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並討論國會記者如何評估「立院－媒體」共

生現象？共生現象、新聞室修改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情形、媒介屬性、人口

變項與國會記者專業性間有無關聯性？以及討論媒介屬性、人口變項差異是否也

會對國會記者評估共生現象、新聞室修改記者新聞稿的情形產生差異？本章將以

「研究發現與討論」及「研究檢討與建議」兩小節陳述研究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國會記者基本資料描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訪問 94位國會記者，結果發現國會記者男性多於女性，在

年齡方面多為 31-35歲，其次為 26-30歲。大多數的國會記者擁有高學歷，大學

畢業學歷者超過五成，具有碩士學歷的國會記者人數有三成一。在教育背景方

面，超過一半以上的國會記者具有新聞相關科系背景，在政黨立場方面，表明自

己有特定支持政黨的國會記者有三成七，多數的國會記者在政治立場上無特定支

持的政黨。至於有無參加任何政黨方面，九成以上的國會記者表示沒有入黨，不

到一成的記者有加入政黨。在新聞工作年資方面，一半以上的國會記者跑新聞的

年資超過四年。 
 
歸納國會記者人口特質可得知，國會記者是一群平均年齡在 30歲上下、男性居
多、高學歷背景且新聞相關科系畢業、無加入任何政黨、平均新聞工作年資超過

四年，而擔任國會記者的年資平均兩年。 
 
此統計結果與林瀟倩(1991)描述報社國會記者特質頗為接近，均發現國會記者以
男性居多、年齡在 30歲左右、學歷多為大學畢業、具有新聞科系相關背景、少

數具有政治立場等，而與羅文輝(1995)研究調查結論比較，也可發現國會記者與

台灣典型的新聞從業人員特質相似，即是男性、年約為 34-36歲、大學畢業、具
有新聞相關科系背景。 
 
若比較平面媒體與廣電媒體的人口特質，則可發現兩者在「教育程度」、「新聞工

作年資」方面達到顯著差異水準，平面媒體記者比廣電記者呈現較高的學歷，但

是在新聞工作年資方面，廣電記者多比平面記者新聞工作年資長。此結果與羅文

輝(1995)研究我國典型新聞從業人員特質之結果不盡相同，羅文輝研究發現，我



國平面媒體記者的新聞工作年資平均比廣電記者來的長，但是本研究卻發現，在

我國國會記者族群中，廣電記者的新聞工作年資超過了平面記者，另方面，羅文

輝研究也發現，平面記者在平均年齡方面亦超過廣電媒體記者，本研究結果也支

持這樣的說法，平面國會記者在平均年齡方面的確大於廣電記者。 
 
二、大多數的國會記者同意「立院－媒體」共生現象 
 
天下雜誌(1991)曾經這樣形容過立委與國會記者的互動關係，「在台灣民意高

漲、各種聲音浮動的時空環境裡，『衝突』成為立委跟記者「共生」的立足點。

不論是意見衝突或肢體衝突，都使得立法院新聞更精采、刺激，也使立法委員和

國會記者的地位更為活躍」(林瀟倩，1991)。立法院隨著政治改革開放的腳步而

成為我國政治中心，加上眾多增額立法委員投入立院，立委們除了必須各自維護

政黨立場外，還得隨時爭取曝光以維知名度(王幼萍，2002)，而在此種狀況下，

國會記者與立委的互動關係日益密切，兩間之間確實存有互相依賴的共生現象

(林瀟倩，1991；陶允正，1994；陳志杰，2002；田志剛，2001)。 
 
Sigal(1973)與Wright(1986)兩位學者皆強調，新聞機構與新聞工作的性質使得記
者不得不遵循一定的型式和消息來源互動，以便取得新聞。對國會記者來說，立

