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第一節  「立院-媒體」的共生現象(註 1) 

 
 
第三屆總統選舉在紛紛擾擾中結束，但是選舉過程中的爭議與問題始終讓社會大

眾無法平息選舉的激情，除了每晚政治性談話節目以及 Call-in節目的議題圍繞
在大選爭議外，立法院也成為延長總統選戰的場所。立委們將具有爭議的議題排

入各相關委員會，並且要求相關單位首長列席報告備詢，雙方你來我往、針鋒相

對的對話很容易吸引媒體注意，假如雙方大動肝火爆發嚴重的口角爭執，更成為

攝影記者捕捉畫面、電視台記者進行現場連線報導(SNG)的最佳題材，透過現場
連線，衝突畫面不但可以一再重播，國會記者也可以配合編輯台進行每小時現場

連線報導，維持國會新聞一整天的能見度(註 2)。 
 
事實上，立法委員因為質詢而與官員或其他立委發生口角、肢體衝突的情況也不

只在選舉前夕發生。我國在經歷了政治改革與媒體解禁後，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

已逐漸擺脫過去作為政府傳聲筒的角色，且愈來愈受到政治人物重視。以立法委

員與大眾傳播媒體而言，民國七十八年進行部分立委改選、民國八十一年立法委

員全面改選後，出現大批湧入立法院的新科立委以及新國會記者，彼此間產生新 
 
 
(註 1)所謂的「共生關係」，若按照字典上的定義是指「兩個不同的個體發展互相有利的關係」(Miller,1978:1)，

若在實際運作上，共生關係指「新聞記者與消息來源互相協助、扶持，彼此相依為命的關係(Dvison,1975:138)」

(引述自陳志杰,2002:14)。依照學者之觀點，本小節所指「立院－媒體」共生現象，即是在描述立法院之主

要成員(立法委員)與大眾傳播媒體之互相協助關係。 

(註 2)批評國會記者偏好報導或渲染立法院衝突或煽色腥的論點繁多，但少見有研究者提出實証資料佐證或

缺乏比較架構(如不同時期、會期的立法院新聞報導內容比較或是不同國家、政府體制下的立法院新聞報導

等)，因此對於定義「記者報導立法院新聞多偏重衝突面」，仍欠缺共識標準，若只是一味地將有關立法委

員衝突的新聞都界定成負面報導，也很容易忽略了衝突事件的原始問題，也容易忽略國會記者欲傳達之事

件原意。(陳志杰，2002：5)。本研究指稱之立法委員衝突之新聞報導，乃泛指國會記者缺乏闡述與解釋衝

突事件發生原因，僅強調立委衝突動作之表象。 

的共生體系，且改變了過往立法院的運作結構。研究者稱這時期立委與記者的關

係是謂「立院－媒體」共生體系(方素惠，1991)，這樣的共生現象也使得立法院

的運作更形複雜。固然共生現象有其正面意義，讓立法院運作情形、立委表現得



以透過媒體報導讓社會大眾了解，但是另一方面，政黨的政治鬥爭與立委作秀造

勢，卻也使得社會大眾對立法院產生了負面印象(陳志杰，2002:3)。 
 
「立院－媒體」運作體系在民國八十六年修憲之後更為複雜，因為立法委員席次

從 164席擴增為 225席，更多立委與國會記者進入立法院，立法院經常有可能出

現社會新聞中的暴力、鬥爭場面，還有立委的八卦新聞也不定時佔據報紙新聞頭

版或電視新聞頭條，甚至立委們肢體衝突的畫面竟也出現在國際媒體(CNN)的報
導中，嚴重影響台灣國際形象。 
 
研究者們對於形成這種「立院－媒體」共生現象提出檢討，並將這部分原因歸咎

於立法院運作制度方面的缺失(王業立，2001；林繼文，2001；黃秀端，2001)、
以及立法委員個人行為的偏差，立委偏好以衝突或作秀的方式吸引國會記者注意

等原因(曾國雄，林麗玉，1991，註 3)；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共生現象形成之主因
乃與國會記者專業性不足有關(李明軒，2001；林瀟倩，1992；楊瑪利，2002)。 
 
