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部分，將探討立法委員角色性質與轉變與「立院－媒體」共生現象的

出現，主要描述台灣社會在經歷政治改革與大眾媒體開放後，「立院－媒體」共

生體系的出現與變化。本章第二節部分，將由理論層面導入，分為四小節討論「專

業性」、「新聞專業性」、「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概念，並根據過去相關研究，討

論影響新聞人員專業性之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之人口變項、新聞室因素與新

聞專業性之關聯性。本章第三節將提出研究問題、研究假設與分析架構。 

 

第一節 「立院－媒體」共生現象 

 
民國七十六年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陸續開放黨禁、報禁、允許示威遊行終至終

止動員戡亂時期，我國體制從威權專制走向民主體制，政治文化亦由「臣屬型」

轉而為「參與型」(王幼萍，2002:39)。威權體制瓦解，躍躍欲試的政治参與者，
莫不希望依據自己的政治構圖，讓政治局勢重新排列組合，有研究者便形容當時

的政治局面，像極了「一幅完整的拼圖跌碎一般」(林瀟倩，1991:41)。而代表政
治角力場所的立法院，頓時之間成為「群雄並起、各據山頭」的局面，復加上經

過幾次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選，政治生態丕變(註 1)，再經過六次修憲，立法院真正

成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火車頭(楊日青，1992:9)(註 2)。 
 
 
 
(註 1)我國自威權體系走向民主體系，立法院生態亦有重大變遷，依據歷屆立委選舉之結果，研究者(王金

平，2002)將立法院之生態大致分為四時期(引自王幼萍，2002，p.34-38)：(1)第一階段--約為民國三十六我

國行憲至民國四十三年一月：動員戡亂時期資深立委立法院；(2)第二階段--約為民國五十八年辦理增額立

委選舉至民國八十年：增額立法委員之立法院；(3)第三階段--民國八十一年至民國八十八年：定期改選之

立法院；(4)第四階--民國八十九年我國首度出現政黨輪替至今：政黨輪替之後的立法院。且各階段立委產

生方式、選舉法源、政黨比例均有不同(相關討論可參閱王幼萍，2002:34-38)。 

(註 2)自八 O 年代後期，台灣之政治體系由威權轉為民主，主要即因為前四次修憲行動，不但為民主轉型提

供憲政基礎，亦造成既有憲政體制翻轉(葉俊榮，2002)，包括了國民大會虛級化之後，立法院始具有民主

國家國會所享有的權限，完整的國會體制方告實現。而第五次與第六次修憲更確立我國民選立法委員之選

舉方式與法源，第六次憲改則是確立立法院為我國單一國會體制(王幼萍，2002:32-34)。 

 
 



民國八十一年立委全面改選後，我國立法委員係全數由民選產生，其重要性開始

大幅提昇，角色亦更趨多元。王幼萍(2002)指出，我國目前的代議體制似乎呈現
「兩票制」之現象，即是以「鈔票」與「選票」來主導立法院之議事運作，立委

行為、素養與公、私利益間產生之衝突對立院議事運作影響極大，其中，立委因

為有選票壓力，造成他們除了必須重視與選民的互動以固守地方票源外，就是必

須儘量爭取上電視曝光的機會或是上報紙版面以提高知名度，而這也是形成立委

與媒體互動關係密切之原因之一。 
 
民國九十年第五屆立法委員選舉過後，立法院的政黨版圖再次丕變(註 3)，議事運

作面臨更大挑戰，且朝野衝突更勝以往(註 4)。而伴隨著一波波的朝野衝突，亦讓

立法委員的知名度有機會隨著炒作議題而攀升，不過這也連帶影響了社會各界對

立法院整體形象與表現的質疑與批評。究其原因，研究者提出了包括立法院組

織、職權的重整與改變以及立法院運作制度上既有缺失的影響外(王業立，2001；
黃秀端，2001；楊日青，2001)(註 5)，報禁解除與媒體市場開放、國會記者數量

增加、電子媒體大幅運用 SNG現場連線報導立法院新聞，立委運用媒體的策略

與手法愈趨巧妙等因素，同樣也與立院負面形象具有關聯性(陳志杰，2002)。 
 
立法院與大眾傳播媒體之互動關係密切始自 1989 年(民國七十八年)以及 1992 年

(民國八十一年)立委兩度改選之後，大批湧入立法院的新立法委員和新國會記者

們，已經將立法院的運作擴大交錯成龐雜的「立院－媒體」共生體系(方素惠，
1991)。這種轉變，固然能使社會多元意見及需求有機會曝光，進行公共辯論；

但政黨惡鬥以及立委個人作秀造勢也造成了外界對立院的負面印象。在民國八十

七年立委增額選舉過後，更多立委投入立法院，更多的國會記者也加入立院採訪

行列，讓原本就複雜的「立院－媒體」共生體系更為紛亂，而這種狀況又以新政 
 
(註 3)民國九十年底的立法委員選舉結果，民進黨獲得八十七席、國民黨獲得六十八席、親民黨獲得四十六

席、台灣團結聯盟獲得十三席，其他黨籍和無黨聯盟十一席，各黨席次均未過半，立法院政黨結構呈現兩

大、一中、一小的政治態勢。 

(註 4)第四屆立委以國民黨佔大多數，朝小野大的情況造成法案審查上衝突不斷，由其以「老人福利津貼」、

「工時案」、「核四停建案」引起朝野嚴重衝突，其中又以「核四停建案」爭議最為劇烈，國民黨立委甚至

發起要棒免總統之連署行動，朝野關係緊張。不過第五屆立委選舉結果是各政黨席次均未過半，朝野衝突

更為嚴重，重大政治爭議包括「宗教直航」、「國民年金」、「美中台關係」、「兩岸直航問題」、「失業率高昇

與景氣衰退」以及「總統大選」等問題引發朝野齟齬(陳志杰 2002)。王幼萍(2002)指出，立院朝野衝突，不

但需要付出國家重大之社會成本，同時也易造成朝野互動不良之政治困境。 

(註 5)歸納王業立(2001)；陳淞山(1999)；盛杏媛(2000)；王幼萍(2002)等研究者指出，我國立法院運作制度

上既有缺失包括：黨團成立門檻過低、常設委員會審查法案功能不彰、黨團協商制度濫用等因素，讓部分

立法委員有機會挾「民意之名」、「財團之名」，進而攫取個人的政治利益。 

 



府上台後(2000 年 5月)的情況更為嚴重，朝野之間的政治紛爭幾乎從不間斷(註

6)，讓立委們有機會爭取曝光、打知名度，甚至「我曝光所以我存在」已經成為

立委對國會媒體的主要信念(陳志杰，2002:3)。 
 
過去研究者多認為立法委員與國會記者彼此的「行為」有密切關聯，因此多由新

聞記者與消息來源互動關係的變化與特徵來說明、解釋「立院－媒體」共生現象

(Littlejohn,1989；McQuail,1994；Park,2000)，不過若論及國會記者與立法委員互

動關係過程，則又無可避免的仍然會面臨因果難題，也就是「造成這種立院－媒

體的因果論述，到底是行為者自由選擇的『行為策略』？還是以超越個人的『結

構限制』主體」(Alexander, et. al.,1987)。因此，若僅從單一結構分析途徑討論「立

院－媒體」共生現象，極容易忽略國會記者與立法委員實際互動的特徵與變化，

以及影響、制約雙方互動關係的規則機制，有研究者試圖結合多種的分析途徑來

分析解釋「立院－媒體」共生現象，例如陳志杰(2002)研究「立法委員與國會記

者之互動關係」時，除了採取傳統記者與消息來源互動理論進行探討外，更採用

「資訊交換」與「制度安排」兩種分析方向，進一步了解立委與國會記者間所可

能採用的各種行為手段或互動策略。 
 
陳志杰(2002)研究發現，立委經常利用記者會或公聽會等制度安排來增加與國會

記者的互動，根據研究者觀察發現，國會記者利用立委提供的新聞稿或新聞資訊

來撰寫新聞內容的情形普遍，這些立委主動提供的新聞資訊除了幫助記者了解新

聞事件外，是否也意味著藉由掌握訊息的主導權而影響了記者專業性？由於本研

究主旨在探討國會記者專業性，但同時也欲了解國會記者與立委密切的共生現象

是否也成為影響專業性之原因？因此以下將先討論國內外共生現象之相關研究

文獻，釐清本研究欲探討共生現象影響專業性之研究架構。 
 
(註 6) 2000 年 5月，我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打破了國民黨長期擔任國家元首的政治局面，由民進黨籍的陳水

