力量，組成工會，參與報社新聞與人事決

策，進而建立新聞自主制度，抑或是個人不斷爭取新聞見報空間；「折衷妥協」

則是在新聞專業與上司意志間，尋求平衡點，在不得罪報老闆的前提下，揭露事

實；「夾縫求生」代表記者可以利用不同主管之間的政策縫隙，探詢可供發揮的

空間；「遠交近攻」意指若記者自認已無機會在自家媒體上刊登新聞時，就將線

索暴露給不具競爭關係的同業報導；「跳槽換線」的前提則需要記者本身擁有資

本，亦即Breed所言「明星記者有權出軌」（陳順孝，2003）。  

另外，張文強（2002）研究記者如何面對組織內部權力運作時，也提出了迂

迴爭取新聞自主的實踐空間與細膩策略，前者包括模糊規則的彈性、老闆處於監

看距離之外，後者則為以知識為反抗基礎、知識與平民的反抗策略。 

新聞媒體缺乏標準的工作程序，雖讓主管擁有權力施展空間，但同樣的，也

為新聞工作者保留空間，發展抗爭策略，藉由迂迴的方式爭取自主；除此之外，

新聞工作時間、空間與流程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上司無法時時刻刻如傳統管理

策略的方式，緊盯員工，讓記者可技巧性的迴避監看管制。再者，新聞工作者擁

有不可替代性的知識資本，不只可保障個人在組織的地位，也可運用創意，如接

到有問題之新聞指示，已拖延時間發稿來對抗上司的進一步要求，等陰柔的反抗

方式，對抗組織的精巧控制（張文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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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上述研究似乎不能為記者如何反抗（或許說是「逃離」）「一窩蜂現象」

的桎梏得到解套，造成一窩蜂的源由，的確是來自於組織常規、消息來源、新聞

室上司，先前研究的解套，也針對這幾項提出直接或迂迴的抵抗方式，但有項更

重要的源由-同業的互動，鮮少人提及，甚或將此直接作為對抗組織內部的方式

（如遠交近攻）；換言之，先見所云之策略，甚有可能淪落為一窩蜂現象的窠臼。 

因此，在此提及的「反抗」，不如說是「逃離」窠臼或不泯滅良心的「存活」

在新聞戰場上，若想保命又可隨遇而安的處在新聞場域中，或許「累積抵抗資

源」，是夾在順服與抗拒之間的灰色地帶，並為艱困的工作環境帶來緩衝及潤滑。

陳曉宜（2005）為此歸納出三項抵抗的資源，包括專業知識資源、職業知識資源

與良好關係資源。 

一、 專業知識資源 

過去研究（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指出，記者應擁有的專業知識

包括「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與「情境知識」，「陳述性知識」指各個

領域的核心事實和概念，意即記者對消息來源的背景、職務等資訊有所瞭解（如

社會記者必須瞭解警政署、司法單位的人事物等基本常識），「程序性知識」指

執行知識的能力（懂得違法案件運作方式、資料蒐集技巧等臨機應變的知識），

「情境知識」包括對情境認知與瞭解（如社會記者必須瞭解目前警政署的生態）。 

專業知識資源體現在三個層面：採訪、報導、路線層面；首先是「採訪知識」

層面，若要對抗「一窩蜂的桎梏」，記者在進入採訪現場前，就必須培養，對該

事件的性質立即判斷與分類，並在心中勾勒下一步的採訪動作，應問什麼，採訪

什麼，對採訪現場所涉及的人事物，具備一定的「陳述性知識」，這不僅是文字

記者應該具備，攝影記者也需瞭解，才不會「看到黑影就開槍」，浪費很多子彈

（體力）。 

（Q：當攝影記者也要記住重要人士的臉孔嗎？）其實你也可以不記，

你也可以當個白癡，反正有什麼拍什麼，但是新聞這種東西，看你要把自己

當成什麼做，跑司法要有一點基礎啦，法律規定是死的，但是你總該要知道，

比如說，待會出來，32 當事人（趙建銘等人）都不會講，因為今天是準備程

序，所以當事人你也不用拍，…如果你不懂，就會像現在一群記者蹲在外面，

凍的要命，看到有記者跟著拍，就跟著拍，等到真正重要人物下來要拍時，

就沒力了，所以要保留體力..（受訪者 W6）。 

此外，遇到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更是考驗記者立即思維與專業知識，若缺

乏「程序性知識」，就會發生所有記者拿著麥克風衝上去，團團圍住受訪者，卻

沒有一個記者開口問話的窘境，又或者所有記者都等著資深記者問話，取得受訪

                                                 
32 此訪問是在高等法院大廳，趙建銘正在進行二審準備程序庭所做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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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聲音（Sound Bite）；因此，對於「速度」的追求，應運用在「訪問技巧」的