立法院是國家位階最高的立法機構與民意殿堂，但是國會記者過多報導出現八

卦、抹黑、造謠、人身攻擊、衝突等議題。批評者認為，媒體過度偏重報導立法

院的衝突面與個人面，或是浮面趣味的話題，反而嚴重忽略了對法案、預算或是

公共資訊的傳遞、交換職責(陳敦源、韓智先，2000；陳志杰，2002)，進而影響
社會大眾對立法院與立委的負面印象。方素惠(1991)也指出，國會記者角色的質
變，促使其與立法委員的互動關係逐漸惡質化，並且轉變為基於「衝突」的合作

夥伴。也就是立委一邊製造「緊張」與「衝突」，國會記者則一面設計、包裝、

甚至渲染緊張與衝突，宛如立法院的權力影武者。Smith曾經在「權力遊戲」(The 
Power Game) (劉丹曦等譯，1991)書中直接指出，因為媒體記者，使得國會的傳
統倫理與政治結構被徹底打破，因為國會議員不再藉著傳統的組織體制或是遵循

「多年媳婦熬成婆」的方式出名，只要能夠掌控、利用媒體爭取到選票與權力即

可(引自陳志杰，2002:2)。 
 
(註 3)曾國雄、林麗玉(1991)的研究指出，由於國會記者的背景與價值觀大不相同，因此其決策基礎，除了

理想目標與實際目標外，還包括偏好、情況評估、壓力結構、習慣領域、訊息途徑、同類互比行為、印象

外推行為以及最小阻力原則和責任擴散行為等因素。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立法委員決策的不確定與投機

性，因而造成整體立法院亂象(引自陳志杰，2002:4)。 

(註 4)天下雜誌曾在第五屆立委選舉之前，進行「政經調查」，結果有 17.4%的受訪民眾認為立法院應該對

國內亂象負起最大責任；有 37.9%的受訪民眾認為當前的最大危機是「媒體煽動、炒作新聞」。該雜誌「2002

國情調查」更針對台灣民眾的媒體態度進行大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媒體的不信任度達 37%。 

 
因此，當各界檢討過度密切的「立院－媒體」共生現象問題時，儘管有人批評是

立委本身「濫用言論免責權」、「藉機會作秀爭取高曝光率」等因素，但也有研究



者開始檢討國會記者的新聞專業性問題。尤其在立委全面改選、人數增多的情況

下，國會記者的質與量卻無法同向提昇，在缺乏專業意理的情況下又長期依賴立

委提供消息，導致其處理立法院新聞時經常偏重衝突面、造成報導比重失衡，這

些原因放大了立委鬥爭表象，甚至有研究者直指國會記者可能要對立法院的紛亂

現象負起責任(李明軒，2001；林瀟倩，1992；楊瑪利，2002)。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不只一次針對國會記者的新聞報導提出批判，認為國會記者長

期依賴立委揭發弊案做為報導之消息來源，缺乏查證的基本能力，只知扮演傳播

的謠琢以及製造口水的角色，不肯花時間功夫探究公共議題，不但喪失新聞報導

公信力，更令人擔憂的喪失觀眾的信賴，記者的新聞專業亦將不受到尊敬與重視

(目擊者，2002 年 11月，第 31期；2003 年 1月，第 32期)。因此批評者認為，
提升國會記者之專業性將也有助於解決現在過從甚密的「立院－媒體」共生關