扁獲得勝利，是我國政治史上首度的政權和平轉移，不過民進黨並未在立法院掌握過半的席次優勢，造成

總統與行政院、立法院的多數分屬不同政黨所控制的「分裂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局面，朝小野大的

情形造成立法院議事運作困難，政治困境層出不窮(詳閱王幼萍，2002:38) 。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在朝野惡

鬥下遭到嚴重的削弱，行政部門和立法部門彼此分歧矛盾(吳重禮，2000)。立法院朝野黨團合縱連橫的態

勢明顯，使得各黨團在競逐主控權之際，不但癱瘓了立法院的議事進程，更嚴重癱瘓了行政權的政策擬定

與執行造成所謂「行政權」的割裂(引述自陳志杰，2002；林佳龍，2000；黃德福，2000；隋杜卿，2001)。，  

(註 7) Davison(1975)以共生觀點來分析駐外記者與消息來源(外交官)之間的互動關係，結果發現對外交官而

言，新聞特派員是將資訊傳遞回國內的必要管道，而記者又經常與大使館人員或其他外交人員交換資訊，

使得外交人員有時候也必須從駐外記者身上獲得更多資訊。對記者來說，有賴外交官提供國際關係的背景

及外交目標的資訊，以利其發稿。因此 Davison認為兩者之間彼此需要對方以達成各自的目的，此種「共

生」關係是以互利、互賴為基礎。 

Davison早在 1975 年就曾經提出「共生」(symbiosis)體系的說法，他在研究外交



官與駐外記者的關係時，提出新聞記者與消息來源為一種「共生」體系，也就是

外交官與記者的互動關係是以互利、互賴為基礎(註 7)，而Miller(1978)在探討國
會議員與記者間的關係時也指出，透過有計畫的合作與互利，新聞記者與消息來 
源間存有高度的「共生關係」，例如，舉辦記者會、公聽會的方式，不但可以提

高消息來源的聲望，也讓記者有新聞可撰寫，可以說是「一舉兩得」(施惠獻，
1998:18)。Cohen(1963)研究美國外交政策與民意關係也指出，公共政策決策者和
報社記者間存在一種不可避免的「共棲(symbiosis)關係」。 
 
有研究者是基於 Davison(1975)所指之「互利、互賴」角度來探討記者與消息來

源之互動，如Weaver & Wilhoit(1988)即曾經貼切地形容「國會議員與新聞記者

兩者通常是新聞產製過程中心照不宣的夥伴，你如果騷了我的背，我也會幫你抓

抓癢」，充分顯露出國會記者與其消息來源(立法委員)之間的互利、互賴關係(施
惠獻，1998:3)。 
 
Ericson等學者(1989)指出，在新聞記者與消息來源互利互賴的共生體系下，新聞

記者與消息來源都試圖操弄(manipulate)新聞，並企圖主導互動過程，不過究竟

誰能居於主導位置，端看記者與消息來源誰擁有較大的「社會權力」(註 8)。

Tuchman(1978)認為，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存在著社會權力的運用，在許多情況

下，消息來源企圖運用社會權力來影響新聞記者，以達到傳播目的，因此「人物」

是否成為新聞記者的消息來源，也代表了利益和權力的展現。 
 
過去國內外許多關於記者與消息來源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上述看法，研究者發現政

府官員或民意代表等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或享有較多社會權力者，愈容易成為

新聞記者的消息來源(Sigal,1973；Brown et. al.,1987；陳一香，1988；施惠獻，1998，
引自陶允正，1994)。 
 
而若從新聞報導內容分析，也可以發現愈居於社會階層上層者或擁有較多社會資

源者，被媒體報導的比例愈高，如 Gans(1979)研究 Newsweek和 CBS晚間新聞
的內容人物發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握有權力者，佔電視新聞人物的 71%，
雜誌人物的 76%。他因此提出下述論點：媒介內容的焦點著重於社會層級的頂 
 
(註 8)Tuchman(1978)指出所謂「社會權力」是指一個人所擁有得以影響他人的力量。一個人的行為特質唯

有當它足以滿足他人的需求時，才能成為影響他人的資源。所以權力運用的最基本邀要素乃是權力資源的

有。而 French & Raven(1959)曾經將權力資源分成酬賞、強制、參照、專家、訊息以及法定權力等六種。其

中「專家訊息」是指個人具備特殊的知識技能，得以影響他人的權力；「訊息權力」是一種透過言論溝通而

影響他人的力量；「法定權力」則可以稱為政治權力，一個人若在社會體系佔有高階層地位者，自然擁有此

地位賦予他得以支配低階層地位者的法定權力(陶允正，1994)。 

 



端，所呈現出來的媒介世界與事實上的人口結構及比例並不相符(林瀟倩，
1991:3)。國內實證研究也發現，民意代表為新聞報導相當重要的消息來源，其

所佔新聞報導內容的比例僅次於政府官員(劉蕙苓，1989)。 
 
立法院是我國最高的立法機構，而立法委員亦是擁有立法權力者，具有較高社會

地位與擁有較多的社會權力者。按照上述學者的論點，立法委員擁有「法定權

力」、「訊息權力」與「專家權力」(註 9)，所以很容易成為國會記者心目中的重要

消息來源，彼此之間的共生體系存在於雙方權力不平等的結構中。 
 
不過也有學者提出另一說法，認為新聞記者同樣具有權力，Gans(1979)認為新聞
記者本身也具有某種程度的「訊息權力」，但是新聞記者必須常常要藉助消息來

源的權力強化他們本身所具有的訊息能力，這種權力的結合，往往對新聞報導產

生一種幾何級數的效果。許多記者經常在新聞內容中引用消息來源的訊息，其實

是為了加強新聞本身的客觀性說服力，且如此一來，記者所報導的新聞似乎顯得

更公正客觀，而消息來源也透過新聞媒體達到將自己的意見傳遞給閱聽大眾的目

的，這是一個彼此互利的結果(施惠獻，1998:35)。 
 
在國內研究方面，林瀟倩(1991)研究「國會新聞處理及其影響因素」發現，對國

會記者來說，立法委員的確是其重要的消息來源，此兩者互動關係基於互利而呈

現「共生」現象，也就是立委藉國會記者使自己提高知名度，更受矚目，而國會 
記者則需要立委提供消息以撰寫新聞。研究者也指出，立委致力操弄新聞媒體(註

10)，而國會記者也賦予立委相當的報導空間，此種互動模式，亦可用政治傳播

中之「交換模式」(exchange model)加以印證(註 11)。 

 

 

 

 
(註 9) 同註 8。 

(註 10)林瀟倩(1991)指出，立委為了因應新聞價值之「衝突性」，其操作媒體的手段包括有：愈演愈激烈的

肢體抗爭；請國會記者撰寫能夠「上版面」的質詢稿；為了節省國會記者發稿時間，立委主動提供便利國

會記者撰寫新聞的質詢新聞稿等。 

(註 11)政治傳播中之交換模式(exchange model)主張記者與政府官員兩者之間有資料交換行為，且相互依賴

為其互動關係之關鍵點。此模式亦可用來解釋，在經歷許多緊張和社會激烈變動後，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

