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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先簡略探討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特性，第二

節探討組織溝通的定義與分類，再探討溝通滿意的各種稽核方式，最後整理新

聞從業人員的組織溝通實證研究結果。第三節探討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由

理論架構觀點切入，最後整理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第四節則探討工作滿意的定

義與內涵，並歸納過去新聞從業人員的相關研究結果。第五節則由過去的文獻

耙梳中，探討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專業性與工作滿意之間的關聯性。第

六節則整理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以及研究架構圖。 
 
 

第一節  台灣地方記者工作特性 

 
地方記者的工作是產製地方新聞，相較於總社的記者，地方記者負責的工

作範圍較大，可能包涵一兩個區、鄉、鎮（吳佩玲，2005），因此地方記者多在

外孤軍奮戰，此外，由於報社總部多設於台北市，地方記者則分布於其他縣市，

因此與組織之間的聯繫不易，而在過去網路尚未發達時，稿件必須依靠火車運

送，每日在交稿前則要過著趕火車的緊張生活（陳偉之，1996）。而現今因為網

路發達，地方記者則轉為使用網路編輯台來交稿（陳儀珊，2003），在截稿時間

上較為充裕，新聞照片也可即時傳送。 
 

由此可知，基於地理距離的限制，地方記者與組織之間缺乏良好的溝通條

件，但藉由發達的現代通訊科技，仍可彌補工作上的溝通不足，陳儀珊（2003）

曾由溝通媒介的角度，整理出報社地方記者的一日工作流程，如下頁圖 2-1 所

示。 
 

地方記者終日在外採訪，與同業相處的時間甚至還比見到自己同事的時間

還多，大部分記者也不需回地方辦事處寫稿，因此依賴大量的通訊媒介與組織

聯繫，例如網路、傳真與電話，此外，從下圖的工作流程中也可發現，地方記

者與總社之間缺少直接的溝通，多半需要透過特派員做為橋樑，因此，陳儀珊

（2003）也發現地方記者與組織之間的關係既密切又疏離，溝通內容也多以工

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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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社地方記者  
   
 新聞採訪  
  

 
一般新聞 重大新聞 

 

 
 
 

 
立即回報以備總社

預留全國版版面 
中午向特派員或

召集人回報今日

的新聞大綱 

 

 

  
 

 

 需要同事合作採

訪可自行聯繫 
 

  
 

回地方辦事處 

 

不回地方辦事處 
  

 
 

 上網至編輯台寫稿  
 
 

圖 2-1  報社地方記者工作流程圖 
 
資料來源：摘自《地方記者組織內部溝通媒介運用之研究—以桃竹苗區為例》

（pp. 51），陳儀珊，2003，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 
 
 

除了在組織溝通方面缺乏與總社的聯繫之外，在工作的其他層面中，地方

記者的分工比較不明顯，例如縣市府會路線的記者，要同時跑政治、文化、交

通、教育、環保、農業等各處室，但是在中央，總社則會分派不同記者去處理

（吳佩玲，2005）。只有在都會區域（如台南市）才會有較細微的分工，如文教、

警政、消費、醫藥等路線，但絕大部分的地方記者是以區域劃分工作範圍，而

採統包制，可說是「十項全能」（劉一民，1989: 33），因此工作份量也較大。 
 

雖然工作份量大，但是相對於總社記者，地方記者在待遇、升遷上卻容易

被忽略，因為長年在外採訪，工作表現比較不易獲得報社管理階層的注意（陳

守國，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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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地方記者深入民間基層，與地方商業活動接觸頻繁，因此也常

