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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之程度、專業性與工

作滿意之程度，並且瞭解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與工作滿意之間的

關聯性為何？本章將分為「研究發現與討論」與「研究限制與建議」兩小節來

討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論 

 
一、報社地方記者基本資料描述 
 

本研究發現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男性明顯多於女性，約佔六成。年齡則多在

36 歲至 45 歲之間，約五成三。已婚者的比例接近四分之三。教育程度為大學

畢業者最多，佔六成七，主修新聞傳播科系者有四分之三，表示大部分地方記

者曾在大學接受過新聞專業教育。負責採訪的區域超過半數為鄉鎮區域。平均

新聞年資為 14.38 年，駐派在當地的平均年資則為 11.72 年。有接近七成的記者

平均薪資在五萬元以上。 
 
歸納以上的人口特質，可以發現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典型為已婚男性、年

紀約為 40 歲、大學畢業並主修新聞傳播、主跑鄉鎮區域的新聞、從事新聞工作

大約 15 年、派駐在該縣市約為 12 年、每月平均收入為五萬元以上。 
 
此統計結果與羅文輝（1996）的研究結果相近，羅文輝曾經調查發現，典

型的台灣地方新聞從業人員為已婚男性、年齡約 36 歲、專科或大學畢業、主修

新聞或大眾傳播、新聞年資九年多、每月收入四萬二千元。 
 
到了 2008 年，相較之下，比起十幾年前，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的年

齡、新聞年資與平均收入比較高，其餘人口特質則維持不變。 
 
二、報社地方記者之組織溝通滿意分析 
 

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平行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感到

最為滿意，其次為「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非正式溝通」，而對「組

織運作訊息」則感到最不滿意。 
 
地方記者對於「平行溝通」感到最為滿意，表示與同事之間的溝通關係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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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方記者負責的工作區域較為廣大，平時在外採訪，多半為單獨作業，偶