的關係是如何持續存在下去。由於政府官員與新聞記者了解相互依賴的重要性，因而使其產生交互作用，

依侍著對自己有利或對方不利的條件，包括來源、需要程度、對方行動的影響力等，爭取交易時的優勢，

達成運用新聞媒介的目的(林瀟倩，1991:153)。 

 
陳志杰(2002)研究「立法委員與國會記者之互動研究」發現，國會記者每天處於



跟時間賽跑的壓力下，基於採訪工作的需要，經常需要與消息來源(立法委員)維
持良好的例行性互動，以便利有效地蒐集資料與迅速地處理新聞訊息，同時研究

亦發現下列互動現象：(1)立委與國會記者，彼此基於不同的資訊需求，再加上

雙方的資源不同，因此會交互運用不同的互動策略(合作、互助、交換、敵對)，
以適應雙方的資訊交換與傳遞的過程；(2)由於立委與國會記者彼此掌握的資訊

以及所欲交換的資訊不同，雙方未必建基在資訊對稱均衡的關係上；(3)為了維

持長久且穩定的資訊交換關係，減少交易成本，雙方會發展一套資訊交換正式或

非正式的制度(規則)，使雙方資訊交換的行為與互動策略得有依據。 

 
有學者甚至用「走調」、「荒謬」來形容這種立委與媒體間基於互利、互賴的共生

關係(李明軒，2001)，因為新聞記者靠著這種例行性與消息來源互動、蒐集資料

與處理新聞資訊的方式，讓消息來源不論是否有意建構媒介內容，都有機會接近 
媒介傳遞資訊，甚至影響了媒介內容的形成。學者更認為記者與消息來源在每天 
的資訊交易活動中，不但製造了新聞文本、建構了社會真實，進而影響閱聽人的

認知，形成傳播效果。尤其對民選的立法委員來說，新聞報導的內容更為重要，

因為新聞媒體塑造出來的立委形象，會在選舉中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行為，而這

種情況在都會區更為顯著(何臺明，1989；田志剛，2001)，這也成為強化立法委

員與國會記者間「共生」結構之重要因素。 
 
王幼萍(2002)觀察立委與媒體的互動發現，近年來立委問政「重質詢、輕法案」

之態度明顯，成為阻礙國會倫理建立的因素之一，而探究立委之所以呈現「重質

詢、輕法案」之問政態度，主要還是為了配合媒體報導、增加曝光機會。研究者

指出，立法院議案之審議過程，透過媒體的報導，不但可以呈現議事運作全貌，

個別立委的問政風格也無所遁形。正因為媒體報導偏向具有高收視率(或收聽率)
之議題，對於法律議案之審查，也是除了高度爭議性的議題外，鮮少能獲得媒體

青睞。因此，為了迎合媒體的作法，國是論壇、總質詢與委員會質詢均成為立委

競相發言的場所，各委員會排定的議程亦大多是具有高度新聞性之議題，好讓立

委能暢所欲言且投媒體所好，然而國會記者對於 
 
由上述文獻發現，研究者指出立委與記者多種互動方式，然而此種互利互賴的緊

密共生關係，是否可能與記者新聞專業性產生衝突，卻鮮少被研究者討論。部分

研究者在批判「立院－媒體」共生現象時提及，立法委員個人決策行為的偏差固

然是共生關係太過密切的後果，導致立委偏好以衝突或作秀的方式吸引國會記者

注意(曾國雄、林麗玉，1991)，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國會記者質與量無法同向

提升、報導比重失衡、實際採訪手段與專業意理呈現嚴重落差等原因，也與立院

亂象、政黨惡鬥有密切關係 (方素惠，1991；李明軒，2001；林文玲，1991；林

瀟倩，1992；楊瑪利，2002)，不過真正討論共生關係與記者專業性之關聯性的

研究卻相當少見。 



 
批評者認為，理論上，立法院為民主國家之最高立法機構與民意殿堂，媒體所呈

現的立法院新聞，應該多是攸關民生福祉的法案討論和預算審查，以及針對其可

能產生的影響，提供意見表達和討論的園地，然而觀察目前報紙版面上的頭條或

者佔據最大篇幅的立法院新聞，卻往往是立委們意見不合或肢體衝突，充分顯示

如果沒有衝突性，必然無法獲得媒體的青睞(林瀟倩，1991:152)。而王幼萍(2002)
觀察研究指出，大眾媒體對於立法院脫序現象有「催化」作用，媒體身為社會之

第四權，有責任監督政府、提出批判，然而現在媒體對於立法院之議事，往往較

重視戲劇化的效果，即是立委針對社會所發生之重大事件提出質詢，或著是立委

間相互攻擊謾罵、肢體衝突等新聞內容，成為媒體之最愛，尤其對於重視聲光畫

面電子媒體而言，幾乎均會聚焦於此，深怕獨漏此新聞而影響收視率。 
 
而探究媒體大篇幅強調立委衝突新聞之表象的背後原因，有研究者認為可由下列

三方向討論(陳志杰，2002)：(1)由新聞價值等媒介常規的角度加以檢討(註 12)；(2)
由新聞記者與消息來源之共生關係討論；(3)如不同傳播類型節目(例如政論性廣

播節目、Call-in談話性節目或文本體例(例如政治人物傳記)的相互影響進行分析

(可參見王允，1998；吳燕玲，1998)。但是，也有研究者把問題指向了國會記者

的新聞專業性出了問題，才會出現與立委緊密結合的共生關係，且必須依賴立委

提供新聞素材來撰寫新聞。 
 
方素惠(1991)認為，國會記者角色的變質，促使其與立法委員的互動關係逐漸變

質，立委在立法院製造「緊張」與「衝突」，國會記者則一邊設計、包裝，甚至

渲染「緊張」與「衝突」，就宛如立法院的權力影舞者。王幼萍(2002)研究指出，
大眾傳播媒體在與立委互動過程中，應該謹守新聞倫理與加強新聞記者專業素

養，這不但是為制衡立法院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國會記者更可憑其新聞專業素養

發揮媒體輿論力量，導正立委之不當言行讓全民共同檢討。 
 
社會各界經常批判立委藉機會炒作新聞來提高媒體曝光率，但是國會記者在共生

現象下似乎也容許(或者說無法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生現 
 

 

 

 

 

(註 12)陳志杰(2002)歸納過去研者指出，不尋常性、顯著性、時效性、鄰近性、爭議性以及衝突性等幾項是

為新聞價值之依據；而黃丕鶴(1990 )亦整理出新聞價值的相關研究後指出，「衝突」最能滿足大多數新聞標

準的要求；社會學者 Hall(1968)則認為政治新聞中最有新聞價值的就是「暴力」。 

象是否影響國會記者新聞專業性？學術界關於這方面研究較為少見(註 13)，因此



本研究將以過去「立院－媒體」共生現象文獻出發，在檢視我國「立院－媒體」

共生現象之虞，更重要的是探究共生現象與國會記者專業性之關聯性。 

 

第二節 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相關論述 

 
長久以來，關於「新聞事業是不是一種專業(profession)？」、「新聞記者是不是專

業人員(professionals)？」等討論未曾停止，贊成、反對答案莫衷一是。 
 
Schramm(1957)認為，記者只是受雇者(employees)，他們受制於雇主和媒介所有
人，不能獨立作業，所以並不符合專業的標準。Kimball(1965)也認為新聞不是專

業的原因，在於新聞記者並不需要接受一定期限的專業教育，也不必通過考試。

Lippmann(1965)也不認為新聞事業是一種專業，但是他認為新聞事業已經逐漸具

備專業的特質(引自蕭蘋，1989)(註 14)。還有研究者嘗試由社會學的角度探究新聞

專業性或新聞記者專業性(Greenwood,1984；Barber,1963；Wilensky,1964；
Hall,1968)。本研究擬由專業性角度探究我國國會記者之專業性，因此本節第一

小節將先回顧相關文獻中「專業性」概念；第二小節探討「新聞專業性」概念與

認定標準；第三小節則討論「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概念、測量指標；第四小節

則探討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因素，包括「人口變項」與「新聞室」因素與

其專業性之關聯性。 
 
 

一、「專業性」之相關概念 

 
「專業」概念在應用上，不但代表擁有特殊專門的工作技藝與工作表現者，同時

也代表社會上對該職務的尊重與權威。Larson(1977)從職業社會學的角度說明專

業性(professionalism)，是為「影響一個職業形象、表現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Freidson(1994)、Soloski(1989)研究均指出，「專業」是由組織設定的一種意識形

態，透過這種意識形態的運作升等或酬賞等輔助手段可控制組織內工作者的行為 

 

 