係，而且強化記者新聞專業性，更可以改善現在立委只重視質詢、不重視實質問

政的偏差行為(王幼萍，2002)。 
 

第二節 再省思：記者的新聞專業性 

 
立法委員的職權行使對於政府之政策產出影響甚鉅，立委的問政表現也攸關政治

社會之整體發展，國會記者所呈現的新聞應該著重與民眾福祉相關之財經、民生

或國家重大建設之法案、預算審核過程與結果，在民意高漲與意見多元的社會環

境中，確實扮演媒體第四權之監督角色。然而，目前經常佔據媒體版面的立法院

新聞，卻往往是立委的口水戰或與官員間的言語衝突，還有個別立委的「爆料」

記者會或是國是論壇上的個人秀，這些國會新聞報導，過度強調衝突表象，缺乏

說明事件初始或衝突原因，不但造成立法院與立委的負面形象，更導致了國會記

者遭批評「新聞專業性不足」。(方素惠，1991；李明軒，2001；林文玲，1991；
林瀟倩，1992；黃秀端，2001；楊瑪利，2002)。 
 
研究者於電視新聞台工作期間即是主跑立法院之國會記者，亦時常反省記者之

「新聞專業」問題以為警惕，也因此興起研究國會記者專業性之動機。尤其在現

今立法委員人數眾多，立法院過度強調「個人秀」之運作生態下，許多立委不靠

專業問政，甚至於依賴、配合媒體報導衝突、作秀提高曝光率(曾國雄、林麗玉，

1991)，但對於國會記者來說，立法委員又是最重要的消息來源，長期以來，國

會記者也多依賴立委提供消息來撰寫新聞，在這樣緊密的共生關係下，是否會對

記者專業性造成影響？許多關於民意代表與媒體互動關係之研究均指出 
，共生現象對記者新聞專業表現或多或少會造成影響(陶允正，1994；田志剛，
2001，王幼萍，2002)，因此本研究將從國會記者對「立院－媒體」共生現象之

評估，來探討國會記者與立委的共生現象是否成為影響專業性之因素。而針對國



會記者專業性部分，本研究也將藉由過去學者研究所建立之專業量表來審視國會

記者專業性，並且根據文獻討論國會記者之人口變項以及新聞室因素是否也會對

記者新聞專業造成影響。 
 
「新聞事業是不是專業？」、「新聞從業人員算不算是專業人員？」，這是長久以

來傳播領域裡未曾停止的討論，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答案莫衷一是。當專業主

義(professionalism)成為美國新聞的概念核心後，學者們對於新聞事業是否算是

「專業」的見解也各有不同，Shoemaker & Reese(1991)便提醒，「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的定義必須被謹慎地使用，因為「新聞」(Journalism)領域擁有一
些專業的特性，但是並不是全部。社會學家提出專業形成的三項特質-「知識」、

「自治」、「道德」-並用之來檢視新聞事業是否稱之為專業，結果發現新聞事業

似乎只具備有部分專業特質(羅文輝，1995)。不過也有學者認為，如果只用上述

三項特質衡量新聞專業並不合理，Hall(1968)即主張要由「專業態度」來評估新

聞事業的定位(註 4)。 
 
從過去幾年的研究可發現，學者們對於專業主義在新聞工作上的意義仍舊是缺乏

共識的(Wei ,Weaver & Johnson, 1996)。如 Tuchman(1978)認為，新聞的專業主義，
主要是根據新聞組織自身的需要來界定。專業技能的高峰是運用某種實際技術，

傳遞具有高度客觀性的資訊產品，客觀性的主要特點是必須真實、態度必須中

立。按照 Tuchman的看法，新聞客觀性已經成為一種新聞專業意理。Pollard(1995)
指出，新聞專業主義強調的是新聞工作時的內部獎賞。而他檢視過去三十年來相

關研究發現，愈專業的新聞工作者，比起較不專業的同事，更重視新聞工作的內

在意義，如對社區的服務、進修和成長的機會，且更能享受工作(張舒斐，
1998:15)。 
 
羅文輝(1995)分析 Greenwood(1957)、Barber(1963)以及Wilensky(1964)所提出的
專業特質，認為「新聞專業」應該具備專業知識、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及倫理規

範四項特質。Lacy 等人(1993)指出，許多媒介工作者視專業意理或創造力比組

織給予的工資還要重要，這種自主性在傳統管理的觀念上，是很難被接受的，但

是在新聞工作者的專 
 
 
 
(註 4)Hall(1968)主張要由專業態度來評估新聞的專業地位，他認為從態度上判斷專業與否，可以從下列五

項特點來看：以同儕為主要的工作參考、服務大眾的信念、對工作的歸屬感、自律以及判斷的自主性。 

業意理中，卻是合理的，就像新聞記者持續地被要求超時工作而不領加班費的原

因，不是因為老闆無情，而是對專業責任的承諾。Weaver & Wilhoit (1993)研究
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專業精神」做了結論，他們認為，新聞工作者的專



業精神是不會被遺忘，但是也永遠不可能完全被討論出一個定見(Wei, Weaver & 
Johnson, 1996)。 
 
由上述可知，研究者對於「新聞專業性」的定義與內涵各有不同解釋，不過大抵

來說，上述各學者對「新聞專業性」的討論仍可被歸納為兩研究取向，一是 
「權力取向」( the powerful approach)，一是「結構功能取向」(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 approach)(Allison,1986)。權力取向派學者認為，職業世界是爭取權力、