爾相互合作支援，可能因此同事之間較少產生摩擦，於是平行溝通滿意度較高。 
 
其次則為「與直接主管的溝通」，表示地方記者與特派員之間的溝通滿意度

高，但是從開放性問題所收集的資料卻發現，許多記者表示無法向上表露實情，

也沒有抵抗的溝通機會，因為深怕自己的工作可能不保，或考績受到影響，表

示多數記者在與直屬上司溝通時，多半採取順從退讓的態度，盡量不起爭執。

吳佩玲（2005）在研究結論中也指出，地方記者平時需與特派員、同事維持良

好互動關係，以當萬一工作發生困難時，能夠靠人際關係得到協助。 
 
在「溝通氣候」及「與高階主管的溝通」的面向上，報社地方記者的滿意

度稍低，表示地方記者長年在外地採訪，很少與總社有接觸的機會，多靠特派

員擔任溝通橋樑，雖然自由時報的總社主管每年與地方記者會晤一兩次，聯合

報在今年六月也曾召集地方記者與總社主管會談，但可能因為溝通頻率實在過

少，因此滿意度低於「平行溝通」及「與直接主管的溝通」。 
 
地方記者對於「非正式溝通」的滿意度亦不高，低於「與高階主管的溝通」，

非正式溝通指訊息透過耳語、傳聞的管道傳遞，鄭瑞城（1983）認為，非正式

溝通有助於組織效率，訊息會傳遞得更快，因此有助於活絡內部溝通，Guirdham
（1990: 168）則認為非正式溝通有助於增進同事間的人際關係。但從此面向看

來，由於地方記者距離總社較為遙遠，且終日在外單獨工作，因此非正式溝通

活絡的情形並不高，無法從中獲得大量內部訊息。 
 
地方記者感到最不滿意的面向為「整體組織運作訊息」，包括報社的運作、

財務利潤狀況，雖然受訪者表示兩報皆設有內部員工網站，定期公布消息，但

是地方記者仍對於整體的運作資訊不甚瞭解。Goldhaber（1993）認為組織溝通

的目的，是為了解決環境中的不確定性，如果地方記者對於工作環境中的資訊

不確定，那麼溝通關係就不良好。 
 

三、報社地方記者之專業性分析 
 

從專業性量表所萃取出的六項因素中，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最重視「專

業責任」與「專業知識」，其次為「專業自主」，而最不重視「專業承諾」。 
 
「專業責任」是報社地方記者最重視的一環，包含「新聞責任」和「倫理

責任」等次要面向，表示報社地方記者認為新聞專業必須強調客觀公正、挖掘

證據、並報導真相，同時也希望以倫理道德規範來自我約束。Pollard（1995: 63）
曾表示，新聞專業性體現在記者信守倫理規範、擔負社會責任、服務公眾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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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因此，本研究發現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態度符合 Pollard 的看法。 
 
除了強調責任，報社地方記者亦強調「專業知識」，認為地方記者需接受基

本新聞訓練、也應該定期進修以吸取新知，但受訪記者在開放性問題中卻表示，

雖然認為應該定期進修，在實際工作環境中，卻沒有時間得以進修，因為報社

不可能允許記者長期請假，新聞工作每日都需忙碌，即使想進修也是力有餘而

力不足。 
 
地方記者較不重視的面向為「專業自主」，包含「內在自主」與「外在自主」

兩個次面向。「內在自主」指在處理新聞時，與直屬上司有所衝突時，應該堅持

自我的判斷，「外在自主」則是指面臨消息來源、廣告客戶的壓力時，應該要秉

公處理，然而報社地方記者在「專業自主」的評估分數都不高，一方面顯示地

方記者對內對外多有妥協，另一方面也顯示地方記者的自主權其實不高。 
 
受訪記者在開放性問題中表示「受各界牽絆太多，新聞的內容有太多妥協，

並非百分之百的原貌」，指出專業自主受到各界威脅。而在吳佩玲（2005）的研

究中也指出，商業化痕跡已入侵地方新聞，地方記者不僅要面對廣告商的壓力、

消息來源的操弄，還要面對來自報社內部的業務壓力。來自各界的壓力可能為

報社地方記者較不重視「專業自主」的原因。 
 
「專業承諾」則為地方記者最不重視的一環，此點與過去的研究相同（孫

沛芬，1998；單文婷，2004），顯示不管電視記者或報社記者，普遍都不願為了

新聞工作給予高度承諾。現今媒體環境不景氣，新聞工作也不穩定，在對待遇

福利不滿意的狀況下，地方記者很難將新聞工作奉為終身職志，如果遇到別的

行業願意提供更好的待遇，可能隨時會跳槽。受訪記者亦表示，今年的中時裁

員事件對其他報社的記者影響也很大，會造成心理上的壓力。不過，仍舊有少

數受訪記者表示願意將新聞當作志業。 
 
雖然專業性的分數有高低之分，但羅文輝（1998）認為，不應該以分數的

高低來決定記者「專業」或「不專業」，專業性是一組認知的態度，記者可能會

比較強調某些面向、而較不重視其他面向。所以，應該從中看出記者的態度，

而非指其不專業。 
 

四、報社地方記者之工作滿意分析 
 

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在工作中最滿意的面向為「同事」、「工作本質」

與「上司」，其次為「獎勵」、「薪資」與「福利」，而對「升遷」與「操作條件」

感到最不滿意。此研究結果與熊誦桂（1995）的結果大致上相符合，熊誦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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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電視新聞記者對「工作本身」與「同事相處」最滿意，對「主管督導」

與「待遇」較不滿意，而對「升遷與發展」的滿意度最低。 
 
本研究結果也與羅文輝、陳韜文（2004）的結果相似，羅文輝、陳韜文曾

發現中港台三地的新聞從業人員，在工作中最不滿意的面向為「升遷機會」、「福

利待遇」與「薪資」，這三個面向在本研究中，亦為報社地方記者較為感到不滿

意之處，但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對「操作條件」最不滿意。 
 

在新聞工作中，台灣報社地方記者對「同事」最滿意，顯示地方記者與同

事之間相處融洽、少有爭執。其次最滿意「工作本質」，指工作本身所帶來的成

就感、愉悅感，表示地方記者很喜歡新聞工作，也樂於接受工作挑戰，並從中

獲得快樂。再其次滿意的面向為「上司」，表示滿意特派員的督導與相處，雖然

在處理新聞時可能會有衝突，但是基本上仍然能與特派員和平相處，亦有受訪

記者表示「有時直屬主管或許會與我意見不合，但都能找到出口去解決，辦公

室外大家都是好朋友」。 
 
在 Herzberg（1959）所提出的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中，同事關係與上司督導屬於「保健因素」，表示對同事上司關係感到滿意，在

