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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報導寫作計劃 

 

附錄二：文獻整理 
 

本篇報導主要是針對國內報社及通訊社攝影記者的專業作探討。若對照拉

斯威爾（Lasswell，1948；翁秀琪，1996：103）所提出的傳播模式：誰→說了什

麼→對誰→透過什麼管道→產生了什麼效果，本篇研究要屬傳播研究中的龍頭老

大—傳播者研究中的一環。 

 

國內學者楊志弘（1994）指出，Wright從過去有關傳播者的研究中發現，和

傳播者有關的研究，主要有三個研究取向： （1）傳播者的社會背景（人口背景、

職業經歷和政治態度等）；（2）傳播者的專業意理（專業角色觀與信念）；（3）影

響傳播者日常工作的工作原則和規範。Hirch則將傳播者的研究分為「個人的」、

「組織的」及「外在環境的」三個層次（楊志弘，1994：47）。 
 
本篇報導從傳播者研究的角度出發，以 Wright 所說的傳播者專業作為研究

取向，並從 Hirsh歸納的三種層次中，選擇從個人層次來探討台灣平面媒體攝影
記者的專業問題。 

 
文獻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是新聞攝影的相關文獻，筆者希望透過對

新聞攝影歷史發展、新聞攝影本質、內容、形式、類別，以及新聞攝影功能的探

討，對攝影記者的角色和工作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第二部分是有關專業及新聞專業探討的相關文獻，筆者希望歸納出一般專

業或新聞專業人員所應具備的專業特質，作為檢視台灣攝影記者專業的依據和參

考。 

 
第三部分則是攝影記者的相關文獻，包括國內攝影記者工作現況的訪談資

料蒐集和文獻整理，以及國外攝影記者的成功典範，作為國內攝影記者專業發展

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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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聞攝影相關文獻 

 
 
（一）什麼是新聞攝影？ 
 

1936年，胡伯洲對新聞照片作了以下定義：「凡時事性質的照片，或與時事

有關的一切照片，刊登於日報或雜誌者，是為新聞照片」。新聞攝影也就是這些

新聞照片的總稱，它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新聞攝影的對象必須是臨時發生的

事情或與公眾有關的種種事物，而不是隨意攝取一草一木或出於紀念所拍的人

像；二是新聞攝影必須真實，沒有真實性的照片就不能構成新聞照片；三是有時

間性，過時的照片就失去了新聞的意義，報刊也不會採用。（轉引自陳申等，1990：

141-142） 

 

中國早期的學者，將新聞攝影定義為日報或雜誌上有關時事的照片。但是，

新聞攝影是不是只狹隘的專指那些報紙和雜誌上所刊登的照片呢？未刊登在報

章雜誌上的照片，是不是就不列在新聞攝影的範疇裡？弗倫德(Freund, Gisele)在

其《攝影與社會》一書中便說到，新聞攝影是一種可視性的大眾傳播工具，最早

以出現在期刊上的新聞照片為代表（弗倫德，1990）。可見，廣義來講，新聞攝

影應該是一種影像形式的大眾傳播工具，期刊或報紙上的照片只是其中的一種形

式；不過，這樣一來，新聞攝影和其他視覺傳播的形式，像是廣告或宣傳的影像，

似乎又無法區別。 

 

新聞攝影與其他視覺傳播形式的主要差別在哪兒？近代中國大陸的學者劉

云萊為新聞攝影作了比較完善的定義，他認為新聞攝影是「以照片記錄的瞬間形

象，報導事實的新聞樣式，是強而有力的形象化輿論工具」（劉云萊，1993：1）。

在此，他點出新聞攝影以照片來報導事實的重要意義，同時他也強調新聞攝影透

過影像來影響社會輿論的重要功能。 

 

不過，新聞攝影是否單指「影像」而不包含「文字」形式的報導？曾任美

聯社及生活雜誌照片主任的 Wilson Hicks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新聞攝影的意

涵。他認為，文字和形象兩種傳播媒介聯合在一起，用一個名詞來表示，那就是

「新聞照片」（轉引自錢震，1968：373-374）。這樣的定義或許過於籠統，疏忽了

新聞攝影在「新聞」和「攝影」兩方面的意涵界定，沒有辦法把電視影片、圖畫

書和廣告等和「新聞攝影」區別開來；但是，它卻讓新聞攝影跳脫影像的框框，

點出「新聞照片」和一般照片最大的差異，那就是：新聞攝影的意義，必須藉由

照片中的影像內容，加上文字來說明和報導。綜合文字和影像這兩個元素，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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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完整意義才得以彰顯。 

 

因此，廣義而言，新聞攝影是以影像內容為主，加上文字來說明和報導的一

種新聞傳播形式；狹義而言，新聞攝影則指用來報導新聞的影像。當然，在現代

社會中，影像的內容可能是移動、連續的動態影像，也可能是在照片或平面媒體

上停止、凍結的靜態影像；本研究所探討的新聞攝影，不管就廣義或狹義的意涵

來說，皆指靜態的新聞影像。 

 
 

（二）新聞攝影的本質與形式 

 
美國攝影記者協會（NPPA, 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的研究

員法勃曾經把優秀的新聞照片稱為「偉大瞬間」，充分抓住了新聞攝影最珍貴的

本質，也就是把世界上可以鼓舞眾人的真善美，或者應受世人譴責的醜惡事物，

用相機把它的瞬間紀錄下來，變成永恆（蔣齊生，1992：3）。 
 
劉云萊在其「新聞攝影」一書中，也歸納了新聞攝影的幾個基本屬性：（劉

云萊，1993：33-38） 

1.   新聞性：新聞攝影既然是新聞傳播的一種形式，新聞照片的產生
過程也必然要遵循新聞的一般規律，具備「新近發生或發現」、「迅速及

時」、「真實」、「滿足讀者需要」以及「足為社會公正輿論」等新聞特性，

其中又以「真實」的屬性最根本、最重要。 
2.   影像性：也就是說，照片靠影像說話。新聞攝影和其他攝影門類
一樣，以照片的形式出現，呈現肉眼可視的影象，這就是新聞攝影的影

象性。例如：儘管「阿波羅號」登陸月球的新聞可用文字報導，但總不

如照片的一目瞭然。這種可視的影像，可說是新聞攝影的一大優點，使

得新聞照片可以超過語言的界限，成為一種世界共通語言。當然，照片

影像只能通過事物的外在形體來表現，它不能像文字新聞那樣可以描繪

抽象的思想，這一點又是影像的侷限性。 
3.   紀實性：各類攝影有一共同特性，那就是直接記錄客觀事物的性
質，新聞攝影也不例外。攝影器材對於實物的複製能力是很驚人的，能

把人視覺上來不及感受和反映的細節動態，忠實地記錄在感光片上，因

此人們一開始就深信照片是客觀事物最可靠的紀錄。不過，劉云萊也指

出，新聞攝影的紀實性和真實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既有區別又有

聯繫。一般來說，真實性依賴紀實性來實現，通過攝影的紀實手法來反

映真實的新聞內容；但有些紀實新聞攝影拍攝的實體卻是偽造的，雖然

具有攝影技術的紀實性，卻不具有新聞的真實性。 
4.   瞬間性：不同於電視或電影等動態影像，靜態的新聞攝影具有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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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靜止的特點；但不同於繪畫的靜止瞬間，它是從現實中直接截取的真

實瞬間。這種瞬間性使得它不能像電視新聞那樣可以拍攝出新聞事件的

過程，呈現出連續的動作和影像。新聞攝影只能以「靜」表現「動」，

以「瞬間」表現「過程」。瞬間形象（畫面）的攝取，就成了新聞攝影

作品成敗的關鍵所在。 

 
國外學者Barnhurst(1994)將新聞攝影歸在紀實攝影的源流當中1。在紀實攝影

中，它所強調的紀實性切合新聞攝影的需要，也因此有了新聞攝影的產生。他也

談到，新聞攝影的批判性不及紀實攝影。紀實攝影家依靠影像本身去傳達深刻的

思想和批判，達成宣傳鼓動，從而實踐改革，使人間世界更美好；但新聞攝影本

身則受制於新聞產製的客觀原則和環境。國內影像工作者呂良遠（1997）也寫道，
新聞攝影所取得的影像，是以事件目擊者的立場來著眼，著重的是事件本身，而

不是拍攝者的觀點和思想。此外，對於突發的新聞事件，攝影記者除了構圖與快

門機會拿捏外，很難加入自己的想法，因此呈現出來的影響，多半是客觀性的單

純紀錄。 

 
不過，新聞攝影和紀實攝影一樣，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限制，那就是實事實

報，不能有人工的、技術上的、傳統暗房或「電子暗房」2的變造、修飾和偽造，

這一點便呼應了前述劉云萊所說的新聞基本屬性—「真實性」。「真實性」是新聞

攝影的基礎，新聞攝影不應有刻意的作假或扭曲。由此可見，新聞攝影主要的精

神在於客觀紀錄，而非主觀批判。 

 
然而，新聞攝影本身還是有其主觀詮釋的空間在。如台灣電影導演黃明川

所說的，相機不會自己飛到特定的地方，自己決定拍攝的時間和角度；照片都是

人為的結果，不一樣想法的人會拍出不一樣的主觀景象來（黃明川，1986）。知
名的影像評論者 Susan Sontag曾經說過：一張照片便是一則評論（宋塔克 著，
黃翰荻 譯，1977）。國內的影像評論者郭力昕（1998：120）也表示，新聞攝影
本質上就是一種創作、詮釋、或表達攝影記者對事件之意見的媒介訊息；和忠實