委就是最重要的消息來源，兩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密切，立委藉著國會記者的報導

使自己更受矚目，而國會記者也必須靠立委提供消息以撰寫新聞，彼此形成共生

體系。 
 
本研究結果支持上述說法，經由統計結果發現，國會記者對於「立院－媒體」共

生現象均表示非常同意，也就是說，記者們對於立法委員希望透過記者的報導來

提高曝光率或知名度、立委們經常以製造衝突或對立的手段吸引國會記者注意以

及大多數時候，立委都是非常會配合記者新聞報導的需要來質詢官員或發表意見

等說法表示同意。而另方面，大多數記者也認為國會記者有必要跟立委維持良好

的互動關係，以便交換新聞資訊，而且多數記者也不否認立委舉辦公聽會、記者

會時主動提供詳細的新聞稿或新聞資料，可能影響了他們新聞報導內容，因為這

些詳細的新聞資料不但幫助記者快速了解現場狀況與會議主題，更重要的是方便

記者發稿寫作，因此，記者多同意立委藉由提供新聞稿、新聞資料的方式而介入

主導了新聞內容的說法。 
 
林瀟倩(1991)研究結果發現，國會記者視立法委員為重要的消息來源，因此記者

多同意與立委愈來愈密切的共生關係，經過十多年後，本研究同樣測試國會記者

對共生現象的評估發現，國會記者與立委的共生關係已經成為大多數國會記者所

認同為「必要的」互動關係，且大多數記者也表示這樣緊密的共生關係的確可能

影響到他們新聞報導內容，例如立委通常在記者會或者公聽會中，掌握新聞資訊



的主導權，而可能也因此主導了記者的新聞報導內容。 
 
上述的研究結論與陳志杰(2002)研究國會記者與立委互動關係結論類似，即是透

過記者會或是公聽會的制度安排，維持了國會記者與立委間一種密切、頻繁的互

動關係(2002:81)，這種方式不但節省國會記者挖掘新聞或查證訊息的時間，而且

記者礙於截稿時間的壓力，幾乎憑藉新聞稿內容來撰寫新聞報導，即便記者在採

訪現場可以自由發問，但資訊的主導權幾乎全都由立委掌控，而且立委也大都安

排好相關單位到現場說明或直接出示查證結果，更節省了國會記者查證時間，因

此根據研究者觀察也發現，有時在這種訊息主導權被控制的情況下，國會記者對

立委記者會新聞稿內容幾乎「照單全收」，甚至在記者撰寫的新聞報導中，出現

整段引述立委新聞稿內容的情況也經常發生。 
 
儘管平面記者大多表示自己多抱持著質疑的態度參加記者會或公聽會，不會輕易

被立委操弄或誤導(陳志杰，2002)，但本研究結果卻不支持這樣的說法，研究顯

示，平面記者比廣電記者更同意必須與立委維持互相依賴的共生關係，且平面記

者也大多同意，藉由公聽會或記者會的互動安排，確實讓立委有介入主導新聞內

容的可能。 
 
而若從媒體身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而言，國會記者更應該是扮演監督政府施

政、民代問政、為社會大眾守望的角色，但是「立院－媒體」共生關係緊密互動

的情況，很可能會影響記者執行監督的責任，因為大多數國會記者必須與立委維

持密切互動，而通常立委也會希望記者能夠盡量隱惡揚善、盡量報導對自己有利

的消息，否則將來很難有進一步的互動關係。而根據研究者的親身經驗，有些立

委甚至會要求記者「這段不要寫、這段不要登」或者要求記者不能寫出是誰講的，

而大多數的記者也會依照立委的要求處理新聞，盡量在完成報導工作之虞也不與

消息來源(立委)產生對立狀況，畢竟記者仍需要立委提供更多內幕消息或具有新

聞價值的資訊以供其撰寫新聞。 
 
本研究結果也支持了王幼萍(2002)、田志剛(2001)的研究結果。王幼萍(2002)指
出，立委為爭取曝光以及吸引部分電子媒體注意，經常把應該討論與國家利益、

民生建設相關議題之場所，如國是論壇、委員會質詢或總質詢場合等當成了衝突

競技場，而愈是有媒體記者在的場合，立委衝突表現往往更為激烈，王幼萍認為

立委配合媒體報導的問政態度，嚴重造成立法院「重質詢、輕法案」的問政現象。

而當本研究以問卷測試國會記者對「立委多希望藉由媒體報導曝光率、打知名度」

以及「立委利用製造衝突與對立來吸引媒體注意」等說法時，國會記者均表示高

度同意，此結果驗證王幼萍(2002)的觀察結果，亦清楚國會記者大多數同意立委

們希望利用媒體來打知名度，這背後隱含的意義仍在選舉考量，因為立委們都希

望透過媒體的報導加強在選民心中的印象，好在選舉時候較容易爭取選民的認同



支持。這樣的情形也同樣發生在台南市議會與議會記者的互動中，田志剛(2001)
研究台南市議會議員與記者的互動關係發現，民意代表非常在意電視媒體報導，

因為民意代表有尋求連任的壓力，他們認為透過電視媒體報導，會影響選民的印

象和觀感，同時民代也認為經常被上電視、有正面報導的民代可以增加選民的印

象。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大多數國會記者同意他們必須與立委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這不僅有利於記者與立委互相交換新聞資訊，還可能可以透過記者與立委辦公室

助理的良好互動而得到新聞素材。根據研究者跑國會新聞親身經驗，國會記者經

常主動穿梭於立委辦公室，不只跟立委「打招呼」，也會順便熟識立委助理，一

方面可藉機會探詢相關新聞消息外，一方面亦希望與立委或助理起建立良好互

動，以便有朝一日互相交換新聞資訊。田志剛(2001)研究台南市議員與記者互動
關係發現，超過三成的記者認為自己在與議員的互動關係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