威望以及自主權的戰場，擁有自主權才能在職業世界中獲得最大社會經濟利益，

因此專業人員莫不積極宣稱及維護其自主權與權威，並經由倫理規範的建立取得

正當性，並獲得操控社會經濟的力量(羅文輝 1995)。 
 
此派研究學者認為，對專業性的討論應該以權力關係為核心概念，專業化是職業

成員集體鞏固以獲得職業自主性的過程，至於專業性則是一種控制工作、自我約

束的社會工作系統(張皪元，2000:20)。Beam(1990)以媒介組織為研究主體，採取
權力取向的觀點來研究媒介組織的專業性並且分析出新聞專業性的因素應包含

「專業發展」、「資源承諾」以及「公正無私」。Soloski(1989)也由權力取向出發，

研究發現新聞專業性是媒介組織控制記者與編輯行為的一套有效且經濟的方法。 
 
至於結構功能取向學者(Vollmer & Milla,1966；Nayman,1973)則認為，專業乃是
指具有某種特質的職業，此種職業因具備某些特質而以其他職業產生區隔。專業

化是指由職業轉變為專業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職業因培養某種專業特質，因此

逐漸形成專業。至於專業性，則是職業成員表現出來的行為與態度的整體。 
 
回顧過去二十年對新聞專業性的研究，也多是由結構功能取向出發，研究者建立

專業量表來評量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如McLeod & Hawley(1964)提出的「服
務取向」、「專門技術」、「教育訓練」、「自主權」、「專業責任」、「服務精神」、「道

德規範」以及「自治組織」八項專業標準來評量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以及後

續研究者持續修正McLeod & Hawley(1964)的專業量表後，所提出的新聞專業標

準也大致雷同( McLeod & Rush,1969；Lattimore & Nayman, 1974；Weinthal & 
O’keefe,1974；Wright,1976；Pollard,1985)。此外，也有學者利用其他專業特質理

論來探討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例如LeRoy(1972)即是依據社會學家Hall(1968)
所提出的五項專業特質研究電視新聞記者的專業性程度(張皪元，2000:21)。 
 
在國內實證研究方面，研究者們接續地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進行探討，也累積

了不少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研究成果(可參閱表一之一)。如陳碧珍(1981)以
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及其新聞處理之關聯性；陳

世敏、彭芸、羅文輝(1988)進行綜合性日報之記者、編輯，進行專業性調查；翁

珮君(1985)分析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理與專業滿足價值觀；蕭蘋(1989)研究環保



記者的專業意理及其影響因素；楊秀娟(1989)研究報社新聞工作者專業化程度；

張碧華(1992)研究影響報社記者專業化程度與其對產業工會態度之相關性；林淳

華(1994)研究報社記者之專業自主權；羅文輝(1995)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價值
觀；楊志弘(1996)以報社編輯為研究對象，探討報社守門人的專業意理；錢玉芬

(1998)進行新聞專業性概念與觀察指標之研究等。 
 
而且隨著有線電視在台灣的蓬勃發展，研究者對於新聞專業性的研究對象也不再

侷限以報社記者為主，逐漸延伸至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之研究發展，如韓香芸

(1992)研究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個人特質與專業取向之關聯性；羅文輝(1995)曾以
台灣地區廣播、電視及報紙全體新聞從業人員為對象進行新聞專業性之測量；孫

沛芬(1998)針對台視及 TVBS電視新聞記者進行專業性的比較；張舒斐( 1998)研
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張皪元(2000)研究 SNG對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之
影響等；黃旭磊(2001)研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新聞專業性。 
 
研究者們不但擴展了研究對象，對於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研究面向，也逐漸重

視討論「人口變項」與「新聞室因素」對新聞記者專業性之影響。鄭瑞城(1993)
指出，大眾媒介是社會重要機構，分析大眾媒介傳播者的背景，一可以瞭解「誰」

在大眾媒介工作，二可以知道這些傳播者的背景與他們「生產製造」出來的成品

有何關聯性(張舒斐，1998:16)。Pollard(1995)認為新聞工作的專業化，不是一種

結構性的性質，因此新聞工作者的背景可能是多樣化的，這與其他的專業職業有

很大的不同，正因為如此，新聞工作者的人口變項對於專業主義、組織概念和工

作滿足的影響，要比其他行業的專業主義來的重要(張舒斐，1998:16)。 
 
過去研究者針對不同人口變項統計，如教育程度、性別、年齡或黨派立場等進行

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關聯性研究，研究結果幾乎顯示新聞從業人員之人口變

項的確與其新聞專業性存在關聯性(袁乃娟，1986；楊秀娟，1989；張碧華，1992；
陶允正，1994；羅文輝，1995；楊志弘 1996；孫沛芬，1998；張舒斐，1998；
張皪元 2000)，不過也有研究結果正好相反(陳碧珍，1981)(註 5)，本研究也將比較