(註 13)國內直接探討探討立法委員與國會記者之關係的研究文獻並不多見，若包含「民意代表」的研究資

料，目前僅有陳碧珍(1980)、林瀟倩(1992)、施曉光(1993)、施惠獻(1998)、陳志杰(2002)。 

(註 14)Lippmann(1965)指出，在二十世紀末期，由於社會對新聞自由的要求愈來愈強，使新聞事業逐漸朝

向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而推動新聞事業朝向專業化發展的主要力量，是新聞記者將追求真理真相看的比銷

售報紙、政黨利益還來的重要(引自蕭蘋，1989)。 

 



 (張皪元，2000:19)。張皪元(2000)就「微觀」、「鉅觀」層次說明「專業性」，就

「微觀」角度探討，專業性可表現於行業面、組織面以及個人面三個層次，在行

業面的專業表現是為外在可見的特徵與環境條件，與實務有關；在組織面的專業

表現為組織內部的習慣、政策與制度，進而使同一職業團體成員產生共同的態度

與信念；在個人層面的專業性則是表現在個人對工作的信念、態度與行為，是工

作者對其所為工作的價值觀與個人判斷。若以「鉅觀」角度探討，專業可說是指

由某一種特定機制組成的職業，此種職業具有自主特質，並且要求職業中的成員

擁有此領域的專門知識及服務意願(張皪元，2000:19)。 

 

由上述可知，研究者探討「專業性」概念的角度各有不同，對於專業的定義與內

涵也存有歧見，Allison(1986)整理有關專業性的研究文獻，認為「專業性」概念

研究主要有「權力取向」以及「結構功能取向」兩種研究途徑(羅文輝，1995)， 

權力取向研究者所注重的是「如何獲得專業權力的過程」，且主要視「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為職業成員透過集體努力與共識(Freidson,1984；Beam,1990；羅

文輝，1995)，取得社會權力與尊望，並且能夠控制工作的政治化過程。結構功

能取向研究者認為專業化不見得是「專業特質幫助職業爭權」的過程，而是一種

該職業「獲得專業特質」的過程 (Vollmer & Milla,1966；Nayman,1973) (黃芝瑩，

2001:24)。 

 
結構功能取向學者對於何謂「專業特質」並沒有共同的認知結論，劉駿州、臧國

人(1993)從「職業社會學」角度來分析「專業」概念時，就以「專業屬性」、「專

業形成的歷史過程」以及「專業表現」三面向來討論專業特質(黃芝瑩，2001: 

24-25)： 
 
(一)專業屬性方面，學者 Greenwood(1957)提出專業應當具備下列五項特質，包

括：有系統的理論體系(systematic body of theory)、專業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大眾認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價值觀規範之認定(regulative 
code of ethics)、專業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al)。學者 Barber(1963)也提出類似的

觀點，認為專業屬性應包括：(1)高度通則性(即是系統性知識)；(2)必須重視社區
利益非個人利益；(3)透過工會或職業道德守則規範專業人員，而且專業人員同
時也能高度自律；(4)有能夠獎勵專業人員的報酬制度(金錢或榮譽的)，是為成就
專業人員專業認同與成就的系統，但並非是滿足個人慾望或私利的方式。 
 
(二)在專業歷史的演進方面，Wilensky(1964)在研究十八種職業之後，歸納出專
業演進的五個階段，提出專業化的過程包括：(1)專業職業成為一種全職工作
(full-time)，並有其特定工作範圍；(2)出現專業人員的培育訓練機構，令專業人

員學成之後能具備權威性與排他性的專業知識與技能；(3)專業人員組成工會，
以保障專業人員權益以及自主性；(4)經由政府法律的保障，如證照考試、資格



限制等方式，限制與規範專業人員的資格；(5)專業人員基於本身自覺以及社會
期許，建立專業價值觀規範。 
 
(三)從專業表現來看，Hall(1968)不同於其他學者的「微觀」角度，他探討專業人

員的態度，認為專業人員之專業表現是基於五項共同態度，包括：(1)以同事為
主要的工作參考；(2)具有專業服務的信念；(3)努力爭取自律；(4)對工作的使命
感；(5)在知識領域上能夠獨立判斷。 
 
由於研究者對於「專業性」各有不同的定義標準與說明，在測量操作面向也不盡

相同。Singletary(1984)整理並分析許多有關專業意理的文獻資料，認為研究專業

性的應用模式以下列五種最為常見(轉引自袁乃娟，1986)： 
 

模式 

要素 

Greenwood＇s 

(1957) 

Barber＇s 

(1963) 

Wilensky＇s 

(1964) 

Hall＇s 

(1968) 

Moore＇s 

(1970) 

系統知識     ※    ※    
道德規範 ※    ※     ※   
自   律     ※     ※ ※ 

自   治       ※    ※ 

服務信念     ※     ※    ※ 

組   織 ※    ※     ※    ※    ※ 

專門教育       ※     ※ 

歸 屬 感       ※    ※ 

職業水準     ※ 

*Singletary(1984)五種專業模式要素表，（ ※ 表示該模式含有此類要素） 
 
袁乃娟(1986)根據上述整理，亦歸納出五種對於「專業性」的分析層次，且這五

種分析層次具有容易操作用的優點，因此多被後續研究者引用。五種分析層次如

下： 
(1) 專業精神：包含歸屬感、職業水準 
(2) 專業責任：包含服務取向 
(3) 組織：包含專業組織、資格任用、規範 
(4) 教育：包含教育訓練、系統知識 
(5) 自治：包含自律 
 

二、「新聞專業性」之概念 

 
 



過去學者們研究預設的「專業角色」多半為律師、醫生等傳統專業，假如完全引

用傳統專業性的概念來檢視新聞專業，將會發現新聞事業無法符合這些要項(羅
文輝，1995；黃芝瑩，2001)。Shoemaker & Reese (1991)也提醒，「專業主義」的
定義必須被謹慎的使用，因為「新聞」領域擁有一些專業的特性，但是並不是全

部。最主要的原因，首先在於新聞工作者的培養過程，並不像從事醫學或法律工

作，需要受到嚴格的技術訓練，而且具有證照制度加以審核(Soloski,1989)，也就
是說，新聞事業缺乏專業權威的特質(羅文輝，1995)。 
 
其次，在專業自治上，傳統專業人員執行業務時，通常受到法律的保障，享有高

度獨立自主權力，不受外界干擾，反觀新聞記者在獨立自主的情形通常不如傳統

專業人員。另外在道德追求上，新聞事業雖然一直被視為一種公益事業，許多記

者也以服務大眾為首要的工作目標，但是新聞專業組織卻未能像一些已經被認定

為專業組織一樣，具有全面的影響力(羅文輝，1995)。 
 
不過多年來，許多傳播學者仍努力為新聞專業提出說明，並且找出多項論點證明

新聞專業具有不同於傳統專業的特性，且應當能夠建立「新聞專業」的觀察標準。

但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自十九世紀末成為美國新聞的概念核心至今，對於專

業主義在新聞工作上的意義仍舊是缺乏共識的。而且研究者對於「專業化」概念

採不同的研究角度(如權力取向或結構功能取向)，也影響研究者對於「新聞專業
性」概念產生不同論述(黃芝瑩，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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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hman(1978)的說法已經把新聞客觀

性變得相當於一種專業意理(professional ideology)(註 15)。McQuail(1994)認為，這
種分析與傳播媒介工作的一些特性是相似的，也就是說，專業主義是一種成就程

度，它是無法用測試或考試的方法加以衡量，只能被一起工作的內行人士所了解。 
Soloski(1989)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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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媒介組織可藉著已存在的新聞專業性意識型態，來控制新聞從業

人員的表現。 
 
(註 15)專業意理(professional ideology)定義為「經過長時間培養出來的價值系統，內化成為記者日常新聞製

作的一種指引」(李金銓，1988:40)。鄭瑞城(1993)指出，所謂大眾媒介傳播者的專業意理，通常具有兩層意

義：一是不涉及是非價值觀念，單指傳播者對與他工作相關的問題所持有的態度為何？二是不涉及是非價

值觀念，即是傳播者對與他工作相關的問題，應該持有何種態度才算正確，才能稱為具有專業態度。另有

關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意理之研究可參閱袁乃娟(1986)、蕭蘋(1989)、韓香芸(1992)、陶允正(1994)、楊志弘