被要求爭取商業合作案與置入性行銷，吳佩玲（2005）的研究指出，地方記者

被迫把「人脈」變為組織的「商脈」，要拉業務、賣門票，還要配合報導自己報

社所辦的商業活動，每天在專業意理與商業利益中拔河，除了找出抵抗策略外，

深感不滿者也只能離職。 
 

羅文輝與劉蕙苓（2006）的研究指出，由於長期以來，地方記者與地方利

益團體的關係較為密切，因此比起總社記者，對於置入性行銷的接受度較高，

也經常幫組織拉廣告或業務案，但是其研究結果指出，記者配合置入性行銷的

頻率越高，不僅會認為自己的工作自主權與工作滿意度較低，未來留在目前工

作單位的意願也較低。 
 

總結上述探討可以發現，地方記者工作範圍大，經常包辦各種路線的新聞，

但是與組織之間缺乏良好溝通管道，也無法得到較好的待遇、升遷機會，此外，

也會面臨置入性行銷等業務壓力。 
 

第二節  組織溝通滿意 

 
 陳儀珊（2003）曾發現台灣的地方記者與其組織內部之間存在著「既密切

又疏離」的關係，雖然每天要回報工作進度數次，但是溝通內容僅限於工作，

許多小道消息甚至要從別報記者處得知，因此，地方記者對於組織內部溝通的

滿意度值得進一步研究。 
 

組織溝通滿意由兩個概念組成，一是組織溝通，二是溝通滿意，因此本節

分為兩大部分，先探討組織溝通的定義與分類，再回顧溝通滿意的文獻與相關

實證研究，最後提出研究假設。 
 
一、組織溝通的定義 
 

組織溝通是傳播學中的一種分類，但是組織溝通的發展在歷史上並不如其

他學科來得久，最早可追溯至 1930 至 1940 年代，第一本專門探討現代式組織

溝通的書籍是 Heron 寫於 1942 年的《與員工分享資訊》，雖然當時尚未正式出

現「組織溝通」一詞，不過類似的概念已經零星出現在社會學、社會心理學與

組織行為學當中，直到 1960 年代末期，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成立了組織傳播組，才正式獨立發展出系統性的理

論（鄭瑞城，1983；鍾振昇，1994）。 



 8

 
組織溝通的定義，簡單來說，就是發生於組織情境中的溝通過程（Miller，

2003）。人是群居的動物，為了生存而發展出組織型態，鄭瑞城（1983）認為，

組織是由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所組成的，組織中的成員彼此交流、互相影響，

形成組織的過程也就是溝通的過程。 
 
Andrew 和 Herschel（1996）認為，組織溝通就是讓組織中的個體得以互相

合作、進而達成組織目標的力量。Rogers 和 Agarwala-Rogers 也直言「溝通是

組織的原動力，沒有溝通就沒有組織。」而組織傳播是指組織做出決策並執行，

與外在環境互動後得到回饋，再修正組織目標與程序的過程（Rogers & 
Agarwala-Rogers, 1976／陳昭郎譯，1983）。 

 
而 Eisenberg 和 Goodall（2001）認為，組織溝通的定義至少可從下列四種

觀點來看： 
 

（一）資訊轉換（information transfer） 

訊息經由語言或文字傳遞給接收者，溝通只是用來達成目標的工具，屬於

單向線性傳播的概念。 

（二）交易過程（transactional process） 

訊息傳送之後也會得到回應，同時也有非語言（nonverbal）的溝通行為，

屬於建立關係的過程。 

（三）策略性控制（strategic control） 

溝通是有目的性的控制，訊息有多重意義，可從不同角度去詮釋，因此可

以利用訊息的歧異性（ambiguity）來達到多重的目標，屬於個體企圖控制溝通

環境的行為。 

（四）創造力與限制的平衡（balance of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溝通具有二元性，一方面組織在溝通過程中會對個體加以限制，但另一方

面，個體本身有創新的企圖，透過溝通建立自我認同。 

 

在上述四種觀點中，Eisenberg 和 Goodall（2001）最認同最後一種看法，

將組織溝通定義為「使個體的創造力與組織限制達到平衡的對話」（p. 28-29），

如下頁圖 2-2 所示，個體對於組織情境的限制會產生策略性的回應，而另一方

面，組織情境也會限制個體的反應。簡單來說，組織中有各種束縛，而身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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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中的個體則運用各種方式建立自我，而組織溝通就是使兩造達成平衡的重要

元素，並且開啟對話的可能性。 
 

 
圖 2-2  Eisenberg 和 Goodall 對組織溝通的定義 

 
資料來源：摘自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Balancing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3rd ed.) (p. 32), by E. M. Eisenberg & H. L. Goodall, Jr., 
2001,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Eisenberg 和 Goodall（2001）將組織溝通視為一種對話（dialogue）的形式，