記錄現場真實沒有多大的關係。在精神上，新聞攝影接近新聞漫畫，雖然不需要

刻意諷刺或誇張造型，但同樣是一種觀點的傳達。因此他認為，攝影記者無須在

新聞攝影的真實性上劃地自限，反而可以讓自己的觀點釋放出來。也就是說，在

客觀紀錄的同時，攝影記者必須瞭解，自己仍有主觀詮釋的空間，並作進一步發

揮。 

 
因此，攝影記者在客觀記錄的同時，仍應對自己主觀詮釋的空間有所認知，

                                                 
1 Barnhurst將攝影分成四大類，分別包括藝術攝影Fine-art Photography、技術攝影Technical 
Photography、商業攝影Commercial Photography和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 

2 亦即現今的電腦影像處理軟體。 



 35 

並進一步發揮新聞攝影的評論功能，亦即利用新聞影像去揭發並批判社會現實。 

 
 
（三）新聞攝影的功能 

 
國人很早就對新聞攝影的功能有了認識。新聞照片是新聞圖片（news 

pictures）的一種；新聞圖片包括：新聞照片、新聞地圖及漫畫，而以新聞照片
為主。刊載新聞圖片旨在增加版面美觀，且足以增加新聞報導的效果。新聞照片

的功用則大致歸納為幾種（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64：58-59）： 
 
1. 描寫事實，明顯真切。 
2. 讀者印象深刻，興趣高。 
3. 保存瞬間，成就歷史軌跡。 
 
影像得天獨厚地享有人們特別的信賴。如同 Susan Sontag（1977）在《論攝

影》一書中所說的，「照片提供證據」，人們或許懷疑聽到的事，但對於照片中的

事物卻深信不移，這是人們眼見為憑的天性。根據 Collins（1990）的研究顯示，
英國 BBC 曾對閱聽大眾作過媒體可信度的相關研究，1971 年和 1984 年的數據
都顯示出，人們對於提供資訊的電視媒體，信任度要較印刷、廣播等其他媒體高

出許多。究其根本原因，則在於人們眼見為憑的意識型態所致。人們信任影像，

也因此對以影像報導為基礎的媒體較為信任(Collins, 1990: 125-127)。新聞照片與
生俱來的就有一種「證據功能」，會讓讀者相信照片中的事物確實存在或存在過。 

 
此外，照片也能吸引讀者。早在半個世紀以前，John E. Allen在其「報紙之

設計」（Newspaper Design）一書中便說道：「一張照片常較數百文字更能說明新

聞。」Radder & Stemple也說過：「一張照片之功用相當於千字報導。」Kalish & 
Edom則說道：「讀者喜愛照片甚於文字。」（Kalish, 1951：31）Swanson研究指
出，視覺因素（尤其是照片及附有圖說的照片），主宰了報紙和讀者的關係

（Swanson, 1955: 411-421）。自1939年起，美國廣告機構對於讀者興趣曾有十餘
次調查，根據此類的調查結果，報上的照片幾乎常擁有最多的讀者。（Kalish, 
1951：21） 

 

而新聞照片之所以重要，根據 Woodburn 的研究，在於它可以引起讀者注
意，進而閱讀相關報導。一張三欄寬的新聞照片，可以留住三分之二讀者的目光；

同時，它也可幫助讀者理解新聞報導（Woodburn, 1947: 197-201）。Miller的研究
也指出，新聞照片是報紙上最能吸引讀者目光的項目之一，讀者可能不看相關的

文字報導，卻不會錯過它的新聞照片（Miller, 1975: 70-75）。這些研究，在在都
顯示了新聞照片引起注意和幫助理解的重要功能。 



 36 

 
除了引起注意和幫助理解，新聞照片對讀者的記憶和態度也有重大的影

響。Wolf & Grotta（1984）的研究再度證明，報紙上的大照片可增加讀者閱報率，

同時有助於喚醒讀者對文字新聞內容的印象。透過照片，讓人更能感同身受，留

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而 Tubergen & Mahsman（1974）的研究則證明，照片
本身能影響讀者對照片中新聞主題的態度。以台灣 2000 年 7月發生的巴掌溪事
件報導為例，就可看出新聞影像對讀者、觀眾態度的重大影響力。那四名因為救

援不及而溺斃的工人，手牽手立在洪水中的那一幕，回憶起來總讓人覺得怵目驚

心，難以釋懷，也讓人對相關單位的失職感到氣憤。 

 
美國學者 Kerns在其《Photojournalism: Photography with a Proposal》一書中

曾經寫到，攝影記者在拍照時通常有四種目的(Kerns，1988：19)；而根據攝影記
者這四種目的，我們也可看出新聞攝影的不同功能： 

 
1. 說故事：照片可用來詮釋特定的觀點、意見和評論。 
2. 紀錄某一物體或事件：以拍攝對象為主體，呈現其結構和過程。 
3. 確認、認識：作為證物，或者文字內容、新聞事件的對照。 
4. 美學功能：作為報紙版面編排的一項美化要素。 
 
大陸學者劉云萊則從社會層面來分析新聞攝影的功能，他認為新聞攝影的

功能可分為五方面：（劉云萊，1993：52-60） 
 
1. 傳播功能：如果把新聞事業比作社會的神經系統，那麼新聞攝影就是最
敏銳的視覺神經，它時刻注視著世界各個角落的重要動向。現在，不管世

界上哪裡發生了重大新聞事件，它的影像可以透過衛星迅速傳到全世界。

新聞攝影已經成為傳播和交流各種新聞訊息最通俗、最迅速、最直觀的工

具之一。 

2. 認識功能：新聞攝影在傳播新聞訊息的同時，也可以為人們帶來現實生
活的某些知識，加速人們對認識社會和世界的認識，這就是新聞攝影的認

識功能。比如說火山爆發、地震或日月蝕等新聞照片，不僅具有新聞傳播

的價值，同時也具有幫助人們認識這些具體事物的作用。 

3. 審美功能：新聞攝影的影像在某種程度上都寄託著攝影記者的美學理
想。讀者在閱讀和觀賞新聞照片時，會有某種愉悅的、優美的、崇高的、

或者醜陋、悲慘的共鳴，對美的感受能力無形中便會增加，這是新聞攝影

的審美功能。 

4. 教育功能：新聞攝影把一幅幅真實的畫面展示給讀者，使讀者在認識照
片中的人、事、物面貌時，也能在思想上受到某種感動，引起更進一步的

思考和探索，進而化為改造現實環境的行動，這是新聞攝影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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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獻功能：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新聞照片也就是歷史的瞬間切
片。凡是紀錄了歷史上重大事件和動態的新聞照片，都會成為珍貴的歷史

見證。這就是新聞攝影的文獻功能。新聞攝影可以作為最有說服力的歷史

見證，為後人展示過去歲月的真實情景。 

 
綜上所述，筆者在此大致可將新聞照片的功能歸納如下： 

1. 做為證據，紀錄事實，並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2. 美化版面，吸引讀者。 
3. 幫助讀者理解和記憶。 
4. 詮釋觀點，影響讀者態度。 

 
 
（四）新聞攝影的發展 

 
新聞攝影的問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它改變了大眾的眼界。在最早的

新聞照片出現以前，一個普通人只能看到那些發生於他身邊、他的街上或他村莊

裡的事情。而攝影，正如它的歷史所證明的那樣，為人們打開了一個窗戶，它使

人們對社會上個人的臉孔變得更加熟悉，還可使他們獲知發生於全球的事情。讀

者的眼界開闊了。世界也便開始縮小了。（弗倫德，1976；盛繼潤、黃少華譯，
1990：111） 

 
根據科布洛在《新聞攝影》一書中所述，攝影史上有幾個技術上很大的進

步，像輕巧型相機的發明，快門結構和底片的改良，都在新聞攝影的範疇內引起

革命；不過最早也最重大的發明，或許就是「網版印刷方法」的發現，儘管仍然

可看得出網點，它使得影像可透過技術快速、精準地被複製出來，也鼓勵了進一

步的試驗；而另一方面，由於電訊服務的擴展和傳真設備的發明，照片幾乎能夠

立刻被傳送到世界各地去。1880年3月4日，第一張用網版印刷的新聞照片刊登

在紐約每日畫報上，內容是紐約市 Shantytown的違章建築。（科布洛，李緯華 

譯，1984：14-23） 
 

這些技術上的進步讓攝影者可以生動地在各種地方攝取各種動作，為報紙

和雜誌的讀者拍出照片。而科學上的發明，也讓攝影者可以拍到以往無法在底片

上留存的事物，像夜間照片、快動作和連續動作的照片，幾乎都可用相機紀錄下

來（科布洛，李緯華譯，1984：16）。但是新聞攝影的發展並非源於這些技術上
的進步，而是倚賴攝影記者的觀察、嘗試和創新來奠立基礎。 

 