過去的研究結果，探討國會記者之人口變項與其新聞專業性之關聯性。 
 

 

 

(註 5)陳碧珍(1981)探討國會記者之專業性及其處理新聞之關聯性發現，性別、年齡、工作經驗、所屬報紙

經營型態諸因素均與國會記者專業性程度無顯著關聯，只有是否接受過新聞專業教育，與國會記者專業性

有關。 
而另一逐漸被重視的研究面向即是「新聞室」因素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影

響。張舒斐(1998)指出，媒介組織是影響電視新聞記者專業角色的變數之一。

Pollard(1988)也認為，新聞工作者身為專業的受雇者，必須要在雙重控制中心--



組織及專業—之間奮鬥，兩者各有其目標、方法及忠誠度(loyalty)要求，Lacy 等
人(1993)研究也呼應上述說法，他認為新聞從業人員和其他專業不同地方之一，

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面對專業與新聞組織之間可能的衝突關係。 
 
有研究者認為媒介管理者必須面對幾種不同型態的管理，其中以管理記者最為困 
難(Willis & Willis,1993)，而造成管理困難的原因，正因為新聞記者的價值觀所使

然，其中一種價值觀就是「專業主義」。就管理角度而言，記者的專業性與組織

是互相衝突的(Lacy et. al.,1993)。當衝突發生時，兩者之間究竟誰會退讓？

Pollard(1995)認為現今新聞組織每日專注於賺錢的活動，專業主義重視的是道德
的表現和社會責任，當組織的權威或控制力愈強時，專業主義的力量也就相對減

弱，組織很可能藉由這種控制機制而影響了記者新聞專業表現。 
 
張碧華(1992)指出「專業主義」與「新聞政策」都是組織內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學
習的遊戲規則： 
 
在「專業主義」方面，Lacy等人(1993)指出，許多媒介工作者視專業意理或創造

力比組織給的工資還重要，這種自主性在傳統的管理觀念上是很難被接受的，但

是在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理中卻是合理的，就像新聞記者持續超時的工作而不領

加班費的原因，不是因為老闆無情，而是新聞工作者重視對專業責任的承諾。若

以獎賞方面而言，pollard(1995)發現組織經由提升外部獎賞(包括提高收入或確保
工作安全)，使外部獎賞超過內部獎賞(如工作自主權、進修的機會)，進而抑制專
業主義的發展。 
 
在「新聞政策」方面，Soloski(1989)指出，新聞室政策是組織為了進一步限制新

聞從業人員的自由裁量權而發展出來的規則，其具體內容因組織而異。張碧華

(1992)認為此種因新聞組織而發展出來的不同新聞政策，可視為組織內的

(intraorganizational)的控制機制。張碧華(1992)也指出新聞政策是新聞從業人員多
多少少必須學習的，它不一定有成文的規章，可能就依據慣例作為新聞工作者行

事的準則(Johnstone,1976)。 
 
由上述學者看法可得知，新聞記者與新聞室關係極為密切，而專業性與新聞室運

作之間可能產生衝突時，新聞室似乎很容易藉由權力控制而抑制了專業主義，如

Johnstone等人(1976)指出，記者自主權與組織控制是重疊的，他們認為組織之控
制在於工作指派(assignment)、新聞寫作、編輯三階段都有可能發生，統稱為組
織守門裝置(gatekeeping apparatus)。而對於國會記者來說，新聞室對國會記者的

干擾狀況為何？是否如先前相關研究所言，新聞室因素也成為影響國會記者專業

性的原因之一？基於此研究動機，本研究在探討國會記者專業性之外，亦將探究

新聞室內因素是否也影響記者專業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大眾媒體的開放與發展，不但改變了政治活動的方式，擴大了政治傳播的研究領

域，更影響了政治新聞的特質。尤其在民主國家中，國會議員、媒體記者與社會

大眾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品質，常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民主化指標，而媒體記者如何