色；陶允正(1994)研究台北市議會記者與市議員互動關係時也發現，報社記者主

動與市議員互動的情況非常普遍，而記者也認為與市議員之間維持著「相輔相

成」、「互相依存」、「各取所需」的合作關係(1994:95)，本研究結果亦支持上述之
研究結論。 
 
不少研究者批評現今過度密切的「立院－媒體」共生現象之起因在於國會記者專

業性不足，而有研究者(王幼萍，2002)也認為，提升記者專業性亦有助於改善立

委偏差的問政行為。本研究根據過去研究民代與記者共生現象之相關文獻探討，

假設「立院－媒體」共生現象與國會記者專業性具有關聯性，根據過去文獻，專

業性愈高的記者愈不會受到共生現象中消息來源對新聞報導的操弄，不過根據統

計結果顯示，國會記者與立委共生現象與其專業性各構面之間並無關聯性，也就

是說，對於部分研究者認為提升國會記者專業性有助於改善立委與媒體過度密切

的共生互賴情形，但是本研究結果卻顯示這兩者無關聯性，就算加強國會記者專

業性，他們仍舊需要與立委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以利交換新聞資訊，況且現今立

委人數增至兩百多位，國會記者更需要利用共生關係掌握消息，而這不僅是獲得

相關新聞資訊的方法，更可以透過與特定立委互動而了解整個黨團立場與看法。 
 
三、國會記者是否具有「新聞傳播相關科系背景」，會影響其對「立院－媒體」

共生現象評估 
 
本研究假設國會記者人口變項差異會影響其對「立院－媒體」共生現象評估差

異，經統計結果發現，人口變項當中僅有「新聞傳播相關教育背景」因素會影響

國會記者對共生現象看法產生差異，即是具有新聞傳播相關背景的記者更同意共

生現象，此研究結果支持部分研究民代與記者互動關係的研究結論(陶允正，
1994；田志剛，2001)。新聞傳播科班出身的國會記者同意必須與立委維持良好



的互動關係，以利收集新聞資訊撰寫新聞報導，而這種新聞採訪工作上的社會致

能也多來自於其在學校所受過的新聞教育訓練。田志剛(2001)研究台南市議員與
記者互動關係發現，超過三成的記者認為自己在與議員的互動關係中，扮演積極

主動的角色；陶允正(1994)研究台北市議會記者與市議員互動關係時也發現，報

社記者主動與市議員互動的情況非常普遍，而記者的新聞教育背景也都與記者積

極與民代的互動行為有正相關(陶允正，1994:95)。 
 
另外本研究發現廣電媒體比平面媒體記者更同意「立委希望藉由報導提高曝光率

或知名度」的說法，且媒介類型在此題項上達到顯著差水準，究其原因，可能在

於電子媒體注重聲光畫面的敘事特性，而立委們在問政上爆發口角或肢體衝突畫

面，往往符合電子媒體之新聞價值的評判標準，且這種具有刺激性的新聞畫面加

上現場連線轉播(SNG)，更可以在短時間內強化衝突事件，連帶讓衝突、對立的

當事人立委聲名大噪。 
 
上述研究發現也支持王幼萍(2002)、田志剛(2001)的研究結果。王幼萍(2002)指
出，立委為爭取曝光以及吸引部分電子媒體注意，經常把應該討論與國家利益、

民生建設相關議題之場所，如國是論壇、委員會質詢或總質詢場合等當成了衝突

競技場，而愈是有媒體記者在的場合，立委衝突表現往往更為激烈，王幼萍認為

立委配合媒體報導的問政態度，嚴重造成立法院「重質詢、輕法案」的問政現象。

而田志剛(2001)研究台南市議會議員與記者的互動關係發現，民意代表非常在意
電視媒體報導，因為民意代表有尋求連任的壓力，他們認為透過電視媒體報導，

會影響選民的印象和觀感，同時民代也認為經常被上電視、有正面報導的民代可

以增加選民的印象。 
 
四、國會記者專業性分析 
 
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在專業性評量上以「專業能力」得分最高、其次是「專業

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識」，平均分數最低的則為「專業承諾」。 
 
「老實講，國會記者想到的不是讀者怎麼想，而是上不上得了版面的問題或是會

放在哪裡的問題」。這雖然是十多年前天下雜誌調查訪問國會記者對立法院新聞

報導的一段結論(1991，12)，但對於十多年後在立法院奔波採訪的國會記者來

說，仍是道出他們的心聲，國會記者多半在意自己在新聞工作上的表現更勝於新

聞工作的社會責任。 
 
此研究結果與張舒斐(1998)、張皪元(2000)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結果有所出
入。張舒斐(1998)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發現，電視新聞記者最重視「社
會責任」、「專業自主」，最不重視「專業承諾」，本研究卻發現國會記者重視「專



業自主」的程度超過「社會責任」，但與張舒斐研究結果同樣都發現記者最不重

視「專業承諾」。張皪元(2000)研究 SNG現場連線對電視新聞記者專業性之影響

發現，記者最重視「專業能力」、「專業自主」，最不重視「專業知識」與「專業

責任」，本研究也發現國會記者非常重視「專業能力」與「專業自主」，不過國會

記者仍重視記者的「社會責任」與「專業知識」的重要，此點與張皪元(2000)的
研究發現不盡相同。至於國會記者專業性各構面的研究發現與討論如下： 
 
(一) 專業知識 
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普遍不同意「高教育程度」以及「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