攝影記者引進特別記事和運動攝影來擴大新聞的範圍；新聞記者可以表現

自然的剎那，而不是早期故作姿態的僵硬照片。今天攝影記者不僅僅是紀錄新



 38 

聞，他們變成景物事件的視覺詮釋者，運用相機和鏡頭，透過本身銳利的觀察和

對光線的掌控，使讀者感受事件發生的真正情形（科布洛，李緯華譯，1984：16）。 
 

新聞攝影不像寫作，攝影者無法坐在辦公桌前拍出照片，他必須預先感知

新聞事件發生的可能，並且親臨現場去拍照，不管是上摩天大樓還是下礦坑。這

種膽識和聰明代表著人性的一種特徵，也一直在整個新聞攝影歷史中被傳承著。

因此，技術上的進步加上攝影記者的努力和才華，兩者互補性地發展，才造就了

新聞攝影的輝煌歷史。 

 
 
（五）國外新聞攝影的專業經驗 

 
攝影術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照片被應用到新聞報刊作為事件與意見的傳

播訊息，也發軔於西方的媒體工業（郭力昕，1993）。儘管如國內學者郭力昕所
言，歐美媒體大國尤其是美國，掌控了全球新聞攝影生態，因此使得新聞攝影的

影像裡，大半充滿著西方觀點；然而，以學術界的各種專業性研究來看，歐美國

家在新聞攝影的專業表現上，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與反省的經驗。 

 
林少岩先生在訪談中表示，國內和國外新聞攝影最大的落差在於：對新聞攝

影的尊重不夠。攝影記者本身不敬業；非視覺工作者不懂得尊重視覺工作者的專

業；讀者的視覺素養不夠；連帶地，報老闆和管理者也不重視新聞攝影的表現和

攝影記者的工作素質提升。國外攝影記者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大，對自身的新聞

攝影專業認知也夠，所以對於作品有一種積極表現的意識。 

 
這種積極表現的意識，正是台灣攝影記者所欠缺的。台灣有許多攝影記者，

因為外在環境對新聞攝影專業的尊重不夠，也因為自身對新聞攝影功能欠缺完整

的認識，因此常只是拍了照片交差，卻不懂思考用影像作更積極的表現。 

 
因此，攝影記者首先要學習的，便是自身對新聞攝影專業的尊重；從新聞攝

影的功能到攝影記者的角色扮演，攝影記者都該有徹底的認知。如果攝影記者對

自身的專業在哪兒都不知道也不堅持，又怎麼去爭取大家的肯定和尊重？再者，

則是拿出實際行動，積極追求專業上的表現。 

 
在國外，攝影一直被視為是呈現真實、記錄歷史的最佳媒介。三○年代美國

報導攝影健將，同時也是新聞攝影長青樹的 Arthur Rothstein曾經說過，照片是
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之一，因為攝影能夠超越一切種族、政治和國籍的界線，成為

放諸四海皆準的世界語言（Rothstein，1979：5；郭力昕，19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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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視新聞攝影的紀實性為傳播所帶來的強大力量之外，國外學者也對影

像的其他功能和影響多所思考。Wolf & Grotta（1984）證明報紙上的大照片可增
加讀者閱報率，同時有助於喚醒讀者對文字新聞內容的印象。Tubergen & 
Mahsman（1974）的研究則證明，照片本身能影響讀者對照片中新聞主題的態度。 
 

對於這些新聞攝影的功能，攝影記者應該多加思考並有所體認，才能激勵自

己有新的視野，帶領讀者去看世界。新聞攝影一如所有其他的傳播形式，無法擺

脫文化對其的影響；新聞攝影必然會成為一群攝影記者在特定文化背景與時空條

件下，所進行的一種充滿人為因素的觀看和採集活動（Webster, 1980）。攝影記
者以相機作為報導的工具；他們的工作是探索新聞，用視覺的形式記錄下來（科

布若，1984：11）。因此，攝影記者本身對新聞攝影的專業認知是相當重要的。 
 
國外的攝影記者尊重自己的影像專業。名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談到他個

人的看法時表示：攝影對於很多人生活上的想法及意見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攝

影記者除了要具備攝影表現的技術外，面對取材的對象更要有正確的了解，為了

傳達適時的真相，除了敏銳的感覺，還要兼具誠實與智慧（呂良遠，1997）。而
國內的攝影記者，有多少人能體認到自身工作對廣大讀者的影響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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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性研究相關文獻 

 
 
（一）有關「專業」的探討 

 
「專業」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概念，也是職業世界中的一種現象。要了解專

業的真義，史學家Kimball（1992）認為必須從專業實務發展的歷史過程著手。

因為現今被視為專業的行業，在11世紀以前可能只是技術性的工作，並無特殊

崇高的地位。例如在11世紀的希臘，律師可以由訴訟當事人的朋友來充當；而

醫生在古羅馬時期通常只是奴隸；其他如會計師、建築師及工程師等，一開始也

只是受雇於政府的技術人員，沒有學校專職訓練，也沒有組成社會性的團體

（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 

 

不同的時代背景，會形成不同的專業領域，同時也會不斷地為「專業」一

詞增添新意。錢玉芬（1998）的研究中指出，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的社會環境中，

神職人員成為世界上第一種專業；在民主運動興起、民主國家紛紛建立的時代

中，深諳政治與法律的律師成為當時社會中最重要的一項專業；而在工業革命的

影響下，教師帶著古代哲學思潮所奠定的基礎，成為傳播知識的一項重要專業；

到了20世紀，醫師掌控生死、挾帶了人類重大需求而形成極為可觀的市場價值，

也因此成為20世紀的「專業之后」3。這四種被傳統所公認的四大專業，雖然興

起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但是對於後人在專業意涵的界定上，卻都產生了極大的影

響（錢玉芬，1998：46-47）。對照傳統的四大專業，新聞傳播業在資訊時代中，

扮演著資訊傳布與教育大眾的角色，同時對群體的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可謂一門

新興的專業領域。 

表2-1 四大傳統專業引入之專業意涵對照表 

傳統專業名稱 引入的專業意涵與專業特質 

神學 無私無我的服務倫理 

法律 自由主義的精神（自主性） 

重視案主的權利 

重視專業組織的建立 

教育（科學） 重視知識體系、主張長期訓練 

醫學 高自尊、高所得 

（資料來源：錢玉芬，1998：51） 

                                                 
3 Kimball（1992）指出，醫學所處理的是人類最廣、最普遍的需求。這種廣大的需求，在 20世
紀帶來極大的市場力量，隱含著大量的交易利潤，因此為醫學專業奠定了成功的重要基礎，甚至
使醫學成為 20世紀的「專業之后」（queen of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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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四大傳統專業為專業概念所注入的意義，在不同行業中會有不同程度

或現象的展現，但這些特質後來卻成為許多研究者定義專業概念時的依據，在生

活和學術上也被廣泛地使用。不過，學術研究上還是一直無法對「專業」一詞有

比較清楚且廣被認同的定義。錢玉芬（1998）指出，這種學術研究和概念定義上
的混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個專業所在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甚大，專業之間

難有一致的專業特質；二是研究專業意涵的學者，一直從實質的職業特徵來界定

專業的意義，並未依照「理論概念」的過程，將這些實質的職業特徵加以抽象化，

形成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專業意義（錢玉芬，1998：52）。 
 
Freidson（1986）發現，「專業」一詞有時是指全職從事某項工作，和「業

餘者」（amateur）有所不同；有時它又被用來區分職業聲望與地位的高低，或者
用來標榜道德與操守的廉潔、正直」（Freidson，1986：26-27）。到底「專業」一
詞指的是什麼？相關文獻汗牛充棟，難有定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21世紀的
今天，專業已不再限於傳統的四大專業，而是泛指許多對人類重大需求有重要貢

獻的行業；這些行業因為職業本質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專業意涵和標準。 

 
（二）探討「專業」的三種研究取向 

 
國內研究新聞專業性的著名學者羅文輝（1998）指出，過去有關專業性的

研究主要有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權力取向（The Power Approach），另一種則是
結構功能者取向（The Structural-Functionalist Approach）（Allison，1986；羅文輝，
1998：3）。 

 
權力取向者把專業（profession）視為一種職業的權力關係；而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則是某一職業的成員集體鞏固與獲取權威（authority）以
控制工作的過程；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則可視為一種特殊型式的社會工作
系統，經由此一系統，該職業的成員得以約束自我的行為（Beam，1990；羅文
輝，1998：3）。在權力取向者眼中，職業世界是爭取權力、威望及自主權的戰場，
擁有自主權才能在職業世界中獲得最大的社會、經濟利益，因此，學者 Beam
（1990）建議從一個職業團體的從業人員對工作的控制程度來探討這個團體的專
業化程度。除了自主權和權力、威望之外，倫理規範也是權力取向者視為某一職

業團體公開聲稱擁有專業地位的表徵（Abbott，1983）。透過倫理規範，專業人
員證實他們有能力履行自律，可自行處置違反倫理規範的成員，而不需要外界的

干預，因此可以得到較高的自主權與法律保障。 

 
從權力取向來看攝影記者的專業時，不難發現，攝影記者在媒體環境中的

弱勢，凸顯了自身行業在職場上尚未取得權力、威望和足夠的工作自主權，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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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履行自律能力的事實，這意味著攝影記者尚未取得專業地位所擁有的權力。至

於，攝影記者該如何邁向專業之途，筆者認為，還是得從結構功能取向的專業研

究著手，找出專業所應具備的特質和可能歷經的階段，作為攝影記者自身專業發

展的對照和依據。 

 
結構功能取向者認為專業是具有某些特質的職業；專業化指的是某一職業

獲取專業特質，轉化成專業的過程；專業性則是某一職業成員所共有的某些態度

與信念（Vollmer & Mills，1966；Nayman，1973；羅文輝，1998：5）。結構功能
取向的專業研究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學者為了探討「什麼是專業？」建立許