確定自己的角色、瞭解職責所在，更是討論媒體處理國會新聞的關鍵所在(彭芸，
1992)。 
 
尤其國會在民主社會中，就像是一個資訊集散中心，立法委員與國會記者為了達

成自己的多重目的，都希望能在國會的「資訊交換市場」中，獲得對自己最有利

的資訊，或是傳達出自己想要影響他人的資訊(陳志杰，2002:9)，在這樣的情況
下，立委與國會記者彼此密切接觸、互動頻繁，進而出現所謂「立院－媒體」共

生體系。不過，在現今立委席次擴增以及國會記者人數增多的情況下，國會記者

與立委的共生關係勢必有所改變，究竟現今國會記者如何看待共生現象？現在看

似複雜的「立院－媒體」共生現象是否會對國會記者專業性產生影響？而在經歷

了政治開放、媒體解禁之後，我國國會記者在新聞專業方面的表現理應有所改

變，因此本研究也將以過去研究之評量標準檢驗我國國會記者，比對其專業性與

過去研究結論之異同，並試圖找出影響國會記者專業性之原因。另方面，根據相

關文獻，本研究亦將討論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人口變項、新聞室因素之間是否具

有關聯性。 
 
本研究選擇「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其主要理由有：一、在現今民意高漲時代，

國會記者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其善盡報導工作對於深化民主亦有助益

(Dunn,1969)(註 6)；二、部分研究者批評國會記者專業性不足，是導致立院亂象的

原因之一，批評者也認為提昇國會記者的專業性，將有助改善立院亂象或是立 
法委員的問政偏差行為；三、過去有關記者專業性的研究，較少針對特定路線記

者的新聞專業性進行討論，僅有陳碧珍(1981)以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專 
 

(註 6)Dunn(1969)認為，國會議員與國會記者之間偶有敵對與相互猜忌的情形，但他們的工作對於民主過程

是相當重要的，因此身為一個國會議員，他必須與新聞媒體發展合作的關係才是。而 Ferejohn & 

Kuklinski(1990)更認為，國會議員與國會記者之間的密切互動與合作關係，目的是為了讓公共資訊能夠有效

的釋放與交換(引自陳志杰，2002)。 

業性與其處理新聞之關聯性；蕭蘋(1988)進行環保記者專業性及其影響因素之研

究；陶允正(1994)以台北市議會記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記者個人屬性、專業意理

與消息來源之相關性；陳欣宏(2000)研究體育新聞人員之新聞專業性等四篇研



究，而探討國會記者專業性之相關研究，亦僅有陳碧珍(1981)、林瀟倩(1991)兩
篇，本研究試圖延伸過去兩篇國會記者專業性之研究，以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

探討國會記者之專業性以及可能影響其新聞專業性之因素。 
 
本研究對象為主跑立法院的國會記者，由於不同媒介類型對定義「主跑立法院的

國會記者」各有不同，本研究界定之「國會記者」將以立法院公共關係事務室統

計名單為主，包含各報社、電視新聞台、廣、及通訊社及網路報，主線為立法院

之黨政組記者。但下列情況之採訪記者將不予挑選為本研究對象： 
 
1.跟隨特定部門官員至立法院委員會採訪之記者，如教育線記者、財經線記者 
、醫藥線記者等。 
2.因組織調度、支援而短暫採訪立法院之代班記者。 
3.未長期駐守立法院採訪之記者，如外國報社記者或香港、大陸電視台之記者，

其只有採訪重大事件才會至立法院，平時並未固定至立院採訪。 
4.攝影記者，因國會攝影記者調度頻繁，且主要負責畫面之拍攝，與文字記者之

工作性質差異性大。張舒斐(1998)研究電視台記者之專業價值觀，研究對象即
為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不過建議後續研究將兩者分開，避免因兩者工作性質

之差異而無法釐清記者之新聞價值觀，因此，本研究將只針對文字記者進行研

究。 
 
檢閱相關文獻可知，關於「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研究，即使研究取向以及方

向接近，使用名詞也不盡相同，本研究選擇參照陳碧珍(1981)、張碧華(1992)以
及孫沛芬(1998)研究之定義，統一以「新聞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命名，並參

照羅文輝(1995)、張皪元(2000)、黃芝瑩(2001)之結構功能研究取向，探究我國國
會記者之新聞專業性。本研究問題整理如下： 
 
一、 國會記者如何評估「立院－媒體」共生現象？此共生現象對記者專業性有

何影響？ 
二、 國會記者自評新聞專業性為何？ 
三、 新聞室因素與國會記者專業性間有無關聯性？ 
四、 國會記者之基本資料為何？上述之評估是否會因為國會記者所屬不同媒介