者在新聞工作上表現較佳，高學歷與具有新聞傳播相關科系背景對國會記者來

說，並不能與「工作表現佳」劃上等號(即使他們大多數都具有新聞傳播相關教

育背景)。國會記者注重的是採訪新聞累積出來的經驗，這反映在他們非常同意

熟知立法院議事運作的記者，才會在新聞採訪工作上表現較佳的說法。而在自我

充實部分，記者大多不同意國會記者會定期參加與工作相關的在職訓練，不過對

於廣泛接受與工作相關的新資訊方面，大多數記者則表示同意。 
 
上述結果顯示出國會記者通常不會主動參加與工作相關的訓練課程，如立法相關

研討會或新聞記者實務相關研討會等，不少國會記者表示，自己參加研討也不會

讓自己在新聞工作上表現更好或反應新聞機構根本沒有舉辦定期的研究會、在職

訓練來讓記者有充實與工作相關專業知識的機會，反而必須要靠國會記者主動以

閱讀報紙、雜誌等方式，來獲得與工作相關的新資訊。 
 
本研究結果亦與張舒斐(1998)的研究結果類似，張舒斐發現，電視新聞記者亦普

遍認同充實與工作相關知識將的重要，且認為新聞機構不會主動舉辦在職訓練或

研討會來加強記者專業知識。 
 
(二)專業能力 
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相當重視自己的專業能力，因為專業能力將關係到其採訪

新聞、報導新聞的表現。面對每日議程繁多複雜的立法院，國會記者必須能夠快

速的判斷各個採訪現場的重點，以決定採訪的優先順序。國會的採訪宛如與時間

賽跑，記者在發稿時間壓力下，經常必須採訪不只一場的委員會或記者會，因此

能否迅速掌握採訪現場重點或清楚交代事情來龍去脈，並且在短時間內掌握新聞

報導的呈現方式等都是一位國會記者必須具備的專業能力，本研究結論亦支持張

皪元(2000)的研究結果，其研究發現電視新聞記者在 SNG現場連線出現後，最

重視「專業能力」，無論在採訪報導內容或連線技巧方面，電視新聞記者都非常

同意應該加強記者的專業能力。 
 
黃芝瑩(2001)研究網路線上新聞記者的專業性指出，線上記者自認必須具備專業



能力，也就是執行專業知識的各種能力，包括發現問題和界定問題、如何搜尋相

關知識與資料的能力、分析與整理資料的能力、以及呈現問題的能力。本研究亦

有類似發現，國會記者普遍認為具備專業能力，即是所謂「knowing how」的採
訪能力對於新聞工作來說相當重要，而且國會記者普遍也認為自己具備有相當程

度的專業能力。 
 
(三)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的意涵是只「新聞從業人員對維護公眾權益的則責任，即是新聞報導必

須著重真實、公平、客觀原則」(黃芝瑩，2001)。羅文輝(1995)指出，新聞記者
的社會責任亦是指在報導爭議性新聞事件時，會重視查證事實、維持中立以及評

衡報導。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大多同意自己在報導立法院爭議性新聞時，會盡

力查證各方論點、重視事實、講求證據，不過當問到是否會盡量公平呈現各界立

場時，國會記者的態度似乎就多所保留了。根據國會記者對「立院－媒體」共生

現象評估可推知，國會記者在報導爭議性新聞時，有時會因為顧及與消息來源(立
委)的互動關係而不一定公平呈現各界立場，或有時候消息來源(立委)主導了新聞

資訊，記者又因為時間因素無法親自查證，只好先以立委提供的新聞為主，導致

在報導爭議性事件上偏向某一方的情形出現。 
 
張舒斐(1998)指出電視新聞記者重視專業責任，其中包括「處理新聞的態度」、「新

聞價值的判斷」以及「社會功能」三面向。其中在社會功能方面，張舒斐研究發

現，超過五成的電視新聞記者認同新聞工作是幫助民眾了解政府施政、了解政府

官員的作為、了解國家社會情勢以及幫助民眾了解複雜問題。而本研究結果亦支

持上述說法，多數國會記者同意自己可以透過新聞報導讓民眾了解立法院複雜的

法案、預算問題，國會記者也同意透過自己的報導，可以幫助民眾了解政府施政。 
 
(四)專業自主 
自主權不僅是衡量記者在處理新聞時的獨立自主程度，也是評估記者是否為專業

人員的重要指標之一(Johnstone, Slawski & Brown,1976；Weaver & Wilhout,1986；
陳世敏，1988；林淳華，1994)。Katz(1968)也指出，當一個職業漸漸成為專業時，
其人員專業自主性亦隨之提升。Johnstone, Slawski & Brown(1976)也發現，當記
者認為本身是專業時，所要求的工作自主性愈高，專業之認定標準之一，就在於