多基本觀點。他們認為專業與非專業有所區分，所以致力找尋能夠界定或描繪專

業的一些特質，因此又被稱為特質取向（Beam，1990；羅文輝，1998：5）。 
 
結構功能學派的學者 Greenwood（1957）指出，專業應具備五種特質：1. 系

統的理論；2. 權威；3. 社區認可；4. 道德規範；5. 一種文化。學者 Barber（1963）
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專業應該具備四種特質：1. 高度通則和系統性的知識；
2. 社區利益導向，而非個人利益導向；3. 從業人員組成工會並制訂道德規範，
有高度的自律功能；4. 具有某種金錢或榮譽形式的報酬制度作為象徵，但非個
人獲取利益的手段。另一學者Wilensky（1964）則從「專業化」發展的動態過程
來解釋專業的特質，他分析 18種職業的歷史發展過程發現，一種職業要變成專
業，並非一蹴可幾，而必須經歷五個過程： 

1. 它必須是一種從業人員可以全職工作的行業。 
2. 它必須有提供專業教育的專業訓練學校。 
3. 它必須由從業人員成立專業組織。 
4. 從業人員必須努力取得法律上的保障，以爭取工作時的獨立自主。 
5. 它的專業組織必須頒佈專業倫理規範，作為從業人員自律的依據。  
 
基本上，結構功能取向的研究者對於專業具有哪些特質並沒有一致的看

法，但是如 Vollmer & Mills（1966）所說的，他們同意「專業」只是一種「理想
型態」（ideal type），實際上並不存在。所以，許多學者在探討專業的問題時，通
常都先找出專業特質，再檢視哪一種職業團體最符合這些專業特質（羅文輝，

1998：5）。從結構功能取向來檢視攝影記者的專業，可以看出，儘管攝影記者是
一項全職的工作，目前在台灣也慢慢有專業的新聞攝影教育，同時，新聞攝影也

強調為廣大讀者知的權利服務，但攝影記者若要往專業的路上邁進，不管在理

論、教育、組織、自主和自律各方面的特質，都還有待充實和加強。 

 
除了上述兩種專業研究取向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現象學取向」的專業研

究。此一研究取向的學者 Rueschemeye（1964，1973）認為，建立專業的理論並
不能試圖以某一專業的現象推論到其他專業。Turner和 Hodge（1970）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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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該是一種「俗民概念」（folk concept），「專業」的概念必須放在個別的社
會情境與國家意識中來考量，不能理所當然地將「專業」視為一種通則化的概念。 

這種「俗民概念」式的專業研究自 1980 年代引起學者們的共鳴，因此興起了專
業比較的研究風氣，又稱為現象學的專業研究取向（Freidson，1994；錢玉芬，
1998：23）。現象學取向的專業研究主張研究者應該把既有的專業理論放在一旁，
投入於個別的專業群體中，去了解在這個行業中的一般成員如何應用和理解「專

業」這個字彙，並透過何種日常活動來完成其所謂的專業，這便是現象學取向對

專業的研究策略（Dingwall，1976、1983；錢玉芬，1998：23）。從現象學的取
向出發，我們可以了解不同的專業之間，在專業意涵和特質上也會有所差異。攝

影記者的專業和其他新聞工作者或其他行業相較，因為工作內容和環境不同，從

業者認同的專業特質也會有所不同。其間的差異，或許可由從攝影記者在這一行

的實踐中去觀察和分析。 

 
不論是權力取向、結構功能取向或者是現象學取向，對於專業的研究，近

年來皆傾向強調「專業」的界定應該考慮不同專業的特性與條件，由各專業領域

透過專業社群的共同討論來加以界定並實踐（鄭瑞城，1987；Dingwall，1976、
1983；Friedson，1994；Gispen，1988；Kimball，1992；Larson，1977）。筆者在
此希望透過權力取向的專業研究，進一步指出攝影記者在台灣的弱勢，印證台灣

攝影記者在專業力量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則採用現象學取向的研究策略，藉由

攝影記者本身的思考和討論，去界定攝影記者這一行的專業意涵與實踐方式；同

時，也參照結構功能取向的研究成果，歸納出一般專業應該具備的專業意涵與特

質，作為攝影記者往專業路上前進時的參考和檢討依據。 

 
（三）新聞專業性研究：從新聞行業到新聞從業人員 

 
1. 新聞行業是不是專業？ 
 

新聞專業的主張出現在20世紀初，1903年傳播學者Lawrence在《新聞是一

門專業》一書中宣稱：新聞工作是一項專業（何穎怡，1993：145；錢玉芬，1998：

53）。 1904年著名報人Pulitzer捐錢成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該學院逾1913年

開始招生），希望透過新聞教育來區分專業和非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他主張新

聞從業人員需要一種非建立在金錢上，而是奠基於道德感、教育與人格的階級意

識，這種階級意識的差異正是新聞學院的教育所要做的事（錢玉芬，1998：53）。

因此，可以說Pulitzer認為，新聞從業人員最重要的專業特質，不在技藝的學習，

而在於從業人員對專業道德、教育和人格的自我認同；新聞從業人員對於自身的

行業，應該形成一種階級意識。而後Lippmann（1920）更具體陳述了新聞專業化

任務的具體作法，包括：立法認定使用不實文件為不合法、規定新聞必須引述來

源、成立立場中立的研究機構、成立國際性且無黨派色彩的新聞供應機構、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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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從業人員予以訓練等，期望以「客觀報導」的作法來落實新聞專業的理想。 

 

不過，早期新聞專業研究的主體多半是針對整體的新聞行業，因此以論述

性的研究居多；一直到60年代至80年代之間，研究主體才由新聞行業轉向從業

人員個人；到了90年代，除了仍繼續針對新聞從業人員個人作專業性研究之外，

Beam（1990）也開始針對媒介組織層面作研究，這在新聞專業性的研究上具有里

程碑的功能，新聞專業性研究的範疇與視野因此得以擴展（錢玉芬，1998：54）。

儘管本篇研究仍從攝影記者出發，探討新聞從業人員個人的專業性問題，但是組

織層面的專業性考量，也提供了研究者不同的啟發，一些個人專業上無法具備的

專業特質，或許可由組織層面的專業化去解釋。 

 

儘管在新聞界裡，成為專業人員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共同願望（Weaver & 

Wilhoit，1986），甚至在傳播學院那些即將成為新聞從業人員的學生心裡，新聞

工作具有專業的本質是一極為普遍的信念（Splichal & Sparks, 1994）；但是，仍

有許多學者不認為新聞是一項專業，因為和傳統的專業相較，新聞工作缺乏系統

性的理論知識，記者不需要接受定期的專業教育，也不需要通過特定的考試

（Kimball，1965）；新聞從業人員無法自行開業，必須受顧於媒介組織（Shramm，

1957）；新聞工作的專業地位沒有被大眾認可（Allison，1986）；新聞專業組織

沒有制裁力量（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1976；Dennis & Merrill，1984）；

新聞事業除了服務讀者，還須受制於政商勢力（Gillis，1966-1967）。種種從新

聞行業或者新聞從業人員身上所觀察到的特質，都無法符合結構功能取向學者所

主張的專業特質，因此無法算是專業。 

 

但是也有學者指出，以Wilensky（1964）所建立的專業五大歷程來檢視美國

的新聞事業，可以發現美國的新聞行業已通過所謂的專業化歷程，成為全職工

作、有高等專業教育、有新聞專業組織、有為傳播事業所立的法案，還有美國新

聞報業編輯協會（ASNE）在1923年制訂新聞工作規範，所以新聞行業在美國已

是一門專業（Johnstone, Slawski and Bowman，1976）。而Dennis（1984）則認為，

新聞行業致力於公共服務，又具備許多專業標準和普遍的新聞道德規範，因此已

是一門專業。 

 

此外，也有學者主張，能為人類重大需求（vital needs）提供服務的工作，

才能稱為專業（Schudon，1988）。因此如果以職業本身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來

比較，新聞工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業。人本心理學家Maslow

把對資訊的需求視為人類的一項基本需要。Bakewell和Garnham（1970）在其《新

祭司》（The New Priesthood）一書中，便暗喻新聞媒體已取代宗教，成為人類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項需要。Broddason（1994）也指出，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型態已

不復存在，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或軍事決策都可能影響到另一個國家；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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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每個社會成員對於政治決策都有共同的責任。因此，現代

世界的國家與人民，都必須透過新聞媒體提供資訊才能維繫整體生活的運作。如

是看來，新聞工作又的確是一項為人類重大需求服務的專業工作。 

 

新聞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反映在人類各項日常生活功能的正常運作上，有時

更可透過一些特殊負向的事件彰顯出新聞專業的重要性（錢玉芬，1998：2-3）。

一些新聞處理不當，常會招致嚴重的禍害，像是1997年台灣白曉燕綁架案，因

為新聞媒體罔顧新聞倫理，搶獨家而不顧人質安全，或是非理性地炒作陳進興挾

持人質的新聞，這些作法都引起各界對新聞專業的諸多批評。此外，1997年8

月，英國戴安娜王妃為了躲避攝影記者的追逐車禍身亡，更引發世界各地對媒體

罔顧公眾人物隱私權的譴責。重大新聞處理不當時，不管是新聞媒體的經營不

善，或者是新聞人員表現欠佳而有損新聞專業時，都會對社會或個人造成嚴重的

傷害。因此，這樣看來，新聞工作不只是一門專業，也必須是一門專業。 

 