(1996)、田志剛(2001)、游明儀(2003)等研究 

Beam(1990)則以媒介組織為研究主體，採用權力取向的觀點來研究媒介組織的專



業性，分析出新聞專業性的因素應該包括：重視與獎勵記者在職進修的「專業發

展」；運用最大資源於新聞採訪與編輯工作的「資源承諾」；拒絕政治力扭曲新聞

的「公正無私」；重視與獎勵記者因專業表現獲得殊榮，鼓勵記者從事專題性與

調查性報導。控制新聞的過程在於參與公共議題與保護消息來源，要求記者加入

專業組織並遵守規範，致力於報導內容正確無誤的正確性承諾(張皪元，2000:21)。 
 
Pollard(1995)指出，專業主義在新聞工作上的意義，在於強調工作時的內部獎賞 
(intrinsic rewards)，且過去三十年來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愈是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比起不專業的同事，更重視新聞工作的內在意義，如對社區的服務、進修和成長

的機會以及更能享受工作。 
 
Weaver & Wilhoit(1993)研究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工作之「專業精神」做出
結論，他們認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精神不會被遺忘，但是也永遠不可能被討論

出一個定見(張舒斐，1998:16)。 
 
儘管各界對於「新聞專業性」的概念難有共識，但仍有學者試圖透過專業態度量

表的製作，以量化的研究方法來測量新聞專業性。學者McLeod & Hawley早在
1964 年即以結構功能取向途徑，參考社會學者 Hall(1968)對專業性內涵提出的觀
點，以及職業社會學對專業性的研究論述，進而提出專業性八項評判標準(引自
羅文輝，1995)： 
 
(1) 提供獨特而重要的服務； 
(2) 強調智能技術； 
(3) 是經由長期專業訓練來獲得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知識； 
(4) 被賦予廣泛的自主權； 
(5) 專業人員必須在判斷與行為上，接受廣泛的個人責任； 
(6) 以服務為目的，而非個人經濟利益； 
(7) 發展全面性的自治組織； 
(8) 有專屬具體的價值觀規範。 
 
McLeod & Hawley認為依據上述的八項標準，可以計算出職業社群成員的專業程
度，他們也利用此套量表針對報業新聞工作者進行專業性測量。McLeod & 
Hawley(1964)定義「新聞專業性」，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對這八項標準的認知與信
念，其研究結果將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分成對專業價值比較重視、態度比較批

判、擁有對新聞工作的使命感、比較要求品質、不經易為高薪所吸引的「專業人

士」(professionals)以及「非專業人士」(semi-professionals)(黃旭磊，2001:28)。後
續多位學者繼續修正使用McLeod & Hawley的量表，進行廣播業、攝影業、公

關以及美國以外其他各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研究，且多出現類似的研究結



果(Lattimore & Nayman,1974；Weinthal & O’keefe,1974；Idsvoog & Hoyt,1977 )。 
 
不過McLeod & Hawley(1964)的專業性量表有其瑕疵，學者認為此套量表主要從

「尋求安全與升遷」的角度檢視專業性導向，但實際上，無論是「專業性」內涵

或量表本身的分類，並非如此單面向(羅文輝，1995)。往後學者們除了陸續修正

此套量表的計算方式進行研究外，也有學者自行發展出多面向概念的「專業性」

測量方式，如 LeRoy(1972)認為「專業性」應該從五個面向加以探討(註 16)；

Nayman(1973)則分別從專業知識、自主權、承諾、責任四面向來檢視「專業性」；

Ruotolo(1987)的研究則是提出了公共服務、自律、對工作的使命感、自主權四個

面向來建構「專業性」的檢測量表。 
 
 

三、「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概念 

 
 
Shoemaker & Reese(1991)認為，最重要的不是「嘗試從學者的辯論定義中找尋新 
聞專業性的真意」，而是應當研究「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專業標準的認知，以及

其會如此認知的原因」。不過，因為「專業」、「新聞專業性」莫衷一是的定義與 
認知，同樣也影響研究者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概念界定、研究角度與評

估標準。 
 
Weaver & Wilhoit(1993)曾經針對美國新聞記者進行研究，他們認為現在的「新聞

專業」與McLeod & Hawley在 1964 年建構新聞人員專業性量表時的認知與時空

環境皆已不盡相同，而且所探討關注的面向與範圍也增加了。Weaver & 
Wilhoit(1993)整理歸納出學者專家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內涵如下(引自
黃芝瑩，2001: 30)： 
(1) 新聞工作者的教育程度，以及在職進修與訓練的情況； 
(2) 評價檢測新聞工作者在告知大眾、傳遞訊息方面的表現； 
(3) 新聞工作者如何認知新聞媒介的角色； 
(4) 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價值觀的想法與態度； 
(5) 新聞工作者對於自主權的認知； 
 
 
(註 16) LeRoy(1972)將「專業性」分別從五個面向加以探討，包括：(1)受訪者把專業組織當成參考團體的

情形；(2)受訪者對公共服務的信念；(3)受訪者對自律的信念；(4)受訪者對工作的使命感；(5)受訪者對自

主權的感受。 

(6) 新聞工作者對於不同層面重要性的認知； 



(7) 新聞工作者閱讀專業書刊的情形。 
 
Beam(1990)認為新聞專業性是存在於新聞工作相關社群成員中，這是一套對新聞
工作本質的意識形態，對新聞專業性的研究主體可以將之區分為行業面、組織面 
與個人面三個面向。如果單就個人層次的新聞專業性而言，專業性乃是指「一種

存在於新聞從業人員個人信念系統的價值觀」。錢玉芬(1998)進一步闡述這種系
統性價值觀的來源有二：一是新聞教育，另一是在職工作環境。McQuail(1994)
視新聞從業人員之專業性為「新聞記者對於成就程度的考量」，它無法以外在的

測驗或考試衡量，而僅存在於專業人員間的默契與認知(張皪元，2000:22)。 
 
由上述討論可知，學者們在探討「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概念時，仍難以避免地

出現在討論「新聞專業性」時的情況--意見分歧，各研究對於新聞從業人員專業

性之定義與內涵或多或少均呈現差異，因此究竟該如何評估新聞從業人員專業

性，始終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有研究者就嘗試以客觀的量化方式找出「新聞從業

人員專業性」的評估標準。 
 
如前述McLeod & Hawley(1964)研究建立八項「專業性」標準量表，即相繼為各

國學者引用來評量新聞從業人員之專業性(McLeod & Rush,1969；Lattimore & 
Mayman,1974；Weinthal & O’keefe,1974；Wright,1976；Pollard,1985)，而研究結
果與McLeod & Hawley的結論也大致相同(張皪元，2000；黃磊旭，2001)。也有
研究者利用其他專業特質理論，進行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研究，如 LeRoy(1972)
根據社會學者 Hall(1968)提出的五項專業特質，研究電視新聞記者的專業性程
度，結果發現不同媒介屬性與人口特質會對記者專業性造成影響；Ruotolo(1987)
研究巴西、哥斯大黎加及哥倫比亞等拉丁美洲三國報紙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取

向，發現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會因各國媒介體系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張皪元，
2000:23)。 
 
在國內實證研究方面，羅文輝(1995)從結構功能取向進行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

探討，針對台灣地區廣播、電視及報紙新聞從業人員為對象，嘗試建構新聞從業

人員的專業性量表。此研究將「專業性」定義為「某一職業成員共有的某些態度

或信念」，而其所建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內涵為： 
(1) 專業知識：包括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知識之「專門知識」、與意指提升自我

專業知識與技能的「自我充實」。 
(2) 專業自主：包括工作獨立自主、不受組織內因素影響的「內在自主」與工作

獨立自主、不受組織外因素影響的「外在自主」兩面向。 
(3) 專業承諾：包括對新聞工作重視執著的「工作承諾」選項以及將公共利益與

服務看得比自我利益為重的「大眾服務」選項。 
(4) 專業責任：包括對新聞報導責任的重視程度之「專業責任」選項，以及對新



聞價值觀重視、希望成立專業組織程度的「價值觀責任」選項。 
 
錢玉芬(1998)總結過去相關研究，整理出新聞專業性的概念結構與觀察指標，並

將新聞專業性區分為「行業面」、「組織面」、「個人面」。在個人層次的新聞專業

性內涵包括「專業倫理」與「專業知能」兩項核心概念。「專業倫理」乃指新聞

從業人員對於判斷工作好壞、錯誤與約束的一套抽象行為原則，「專業知能」則

是指從事新聞工作所需要的知識與技能。錢玉芬並在專業倫理與專業知能的概念

下，建構出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四個面向，即是「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