其從業人員在工作時能免於組織內、外壓力的干涉，例如醫生、律師在執行工作

時，便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林淳華，1994:1)。 
 
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可說擁有相當程度的專業自主權，他們同意自己可以獨立

決定新聞報導的重點內容、自己可以獨立決定採訪的對象與採訪主題。本研究結

果與林瀟倩(1991)研究結果類似，即是國會記者具有相當程度的專業自主，無論

是在選擇素材、報導角度或著選擇採訪對象方面都可算擁有高度自主性，而楊秀



娟(1989)、林淳華(1994)的研究也呈現類似結果。 
 
不過本研究亦發現另一種情況，即是大多數的國會記者表現出高度的新聞政策配

合度。Soloski(1989)指出，新聞政策是新聞組織為了進一步限制其新聞從業人員

的自主權而發展出來的規則，其具體內容依據組織而異，而這種依照新聞組織而

發展出的不同新聞政策，可視為組織內(intraorganizational)的控制機制(張碧華，
1992)。張舒斐(1998)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發現，有五成以上的電視新聞
記者認為自己不認同編輯台的編輯政策時，不會配合編輯台的新聞規劃，但是本

研究結果卻不支持這樣的結論，本研究發現，近七成的國會記者表示，即使自己

不認同編輯台的編輯策略時，仍然會盡量配合編輯台的政策。 
 
由上述可知，即使國會記者同意自己擁有相當程度的專業自主權，但是對於編輯

台新聞規劃方面的配合度仍然非常高，這導致國會記者有時無法獨立自主決定報

導的角度或立場的情況發生。記者必須配合新聞組織立場或配合編輯台的新聞規

劃來報導新聞，即使這立場或方向與自己規劃的報導內容有所衝突，大多數的國

會記者仍會選擇依照組織規劃的方向而盡量配合。 
 
(五)專業承諾 
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普遍不同意「專業承諾」，尤其在考量工作穩定程度、薪水

高低或工作單位名氣時，堅守服務社會大眾的新聞工作似乎就不再是重要的。此

研究結果與張舒斐(1998)探討電視新聞記者的「專業承諾」之結論類似，張舒斐

研究發現，超過三成的電視新聞記者對於工作穩定、薪資與服務單位名氣的考

量，看的比堅守新聞事業還重要，本研究結果發現國會記者更不重視專業承諾，

而此結果也可解釋為何國會記者的流動率高、跳槽風氣盛行。值得注意的是，本

研究發現愈年輕的國會記者愈不在乎薪水、工作穩定與服務單位名氣等因素，反

而是愈資深的國會記者對專業承諾的表現愈不穩定，統計結果顯示，愈資深的國

會記者愈可能因為薪水、工作穩定因素而離開新聞工作，而此亦可以推測國會記

者對新聞組織的忠誠度普遍不足，即使是資深的國會記者也可能因為考量薪資、

工作穩定等問題而離開新聞工作。 
 
羅文輝(1995)認為專業承諾包括了執著於新聞事業的「工作承諾」，當問到記者

如果重新選擇工作，是否還會選擇新聞工作時，四成的國會記者表示還會繼續新

聞工作，不過也有四成的國會記者表示自己不會再選擇新聞工作。值得注意的

是，問到記者是否不會離開新聞行業去從事其他行業時，超過五成的國會記者表

示不同意這樣的說法，也就是說，一半以上的國會記者認為自己有可能離開新聞

行業去從事其他工作，而比較張舒斐(1998)六年前的研究，發現今日新聞組織無

法留住記者的情形更為嚴重。 
 



五、人口變項中「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畢業」、「政黨立場」會影響國會記者對「社

會責任」評估差異 
 
具有新聞科系相關背景者比起沒有新聞相關科系背景者，更認為國會記者在報導

爭議性新聞時會「盡量公平呈現各界立場」、「會盡力查證各方論點」，同時，有

新聞相關背景的記者也更同意「透過新聞報導，可以幫助民眾了解立法院複雜的

預算、法案」的說法。這研究結果亦支持羅文輝(1995)、錢玉芬(1998)、張舒斐
(1998)的研究結論，羅文輝(1995)研究結果發現，大多數的記者同意具有新聞相

關背景的記者在新聞工作上會表現較好，他亦認為新聞從業人員專業特質之一即

是具備新聞傳播相關教育訓練，錢玉芬(1998)研究結果發現，新聞記者專業性來

源有二：一是來自學校的新聞教育、一是來自在職的工作環境。 
 
在政黨立場方面，本研究發現有特定支持政黨者較認同「社會責任」，如有特定

支持政黨的國會記者，更認同透過自己的新聞報導可以幫助民眾了解複雜的預

算、法案，以及透過自己的報導可以幫助民眾了解政府政策。本研究結果亦支持

羅文輝(1995)、張舒斐(1998)的研究發現，羅文輝(1995)研究指出具有政黨立場的

從業人員較重視社會責任，張舒斐(1998)研究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也發現，
具有政黨立場的電視新聞記者比起沒有政黨立場的記者更重視專業性中的社會