2. 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研究 

 

McLeod和Hawley（1964）從事「新聞從業人員之專業化」研究，不但將新

聞專業研究的焦點轉向新聞從業人員，更編制了一份量表，用以測量「新聞從業

人員的專業取向」，這可謂是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研究的開路先鋒，後繼更有許

多學者先後引用此專業量表，在不同國家或針對不同的新聞從業人員進行實證研

究（錢玉芬，1998：58）。例如：Weinthal and O’Keefe（1974）用此專業量表來
測量廣播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以及Coldwell（1974）用此量表證明了新聞攝影

人員工作表現和新聞專業取向之間呈正相關等等。 

 

McLeod和Hawley的量表主要是由24個題項所構成（參見附表2-2：McLeod

和Hawley建構的專業導向量表），其中12個題項是專業題項，另外十二個則是

非專業題項；他們認為把受訪者在12個專業題項上的得分加起來，減去受訪者

在12個非專業題項上的得分，就可求出受訪者的專業導向分數。儘管這份專業

量表被其他研究廣為採用，但是在理論和方法上仍有許多瑕疵。首先，Windahl

和Rosengren（1978）就指出，透過因素分析，他們發現專業題項和非專業題項

並非同一面像的兩個極端，而呈現正相關；其他採用此量表的研究者也指出，把

專業性視為單一面向來研究可能不適當，因為透過因素分析，專業題項所呈現出

來的是多面向的專業概念（Nayman, Atkin & O’Keefe，1973；Fang，1988）。換句
話說，專業性的概念應該從多方面去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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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McLeod和Hawley建構的專業導向量表 

專業題項 

1. 個人的能力和所受的訓練能夠全部發揮。 

2. 有主動與創新的機會。 

3. 有學習新技巧和新知的機會。 

4. 在您的專業生涯中出類拔萃。 

5. 在受全美國新聞人員尊重矚目的報社中工作。 

6. 工作對社區有價值且重要。 

7. 能力受到同事的尊重。 

8. 有機會影響民意。 

9. 主管激賞您為加強能力所花的時間。 

10. 工作能擁有自由，不受人緊迫的監督。 

11. 在重大決策中具有影響力。 

12. 因為我的加入而使工作機構有些不同。 

非專業題項 

1. 在工作的時候能夠享受工作的樂趣。 

2. 能獲得支持；在艱難的時刻，有工作伙伴可以支持或協助

我的工作。 

3. 在您的工作單位中表現突出。 

4. 薪水；賺取足夠的薪水以便擁有較好的生活。 

5. 和人而非事一起工作。 

6. 工作穩定有安全感。 

7. 工作刺激而且富於變化。 

8. 與投緣且隨和的人在一起工作。 

9. 擁有一份在社區具有名望的工作。 

10. 有一份在工作機構具有威望的工作。 

11. 有一份使我和重要人物（社區和州領袖）接觸的工作。 

12. 工作不會干擾我的家庭生活。 

資料來源：羅文輝，1998：9 

 

此外，國內學者羅文輝（1998）也指出，McLeod和Hawley的量表是三十幾

年前所建立，因為社會變遷和新聞事業的轉變，專業意涵上必然有所改變，過去

所設定的題項未必能反映現今真正的專業意涵。Weaver和Wilhoit（1986）則指

出，專業性的這個概念急待澄清，McLeod和Hawley的量表無法涵蓋專業性的意

涵。他們整理過去的研究發現，專業性的意涵包括： 

1. 教育水平及新聞從業人員的延續教育2. 對不同新聞媒介角色的認知；3. 

對自主權的認知；4. 對新聞工作不同層面重要性的認知；5. 閱讀專業書刊的情

形。 

 

不同於McLeod和Hawley（1964）把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視為單一面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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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Nayman（1973）則是把專業性視為一多面性的概念來建構量表。他檢視職

業社會學文獻，認為專業應該包含四種特質：1. 專業知識；2. 自主權；3. 承諾；

4. 責任。但國內學者羅文輝指出，Nayman對這四種專業特質的意涵界定不夠嚴

謹，例如Nayman認為專業知識的意涵包括履行獨特與重要的服務，但就字面意

義而言，履行獨特與重要服務應是專業知識的產物，應屬責任的意涵之一。所以

Nayman所建構的專業性量表必須加以修正，才能用來測量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

性。 

 

國內學者羅文輝（1998）便採納Nayman的觀點，從「專業知識」、「自主

權」、「承諾」和「責任」等四種特質來探討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但是對於

各個特質的意涵則重新界定。他所主張的專業性概念應該包括「專業知識」、「專

業自主」、「專業承諾」和「專業責任」四個面向，每一個面向又包含兩個次面

向（sub-dimensions）。其中「專業知識」包括「專門知識」和「自我充實」兩個

次面向；「專業自主」包括「內在自主」與「外在自主」兩個次面向；「專業承

諾」包括「工作承諾」和「大眾服務」兩個次面向；「專業責任」則包括「新聞

責任」和「倫理責任」兩個次面向（羅文輝，1998：23）（參見附圖2-1：羅文

輝建構的專業性概念架構圖）。 

 

 

附圖2-1：專業性的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羅文輝，19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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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此一專業概念架構，羅文輝（1998）也進一步分析歸納出專業特質

的各個面向及其操作型定義（羅文輝，1998：24-28）： 

 

1. 專業知識： 

 

包括「專門知識」和「自我充實」兩個面向。「專業知識」方面，專業

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該較重視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知識。「專門知識」

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所有新聞從業人員都應接受大學教育。 

（2）所有新聞從業人員都應定期到大學進修。 

（3）所有新聞從業人員都應接受基本的新聞專業訓練。 

（4）所有新聞從業人員應定期參加在職進修訓練。 

（5）所有新聞從業人員都應經常充實與工作相關的專業知識。 

「自我充實」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有較高的意願參加在

職進修，以提升自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自我充實」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

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願意經常參加在職進修訓練。 

（2）我願意自己付費參加在職進修訓練。 

（3）我願意自己付費參加與工作相關的研討會。 

（4）我願意自己付學費到大學選修與工作相關的課程。 

 

2. 專業自主： 

 

包括「內在自主」與「外在自主」兩個面向。「內在自主」方面，專業

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較重視新聞工作的獨立自主，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

機構主管的不當干預或影響。「內在自主」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

去測量： 

（1）聞從業人員即使不同意工作機構的編輯政策，也應儘量配合。 

（2）當主管建議採訪某些人或團體，而新聞從業人員認為不應該採訪  

時，應拒絕接受主管的建議。 

（3）當主管建議以某種角度處理新聞，而新聞從業人員認為不應該這

樣處理時，應拒絕接受主管的建議。 

（4）當主管建議報導某些新聞，而新聞從業人員認為不應該報導時，

應拒絕接受主管的建議。 

（5）當主管建議在新聞中批評某些人或團體，而新聞從業人員認為不

應該批評時，應拒絕接受主管的建議。 

（6）當主管建議淡化處理某些新聞，而新聞從業人員認為不應該淡化

處理時，應拒絕接受主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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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自主」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較重視工作的獨立自

主，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組織外因素的干預或影響。「外在自主」此一面

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重要消息來源不利的消息，應淡化處理，以免危及彼此的合作關

係。 

（2）對重要廣告客戶不利的消息，應淡化處理，以免影響廣告收入。 

（3）對政府不利的消息，應淡化處理，以免傷害政府形象。 

（4）對國家元首不利的消息，應淡化處理，以免傷害國家形象。 

 

3. 專業承諾： 

 

「專業承諾」包括「工作承諾」與「大眾服務」兩個面向。「工作承諾」

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比較會把新聞工作視為終生職志，比較不

會為高薪而離開新聞工作。「工作承諾」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

測量： 

（1）我不會離開新聞界，從事其他工作。 

（2）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工作，我還是會選擇新聞工作。 

（3）即使別的行業付我較高的薪水，我也不會離開新聞工作。 

（4）新聞工作是值得終生從事的工作。 

「大眾服務」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專業人員，應該展現較高的服務熱

忱，也應該會把大眾服務看得比待遇、升遷及工作穩定更為重要。「大眾服

務」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只要所從事的工作對社會重要，即使工作不穩定也沒關係。 

（2）只要所從事的工作能為大眾服務，即使沒有升遷機會也沒關係。 

（3）只要所從事的工作對社會重要，即使服務單位名氣不大也沒關係。 

（4）只要所從事的工作能為大眾服務，即使薪水待遇差一點也沒關係。 

 

4. 專業責任： 

 

「專業責任」包括「新聞責任」與「倫理責任」兩個面向。「新聞責任」

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該較重視新聞報導的社會責任，因而在報

導爭議事件時會比較重視查證事實、中立及平衡報導。「新聞責任」此一面

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新聞從業人員報導爭議事件時，應避免讓個人對該事件的信念影

響到新聞報導。 

（2）新聞從業人員報導爭議事件時，應公平表達各界的立場。 

（3）新聞從業人員報導爭議事件時，應查證各方的論點。 

（4）新聞從業人員報導爭議事件時，應超越各方的論點，挖掘事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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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倫理責任」方面，專業性高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較重視新聞倫理，因