業知識」、「專業能力」，內涵如下（引自張皪元，2000: 28-29）： 
(1) 專業自主：乃指新聞從業人員從事新聞工作時，能自做決定免受任何壓力的

干擾，此種新聞從業人員的自主權包括免於受媒介組織外力之不當控制的「外

部自主」，及免受媒介組織內力不當控制的「內部自主」。 
(2) 社會責任：意指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重視閱聽人的權益並致力於維護公共論域

的運作，此社會責任並包含五項次原則：「一般倫理原則」、「真實原則」、「公

正原則」、「仁慈原則」、「管理服務原則」。 
(3) 專業知識：指新聞領域內的陳述性知識（declarative knowledge）指的是新聞
傳播領域內核心事實與概念及合成的知識整體，即是一種 knowing what的知
識，是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此一專業領域內，需要具備最基礎、最核心的理

論性事實與概念。 
(4) 專業能力：則是指新聞專業領域內的程序性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即
是指新聞從業人員執行專業知識時，所應該具備的各種能力，也就是一種

knowing how的能力。 
 
國內其他與新聞記者專業性相關研究也多採取結構取向進行分析，如張皪元

(2000)研究 SNG現場連線對新聞記者專業性之影響，就是以錢玉芬(1998)歸納的
四個專業面向出發，以「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識」與「專業能力」

面向探討電視新聞台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在 SNG衛星製播作業運用於現場直播
後，新聞專業性之變化。黃芝瑩(2001)研究「線上新聞工作者之專業性」，兼顧
羅文輝(1995)與錢玉芬(1998)對新聞人員專業性的分類，也從結構功能取向出

發，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內涵分為「新聞專業價值觀」與「新聞專業知能」兩

大面向，而在新聞專業價值觀方面再分為「專業責任」、「專業自主」、「專業承諾」

三子項目；而在新聞專業知能部分則分為「專業知識」、「專業技能」兩子項目。 
 
另外，也有研究者嘗試結合「權力取向」與「結構功能取向」進行研究，如楊志

弘(1996)進行「台灣地區報社守門人專業意研究中」，就是結合權力與結構功能

兩種研究取向來測量新聞記者與組織的專業意理。在權力取向的測量面向包括組

織對職業資格控制的權威程度、維護和取得權威的程度、約束等面向，而結構功

能取向測量面向則包括專業知識、專業自主、專業承諾、專業責任四面向(張舒



斐，1998:25)。而張舒斐(1998)在參照羅文輝(1995)、楊志弘(1996)的研究設計後，
也兼採結構功能取向與權力取向進行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分析，研究結論將電視

記者專業性區分為「專業自主」、「專業知識」、「專業承諾」、「專業責任」四面向。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並且參考羅文輝(1995)、錢玉芬(1998)與張舒
斐(1998)之研究架構，採結構功能取向，由「專業知識」、「專業能力」、「社會責

任」、「專業自主」與「專業承諾」五構面來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 
 
 

四、「人口變項」、「新聞室內因素」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關聯 

 

回顧近年來，有關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研究可以發現，研究者除了持續探討新

聞從業人員的專業特質外，逐漸也將研究焦點轉向探索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

之因素。其中，研究者多感興趣的是討論新聞業人員的人口變項，如教育程度、

年齡、教育背景、不同媒介型態等因素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間究竟有無關

聯。另一方面，學者也認為新聞記者與新聞組織之間的關係密切，而記者的新聞

專業性與組織控制之間也可能產生衝突(Pollard,1985)。而為了解「人口變項」、「新

聞室內因素」與國會記者專業性之關聯性，本節將先對相關研究文獻進行整理，

並建構本研究對人口變項、新聞室因素影響新聞專業性之研究架構。 
 
 
(一)人口變項與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關聯性討論 

 
 
鄭瑞城(1993)指出，大眾媒介是社會重要的機構，分析大眾媒介傳播者的背景，
一方面可以了解「誰」在大眾媒介工作，二可以知道這些傳播者的背景跟他們「生

產製造」出來的成品有何關聯性。羅文輝(1995)則認為，新聞主要是由新聞從業
人員負責蒐集與撰寫，新聞從業人員的基本背景資料可能可以幫助解釋新聞的內

容、型式與意識形態。比如新聞為什麼特別關心某些問題？為什麼媒介內容會展

現某些偏見與意識形態？也許可以從新聞從業人員的背景資料提出解釋說明。

Pollard(1995)也指出，新聞工作的專業化，不是一種結構性的性質，因此在進入

新聞工作時，並沒有標準資格的要求，所以新聞工作者的背景是多樣化的，這和

其他專業組織職業有很大的不同，因此在新聞工作中，社會人口統計變項對於專

業主義、組織概念和工作滿足，相較於其他行業的專業主義來說，更具有影響力

(張舒斐，1998:16)。 
 



過去國外學者分析從新聞從業人員背景資料的研究數量不少，楊志弘(1992)曾經
綜合整理有關國外傳播者人口統計變項發現：國外媒介工作者的人口特質傾向於

菁英階層，與整體社會中的一般人口特質不同。而對這些傳播工作者之人口特質

的描述是：男性居多、大學以上教育程度、出身中上家庭、優勢種族、年齡四十

五歲以下者佔大多數，且主修大眾傳播科系(Johnstone et. al.,1976)(張舒斐，
1998:17)。在國內研究方面，也多見研究描繪國內新聞從業人員的背景資料(鄭瑞
城、陳世敏等，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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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發現國內

三家電視台新聞部內相關主管，其基本背景為：男性居多、年齡在三十五歲以下、

外省籍居多、年收入在四萬至六萬、大學以上學歷且多主修新聞傳播相關科系、

具有政黨立場。羅文輝(1995)進行全台灣地區新聞從業人員的背景資料調查，隨

機抽樣報社、電視台、廣播媒體之新聞從業者進行調查，研究發現：我國新聞從

業人員以男性居多、年齡多在 25-35之間、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度佔大多數，且

多數具有新聞傳播科系相關背景。鍾起惠(1997)針對 1064位報紙、電視新聞記
者進行研究發現，男性記者仍比女性多(男性佔 59.4%：女性佔 34.9%)、平均年

齡 33歲、教育程度多具有大學畢業、半數以上的受訪者主修新聞傳播科系、而

在政黨支持上，以不支持任何政黨的比例最高。 
 
研究者討論新聞從業人員的背景資料，其目的除了描繪出新聞從業人員的基本圖

像外，也希望探索其人口變項與其處理新聞之關聯性或著討論新聞從業人員的人

口變項與其新聞專業性之關聯性。國內外許多研究是著墨於新聞從業人員之人口

變項與其專業化程度之關聯性研究，但研究結論不盡相同，茲述如下(參考表二
之一) (註 17)： 
 
 
 

表二之一、新聞從業人員之人口變項與其專業性之關聯性 

人口變項 人口變項與其新聞專業性之關聯性 

 

交叉分析

有無顯著 

羅文輝(1995)、張舒斐(1998)研究均發現新聞從業人員之性別與

「專業知識」具有關聯性、張皪元(2000)研究亦指出性別與電視

新聞記者專業性具相關性。 

 

※ 性別 

陳碧珍(1981)、袁乃娟(1986)、楊秀娟(1989)、張碧華(1992)、孫

沛芬(1998)等研究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度與性別無關聯 

 

 

年齡 McLeod & Rush(1969)、Lattimore & Nayman(1974)、LeRoy(1972) ※ 



等研究均發現新聞從業人員之專業化程度與其年齡相關。 

國內研究者陳碧珍，1981；楊秀娟，1989；羅文輝，1995；孫沛

芬，1998；張皪元，2000等研究結果也呈現年齡與專業性達到

相關顯著水準。 

 

國內研究張碧華(1992)、張舒斐(1998)等研究顯示年齡與專業性

並無關聯性。 

 

 