責任。 
 
六、「擔任國會記者年資」差異，會影響國會記者在「專業自主」看法上產生差

異 
 
本研究發現擔任國會記者的年資差異會對記者評估「專業自主」面向上產生顯著

差異，此項發現與林瀟倩(1991)十多年前的研究結果不同，林瀟倩當時研究發現

國會記者的年齡、擔任國會記者的年資不會影響其專業意理，但是本研究卻發現

國會記者年資與其專業自主表現有關，擔任國會記者年資愈久愈認為自己擁有高

專業自主性，如在獨立自主決定採訪主題、採訪立場或角度或甚至是新聞報導的

內容重點方面，資深國會記者比起資淺的國會記者明顯具有較多的專業自主。 
 
七、因素分析發現國會記者專業性呈現出與原架構大致相符的六項因素 
 
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原研究架構中二十五個的專業題項，以驗證原五個專業性構

面在經過因素分析後的差異為何。結果發現，國會記者的專業性清楚呈現出六個

因素，包括「專業能力」、「社會責任」、「專業自主」、「專業承諾」、「教育背景」

與「定期進修」六個構面，此結果與原架構大致符合，但是在原架構中的專業知

識構面，經過因素分析後被區分成「教育背景」與「定期進修」兩面向。此結果

也顯示過去文獻中，研究者認為新聞從業人員在專業知識特質中，應該包括新聞



新聞相關教育背景以及自我充實兩面向的看法不同(McLeod & Hawley,1964；
Nayman,1973；Weaver & Wilhoit,1993；羅文輝，1995；錢玉芬，1998；張舒斐，
1998)，如羅文輝(1995)從結構功能取向建構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量表，其結論

認為「專業知識」包括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專門知識(新聞教育背景)與意指提
升自我專業知識與技能的自我充實。不過，本研究經過因素分析結果卻發現國會

記者在專業知識構面，已經清楚區分出「新聞傳播相關教育背景」特質與「定期

參加在職訓練、自我充實與工作相關新資訊」特質，此與張舒斐(1998)進行電視

記者專業價值觀研究結果相同，電視新聞記者在專業知識面向上經由於因素分析

結果也是呈現出新聞傳播教育背景與定期進修兩面向。 

 

八、新聞室修改國會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情況仍常見 
 
Shoemaker & Reese(1991)曾經提出記者個人與媒介組織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傳
播者個人態度、價值和信念對媒介內容的影響是間接的，唯有傳播者在媒介組織

或組織常規內能夠擁有充分的權力，方能影響媒介內容(林瀟倩 1991:143)。 
 
本研究發現，超過五成以上的國會記者表示自己經常或偶爾因為「增加閱聽眾興

趣」、「改善新聞正確性」或者「增強政治平衡」因素，而遭到新聞室中其他人改

變自己已經寫好的新聞稿。回答很少或從不發生被其他人改變新聞內容的國會記

者不超過四成，顯見新聞室影響記者新聞報導內容情況仍經常發生。本研究結果

亦與Wolfgang & Thomas (2002)研究結論類似，他們研究發現，即使是對以捍衛

新聞自由為使命的美國記者來說，在媒介產業激烈競爭下，還是必須面臨新聞室

因為考量閱聽人興趣、新聞正確性等因素而修改記者已經準備好的報導內容。 
 
在國內實證研究方面，本研究結果也與林瀟倩(1991:142)研究干擾國會記者新聞
報導因素結論相類似，林瀟倩認為組織因素明顯干擾國會記者撰寫新聞，尤其「報

社行政主管」在國會記者眼中，更是「偶爾」或「經常」成為干擾新聞工作的主

因。 
 
本研究也發現，即使國會記者普遍認為自己具有相當程度的專業自主性，但是國

會記者受到新聞室影響新聞報導內容的情形仍常出現，可見國會記者自認在決定

採訪主題、採訪對象、新聞報導的立場與方向甚至在決定新聞報導內容重點上擁

有高專業自主，但是他們也不否認，新聞室中其他人時常因為考量「增加閱聽眾

興趣」、「改善新聞正確性」或是「增強政治平衡」等因素，而修改他們已經撰寫

好的新聞內容。此結果與林瀟倩(1991)研究結論類似，林瀟倩研究發現，國會記

者一方面認為自己在採訪工作上有其絕對的自主權，一方面又表達從事新聞工作

時，確實受到報社行政主管的干擾(1991:150)。這結果顯示的意義，也支持



Breed(1955)提出的觀點，他認為新聞組織內部的編輯透過篩選和刪改稿件等程
序，真正成為新聞報導重點與態度的決策者，且記者由該報社一貫的特色、新聞

室內與上司的言行及好惡中，即可揣摩報紙的政策取向。林瀟倩(1991)認為國會
記者經由揣摩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方針而進行採訪報導，如此即可從表象上解釋其