而對話包含了自我、他人、情境三個部分，也就是說，組織溝通是指在組織情

境中，自我在詮釋溝通情境之後，與他人發生互動的過程，隨著情境的改變，

組織溝通的形式也會有所不同，而這樣的過程是雙向的、也有回饋，溝通的目

的在於達到平衡的狀態。 
 
Hellriegel 等學者（1998）亦認同組織中的溝通是一種對話，對話能建立起

組織成員之間彼此的信任與共識，而良好的組織溝通需具備下列五種特性：溝

通開放性、有建設性的回饋、適度的自我揭露、積極的傾聽、以及支持性的非

語文線索。 
 

Goldhaber (1993)則從功能論的角度，認為組織溝通是為了解決環境中的不

確定性，而在互相依存的網絡關係中，創造並交換訊息的過程（p. 14-15），並

且根據此定義提出一個模型，如下頁圖 2-3 所示。 
 

組織的限制 個體的創造力 

組織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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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Goldhaber 對組織溝通的定義 

 
資料來源：摘自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6th ed.)(p. 15), by G. M. 

Goldhaber,1993, IA: Wm. C. Brown Communications. 
 

秦琍琍（2000）則認為長期以來不同學者對於組織溝通有不同定義，但有

下列的共通點： 
 
（一）組織溝通存在於複雜開放的系統中，系統與外在環境互相影響。 

（二）組織溝通與訊息傳遞的流程、方向、目的、媒介有關。 

（三）組織溝通與人的態度、感情、關係、技巧有關。 
 

總結來說，儘管各學者對組織溝通所下的定義有所差異，但在參考了各學

者的定義後，本研究認為組織溝通是發生在組織情境中的雙向溝通過程，並有

助於組織運作的穩定與平衡，將以此核心概念來探討台灣報社的組織溝通情形。 

人 訊息 

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 

環境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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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溝通的分類 
 

發生於組織中的溝通會受到組織結構的影響，所謂的結構指的是組織中各

個單位之間的關係型態，包含權力、地位、層級等相對關係，因此以結構的角

度來看，組織溝通可分為兩種型態：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Rogers & 
Agarwala-Rogers, 1976／陳昭郎譯，1983；鄭瑞城，1983） 
 
（一）正式溝通 
 

正式溝通是為了達成組織目標所必須進行的溝通活動。以組織的正式結構

為管道，可從組織圖（organizational chart）看出各個單位間權力與位階之間的

溝通關係，組織圖又可稱為 organigram，包含了正式關係和職責的型態、工作

說明、正式規則、操作政策、工作程序、補償與報酬等等。例如學校各處室之

間的公文往返，就屬於正式溝通的一種。正式溝通在組織中是一種較具穩定性、

規律性、以及可預知性的溝通模式。 
 

（二）非正式溝通 
 

非正式溝通是指發生在組織結構外的溝通模式，包含了謠言、傳聞等，通

常存在於價值觀與社會地位相近的組織成員之間，例如和同事在廁所裡面討論

公司新實施的政策，就屬於非正式溝通之一。 
 

正式溝通多與專業、工作內容有關，而非正式溝通則不一定會與工作內容

相關，但是非正式溝通也相當重要，因為能讓同事之間更瞭解彼此，並且建立

更好的人際關係（Guirdham, 1990: 168）。 
 
非正式溝通是在組織內自然出現的，無法被高階行政主管所控管，而且是

被個人的興趣所引起的，正因為這樣的溝通型態多是自發性的、不是被強迫的，

因此非正式溝通具有促進組織達成目標的效力。鄭瑞城（1983）亦認同非正式

溝通有助於工作效率與組織目的，而且有時候訊息經由非正式溝通管道傳送的

速度，會比受到層級限制的正式溝通還要快。 
 
Rogers 和 Agarwala-Rogers（1976／陳昭郎譯，1983）強調，每個組織除了

具有正式結構的具體溝通型態之外，也同時具有來自非正式結構的溝通型態，

正式與非正式溝通對組織同等重要，這兩種溝通型態有時互補重疊，有時又相

互獨立，如下頁圖 2-4 所示，整體而言，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的結合，可使

組織內的資訊傳達效率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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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之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摘自《組織傳播》（pp. 85），陳昭郎譯，1983，台北：國立編譯館。 
 
 