McLeod & Rush(1969)、Lattimore & Nayman(1974)、LeRoy(1972)

研究顯示，新聞從業人員的「教育程度」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國內研究方面，楊秀娟(1989)、陶允正(1994)、羅文輝(1995)、張

舒斐(1998)、張皪元(2000)等研究顯示相同結果， 

 

※ 教育程度 

國內研究者張碧華(1992)、孫沛芬(1998)研究則顯示，新聞記者

的教育程度與專業性之間並無關聯。 

 

 

陳碧珍(1981)、楊秀娟(1989)、陶允正(1994) 羅文輝(1995)、張

舒斐(1998)、張皪元(2000)等研究結果均顯示新聞記者的教育程

度與專業性之間具關聯性。 

 

※ 教育背景 

Wright(1974)、張碧華(1992)、孫沛芬(1998)研究顯示，教育背景

與新聞記者專業性之間無顯著相關。 

 

 

LeRoy(1972)、Pollard(1985)研究發現新聞從業人員年資愈久，其

專業化程度愈高；McLeod &Hawley(1964)、 Lattimore & 

Nayman(1974)、Weinthal & O’keefe(1974)、Idsvoog &Hoyt(1977)

等研究顯示，專業程度高者不願輕言放棄新聞工作(張舒斐，

1998:18)。而國內研究者張碧華(1992)、陶允正(1994)的研究結論

也支持年資與專業性之間具有關聯性的說法。另外，陳碧珍

(1981)、羅文輝(1995)、張舒斐(1998)、張皪元(2000)等研究結果

均顯示新聞記者之專業性與年資具有關聯性 

 

※ 新聞工作

年資 

國內研究者袁乃娟(1986)、楊秀娟(1989)的研究結論則顯示新聞

記者工作年資與專業性之間並無顯著相關。 

 

 

工作職稱 針對報社記者進行的研究，均以文字記者為主，並未納入攝影記

者，而有區分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電視台新聞記者專業性研究

中，如孫沛芬(1998)、張舒斐(1998)、張皪元(2000)等研究，均顯

※ 



示工作職稱與其專業性間具有關聯性。 

 

羅文輝(1995)的研究則不支持工作職稱與專業性具有關聯性的

說法，其研究結果顯示此兩變項間無關聯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表示該人口變項與記者專業性之間呈現顯著相關) 

 
另外，回顧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多會討論人口變項與專

業性之間的關聯性，如陳碧珍(1981)研究報社記者專業性與教育程度呈現顯著相

關，即是年齡較輕、新聞工作年資淺的記者對專業性的評估分數較低。而楊秀娟

(1989)運用McLeod & Hawley(1964)量表，針對國內報社新聞從業人員進行專業

性研究，結果發現高專業取向的新聞從業人員對專業項目的要求上，均大於低專

業取向者，且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與其年齡、教育背景、教育程度呈現顯著相關。

張碧華(1992)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度與對新聞工會態度之相關性，結果發

現新聞人員專業化程度並不會因為不同媒介體系(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而產生差
別，但是人口變項目與其專業化程度卻呈現顯著相關，其中，較資深的記者，專

業化程度愈高，也較不輕言放棄新聞工作。陶允正(1994)研究台北市議會記者個

人屬性、專業意理與消息來源之互動相關性，其研究結果發現新聞記者的教育程

度與專業意理之社會責任具有關聯性。 
 
近幾年，隨者有線電視系統的蓬勃發展，電視新聞記者人數也快速增加，國內研

究者也將專業性的研究對象從平面媒體延伸至電視新聞，同時也比較電視新聞記

者人口變項與專業性之關聯性。如孫沛芬(1998)針對台視及 TVBS電視新聞記者
進行專業性比較，結果發現年齡與年資是影響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最顯著的人口

變項。韓香芸(1992)研究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發現，新聞人員的教育程度、

工作職稱與其專業性程度具有顯著關聯性，而性別、年齡則與新聞工作者的專業

態度產生顯著差異。張舒斐(1998)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發現，電視新聞記者
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教育背景、職稱、年資等人口變項均與專業性高低產

生關聯性。另外，研究也發現新聞記者政黨立場、社會階層、父母親之職業、新 

 

 

 

 

(註 17)本表格整理是以多數研究者均有討論的人口統計變項為討論依據，歸納有討論該變項之研究及其研

究結果，至於未討論上述變項之研究並未列出，將在下列敘述該研究者之研究內容時提及。針對其他人口

統計變項(如家庭經濟狀況、政黨立場、收入、組織型態、新聞從業人員父母親之職業)進行討論的結果，

也將在下列敘述該研究者之研究內容時提及。 

聞記者對目前滿意狀況以及未來五年的計畫均也與其專業價值觀產生關聯性。 



張皪元(2000)研究 SNG現場連線對新聞記者專業性之影響，研究發現新聞記者

的年齡、教育程度、教育背景、年資、工作職稱或電視台別等人口變項，均會影

響新聞記者專業性判斷。 
 
羅文輝(1995)研究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發現新聞從業人員的人口變項在不同的

新聞專業性構面上，亦能作為有效的預測變項，如年齡、教育程度、教育背景、

年資與工作職稱等與專業性均呈現顯著相關，而這些人口變項也能明顯預測新聞

從業人員專業性。 
 
 
(二)新聞室對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影響之探討 

 
 
媒介組織是影響新聞記者專業角色的變數之一，新聞從業人員和其他專業不同的

地方之一，就是新聞從業人員和新聞組織之間的關係(Lacy et. al., 1993)(引自張舒
斐，1998:19)。Pollard(1985)認為，身為專業受雇者，新聞工作者與雙重控制中
心—組織與專業—奮鬥，兩者各有其目標、方法與忠誠要求。張碧華(1992)強調，
欲了解對專業人士的控制問題，就要處理專業人士與雇主之間的權力分配問題。 
 
回顧過去文獻，許多研究者均提出了「新聞組織」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對新聞記者

之控制，而且組織的確對新聞記者專業表現產生影響。如 Breed(1955)所提出的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理論，說明記者雖然是完成報導的主要行為者，但新聞組

織內部的編輯透過篩選與刪改稿件等程序，才是成為真正主導報導焦點及態度的

決策者。而游明儀(2002:32)也呼應上述的看法，他認為，即便記者自身故意服膺

於新聞專業意理的理念，媒體機構中卻也存在著無形的力量，微妙地導引記者的

報導立場，使其不與該媒體的利益發生衝突。 
 
Sigal (1973)認為記者的上司(包括明星編輯記者、編輯、發行人)不僅可以決定該
報導哪則新聞，而且也會影響新聞報導的觀點，甚至會刪改新聞，而這些都代表

科層組織對新聞的品質控制檢查(quality-control check)。Sigal(1973)也認為，新聞
的刪改雖然不會扼殺整篇報導，但卻可能改變新聞之重點及報導方向，甚至可能

刪改權篇報導中最具有攻擊力的文字。因此，這些組織的品質控制檢查也會影響

了記者處理新聞之自主性(林淳華，1994:7)。 
 
Johnstone等人(1976)指出，記者專業自主權與組織之控制是重疊的，他們認為組
織之正式控制在於工作指派(assignment)、新聞寫作、編輯三階段，統稱為組織
守門裝置(gatekeeping apparatus)。Johnstone等人試圖以下列四個問題為測量組織