採訪上的自主性亦可從本質上解釋其所承受的「干擾」現象。 
 
而 Johnstone(1976)也指出，組織對新聞工作者的干預控制主要發生在工作指派
(assignment)、新聞寫作(news-writing)、編輯(editing)三階段，本研究發現，國會
記者在新聞寫作方面自認具有相當程度的專業自主性，多數的記者認為他可以獨

立自主決定採訪主題或報導內容重點，但新聞室的干擾控制卻明顯存在於編輯階

段，這結果不但驗證組織對新聞報導內容有刪改權力的觀點，更呼應了

Hirsch(1977)的主張，他從組織觀點出發，認為組織的要求限定了報紙編輯的觀

念，甚至內化為自身的觀念而不自知。他還指出，專業的規範與組織的要求，要

比個人的預存立場更強，屬於個人主觀的看法，只能在較低的層面運作(林瀟倩
(1991:142)。 
 
九、人口變項差異不會影響國會記者被新聞室修改新聞稿的情況 
 
本研究根據文獻討論而假設認為國會記者的人口變項差異，會影響其評估新聞室

修改記者新聞稿的情況產生差異，如林淳華(1994)研究指出，記者的年齡、新聞

工作年資會造成組織影響新聞內容的情況差異，年齡較長、較資深的新聞記者受

到組織干預新聞內容的情況較少，不過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國會記者的人口變項

與受到新聞室修改新聞稿的情況間並無關聯性，即使是資深、年紀較長的國會記

者一樣必須承受來自新聞室修改新聞稿的影響，這結果也與林瀟倩(1991:142)的
研究結果類似，她發現國會記者的年齡、教育程度、政治立場或擔任國會記者的

年資，不會影響其評估報社主管干擾新聞報導內容之情形。 
 
十、共生現象、新聞室修改記者新聞稿的情形與專業性各構面無關聯性 
 
不少研究者認為批評國會記者專業性不足，才會出現現今過度密切的「立院－媒

體」共生現象，媒體長期依賴立委提供消息、過度偏好報導立委衝突新聞，也使

得有立委問政行為成為重質詢、輕法案的現象(王幼萍，2002)，且有研究者也指
出，提升記者專業性不但有助於改善現在過從甚密的共生現象，對於遏止立委偏

差的問政行為亦有幫助。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而假設認為「立院－媒體」共生現

象與國會記者專業性有關聯性，但經由統計結果顯示，兩者之間並無關聯，也無

法以國會記者對共生現象的評估來預測其專業性。 
 
而在記者被修改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方面，林淳華(1994)研究發現，新聞室中的



編輯或組長修改記者新聞已經寫的新聞稿情形，會對於記者專業自主產生影響，

而Willis & Willis(1993)也曾經指出，記者具有的專業價值觀與組織管理可能是相

衝突的，因此他們認為記者是最難被管理的一群人。本研究根據文獻而假設國會

記者專業性與其受到新聞室修改新聞稿情況之間具有關聯性，根據文獻，本研究

認為專業自主性愈高的國會記者受到新聞室影響新聞報導內容的情況應該愈

少，不過統計結果發現，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受到新聞室修改新聞稿情況之間並

無關聯性。 
 
十一、小結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國會記者新聞專業性，研究發現，國會記者評估自己具有相當

程度的「專業能力」與「專業自主」，其次是「社會責任」與「專業知識」，而國

會記者最不重視「專業承諾」，而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國會記者在專業性構面上清

楚呈現出六個因素且大致與原結論相符，唯在原架構中的專業知識構面被區分成

「教育背景」與「定期進修」兩面向。 
 
大多數國會記者同意現今「立院－媒體」的共生現象，他們多不否認必須與立委

維持互相依存的關係以利交換新聞資訊，甚至，多數國會記者也認為立委開記者

會、公聽會時提供的新聞稿，可能成為他們撰寫新聞報導的主要依據，而國會記

者評估專業性與共生現象間並無關聯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室修改國會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情形仍然普遍，本研究

結果支持 Johnstone(1976)的說法，他指出新聞室對記者工作的影響，不僅在指派

工作、新聞寫作階段，更存在於編輯階段。為了要吸引更多閱聽人的注意、要改

善新聞的正確性、或要增強政治平衡，國會記者被新聞室中其他人修改已經寫好

的新聞稿的情形仍普遍存在，這不但影響記者自主性，更可能扭曲了記者原來的

新聞重點或新聞事件本身，僅僅強調衝突事件表象或衝突過程。 
 
鍾起惠(1997)針對台灣地區 1046位報紙、電視新聞記者進行「1997台灣記者工
作處境與價值觀調查」，結果發現台灣記者仍然受到工作條件、環境以及來自新

聞來源的外在控制所影響。記者一方面受制於消息來源的控制，也擔心來自於採

訪對象的向新聞主管的施壓又間接回應到記者身上；另方面，記者也受到來自新

聞室的主管控制，例如被刪改或扭曲新聞，或者指定採訪對象、撰寫特定議題新

聞稿。 
 
而本研究結果亦發現上述類似狀況，一方面，國會記者的新聞報導很可能受到來

自於消息來源(立委)的壓力影響，而記者為避免影響記者與立委的互動關係，通

常會盡量選擇「隱惡揚善」之新聞處理方式，另方面，記者的新聞報導還得隨時



接受新聞室內組長或編輯因為某些因素(如改善新聞正確性、吸引增加閱聽人等)
而刪改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報導內容。 
 