除了正式與非正式的分類之外，如果從資訊流動的方向來看，組織溝通則

可分為四種類型，分別為下行溝通、上行溝通、平行溝通（Himstreet et al., 1993；

鄭瑞城，1983；孫沛芬，1998）以及與顧客之間的對外溝通（Eisenberg & Goodall, 
2001） 
 
（一）下行溝通 
 

下行溝通是指訊息由上司傳達給下屬的溝通模式，訊息形式以書寫為主，

但也包含口語，主要在傳達組織政策、組織目標、工作任務等資訊（Himstreet et 
al., 1993）。Katz 和 Kahn（1978）認為，下行傳播的訊息主要包含了：1. 工作

指示、2. 各部分工作與組織目標關聯之資訊、3. 有關組織程序及運作之資訊、 
4. 對下屬表現之反應、5. 訓諭組織目標之資訊。 

 
有效的下行溝通則需包含下列五點特性：1. 上司要充份表達自己的想法、

2. 要當個抱持同理心的傾聽者、3. 領導要有說服力、4. 顧慮他人的感受、5. 充

分給予下屬足夠的資訊（Nelson & Quick, 2000）。 
 

正式溝通 非正式溝通 

如組織圖、工作說明、

正式規則 
如謠言、傳聞、 
非正式工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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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行溝通 
 

上行溝通是指訊息由下屬傳達給上司的溝通模式，上行與下行溝通都屬於

垂直溝通，內容也多以工作相關的正式訊息為主（鄭瑞城，1983）。 
 
上行溝通的特性有：1. 上行溝通大多是對下行溝通的回應、2. 下屬通常只

告訴上司他們想聽的話、3. 上行溝通是根基於對上司的信任、4. 上行溝通往往

對下屬是有風險的（Himstreet et al., 1993）。 
 
（三）平行溝通 
 

平行溝通指在組織中相同地位的成員間的溝通模式。雖然從正式的組織圖

中，只能看出地位與權力的高低關係，而無法看出平行溝通的存在，但是在組

織中，平行溝通發生的頻率遠多於垂直溝通。平行溝通的內容中，非正式訊息

比工作相關的正式訊息多，而且多屬於協調性質的訊息，是達成組織內協調的

形式（鄭瑞城，1983；Himstreet et al., 1993）。 
 

（四）與顧客的對外溝通 
 

上行、下行、平行溝通都屬於組織內部的溝通型態，而與顧客之間的溝通

則是組織之外的溝通型態，此類溝通對於服務導向的組織而言更加重要，在強

調「體驗經濟」的時代中，組織需與顧客間維持良好的溝通關係，而好的對外

溝通需具備下列特性：1. 客製化、2. 提升服務品質、3. 提升正確性與可靠性、

4. 回應迅速、5. 國際化、6. 製造獨特性、7. 專注的聆聽（Eisenberg & Goodall, 
2001）。 
 
三、溝通滿意與稽核 
 

在前面的章節中，已提及組織溝通的定義與形式，而欲瞭解一個組織的內

部溝通是否良好健全？可從員工的溝通滿意程度來判斷。Gray 和 Laidlaw
（2004）表示，「可由員工對於溝通滿意的評估，以知悉一個組織的優點及缺點，

並發展出改善工作關係的溝通策略，使資訊傳遞更為順暢，最終目的在於增進

組織效能」（p. 427），由此可知研究「溝通滿意」的重要性。 
 

溝通滿意（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此一概念主要發展於 1970 年代

（Downs & Hazen, 1977: 63-64），原本被視為對於溝通環境的單一面向

（unidimension）整體感受與評價，例如 Thayer（1968）曾提出溝通滿意是「個

人對自己成功地與他人溝通，或他人成功地與自己溝通所感到滿意的程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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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不過，後來的學者則一致認為溝通滿意應屬於多面向（multi-dimension）

的概念（如 Downs & Hazen, 1977; Pincus, 1986; Gray & Laidlaw, 2004; 
Zwijze-Koning & de Jong, 2007）。 