工作上就不會感到不快樂，而工作本質屬於「激勵因素」，表示越滿意工作本身，

就越能獲得快樂。 
 
地方記者對於「獎勵」、「薪資」與「福利」的滿意度居中，顯示比起人際

關係、工作本質之外，比較無法從薪資福利中得到滿足感，尤其在整體環境不

景氣的狀況下，許多受訪記者皆表示跟以前比起來，現在的薪資福利差了很多，

甚至難以溫飽。今年適逢報禁解除二十週年，卻無法跟當時的榮景相比。 
 

地方記者對「升遷」滿意度不高，各縣市的地方中心設有特派員、召集人

與數名記者，除了升上特派員，或調派到台北的總社，否則地方記者很少有升

遷機會，況且地方記者多半在地成家立業，多半不願離家調派到台北，因此這

可能為地方記者對於「升遷」滿意度不高的原因。 
 
地方記者最不滿意的面向是「操作條件」，指報社內程序、手續、或無關工

作的例行公事，此現象表示除了新聞採訪之外，還需應付報社內其他例行公事、

瑣碎的規定程序等等。受訪者在開放性問題中表示，組織架構疊床架屋，需要

層層上報，內部規定也很多，同時除了採訪工作外，還需要負責業務合作案、

置入性行銷等，干擾到原本的新聞工作，此也回應吳佩玲（2005）的研究，商

業化痕跡入侵地方新聞工作時，會影響到地方記者的工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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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erzberg（1959）提出的激勵保健理論中，「薪資」、「福利」、「操作條件」

皆屬於保健因素，意即如果對保健因素不滿意的話，容易會對工作感到不快樂，

所以越不滿意薪資福利、被雜務所干擾的記者，越會對工作感到厭煩。 
 
而「獎勵」與「升遷」屬於激勵因素，意即對激勵因素越滿意，才會產生

工作上的滿足感，但是地方記者對於獎勵措施與升遷機會的滿意度都不高，因

此也無法藉由產生工作上的快樂。 
 
五、人口變項與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為了探討人口變項是否對造成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造成顯著

差異，本研究提出三個研究假設，為了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統計方法 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以檢驗記者之人口變項所造成的影響。 

 
在組織溝通滿意方面，本研究發現人口變項與各個面向上皆沒有達到顯著

差異。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一「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其組織溝通滿

意具有關聯性」並未獲得支持。 
 
其次在專業性方面，人口變項的關聯性較高，婚姻狀況、教育程度、報社、

新聞年資、現職年資、薪資皆對專業性有所影響，其他則沒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發現，已婚比未婚的報社地方記者更重視「倫理責任」，認為新聞工

作要遵守倫理規範。而教育程度為專科畢業者，比大學畢業者更重視「專業承

諾」，表示專科畢業者，比較把新聞當作終身志業，未來離職的意願也較低。在

報社方面，聯合報的記者則比較重視「專業承諾」。 
 
新聞年資則與「專業承諾」、「新聞責任」、「倫理責任」有顯著的正相關，

亦即表示，地方記者的採訪年資越高，越會重視專業承諾、新聞責任、與倫理

責任。而現職年資亦與「專業承諾」和「倫理責任」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現

職年資越久，越會重視專業承諾以及倫理責任。 
 
薪資方面，收入越高的地方記者，則越重視「新聞責任」。表示薪資越高的

地方記者，越重視新聞責任，越強調要客觀公正、挖掘證據、報導真相。 
 

故本研究之假設二「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獲得支持。 
 

在工作滿意方面，亦在年齡、教育程度、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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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上達到顯著差異，而且主要對於「薪資福利滿意度」的影響較大，其他人口