另外，鍾起惠(1997)研究顯示新聞記者在承受組織內、外環境控制情況下，竟然
還有高達 71%的記者認為自己在目前的工作上擁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鍾起惠

(1997)解釋這為記者「自我合理化」的現象，也就是說，儘管記者對工作環境與

結構上的新聞控制感到不滿，但是他們卻有像駝鳥一樣承認自己的具有相當程度

的工作自主性(張舒斐，1998:13)。本研究亦發現類似的研究結果，儘管國會記者

評估受到新聞室修改新聞稿的情況時常發生，且對外與立委的共生關係又不可能

改變，卻還是自我合理化的認為自己擁有某種程度的專業自主性。 
 
本研究亦發現國會記者平均從事新聞工作的年資較長，多數國會記者新聞工作年

資在四年以上，但面對現今新聞媒體競爭激烈、且看重收視(聽)率的情況下，國
會記者無論資深或資淺都必須服膺市場競爭的商業模式，新聞媒體經營朝向新聞

重口味的方向，也因此，即便是資深的國會記者也都無法完全具有專業自主權，

還是必須接受時常因為要吸引更多閱聽眾注意或者改善新聞正確性而被新聞室

中其他人修改已經寫好的新聞稿，而這種新聞室影響新聞報導內容的情況，也可

回應部分研究者認為現在立法院負面新聞過多，或是國會記者報導只注重立委衝

突或對立表象、忽略法案審查過程等批評，並認為此現象與國會記者專業性低落

有關。事實上，在商業媒體競爭激烈的狀況下，提升記者專業性將無法全然改變

新聞媒體仍希望以衝突、八卦等新聞刺激收視率的經營方向。 
 
而這或許也是導致國會記者普遍不認同「專業承諾」的原因之一，身處商業新聞

媒體機構，將賺錢活動看的比新聞專業來的更重要，當然也會影響到國會記者本

身對專業承諾、甚至是新聞專業的重視，加上工作穩定、薪資高低等因素，導致

國會記者對組織的忠誠度也正逐漸下滑。新聞媒體為何留不住資深記者？除了外

在因素外，媒介經營者更應思考組織的新聞專業性何在？或者是媒介經營者對於

提升記者專業性方面有無做哪些努力？ 
 
 

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國會記者的專業性研究，但量化測量較無法表現出受

訪記者對於專業性問題以及「立院－媒體」共生現象之深入態度與看法，因此本

研究亦無法解釋為何國會記者在內外壓力的情況下，仍會評估出自己擁有相當程

度自主性的結果，造成國會記者此種「自我合理化」的原因何在？可能須藉由進

一步深度訪談才能得到答案。 



 
另外，近年來國內有關新聞從業專業性之相關研究累積有不少研究成果，但是大

多數研究者針對電視記者、報社記者進行研究，較少針對特定路線記者進行研

究，如針對國會記者進行研究者只有陳碧珍(1986)、林瀟倩(1991)、陳志杰(2000)
三篇，亦較少見有研究者比較不同媒介類型記者的專業性差異，本研究在此方面

亦無法與其他研究進行比較。另外，本研究限於研究時間考量，亦無法大量收集

與閱讀較新的國外相關文獻，僅能比對數篇國外文獻，相形之下，較缺乏與國外

的國會記者專業性相關研究進行比較分析。 
 
本研究提出對國會記者專業性相關後續研究以下建議： 
1.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僅採問卷調查方法來檢視國會記者專業性、與立委共

生現象以及被新聞室影響報導內容，旦對於問卷調查結果僅只能以數據解

釋，且無法完全探究國會記者對問題較完整的意見，建議後續研究者輔以深

度訪談法，利用問卷結果進行訪談，俾能使研究更臻完整。另也建議可採用

「個案研究」方法，針對國會記者採訪工作流程與消息來源互動過程進行參

與觀察，了解國會記者在採訪工作上承受到組織內、外壓力的實際情況。 
 
2.  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以國會記者為主要受訪對象，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研
究對象延伸至新聞部主管或相關消息來源(如民意代表、立委)，將主管或消
息來源列為研究對象即可比對記者評估之專業性與主管、消息來源評估之新

聞專業性有何差異，藉此對照記者與主管、消息來源對專業性認知之差異，

以釐清影響記者專業性因素究竟來自記者本身、主管或是消息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