 
Downs 與 Hazen（1977）認為，溝通滿意指的是「員工對於資訊流動與人

際關係變項的滿意程度」，可從以下八個面向來觀測，分別為溝通氣候、上行溝

通、下行溝通、媒體品質、平行非正式溝通、個人回饋、組織統整資訊、以及

組織展望資訊。 
 

除了上述八個面向之外，Pincus（1986）根據後來的研究趨勢，主張加入

第九個面向「高階管理溝通」（top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並依照面向的

屬性，將這九個面向分為三大類如下： 
 
（一）資訊面向：媒體品質、組織統整資訊、組織展望資訊 

（二）關係面向：下行溝通、平行非正式溝通、高階管理溝通 

（三）資訊／關係面向：個人回饋、溝通氣候、上行溝通 
 

其中，個人回饋、溝通氣候、上行溝通這三個面向，因為同時兼具資訊與

關係的雙重特性，與其他組織變項如工作滿意、工作表現，有最直接的正相關

性（Pincus，1986）。此一研究發現也呼應了 Downs 與 Hazen（1977）先前的結

論。 
 
李元墩與蔡文淵（1998）亦認同溝通滿意屬於多面向的概念，而將其定義

為「針對組織內各種不同層次與形式的溝通，員工個人對其質與量知覺滿意的

程度。」 
 
從上述的討論中可以得知，溝通滿意起初被視為單一面向的簡單概念，而

後研究者發掘出其多重面向的內涵，在複雜的組織情境中，組織溝通原本就具

有許多形式與分類，員工的溝通滿意也是對各種不同面向所得到的認知與回

應，因此，本研究將溝通滿意定義為「員工對於組織中不同面向的溝通形式，

所認知的滿意程度」，將溝通滿意視為多面向的概念，以探討台灣報社地方記者

對於工作環境中的各種溝通形式是否感到滿意。 
 
溝通滿意既然為多重面向的概念，在複雜的組織情境中，要得知員工的溝

通滿意程度，就必須透過專業的溝通稽核（communication audit）方法來測量。

大部分的溝通稽核研究都在探討員工的溝通滿意，以獲知組織機能是否健全，

並且評估組織效率（Downs, 1988; Gray & Laidlaw,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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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1988）認為，所謂的稽核指的是「對某事進行探索、檢驗、監督、

評估的過程」（p. 3），而溝通稽核便是從溝通的角度切入，觀察組織的運作狀況，

目的在於確定事實、減少猜測，找出組織的缺點與優點，提供具體資料給管理

階層做為參考，以對症下藥解決溝通層面上的問題。 
 
溝通稽核的研究方式眾多，包括訪談法、日記研究、網絡分析、關鍵事件

技術（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以及問卷調查法等（Zwijze-Koning & de Jong, 
2007）。雖然質化取向的訪談法可以取得較為深入的資料，但是量化取向的問卷

仍然為大部分研究者所喜愛使用的方法（Downs, 1988）。 
 
溝通稽核的評量工具亦主要發展於 1970 年代，與組織溝通、溝通滿意之概

念於同時期發展，當時研究組織溝通的學者們致力於發展出量表，以評估組織

內的各種溝通現象（如 Roberts & O’Reilly, 1974; Downs & Hazen, 1977）。 
 
Roberts 和 O’Reilly（1974）曾發展一套標準化的問卷，以測量組織溝通各

種可能的形式，並期望能在不同組織之間進行比較。雖然 Roberts 和 O’Reilly
所設計的問卷並非以「溝通滿意」為主要發展概念，但問卷中的 16 個面向裡也

包含了「滿意」這一項，這 16 個面向分別為：對直屬上司的信任、直屬上司的

影響、對升遷的渴望、對人際互動的渴望、上行溝通、下行溝通、平行溝通、

訊息的正確性、摘要、訊息的過濾、訊息超載、整體滿意度、書面媒介、面對

面、電話、其他媒介。 
 
另一項較具規模的測量工具為 ICA 稽核（ICA audit），此為 1971 至 1979

年間，由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針對組織溝

通評量，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標準化稽核方法，共包含五項工具，分別為問卷調

查、訪談、網絡分析、溝通經驗分析、溝通日記（Goldhaber, 1993）。其中的問

卷最常被研究者所單獨使用，共含有八個面向及 122 項題目，具有很高的信度

與效度。 
 
ICA 稽核問卷的八個面向分別為接受訊息、傳送訊息、訊息傳送後採取的

行動、訊息的來源、溝通管道、接受訊息的時效性、組織溝通關係、組織結果

（孫沛芬，1998），目的亦是從多重面向來瞭解員工對於組織溝通的滿意度。此

外，並請受試者填寫實際接受的程度與理想中希望的程度，以探討當中差距。 
 

ICA 稽核問卷在學界嚴密的監督下誕生，其優點是涵蓋範圍廣，信效度皆

高，不過 Downs（1988）也批評，由於問卷過於冗長複雜，容易使受試者失去

耐心，而題目也有模稜兩可的疑慮，在解讀時可能會發生歧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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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評量工具則為 Downs 和 Hazen（1977）所發展出來的