先馳得點，此也代表記者心中已有定見，而非盲目從眾，或者為了取得畫面說些

最無意義的「客套廢話」（臧國仁、鍾蔚文，1994），例如創傷報導，詢問家屬：

「妳現在感覺如何？」等。 

我的車上、我的家裡、我的辦公室，都會有一本六法全書，不懂就要翻，

再不懂就要問人家啊（受訪者 W6）。 

他（記者）就 follow，打電話，我就跟他們說：「你們經常讓我聽不到

你們的聲音，我每次打開電視台都聽到別台記者的聲音，你們都不問，你們

是死了嗎？」（受訪者 M1） 

就是說，妳在現場會不會發問，有沒有問到恰到好處，我不要妳回來在

改稿子，有時候妳現場問不到，回來再補或者訪問別人做點平衡，但只是如

果能在第一時間跟當事人問清楚，妳為何不這麼做，讓妳的新聞更有查證、

更接近真實（受訪者 M1）。 

當受訪對象是我可以控制的，不是院長或總統問一下就跑了，我就會說

對不起我不想一堆麥克風，你們先問，問完了哦，沒有問題了哦，部長換我，

我要問我的，但是當我開口要問時，那群人又靠上來了，為什麼，因為怕漏，

怕我問到他們沒有錄到的東西（Q：哪怎辦？），我以前會發脾氣，我以前

在那條線還蠻凶悍的，你們剛剛不是問完了嗎？為啥還要過來呢？不是讓你

們都先問完了嗎？換我問了吧，我想問我要的，可不可以（受訪者 M3）？!  

記者無法突破一窩蜂追逐新聞的限制，有一部份來自於記者對漏新聞的恐

懼，因此不敢離開同線記者聚集地點，不敢不將麥克風湊上去，這也使得現今媒

體多如牛毛，新聞內容卻單調重複，若要突破這樣的限制，必須克服漏新聞的恐

懼，如何克服，就是具備充足的「程序性知識」，體現在另外一個層面，如跑檢

調線的記者，要相當熟悉司法案件開庭運作程序，就能大致掌握開庭結束時間，

而不需時時精神緊繃，看到其他記者一點風聲，就盲目追隨。 

（Q：那會擔心漏畫面嗎？）漏什麼畫面，你說他們上去（開庭）的時

候喔，所以你要對這些程序很瞭解，你什麼畫面都不會漏，他們開完庭，記

者會先下來，總會有一個先下來，現在在開庭我會漏什麼畫面，不會啊，看！

現在有便當送進來了，你知道這代表什麼意思嗎？他們要開（庭）到晚上，

加班，你就知道現在你可以休息了，法院只要超過五點還在工作，就要給飯

吃，你就知道他們不會這麼快就結束了，如果會這麼快結束，法官一定會說

不用叫（飯）（受訪者 W6）。 

從採訪現場回來後，第二步的工作為整理素材，做成報導。在時間壓力下，

一般記者，只能就採訪現場得到的資料，甚僅取信二手消息（同業）或轉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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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等取巧作法，依樣畫葫蘆，落入「一致性」的窠臼，記者應當具有更多探險