而比較希望成立專業組織，並經由專業組織建立倫理規範，約束從業人員。

「倫理責任」此一面向的專業性可由以下題項去測量： 

（1）新聞從業人員應成立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如記者公會、編輯協

會等。 

（2）新聞專業組織應頒佈倫理（道德）規範，以約束新聞從業人員。 

（3）如果新聞專業組織的會員違反倫理（道德）規範，新聞專業組織

應予以懲戒。 

（4）新聞機構應各自建立倫理（道德）規範。 

 

此外，也有學者從其他專業特質理論來研究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例如：

袁乃娟（1986）採用社會學者Moore（1970）的專業模式為其研究的主要概念架

構，並且用Q-sort的研究方法分析出：不同位階的新聞相關人員，對新聞專業持

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另外LeRoy（1972-73）則是用另一位社會學者Hall（1968）

所建立的專業模式來研究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程度，結果發現，不同工作

性質的新聞從業人員，在不同的專業特質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國內學者羅文輝（1998）指出，近年來，嘗試用多面向概念建構專業性量

表最為周詳的，可能是Beam（1990）所建構的量表（羅文輝，1998：18）。他

從權力取向的角度，把專業化視為職業團體爭取控制的過程，利用職業團體對工

作控制的權威，來評估職業團體專業化的程度。由於新聞從業人員控制工作的權

威遠不及醫生與律師，因此Beam認為新聞事業專業化的程度也遠低於醫生及律

師兩種職業團體。Beam所建構的專業性量表，比先前學者所發展的量表周詳，

然而因為研究的主體是針對媒介組織，旨在測量媒介組織的專業性，並不適合用

來測量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羅文輝，1998：18-19）。 

 

綜觀以上有關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研究，對於新聞專業人員所應具備的

專業特質，似乎沒有統一的看法。由於本研究以台灣攝影記者的專業性為研究主

體，因此，將以國內學者羅文輝所提出的專業性概念架構，來檢視新聞攝影記者

此一行業所具備的專業特質。此外，對於攝影記者自身所認同的專業意涵為何？

如何在工作中落實？筆者也將透過訪談作進一步的了解和歸納，進而和現有的理

論作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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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攝影記者相關文獻 

 

 

（一）攝影記者應具備的專業特質 

 

參考學者羅文輝（1998）針對新聞從業人員所發展出來的專業性概念架構，

來檢視攝影記者實際的工作模式和內容，可歸納出攝影記者所應具備的專業特質

大致如下： 

 

1. 專業知識方面：主要包括「專門知識」和「自我充實」兩個面向，專業的

攝影記者應該具備專門知能，並懂得自我充實；知識的內容也必須含括新

聞和影像兩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而非只著重影像技巧及影像知識的進步。

攝影記者除了必須接受大學教育中的新聞攝影課程之外，也應該經常參加

有關新聞攝影的相關進修及研習，充實有關新聞攝影方面的專業知識。 

 

2. 專業自主方面：主要包括「內在自主」與「外在自主」兩個面向。專業攝

影記者在工作上應該獨立自主，不受到機構主管或者組織外因素的不當干

預或影響。在拍攝或選擇新聞照片時，攝影記者應該以新聞價值和影像價

值作為考量的依據，不應迎合主管或報社的立場，對拍攝對象的選擇有所

偏頗，或在影像中故意醜化、美化或扭曲；此外，專業的攝影記者也不應

該因為消息來源、廣告客戶或國家立場，而使新聞攝影價值的專業判斷受

到影響。 

 

3. 專業承諾方面 ：主要包括「工作承諾」與「大眾服務」兩個面向。專業

的攝影記者，會把新聞攝影的工作視為終生職志，同時也比較不會為高薪

而離開新聞攝影的工作，對工作有熱情，認同攝影記者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工作；同時，在工作上以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為考量，只要能為讀者和

大眾服務，升遷、名氣和薪水都不是最重要的考量。 

 

4. 專業責任方面：主要包括「新聞責任」與「倫理責任」兩個面向。專業的

攝影記者看重自己的工作，並了解新聞攝影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拍攝和

報導爭議事件時，會設法了解新聞事件的內容與背景，呈現客觀事實與證

據，盡量避免自己的信念影響到拍攝的角度，做到不介入、中立、平衡的

報導；此外，攝影記者也應成立專業組織，頒佈倫理規範，作為其專業成

員自律的依據，並在成員違反倫理規範時，確實發揮懲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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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攝影記者工作現況 

 

1. 攝影記者的人口背景 

 

根據謝維哲（1996）所作的研究發現，從台北地區159位報社攝影記者

成功回收的114份問卷來看，目前台北地區的攝影記者絕大多數為男性，平

均 33歲左右，本省閩南人較多。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的記者佔 68.2％，

學歷多在專科、大學和獨立學院之間；相對於羅文輝（1995）的研究發現，

有53.3%的報社新聞從業人員為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攝影記者科班出身

的比例已高出一般記者。而研究中也提到，外縣市攝影記者的比例極小，大

多數的攝影記者多集中在大台北地區。 

 

而根據聯合報攝影記者林錫銘（2002）的觀察統計，以年齡來看，目前

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不包括兩位編輯助理在內，共有 34位攝影記者，平均年

齡是36.7歲；自由時報扣除跑影劇文化版的7位攝影記者，共有14位新聞

攝影記者，平均年齡在 34.3歲左右；聯合報不包括聯合報系的其他攝影記

者，單就聯合報採訪中心的19位記者來看，平均年齡是45.7歲，足足高出

中國時報攝影記者的平均年齡 9歲。三大報共有 67位攝影記者，平均年齡

是 38.8歲，其中以聯合報的攝影記者最為資深。整體而言，三大報攝影記

者所統計出來的平均年齡要比台北地區攝影記者的平均年齡為高。這一方面

代表著三大報所聘用的攝影記者，多半是較資深的攝影記者；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攝影記者樣本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林錫銘表示，就聯合報而言，擁有資深的攝影記者，固然對報社整體新

聞攝影的品質較有保障，但是另一方面，有些新聞需要上山下海、翻山越嶺

去拍攝，體力上只有年輕的攝影記者才能勝任；如果不注入新血，未來在攝

影記者的人力資源上，恐怕會形成斷層。 

 

而攝影記者楊錦煌則從時間點上劃分，把台灣的攝影記者大致分成幾個

世代：第一代是年紀在 50歲以上的老記者，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就在新聞線

上跑，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退休或離職，但也有年屆退休之齡還在跑新聞的，

像是台灣時報的朱汝瀛、中國時報的姚琢奇和聯合報的龍琦文等等；第二代

則是年紀在 40歲以上的攝影記者，解嚴前就在報社工作，時間上橫跨解嚴

前後兩個不同的政治時期。 

 

而八○年代解嚴後，報禁開放、報紙增張，大批攝影記者湧入報社，形

成第三代的攝影記者，時間上剛好碰上台灣社會改革和街頭運動蓬勃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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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第四代的攝影記者則是九○年代之後陸陸續續加入報社的記者，時間

上沒有明顯的區隔；最後則是近兩年才加入攝影記者行列的新生代，這一代

一個明顯的特色是，不再使用傳統的單眼相機，而改用現在的單眼數位相

機。整體而言，攝影記者從解嚴前到解嚴後，人數大量增加，人口迅速年輕

化，教育程度大幅提昇，硬體設備也普遍升級。 

 

2. 攝影記者的任用 

 

台灣早期報禁還未開放的時代，報紙版面只有三大張，新聞照片的需求

量少，攝影記者這一行可說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很難出缺。幹了 20年攝影

記者的林錫銘在訪談中表示，早期從大陸過來的攝影記者，原本就有固定班

底，位子多半卡得死死的，如果不是有人退休、離職或掛掉（意即「死亡」），

其他人很難有機會進到報社做攝影記者。當時的攝影記者講究師承，通常得

從暗房學徒做起，再跟著慢慢學拍照，最後才有機會成為線上的記者。 

 

後來，報社在任用新的攝影記者時，普遍以個人的作品集和品格、個性、

溝通能力為篩選依據。新聞攝影的圈子很小，一旦技術或者品格上出了問

題，很難瞞住同行。而年輕一代的攝影記者，多是新聞或傳播科系出身，但

通常沒有辦法一畢業就進報社做記者，而要在雜誌先累積經驗和作品，再帶

著作品面試。中生代的記者在任用上，則多半取決於業界對他的風評。 

 

不過，這種情況慢慢有了改變，考試也逐漸成為重要的任用管道之一。

以自由時報來說，民國 91年招考攝影記者時，除了作品集之外，也更重視

以考試的方式，來要求攝影記者在國語文、英文、圖說和圖片編輯方面的能

力。 

 

3. 攝影記者的待遇 

 

近幾年在「壹週刊」和「蘋果日報」進軍台灣的挖角風潮下，攝影記者

薪資有了顯著的提升。以三大報攝影記者來看，目前聯合報最高，中國時報

和自由時報次之。新進攝影記者的薪水從三萬五到四萬五之間不等，可能會

有將近一萬元的差距，不過實際薪資還是會因職位和資歷而有差異。前《勁

報》圖片編輯翁文俊表示，以投注的時間、心力和薪資相比，台灣攝影記者

的投資報酬率算是相當高的，但相對來講，個人在專業上的努力卻不夠。 
 

翁文俊表示，根據他個人的觀察，過去報社新聞攝影還未數位化以前，

晚報攝影記者早上八點上班，九點到達新聞現場，九點的新聞大約拍到十

點，然後沖片，十二點前發完稿就沒事了。雖然不是所有的報社都如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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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報社的記者一天要跑很多條新聞，每天新聞的工作量也有差異，但是攝影