「溝通滿意問卷」（CSQ，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共含有八

個面向，其內涵分別說明如下： 
 

（一）溝通氣候（communication climate）：對於整體溝通環境的評估，包括組

織層次與個人層次。 

（二）上行溝通（relation with supervisor）：和直屬上司之間的溝通關係。 

（三）下行溝通（relation with subordinates）：和部屬之間的溝通關係。 

（四）媒體品質（media quality）：傳遞資訊的正式管道之運作情況，例如會議。 

（五）平行與非正式溝通（horizontal informal communication）：和同事之間以

及非正式消息管道的溝通關係。 

（六）個人回饋（personal feedback）：指自己的工作表現如何被評估的訊息。 

（七）組織統整資訊（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指和工作內容相關的訊息。 

（八）組織展望資訊（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指和組織整體運作相關的訊

息，例如組織變革、財務狀況、政策、目標等。 
 

從 CSQ 的面向內涵中得知，CSQ 可以評估資訊的流動方向、正式與非正

式管道、與組織中不同成員的溝通、以及溝通的形式本身，而且同時兼顧個人

與組織層面，因此 CSQ 的涵蓋面向亦十分充足，不僅經常被現在的研究者所使

用，連問卷本身也經常被當作研究對象，持續加以改良（如 Gray & Laidlaw, 2004; 
Zwijze-Koning & de Jong, 2007；李元墩、蔡文淵，1998） 

 
Gray 與 Laidlaw（2004）重新檢測 CSQ 的信度與效度，研究發現所有因素

的 Cranbach’s α 係數皆大於 0.80，具有高度內部一致性，此外，由內容效度的

檢測可知 CSQ 的效度很高，各個面向明確，非常適合用以測量溝通滿意，也適

合用以瞭解與其他組織變項之間的關係，例如工作滿意。 
 
而 Zwijze-Koning 與 de Jong（2007）除了檢驗 CSQ 的信度與效度，且與質

化取向的「關鍵事件技術」（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做比較，並蒐集三個組

織的內部溝通資料做實證研究，其研究發現 CSQ 具有很好的效標關聯效度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除了下行溝通，各層面之間皆與整體溝通滿意、整

體工作滿意之間有很強的關聯性，不過雖然 CSQ 很適合測量員工的組織溝通滿

意度與整體評價，但是卻無法診斷出特定的問題所在，因此 Zwijze-Koning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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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ong 建議搭配質化取向的研究方法。 
 
國內方面則有李元墩與蔡文淵（1998）的研究，他們參考 Pincus（1986）

的建議，加入了「高階管理溝通」面向，並依照台灣組織實際情境，歸納台灣

之學界業界的意見，加以修訂 CSQ 的題項，在經過因素分析之後，共得到七個

面向，分別為與高階主管的溝通、溝通氣候、與部屬的溝通、與直接主管的溝

通、整體組織的運作、平行與斜行的溝通、非正式的溝通。 
 
李元墩與蔡文淵（1998）修訂之後的問卷，其 Cranbach’s α 係數落於 0.732

與 0.922 之間，除了「整體組織的運作」面向為 0.732 稍低之外，其餘面向皆在

0.8 以上，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與原本的 CSQ 問卷（Downs & Hazen, 1977）相比較，李元墩與蔡文淵（1998）