類型、不同人口變項而有不同？ 
 
 
 

表一之一、近年來國內有關「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相關研究 

作者/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 究 結 果 

陳碧珍/ 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 報社記者 研究者討論報社國會記者之專業性與



1981 業性以及處理新聞之

關聯性研究-以國會
記者為研究對象 

其處理新聞之關聯性研究，結果發

現：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教育程度呈

現顯著相關；年齡較輕者、有新聞教

育背景者、從事新聞工作資歷較短

者，其對於專業性的評估較低。 

袁乃娟/ 

1986 

新聞人員的專業態度

研究 
電視新聞

記者 
研究者以社會學者Moore(1970)的專
業模式出發，以「專業責任」、「專業

精神」、「自治」、「教育」、「組織」五

層面為架構來探討電視新聞記者的專

業態度。結果發現 48位受訪者對專業
看法的差異可歸納為：「傳統的專業主

義」、「經驗至上的反專業主義」、「憤

世嫉俗型的新聞工作者」，且這三種不

同專業態度的受訪者，對於新聞專業

性的議題也呈現不同的態度差距。 

蕭蘋/1989 環保記者的專業意理

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報社記者 研究者採取傳統守門人專業意理研究

架構探討環保記者之專業意理取向以

及影響其專業意理因素，結果發現環

保記者確實有「資訊傳布者」、「解釋

者」、「對立者」三種專業意理取向。

楊秀娟

/1989 

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

業化程度之研究 
報社記者 研究者旨在探討不同專業化程度的新

聞從業人員對工作環境的要求以及不

同專業化程度的新聞從業人員是否享

有不同的自主權，研究結果發現： 
1. 專業化程度愈高的記者，對工作環

境的滿意程度愈低，特別是專業工

作層面上，專業化程度愈高的記者

愈不滿意工作環境。 
2. 記者專業化程度高低無論在新聞

室內或新聞室外都與記者自主權

的多寡無關。 

施致平/ 

1991 

記者專業意理與新聞

製作流程對體育新聞

報導之影響 

報社記者 研究者參考McLeod & Hawley(1964)
所編定之量表進行記者專業意理對體

育新聞報導之影響，結果發現： 
1. 體育記者之專業意理與其教育背

景有顯著關聯性，但與記者性別、

年齡、體育工作年資、所屬報社經

營型態並無顯著關聯性。 



2. 報社記者在新聞處理上擁有相當

高的自主性，但在組織內部溝通網

路方面，均有溝通不良的情況。 

韓香芸

/1992 

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個

人特質與專業取向之

關聯性研究 

電視新聞

記者 
研究者針對國內三家電視台之新聞記

者與新聞部內相關主管，進行問卷調

查，結果發現： 
1. 新聞從業人員之的教育程度、工作

職稱的不同，與其專業性高低有顯

著差異。 
2. 新聞從業人員會因為職務工作不

同，而對專業意理角色類型產生不

同認知。 
3.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工作職稱

均會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對專業倫

理的態度。 

張碧華

/1992 

影響我國新聞從業人

員專業化程度及其對

新聞產業工會態度之

相關研究-以中國時
報、自立報系為例 

報社記者 研究者針對記者專業化程度與其對新

聞工會態度進行相關性研究，結果發

現： 
1. 新聞記者專業化程度之高低與其

對工會態度之肯定與否，其間並無

關聯性。即是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對

工會的態度並不受其專業化程度

影響。 
2. 兩報紙記者(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的專業化程度並無明顯差異。 

3. 新聞科層組織可能影響新聞人員
之專業性，不過研究顯示，在新聞

科層組織控制下的新聞人員仍可

保有相對自主性。 

陶允正

/1994 

記者個人屬性、專業

意理與如何選擇接近

消息來源之相關性探

討-以台北市議會記

者為例 

報社記者 研究者採用守門人專業意理角度出發

研究台北市議會記者之專業意理，研

究結果發現，半數記者之專業意理偏