變項則沒有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年齡方面，51 至 55 歲的記者比 36 至 40 的記者對「薪資

福利」感到更滿意。而教育程度上，專科畢業者，比大學畢業的記者，更滿意

「薪資福利」的部分。報社方面，聯合報的記者則較為滿意「薪資福利」。 
 

而新聞年資、現職年資皆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

新聞年資越高、現職年資越高越高的記者，對「薪資福利」的滿意度就越高。

此研究結果符合 Weaver 等學者（2007）的研究結果，Weaver 亦發現年資與工

作滿意有正相關。 
 
此外，薪資的高低亦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薪資

越高的地方記者，對於薪資福利滿意度就越高，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同（何

乃蕙，1989；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羅文輝、陳韜文，2004；Hu & Greer, 
2006）。 
 

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三「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工作滿意具有關

聯性」亦獲得支持。 
 
六、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本研究發現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的各面向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關

聯性。 
 
「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與「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升遷

滿意度」皆達到顯著正相關，表示越滿意整體的溝通環境、與總社長官的溝通

關係越良好的地方記者，則越喜歡新聞工作的本質、也比較不會被繁瑣程序或

社內雜務所困擾，此外也對升遷機會比較滿意。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平行溝通」則與「上司同事滿意度」達到顯著正

相關，表示地方記者與特派員、同事的溝通關係越好，就越滿意彼此的人際關

係。此結論亦支持 Weaver（2007）的說法，其認為上行溝通與工作滿意具有正

相關。 
 

而「平行溝通」除了與「上司同事滿意度」有關聯之外，亦與「薪資福利

滿意度」存在顯著正相關的關係，表示與同事溝通越良好的地方記者，對薪資

福利的滿意度也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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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訊息」則與「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達到顯著的正相關，

表示地方記者對於報社營運、財務狀況的訊息瞭解得越多，則會更喜歡新聞工

作，也會報社內的程序手續感到比較滿意。 
 

本研究的結論與 Pincus（1986）的結果大致符合，Pincus 認為在溝通滿意

的因素中，以上行溝通、人際回饋、溝通氣候為最重要因素，而在本研究中也

發現「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確實與工作滿意的

部分面向達到顯著正相關的關聯性，此外，「平行溝通」與「組織運作訊息」亦

與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本研究也支持王壽麟（1992）、熊誦桂（1995）、江明河（1996）、孫沛芬

（1998）、李述鵬（2005）等人的研究結果，證實組織溝通滿意確實與工作滿意

之間具有關聯性，故本研究的假設四「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與工

作滿意具有關聯性」獲得支持。 
 
七、專業性與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本研究亦發現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與工作滿意的各面向之間，確實存在

著顯著關聯性。 
 

「專業承諾」分別與「薪資福利滿意度」、「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

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越重視專業承諾的地方記者，對於薪資、福利、

工作本質、以及報社內的程序規定，則越為滿意。雖然地方記者在專業性的表

現上，「專業承諾」的分數最低，但是專業承諾卻與工作滿意的面向呈現正相關，

表示越不計較名利、而把新聞當作志業的記者，其對於薪資、福利、工作本質、

程序規定的滿意度也就越高。 
 
「新聞責任」則與「上司同事滿意度」有正相關，表示越認為新聞要客觀

公正的記者，對上司與同事就會越滿意。 

 
「倫理責任」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呈現顯著正相關，換句話說，越重視

道德規範的記者，對薪資福利的滿意度越高。此外，「外在自主」對於「操作條

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呈現正相關，表示外在自主性越高的地方記者，比較不

在意報社內的程序與雜務的干擾，對新聞工作的本質也會越滿意 
 
除了發現上述的正相關，有本研究亦發現「專業自主」，包含內在與外在自

主，皆會與工作滿意產生負向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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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自主」與「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表示