精神，充滿好奇心，尋求更多檔案資料（政府文件、國會聽證記錄等），來佐證

消息來源的訊息，不僅作為一個「新聞報導者」（catch），更是「新聞獲得者」

（research），迫使記者去思考、判斷，撰寫出「全面情境」（total context）的

報導（Merrill, 1996∕周金福譯，2003）。 

記者是一夜博士，現在網路這麼發達，明天要跑什麼，我今天晚上就上

網查資料，然後明天到現場你就感覺是個行家，其實是前天晚上開夜車出來

的結果，那現在記者是連一夜博士都不幹，不做這種 rsearch，不會先去

study…記者有兩種，一種叫 catch，一種叫 research，大部分記者，包括長官

都是 catch，不會去 research，所以好記者是一個 research 的記者，今天你跑

影劇記者，每天上班桌上就有十幾個傳真，今天有幾個明星的簽唱會，隨便

挑兩個去，新聞就跑完了啊，他們只要 catch 就好，永遠只會 catch，你今天

說跟他說，「ㄟ，王又曾又被抓回來了」，然後呢，他就不知道怎麼辦，接下

來要怎麼去發揮，他不會動腦筋啊，他每天就習慣看傳真跑新聞，看報紙跑

新聞，他永遠不會 research（受訪者 W6）。 

我常跟記者講說，你不是工讀生、小學生，今天如果我們只是去有聞必

錄，不去過濾、不去查證，不去做整理的話…那是記者第一線就要做的事情，

我最恨記者常跟我回一句話就是說，這是網友講的，連網友講的都會出來！

那他講的對或不對，他也會騙你啊，你有沒有查證，也不會去質疑，往往是

人家說什麼你就信什麼，那回來在全部照抄上去（受訪者 M1）。 

「情境知識」則體現在記者的路線知識上，指的是與採訪路線有關的事件之

背景，以及如何藉由觀察全景、蒐集報導資料、組織素材的知識，亦即記者長久

累積的路線人脈、豐富知識以及舉一反三的切入觀點、因時地宜的採訪策略，這

些知識的累積，不僅幫助記者逃脫「一窩蜂」的命運，更重要的是形成「專業壟

斷」，擺脫消息來源、權威人士的操弄與組織上司的監控（陳曉宜，2005）。 

我認為最優的記者是他每天來，線路上所有事情他都可以掌握，他會告

訴你今天下午兩點有啥事，四點什麼事情，但是我覺得哪不重要，我想去做

什麼事情，像我今天下午派一組記者去這一件事，他說可能發不太出來，但

是他還是會去提早看，但一看覺得無聊時，會到另外去，他可以掌握自己路

線上的東西不會漏，同時有自己的想法（受訪者 M2）。 

今天一樣要跟（報），你為什麼要去跟那麼多人跟的，我每個禮拜去學

校，我就翻翻大學報，看有沒有什麼可以跟的，有時候可以看到有些不錯的，

我去跟一個很小的媒體，這大家都沒看過，看起來好像我們獨家一樣（受訪

者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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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報也有跟報的技巧，從各方的報章雜誌，而非主流媒體，尋找線索，並改