干擾指標： 



1. 決定新聞應該強調之重點 
2. 選擇報導題材之自由 
3. 媒介組織中，有人會指派記者採訪工作 
4. 記者報導內容由組織內其他成員刪改次數的多寡 
 
研究結果發現，有七成五的記者在決定新聞重點方面表示有完全自由；在選擇報

導題材方面，有六成記者表示有完全自由；關於組織是否有人指派工作部份，有

五成三的記者表示組織內確實有人會指派工作；對於新聞稿件被刪改的次數多寡

方面，有六成的記者表示被刪改的次數不多。林淳華(1994)認為上述研究結果顯
示，美國在 1970 年代，多數的記者認為自己在選擇報導題材、撰寫新聞內容重

點方面有完全自由，而且被刪改新聞稿的頻率並不多。 
 
Weaver & Wilhoit(1988)在 Johnstone等人研究十年後，重新調查研究記者的自主

性，結果發現，在 1982至 1983 年間，美國記者所擁有的自主權比十年前少，研

究者解釋會有如此結果，可能歸諸於外在環境之轉變(如爭取公民權運動以及越
戰)，記者希望可以報導更多社會運動方面之意見，但是因為媒介立場或發行人

個人之觀點，使記者報導的內容受到限制，記者可以發揮的自主空間並不大。 
 
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美國記者在選擇新聞報導題材或新聞報導內容方面，擁有相

當高的自主性，這與國內的研究結果也相類似，陳世敏等人(1986)以問卷調查方
式訪問新聞工作人員的自主性及其平日作業受到新聞室干擾的程度，研究結果顯

示，國內記者對於選擇報導素材、報導內容、角度、採訪對象方面均具有高度自

主性。 
 
翁秀琪(1992)認為，個人的價值判斷或新聞本身的價值並非最重要的因素，最重
要的因素是新聞組織內部的種種壓力。新聞室有如一職業的文化環境，其中有著

截稿時間、採訪路線、寫作方式等所構成的專業標準。Soloski(1989)也指出，新
聞生產的過程，是一個工業的、商業的、專業的製造過程，基於此一特殊的生產

需要，新聞室內的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乃有正式與非正式、跨組織或因
組織而異的權力手來控制新聞生產(張舒斐，1998:21)。 
 
Wolfgang & Thomas (2002)指出，美國媒體快速商業化，在媒介經營者的心中，
重視市場利潤遠比重視政治壓力來的重要。在市場第一的經營理念下，新聞從業

人員的專業角色出現變化，即是，記者只負責採訪新聞，而編輯則是必須為新聞

品質」(quailty)把關負責。而編輯負責掌控的「新聞品質」，不只是要求新聞報導

的內容正確、平衡報導，還必須要確保被報導者的立場公平。在這種情況下，記

者的專業角色已經變成只負責傳遞消息的中間人(a broker)角色。Wolfgang & 
Thomas (2002)認為在應付激烈的商業競爭下，媒介利用新聞室控制干擾了記者



的報導內容。他們分別以四組題目測試記者，包括詢問記者因為「增加閱聽人興

趣」、「改善新聞的正確性」、「增強政治平衡」、「增加政治傾向」等原因，而被新

聞室中其他人修改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的頻率為何。結果發現，向來被視為積極

捍衛新聞自由的美國記者們，其實也面對著嚴峻的新聞室控制，記者往往因為新

聞室要求精確、平衡的報導而被修改新聞稿件，另方面，新聞報導是否吸引閱聽

人注意對於商營媒體來說也是重要考量，因此多數的記者將「新聞吸引閱聽眾注

意」的因素視為比「新聞告知」還重要。 
 
 
張碧華(1992)認為，「專業主義」與「新聞政策」是組織內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學
習的遊戲規則，研究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以兩種相關方式，控制新聞從業人員之

行為：一是設立行為規範的標準；一是決定專業獎賞體系(reward system)。新聞
從業人員的行為植基於共同的專業規範，使得新聞組織控制新聞從業人員的困難

度減到最低，但是共同的專業規範並無法完全消除組織控制的困難(張碧華，
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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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ski(1989)認為，新聞政策是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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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指出，此種因
新聞組織而發展出不同的新聞政策，可視為組織內的(intraorganizational)的控制
機制。新聞政策是新聞從業人員多多少少必須學習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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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maker & Reese(1991)針對媒體內容的產製議題，提出一個「影響階層」
(hierarchy of influence)的模式，來說明新聞業的運作如何受到其所處內外環境的

影響。他們將影響階層從裡到外分為「傳播者個人層次」、「傳播慣例層次」、「新

聞媒介組織層次」、「媒介外部因素」、「社會意識形態與系統」五層次。在個人層

次方面，個人的特質、思考模式、角色期望、價值觀或工作模式等均會影響傳播

者對新聞內容的選擇。而在傳播慣例方面，研究者認為截稿時間、採訪路線和新

聞價值觀會主導新聞的處理，使得守門人在個別框架中決定新聞的取捨。至於在

媒介組織方面，研究者認為媒介所有權歸屬以及組織特質均會影響對新聞內容，

其中，Shoemaker & Reese(1991)特別強調，由於新聞媒體在企業化的趨勢下，多
已成為大企業旗下的子機構，媒介組織層次的影響更形強大，媒體中的，個人或



傳播慣例都受制於媒介組織目標(游明儀，2002:32)。 
 
McQuail(1994)對 Shoemaker & Reese(1991)的研究提出修正模式，不過這樣的修

正的階層關係模式仍然顯示，傳播者享有某種程度的職業自由，但大抵上，還是

會受制於媒介組織的影響，且兩者的關係往往是互相衝突的，造成此衝突的原因

為傳播者自身的專業性使然，尤其新聞記者對自身專業性的認同，經常造成媒介

組織在管理上的困難(註 18)，而記者的新聞專業性，也意味著記者勢必會因為專

業考量而無法達到對組織的完全忠誠(張皪元，2000 :16)。 
 

由上述的文獻可知，新聞室可藉由其內部運作影響記者專業自主，同時，新聞室

內也可藉由刪改記者新聞稿而真正成為新聞報導的主要決策者，研究者並且指出

這樣刪改記者新聞稿的動作往往與新聞專業是互相衝突的，組織很可能藉由這種

控制機制影響了記者新聞專業性。根據文獻討論，本研究將先討論新聞室刪改國

會記者新聞稿之現象，並探究新聞室藉著此種機制是否會影響國會記者新聞專業

性。 
 
 

 

 

 

 

 

 

 

(註 18) Willis & Willis(1993)表示，媒介管理者必須面對幾種不同型態的管理者，其中又以記者的管理最為

困難。造成這些困擾的原因是因為新聞記者具有的價值觀所使然，新聞記者的價值觀包括：自我的管理、

理想主義、質疑態度、積極進取、創造力、個人化、專業主義。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根據第一章研究動機，本研究提出下列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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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本研究問題以及相關文獻，整理提出下列之研究假設： 
假設一、國會記者對「立院－媒體」共生現象的評估與其專業性之間具有關聯性。 
假設二、國會記者所屬不同媒介類型與人口變項會影響其評估「立院－媒體」共

生現象。 
假設三、國會記者對專業性評估與其所屬媒介類型、人口變項間具有關聯性。 
假設四、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對評估新聞室內修改其新聞稿情形間具有關聯性。

本研究假設專業性愈高的國會記者受到新聞室修改新聞稿的情形應較

少。 
假設五、國會記者被新聞室其他人修改新聞稿的情形與其所屬媒介類型、人口變

項間具有關聯性。 
 
由於過去結構功能取向研究者，多由「專業自律」、「社會責任」、「專業知識」、「專

業承諾」四面向進行討論(羅文輝，1995、 張舒斐，1998)或是由「專業自主」、
「社會責任」、「專業知識」、「專業能力」(錢玉芬，1998；張皪元，2000；黃芝
瑩，2001)進行討論，而本研究將參考前述專業性評估的分類標準，採結構功能

取向，以問卷調查法方式分別由「專業知識」、「專業能力」、「社會責任」、「專業

自主」、「專業承諾」五面向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另方面，亦討論「立院－媒體」

共生現象、新聞室因素、媒介類型、人口變項與國會記者專業性之關聯性。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下(註 19)： 
 
 
 
 
 
 
 
 
 
 
 
 
 
 
 
 



研究架構圖 

 
 
 
 
 
 
 
 
 
 
 
 
 
 
 
 
 
 
 
 
 
 
 
 
 
 
 
 
 
 
 
 
 
 
(註 19) 研究架構圖中箭號代表本研究將檢視此兩變項間之關聯性。 

 

國會記者專業性之評估：測

量面向有： 

「專業知識」、 

「專業能力」、 

「社會責任」、 

「專業自主」、 

「專業承諾」 

國會記者對新聞室修改新

聞稿情形之評估 

國會記者之人口變項：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

教育背景、政黨立場、有

無加入任何政黨、新聞工

作年資、擔任國會記者之

年資。 

 

國會記者所屬媒介類型： 

平面記者與廣電記者 

國會記者對「立院－媒體」

共生現象之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