與直屬主管遇到衝突時，越堅持自我立場者，對於工作本質及報社內的程序規

定，感到越為不滿意；換句話說，在處理新聞時，如果與直屬上司遇到衝突，

越採取順從容忍的態度的記者，對於新聞工作本質與報社內的程序手續等，會

感覺到更滿意。 
 
而「外在自主」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升遷」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越

重視外在自主的記者，雖然面臨消息來源、廣告客戶的壓力時，越能秉持專業

立場，但是對於薪資福利、升遷機會比較不滿意。 
 
經由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的假設五「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與工

作滿意具有關聯性」獲得支持。 
 
八、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對工作滿意的預測效果 
 

本研究發現，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度、專業性對於報社地方記者的整

體工作滿意度具有預測能力。新聞年資、專業承諾、內在自主、溝通氣候與高

階主管的溝通、平行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組織運作訊息等七個變項，共

可以預測 73.7%的變異量。 
 

表示報社地方記者的新聞年資越高、專業承諾越高、對直屬主管越不堅持

自我立場、越滿意報社整體溝通氣候、與主管溝通關係越好、與同事溝通越好、

越瞭解報社的營運財務狀況，則其工作滿意度就會越高。 
 
在這七項預測指標當中，新聞年資屬於人口變項，而專業承諾與內在自主

屬於專業性變項，其餘四項皆為組織溝通滿意的變項，顯示組織溝通滿意與工

作滿意度息息相關。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量化研究無法深入瞭解動機 
 

本研究採取量化取向的問卷研究，雖然能收集全面而大量的數據，但是僅

能分析表面上的關聯性，而無法進一步瞭解背後的原因與動機，為了彌補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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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不足，本研究問卷雖附有開放性問題，希望受訪對象可以自由填寫意見，

然而受訪對象所填寫的意見不多，因此無法再做更深入的解釋。 
 
（二）無法現場監督填寫 
 

少部分的問卷是研究者請記者現場填寫，但大部分的問卷是請記者填寫

後，將問卷回寄給研究者，因此研究者無法當場監督作答情形，導致回收的問

卷中，偶爾有漏答的題項，僅能以遺漏值處理。此外，可能因為地方記者工作

忙碌，因此作答時較無耐心，可能會有未仔細作答的情形，也可能會影響統計

結果。 
 
（三）損失中國時報的樣本 
 

本研究原本將中國時報納為研究對象之一，與聯合報、自由時報的人數則

可涵蓋大部分的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然後卻在正式開始施測不久後，傳出中國

時報大裁員的消息，導致許多中時的特派員表示無法繼續協助發放問卷，而在

這非常時期，研究者也不便繼續打擾中國時報記者，因此決定立即將中國時報

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雖然已經成功回收了少數樣本，但是只能放棄，樣本數

受到影響。 
 
二、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台灣關於新聞從業人員的研究雖多，但卻多以地利之便，只以台北地區記

者為研究對象，地方記者容易受到忽略，因此鼓勵未來的研究者多關懷地方記

者，若要進行地方記者的研究，在此有幾點建議如下。 
 
（一）採取質化方法 
 

本研究採用量化取向的問卷調查法，優點在於可以大量收集資料，但是卻

無法深入瞭解背後的原因，也受限於題項，雖然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中加入了

開放性問題，但是填寫的記者佔極少數，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以改採質化

取向的深度訪談法，以獲得更深入的資料。 
 
除了深度訪談法，也建議使用參與觀察法，研究者過去曾利用學校實習機

會，到聯合報台南市地方中心實習，在實習過程中，見識到地方記者工作的特

殊生態，因此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利用實習機會做參與觀察的紀錄，可節省不

少時間與物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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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特派員進行研究 
 