進、開發新議題，這也是所謂的創造性模仿，不同於一般的照抄，而是一種具有

拓展性與發展性的模仿性創新。 

二、 職業知識資源 

職業知識資源之取得來自於合法地位（職銜高低、媒體規模）與個人特質（熱

情、認真、犧牲），前者可遇不可求，除非跳槽換線、或升遷得官，否則非一般

記者可擁有之資源；後者卻是可靠記者本身之努力與運用，抵抗一窩蜂的現象。 

我覺得榮譽感很重要，不管是記者或主管，當你被人家一直罵一直罵

時，你心裡也會過不去，大家都要臉，你不要去做那些假新聞，去做那些很

好笑的獨家新聞，做愚蠢新聞，收視率不見得會低（受訪者 M1）。 

好記者要夠笨，笨的願意去唸書，記者通常會認為自己很聰明，因為當

年能當上記者的人，背景都很好，都是名校畢業，來這裡他當然會覺得自己

很厲害就會拉不下臉來，虛心學習，我自己在這一行做這麼久了，都還有很

多盲點跟不足的地方要去問人家，你一個剛進來的，不管以前在學校是多麼

耀武揚威，進來後就要虛心學習，虛心請教（受訪者 W6）。 

肯犧牲，看你肯不肯拉下臉來，跟最小的人虛心求教，並且尊重他們，

像這些法警都是位階最低的，大部分的記者是不屑跟這些人聊天講話，他們

都要找最大的長官講話、攀關係，但是今天上面有什麼消息，法警他們要值

勤，都會是第一個知道上面開庭開到什麼時候；像現在這樣在這邊等，就會

過去跟他們哈拉幾句；把他們當朋友，也尊重他們，這樣有事要請他們幫忙，

他們都會幫的，因為很少會有記者注意到他們，你今天去跟他講話，他覺得

受到注意，他們會跟你說很多（受訪者 W6）。 

記者要一點就通，要有熱情、熱情聽起來很籠統，上星期有軍機掉下來

了，我們兩邊，華視記者全部跳起來，調新竹，全部去連線，公視記者泡茶，

他覺得跟他無關，這叫熱情（受訪者 M3）。 

熱情、奉獻的精神、不斷挺進學習、探索行動，膽識、勇氣、耐逆的多元柔

和，這是真正的新聞記者需具備的特徵，也是會受到消息來源與同業尊敬的專業

特質，運用這些特質，將「全我」融入其中，經營所累積的聲譽，就可以在新聞

圈裡豎立個人品牌、秀異符號，藉此，不僅成為記者圈的意見領袖，消息來源若

有獨家消息，也會透露給「有品牌」的記者，漸漸成為記者不可取代的「王牌」

（吳佩玲，2005），秀出王牌，引起其他記者的追隨，運用膽識，擺脫從眾的困

境，找回身為記者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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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良好關係資源 

「套關係、作人情」是造成一窩蜂的源由之一，但卻也可以成為用來抵抗「一

窩蜂」的利器，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看記者如何巧妙運用。與同業的良

好關係之建立，不僅讓記者免於遭獨漏的風險，更在漏新聞之餘，可以藉由借帶、

調片，應付上司的要求，偶爾為之，是折衝的好方法，但若僅是記者自身的怠惰，

總是沈淪於調片文化的遊戲中，也會玩掉新聞專業義理（黃義書，2000年5月）。 

現在有人就想說，有得 copy 就不用去了，就去睡覺、去打牌，就不拍

了，就不來了，就也是有，這就不對了，你當記者就看你手掌要向上，還是

向下，像慈濟手掌一定向下，給人嘛！施比授更有福。你要同業幫助也要對

方有消息可以告訴你啊，就看你要扮演什麼角色，平常一般新聞你可以這個

的啊（掌心向上），但重要大新聞時，你可以這個的啊（掌心向下），你是給

人還是拿人家的（受訪者 W6）。 

建立「良好關係資源」，可讓記者在新聞場域內，維持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

如與消息來源「保持」重要關係，便於取得資源；與同業「維持」關係，免於漏

新聞，甚至可集結集體力量，迂迴對抗媒體組織不合理的要求；與上司「攀」關

係，非指狗腿服侍之關係，而是藉此讓消息來源對你尊重三分。 

「關係」的維持很重要，但記者應時時警醒自己，「關係」是折衝「一窩蜂」

的劑藥，但須小心服用，若服用過多，可是會藥物中毒。換句話說，「關係」應

運用在對的地方，審時度勢、因勢制宜，如「與同業詢問線索」，是讓自己克服

時間壓力的第一步，卻不是全部，應發揮調查記者的精神，早一天準備，聯絡消

息來源，繼續追蹤、調查；「調片」，是為預防當從事別的線索蒐集工作，而自

顧不暇時，能夠避免漏線。 

其實我跟你講早上兩條、下午兩條一點都不過份，我以前在台視早上可

以跑三條、下午可以跑兩條，不過份，我覺得那是合理的，只要你功課作的

夠，我不覺得早上作兩條很困難啊，你一定要九點來上班嗎？我以前作記者

時，我一定想前天晚上我要做啥，我都約好了，除非你報紙出來有很大的我

是不知道的，否則我管你報紙登什麼（受訪者 M3）。 

現今台灣媒體已如一群街頭混混，整日尋找攻擊目標，只要一發現標的物，

便不分青紅皂白的一擁而上、痛毆一頓。記者應回到本身，累積抵抗資源，尋找

突圍空間，「記者的反叛」，正是把改造媒體亂象的主動權，交回給記者手上，

當然，並不代表可忽略資本主義的支配因素，但記者手上的自主權、內心專業義

理的稟持，是改善「一窩蜂亂象」的最重要的一大步（林照真，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