記者領一份全職工作的薪水，工作時間卻少有限制，一天的工作時間有可能

只有三小時，所以兼職的情況在所難免。攝影記者拿多餘的時間賺外快事

小，但是如果利用工作之便或者工作資源，去做個人的工作而怠忽職責，這

就是主管或攝影組組長該監督和要求的了。 

 

4. 攝影記者的工作 

 

基本上，攝影記者的工作路線區隔比較少，因為人數有限、編制有限，

任務的分配方式主要分成兩種：前一天派發的新聞和當天臨時的突發新聞，

比較少規劃性的路線和專題報導。中時攝影記者許村旭表示，過去中國時報

在民國 83-85年間曾經成立過「特案新聞中心」，由一群資深的攝影記者負

責，強調以深度報導的角度切入，去做一些愛滋、勞工等等的影像專題。儘

管回應頗佳，廣告也常跟著影像專題的版面跑，不過後來因為報社政策和人

力調配的問題，並沒有繼續下去，因此這種作法也成了特例。 

 

目前在國內中時、聯合和自由三報裡頭，文字記者會提供稿單給攝影記

者，作路線分派，一般小報則是完全依賴中央社的稿單來分派攝影記者任

務。此外，主管有時也會當天一早開會，決定一些新聞路線讓攝影記者去跑。

當然，攝影記者也可以自行從電視、廣播或者其他管道去尋找新聞線索，但

是這種情形並不多見。 

 

通常，攝影記者一大早會先跑前一天預派的路線，新聞一到三條不等。

日、晚報的新聞品質通常會有些差異，因為晚報截稿時間較緊迫，通常新聞

照片沒辦法深入。比如說中午12點截稿，但11點半的新聞要你去拍，在這

樣的時間壓力下，攝影記者要拍出完整和有深度的作品就比較難。拍完寫好

圖說，直接在現場發稿，就算完成工作；除非，報社方面另外要求某些特定

的畫面，攝影記者就要再行補拍或者想其他的辦法。 

 

攝影記者在拍攝工作的時間上相當自由，但是對於發稿後的照片處理和

呈現，就顯得相當無力，也欠缺適當的溝通管道。以中國時報影像中心的記

者來說，大家都在報社外發稿，不須回報社，有時候一、兩個月的時間，甚

至三、四個月都不會見到自己的同事，所以彼此互動的機會很少。 

 

聯合報林錫銘就說道，當版面沒有照片時，照片只被用來滿足一種美化

或填充版面的基本需求；只要配合新聞來一張照片，不管照片好壞都用。這

種情況一直在發生，跳脫不了以文字為主的模式。當照片很多、版面很擠的

時候，符合文字新聞的照片就會被挑中，不會因為有好照片就讓它登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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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由時報慢慢在嘗試著建立溝通管道，有時基於攝影組組長和圖片編

輯的要求，攝影記者晚上還必須和圖片編輯一起檢討和比報。 

 

5. 攝影記者的升遷管道和考核 

 

攝影記者許村旭在訪談中表示，攝影記者除了被擢升為資深攝影記者的

身份，或者轉任行政主管之外，升遷的管道相當有限。而前《勁報》副總編

輯林少岩也表示，絕大部分的攝影記者是從第一線離職或退休的，雖然有極

少數的人後來轉入媒體做行政主管，卻把過去在攝影記者工作崗位上所培養

的經驗、技術和新聞觸感都一刀斷絕，無法在媒體內累積或凝聚視覺工作者

的力量（林少岩，1997）。 

 

前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會長，同時也是中時資深記者的王興田也寫

道，在攝影記者這一行，因為台灣新聞工業的「速食取向」，資深記者根本

無從培養威信和涵養，新手和老手做的事情是一樣的，照片交出去以後，所

有的作品詮釋權完全掌握在由文字系統出身的新聞主管手中，由抱持另一種

「符號系統」的人士所載控。這種惡劣的工作環境，讓攝影記者苦悶（王興

田，1998）。 

 

大部分攝影記者在訪談中也表示，報社主管評估攝影記者的工作表現

時，看的是攝影記者的配合度，以及記者能否滿足他調度上的需要。主管並

不需要一個普立茲新聞獎得主來替他工作，而是需要一個可以拍出照片交差

的攝影記者。甚至有時候，攝影記者必須透過其他像是替主管泊車或為個人

拍照等其他服務，來爭取實質上的獎勵；專業上的表現並不足以讓主管認同。 

 

不過，，以聯合報來看，攝影記者在考核升遷上，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主要是依據年資和薪等的固定比例在調整，如長期工作下來有特別優異的表

現，可以由長官拔擢跳級升等；只是除了薪等的調整，在升遷的職位和調動

空間上，可能就比文字記者狹隘了許多。 

 

6. 攝影記者的專業教育 

 

早期就像攝影記者林錫銘所說的，攝影記者得從暗房學徒做起，再慢慢

學拍照，根本談不上有所謂的專業教育；以他個人而言，會被任用作攝影記

者，是因為學校校刊編輯的文稿撰寫經驗，而非攝影技術。新聞和攝影方面

的知識和技術，都是自己看書、拍照學來的。當然，也有一部份是因為和報

社長官熟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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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聞攝影在國內並沒有所謂的科班出身，世新最初有印刷攝影系，

後來政大、文化和輔仁等大學才慢慢開設新聞攝影的課程。過去攝影記者這

一行裡，有許多人都不是科班出身，像聯合報林錫銘原本念的是電機工程，

中國時報的黃子明和許村旭則是學美術設計和雕刻出身，路透社的吳毅平則

是英語系畢業。 

 

但是，這種情況已逐漸改觀。根據謝維哲（1996）的研究發現，台北地

區報社攝影記者的學歷多在專科、大學和獨立學院之間，而新聞傳播相關科

系畢業的，佔68.2％。攝影記者的教育程度已慢慢提升，同時受過新聞傳播

教育的攝影記者也愈來愈多，可見，攝影記者的專業教育已逐步受到重視。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系所，新聞攝影課程並不像國

外，被列為核心課程（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也沒有成為獨立

的科系，更別談像美國那樣有新聞攝影研究所的教育；相對地，選修新聞攝

影和圖片編輯課程的學生也較國外傳播科系的學生少。 

 

在政大授課的溫禾老師便談到，國外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認同新聞攝影

的重要性，也認為這是一門值得修習的學分，因此，即使不是必修，也會選

修新聞攝影或視覺傳播的課程。所以，相對地來看，目前新聞攝影的教育在

學校所受的重視還是不夠的。 
 

追根究底，台灣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的新聞攝影師資有限，所能發揮的

影響力也很有限，必須在新聞攝影方面投入更多的師資，才能孕育出優秀的

攝影記者。 

 

7. 攝影記者的在職進修 

 

許多線上的攝影記者，不管是年輕的還是資深的都表示，在台灣，報社

普遍不重視攝影記者的在職進修制度。儘管台灣媒體意識到本身人力資源的

浪費與流失，從而開始在規劃、修正制度，希望能夠激勵士氣、提升專業品

質；但是，攝影記者「依照慣例」的被遺忘在一旁。林少岩（1997c）直言，

或許連攝影記者都認定自己是媒體的消秏品，「反正幹一輩子也只是個攝

影」，因而對自己的在職進修漠不關心。 

 

一般報社在進用攝影記者時，多半就會要求記者有馬上上線的能力，因

此常常忽略了在職訓練這一環。不過，目前在國內，有幾家報社已慢慢重視

到這個問題，而著手從在職訓練去提升攝影記者的素質。以過去《勁報》來

說，有幾個制度化的作法在國內可說是創舉，像是安排溝通課程、每天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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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日記」、線上比報等等。 

 

《勁報》過去的攝影記者一經正式任用，編輯們會先為攝影記者上一些

版面編輯概念，同時，報社也會安排攝影記者們為編輯上一些攝影課程；嚴

格說來，這些都不能算是進修課程，只是接近溝通的一種模式，希望能讓編

輯和攝影記者之間有較好的溝通和默契，以減少照片在編輯時可能出現的一

些盲點或錯誤。 

 

此外：每天發「編輯日記」，由圖片編輯在每天完成校版後，將當天版

面、照片的優缺點，以及照片刊登的取決依據，整理成重點，發給每個美術

編輯和攝影記者，讓美編和攝影記者有一個溝通的管道和檢討的依據。 

 

另外，《勁報》也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線上比報」。這個作法也就是把主

要的晚報、對手報作比較、掃瞄、寫評語，然後對外發行。這是所有人都可

以訂閱的，雖然一開始是在《勁報》內發行，但是許多其他報社的編輯和攝

影記者都可以收到，作為自己檢討和成長的依據，不失為記者在職進修的有

效管道。只可惜，這樣的作法還未能開花結果見真章時，《勁報》就因經營

不善而宣告停刊了。 

 

8. 攝影記者的專業組織 

 