特派員為各縣市地方主管，對上負責與總社聯繫，對下負責調派記者人力，

可說是地方記者與總社之間的溝通橋樑，也是重要的新聞守門員，記者所寫出

來的新聞，要先交由特派員審稿，再傳送至總社的編輯之處，記者有任何問題，

也可交由特派員向總社聯絡，特派員的身份相當特殊，尤其領導風格對記者更

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可針對特派員做為研究對象。 
 
以特派員作研究對象的優點為容易掌握，因為一家報社在各縣市的特派員

只有一名，全台灣不超過 20 名，且每天坐鎮於報社，較少外出採訪，比起終日

在外採訪而不回報社的記者，更為容易接觸。 
 
（三）針對電視地方記者進行研究 
 

電視地方記者與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型態截然不同，相較於報紙於各縣市

派駐大量人力，電視地方記者在每個縣市僅有一兩名人力，性質為機動調派，

隨時要到新聞現場拍攝畫面，一人需兼負攝影與文字採訪，因此，亦可針對電

視地方記者進行研究。 
 

三、給新聞實務界之建議 
 
（一）改善整體溝通氣候、暢通中央與地方溝通管道 
 

地方記者對於同事與特派員的溝通關係良好，而對整體溝通氣候、與高階

主管的溝通感到較不滿意，對組織運作訊息則感到最不滿意。因此，報社應作

出適當的改善措施，記者不瞭解報社的財務營運狀況，難免會對自己的未來產

生不確定感，尤其最近媒體環境欠佳，中國時報又爆發裁撤地方中心的消息，

更容易使地方記者人心惶惶，不知道是否隨時會失去工作。 
 
為了穩定士氣，由於地方記者距離總社較遠，應該改善中央與地方的溝通

措施，將透明化的消息隨時傳遞給地方，讓遠在外縣市的記者也能迅速掌握來

自總社的消息，例如一位自由時報記者表示「對於中國時報的大裁員，自由時

報第一時間安撫我們，更保證只要努力就有飯吃，令我十分安心，且更有衝勁

要去努力。」顯示總社的中高階主管如果時常顧及外縣市地方記者，使溝通管

道順暢、消息活絡，才能穩定其工作情緒。 
 
 本研究亦發現，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平行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

通、組織運作訊息，皆能預測整體工作滿意度，因此可見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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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報社應注重各種形式之溝通管道的暢通，才能提升地方記者的工作

滿意度。 
  
（二）接納不同溝通意見、鼓勵記者客觀自主  
 

許多記者表示不敢跟長官起爭執，根本沒有所謂的溝通，無法堅持自己的

立場，只能順從命令，只怕丟了工作飯碗，以組織溝通的角度看來，在上位者

應該多聆聽來自基層的不同聲音，才能保持溝通的順暢，以免長久下來，形成

壓抑的溝通氣候，基層的記者只能有苦難言，而造成對工作上的不滿意。 
 

本研究發現，地方記者在專業性的態度上，較不重視「專業自主」，顯示地

方記者的專業自主權受到內外的壓迫，而顯得較為低落，因此報社應鼓勵地方

記者堅持新聞專業，而非只是控制記者的採訪行動，如此才能扶植記者的新聞

自主權，跑出真正的好新聞。 
 

（三）建立公平的調薪、獎勵措施 
 

本研究發現，在專業性上，地方記者最不重視「專業承諾」，而過去的研究

也發現，記者的專業承諾不高已是普遍的現象，尤其現在媒體環境一再惡化，

更讓地方記者感覺前途黯淡，而不願繼續投身新聞工作，另一方面，本研究也

發現，地方記者對於獎勵措施、薪資福利的滿意度也不高，此外也證實專業承

諾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具有正相關，換句話說，如果對薪資福利越感到滿意，則

越願意堅守新聞工作崗位，如果對待遇不滿足，又覺得隨時可能失去工作，那

麼不僅工作士氣低落，也容易造成離職，而損失優秀的人才。 
 
本研究並發現，年資越高者，其薪資也越高，對薪資福利滿意度也較高，

但是相對的，資淺的年輕記者卻無法享受較好的待遇，而容易產生不滿，一位

聯合報的記者即表示報社的調薪制度就像公務員一樣，薪水與年資成正比，卻

非以優良表現來調整，因此年輕記者表現再好也沒用，如此一來，可能無法激

勵年輕記者更加努力工作。 
 
所以建議報社建立公平的調薪及獎勵措施，只要有優良表現，就能得到應

得的獎勵，這樣方能鼓勵記者有更好的新聞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