向「公共政策取向」、「社會責任取向」

兩種價值觀，對於「閱聽人取向」則

比較不重視。研究者認為這與傳統新

聞從業人員之專業意理內涵(資訊傳
布者、解釋者、對立者)不同，顯示新
聞記者之專業價值觀已經逐漸改變，



不再只是過去的三種專業意理型態。 

羅文輝

/1995 

新聞人員的專業性研

究：意涵界定與量表

建構 

台灣地區

廣播、電視

以及報紙

全體新聞

從業人員 

研究者建立一套測量新聞人員的專業

性量表，其中將專業性區分為：「專業

知識」、「專業自主」’「專業承諾」、「專

業責任」四面向，每個測量面向再包

含兩子面向。研究發現： 
1. 專業性比較高的新聞從業人員較
重視以研究為主的系統性知識、較

重視工作上的獨立自主、且較會把

新聞工作當作終身職志。 
2. 專業性較高的新聞從業人員較重
視新聞報導的社會責任。在報導爭

議事件時較重視查證、中立及平衡

報導。 

孫沛芬 

/1998 

無線電視新聞與衛星

新聞頻道記者組織溝

通、專業性與工作滿

意度關聯性比較 

電視新聞

記者 
研究者比較無線電視台(台視)、有線電
視新聞台(TVBS)記者之專業性與工作
滿意之關聯性。研究結果發現在專業

性與工作滿足方面，台視記者在「升

遷與福利」和專業性達顯著相關；

TVBS記者在「工作前景」與「管理

協調」以及「上司體恤」方面和專業

性達到顯著相關。 

張舒斐

/1998 

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

值觀之研究 

 

電視新聞

記者 
研究者兼採結構功能取向與權力取向

探究電視新聞記者之專業性，研究結

果發現： 
1. 電視新聞記者最重視「專業責
任」，最不重視「專業承諾」。 

2. 受訪記者認為新聞組織應該制定
工作倫理規範，或成立有影響力的

專業組織。 
3. 記者評估組織的專業價值觀與記
者本身專業價值觀也存有落差，受

訪記者認為電視台實際上並未將

工作視為獨特而重要的社會服務

工作，也未要求記者對複雜的問題

提出分析解釋。  

錢玉芬

/1998 

新聞專業性概念結構

與觀察指標之研究 
 研究者透過實徵資料、文獻分析及研

究者詮釋等多種研究途徑界定「新聞



專業性」概念。 
1. 研究發現實踐新聞專業性概念的

主體有「行業面」、「組織面」、「個

人面」三面向。其實踐新聞專業性

的方式會因主體而有不同。 
2. 以個人層次而言，新聞專業性概念

具有「專業倫理」、「專業知能」，

且在此兩概念下建構出測量新聞

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四面向，包括

「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

能力」與「專業知識」。 

陳欣宏

/1999 

體育新聞從業人員專

業性研究 
電視新聞

記者與報

社記者 

研究者採用結構功能取向研究並以問

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結果： 
1. 體育新聞人員的專業性內涵可歸
納為：「新聞專業」、「專業責任」、

「專業訓練」、「內在自主」、「外在

自主」、「共作承諾」、「大眾服務」

等七個因素構面。 
2. 記者之人口變項、所屬之媒介屬
性、以及工作屬性(如記者與編
輯、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均會影
響新聞從業人員對專業性的看法

產生差異。 

張皪元

/2000 

SNG現場連線對電

視新聞記者專業性之

影響 

電視新聞

記者 
研究顯示，新聞記者認為新聞台在大

量使用 SNG現場連後，記者的專業能

力應該與予以提升，其次是強調專業

自主與充實專業知識。 

黃芝瑩

/2001 

線上新聞人員專業性

研究 
電子報記

者 
研究發現「線上新聞專業」（包括「線

上新聞專業價值觀」與「線上新聞專

業知能」）的形成，主要受到下列因素

影響： 
1. 網路傳播特性 
2. 新聞工作者工作經驗 
3. 傳統新聞專業  

 
黃磊旭

/2001 

有線電視系統新聞人

員之專業性分析 
有線電視

系統新聞

人員 

研究者針對有線電視系統人員進行專

業性研究，參考McLeod & 
Hawley(1964)所設計之專業性評估量



表進行測量，結果發現： 
1. 受訪者皆重視工作環境提供學習
環境、自主空間，不過受訪者也都

認為目前工作環境無法提供學習

環境獲重視工作人員的自主空間。

2. 受訪者不重視個人對組織的影響。

3. 專業性高的人員比專業性低的人
員更重視對社區居民的貢獻。 

4. 受訪者並不十分認同目前的工作

環境是穩定而有安全感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