國內並沒有屬於攝影記者的「專業組織」出現，像美國NPPA本身就有

專屬網站，每年舉辦定期的展覽、研討會和新聞攝影比賽等等，也為研究和

作品提供了發表和交流的空間；但是，國內成立三十餘年、目前會員達160

多人的「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除了採訪現場的協調功能，和每年舉辦

摸彩的聯誼功能外，沒有刊物、沒有會址、也沒有為台灣的攝影記者們訂立

任何的自律規範，在促進專業成長上可說是沒有發揮任何的功效！其中最大

的問題在於，攝影記者本身對於這樣一個組織的認同度和參與度都不高。如

果一個專業團體沒辦法得到成員的認同和參與，這個組織就沒有辦法成長。 

 

9. 職業傷害與器材的負擔 

 

長期背負沈重的相機衝鋒陷陣的攝影記者，是脊椎側彎、頸椎受傷及潛

在椎間盤凸起（俗稱骨刺）的危險族群；而且因為作息不正常、壓力大、生

活緊張所造成的腸胃疾病，更是記者的通病；記者們甚且容易因趕時間採

訪，求好心切為拍攝不同畫面而發生意外（黃義書，1999）。 

 

攝影記者陳孔顧便寫道，在變焦鏡頭還未盛行的年代，攝影記者身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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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三個機身外加五個常用鏡頭(50mm、24mm、85mm、135mm、200mm )，及

兩個閃光燈，是很平常的事，街頭運動時身上掛滿器材像個活動聖誕樹滿街

跑，身上的器材重達 15公斤，還要應付隨時的追、趕、跑、跳、碰，亢奮

的工作情緒讓每個攝影工作者，忘卻了長期壓迫在身子骨上的物理壓力，就

是這樣的工作環境及負擔，慢慢造成了攝影記者肌肉、骨骼及脊椎的重大傷

害（陳孔顧，1999）。 

 

此外，在國內新聞攝影數位化以前，除了聯合報，許多攝影記者都必須

自備器材來上班。線上許多攝影記者都有花十多萬買相機、鏡頭的經驗；部

分報社提供無息貸款，按月攤還，有的甚至連無息貸款都沒有，而一些機器

維修的小問題，也得自行解決。  

 

10. 攝影記者本身對專業的看法 

 

根據訪談資料歸納，大部分的攝影記者認為專業性代表： 

 

（1）能完成拍攝任務。 

（2）能建立人脈，避免漏掉重要消息或新聞。 

（3）長時間有穩定而優異的照片品質。 

（4）能承受壓力，接受挑戰。 

（5）能具備新聞的敏銳觀察力，預知新聞的發生。 

（6）動作快、反應快。 

（7）知道哪一張是好的新聞照片。 

（8）能堅持不造假、不安排。 

（9）能精準地呈現新聞現場的人事時地物。 

（10） 有能力自己蒐集新聞。 

（11） 用影像去說服別人、感動別人。 

（12） 有敬業精神。 

（13） 有「顛執」的性格，用心感受被攝者的內心。 

（14） 用大腦去拍照。 

（15） 能拍出自己想拍的東西。 

 

從以上攝影記者所列出的專業特質來看，對照羅文輝（1998）所提出專業

性概念，可以發現：攝影記者本身對其專業的認知側重在「自我充實」、「內在

自主」、「外在自主」、「工作承諾」和「專業責任」幾方面，對於「專門知識」、

「大眾服務」和「倫理責任」方面則未提及。由此可見，攝影記者本身所認同的

專業，在於自身具備自我充實的意願和能力，在工作上有獨立自主的作業能力，

對於新聞抱持客觀中立的態度，同時能完成工作任務，不違背新聞報導的專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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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是對於攝影記者所應接受的專業教育、在職訓練，以及對新聞攝影工作的

忠誠和承諾，或者攝影記者所應顧及的倫理責任，目前台灣的攝影記者似乎並沒

有足夠重視和體認。 

 

 

（三）歷史借鏡與新時代的挑戰 

 

1860年代，Mathew Brady用照片記載了美國內戰的景象。他和夥伴們用濕
版負片，忠實記載了戰爭的景象。由於照片本身強烈的真實感，以及攝影者作為

戰場上目擊者的親身參與，照片變成了證據的化身，也成了最有價值的歷史檔案

紀錄。Brady之後，隨著攝影技術的改善和沖洗過程的加快，戰爭照片越來越重
要，攝影記者也必須扮演著越來越危險的目擊者角色。為了拍到具有視覺重點的

照片，攝影記者如果沒有更勇敢，至少也要和戰士們一樣勇敢地身歷險境

（Rothstein，1979）。 
 
1890年時，Jacob Riis用閃光粉照亮了紐約的貧民窟，並運用這些照片推動

房屋改革。另外 1900年代初期，一位重要的評論者 Lewis W. Hine，則是最早將
照片報導當作新聞要素運用的人。他以童工、移民和礦工為主題的報導，圖文並

茂，對改善社會不公的相關立法有重大的影響（Rothstein，1979）。 
 
其後將近半個世紀，美國「農業安全局」（FSA，Farm Security Adminstration）

在 Roy E. Stryker的倡議之下成立專案，透過影像紀錄，反映農業困境。1935-1942
年，反映農業狀況的照片在報紙和雜誌大量出現，公眾因此體認到復興農業的必

要，對農村改革有著深遠的影響（Rothstein，1979）。 
 
Robert Capa則是現代貫徹 Brady精神的傑出攝影記者，從 1935年的西班牙

內戰開始，有 20年的時間 Capa都在戰場上拍照，後來竟然在一次印度支那戰役
的報導中，因誤踏地雷而死在戰場上。他一生不斷的奉獻犧牲，彰顯了他對影像

證據的無上敬意（Rothstein，1979）。 
 
Edward Weston則強調照片的本質和階調變化，展現攝影直接和纖細的特

性。但是他對攝影記者最大的影響則在於，他強調在曝光前能預視整個成像的結

果。這個重要的觀念影響了當代以使用 35mm相機出名的偉大新聞攝影家 Henri 
Cartier-Bresson，他強調新聞攝影便是要捉住「決定性的瞬間」，以瞬間的影像來
詮釋新聞重點（Rothstein，1979）。 

 
美聯社攝影記者 Joe Rosenthal在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場上，跟隨海軍登陸 Iwo 

Jima島，並在關鍵時刻爬到山頂上，拍下了勝利之旗揚起的那一刻。那是用 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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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美國人的性命所換來的，沒有裝腔作勢，沒有排演沒有場景，戰爭的顛峰時刻

分秒不差地被拍了下來，只要差個千分之一秒就可能錯過。這張照片為 Joe 
Rosenthal贏得了 1945年的普立茲獎，同時被做成銅像立在華盛頓，以紀念美國
那些在二次大戰中為國捐軀的英雄（Rothstein，1979）。 

 
早期新聞攝影的焦點多集中在西方的攝影大師上，但世界大戰和中國的戰

亂，使得中國攝影記者也拍下了一些當時最有名的照片，躋身新聞攝影的世界舞

台上。1937 年日本飛機砲轟上海火車站，1800 名的難民等著被疏散撤離，其中
大半是婦女和孩童。當時我國的「新聞片王」王小亭拍下了這場悲劇，照片中嬰

兒在殘破車站中嚎啕大哭的景象，撩動了全世界人的心弦，也讓世人對日本的侵

華暴行感到憤慨。後來日本竟然還宣稱那是一張假照片，並威脅要取王小亭的生

命，使得他帶著家人逃往香港。 

 
而近代東南亞的衝突中，也有許多令人難忘的影像。1963年Malcolm Browne

所拍攝的，佛教僧自殺獻祭的恐怖照片震驚了全世界，間接促使 Diem政府的垮
台。1968 年 Eddie Adams 拍下了南越的警察長在西貢街上迅速槍決一名越共嫌
疑犯的照片，引起了美國人民的震驚和強烈反感，因而質疑這是否就是美國加入

東南亞戰爭所要捍衛的民主和自由？過了四年，Nick Ut拍了一張照片，畫面中
的小孩從汽油彈的火光中光著身子奔逃而出，充分顯示出戰爭的可怕，才又扭轉

了反對美國加入越戰的民意聲浪。 

 
許多攝影記者一開始或許害怕電視會取代印刷頁面，成為視覺傳播的主要

媒介；但如同 Arthur Rothstein所說的，電視或許是電子布告欄或重要新聞現場
即時報導的最佳管道，但是印頁上的照片相對的具有永久保存的檔案價值，方

便，而且你永遠可以隨時隨地瀏覽。透過有技巧的地呈現和有意義的文字配合，

新聞照片不只是事件的目擊證據，還能提供資訊、詮釋和洞見，意義遠超過電視

短暫的電子影像。 

 
然而，電訊傳播技術卻對攝影記者的工作有著深遠的影響。Arthur Rothstein

（1979）早在 1979 年便預測，最後新聞攝影的整個流程可能都在乾燥、數位、
瞬間的情況下完成。目前國內三大報社已全部改採數位相機，黑白暗房早已走入

歷史。攝影記者帶的是一部筆記型電腦和專業型的數位相機，新聞強調隨採隨

發，新聞照片即拍即看，記者篩選過後即可透過網路傳回報社。此外，拜科技發

展所賜，新聞照片不再只靠攝影記者去拍攝，動態電子影像上也可直接擷取靜態

畫面，再透過電腦處理。這些技術上的進展，對於數位時代的攝影記者都是新的

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