把「非正式溝通」獨立為單一面向，並將「組織統整資訊」與「組織展望資訊」

合併為「整體組織的運作」，也加入了 Pincus（1986）所建議的「高階主管溝通」，

此外，題目也修改為台灣組織員工所熟悉的敘述方式，以避免因為東西文化差

異而造成研究上的障礙。 
 
因此，本研究擬參考李元墩與蔡文淵（1998）所修改後的 CSQ 問卷，來測

量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度，希望從多重面向來剖析地方記者對於

組織溝通的滿意與不滿之處。 
 

四、新聞從業人員的組織溝通實證研究 
 

Weaver 和 Wilhoit 於 1980 年代開始，每隔十年，至今進行過三次全美新聞

從業人員工作狀況大調查，其中亦包括「與他人之溝通」這一項，分析美國記

者在工作中得到意見與回饋的管道。 
 
從下頁表 2-1 中可以得知，閱聽眾一直是給予記者回饋意見的主要來源，

由於科技進步，民眾藉由網路的便利性，能即時提供意見，因此在 2002 年的比

例大幅上升。 
 
而來自上司的比例也逐漸增加，由 1982-1983 年的 35%提升為 2002 年的

46%，但是仍然不到一半，甚至有 15%的記者表示，他們的上司極少或根本沒

有給予工作上的意見，Weaver 等人（2007）進一步分析發現，經常收到上司給

予的意見和工作滿意度有明顯的正相關，表示大部分的主管錯失了鼓舞員工士

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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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美國記者的溝通互動來源（百分比） 

 
 1982-1983 

(%) 
1992 
(%) 

2002 
(%) 

閱聽眾 49 46 51 
上司 35 37 46 

消息來源 39 38 36 

資料來源：摘自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p. 87), by D. H. Weaver et al., 2007,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雖然 Weaver 等學者進行規模龐大的長期性追蹤調查，但是只有調查溝通

管道來源和比例，並未使用專業的溝通稽核方法，進一步深入分析溝通內容、

品質好壞、資訊流向等，因此無法從中看出記者的溝通滿意度好壞。 
 

國內的組織溝通實證研究大多以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如彭芸、胡哲生，

1990；王壽麟，1992；李元墩、蔡文淵，1998），也常被用以研究其他非商業性

質的組織，例如警察、軍人、教師等（如江明河，1985；張志誠，2004；賴怡

卉 2002）。但以新聞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的卻相當少（如熊誦桂，1995；孫沛

芬，1998；李述鵬，2004；顏加松，2005）。 
 
陳儀珊（2003）曾探討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媒介使用狀況，發現地方記者

最常使用電話溝通，隨著傳播科技發展，電子郵件也漸漸普遍，不過，地方記

者雖然一天要與組織聯繫數次，但是多半與工作有關，因此與組織之間的關係

相當疏離，甚至有些關於組織的傳言還是從別報記者那裡得知。不過陳儀珊並

沒有進一步探討組織溝通的滿意度。 
 

為了有系統地呈現新聞從業人員之組織溝通相關研究結果，以下以人口變

項作為分類，探討記者的個人背景變項與組織溝通的關係，以作為本研究之參

考比較。 
 
（一）性別 
 

熊誦桂（1995）的研究指出，男性電視記者所認知的溝通氣候比女性電視

記者佳，不過孫沛芬（1998）的研究認為，台視與 TVBS 新聞記者的性別對於

組織溝通各層面均沒有顯著差異，李述鵬（2005）也同樣認為國軍新聞媒體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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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的性別不會影響組織溝通。 
 

（二）年齡 
 

熊誦桂（1995）與孫沛芬（1998）的研究同樣指出電視記者的年齡對於組

織溝通沒有顯著的差異，不過李述鵬（2005）的研究指出國軍新聞從業人員的

年齡愈高者，對組織溝通較為滿意。 
 

（三）婚姻狀況 
 

孫沛芬（1998）的研究發現，台視與 TVBS 已婚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度大

於未婚記者，但熊誦桂（1995）與李述鵬（2005）卻發現記者的婚姻狀況與組

織溝通沒有關聯性。 
 
（四）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在專科以下的電視新聞記者，在「對組織的信任程度」層面比大

學或碩士以上的電視記者來得滿意（熊誦桂，1995）。  
 
（五）專業背景 
 

孫沛芬（1998）的研究發現，記者的專業背景為新聞相關科系畢業者，在

「訊息回饋的時效性」層面比非新聞相關科系畢業者要滿意，不過熊誦桂（1995）

和李述鵬（2005）認為專業背景對於組織溝通各層面均沒有顯著差異。 
 
（六）年資 
 

熊誦桂（1995）與孫沛芬（1998）的研究均認為記者的服務年資和組織溝

通並沒有關聯性。 
 
（七）薪資 
 

熊誦桂（1995）的研究指出，待遇在 5 萬元以下的電視新聞記者對「組織

資訊可靠度」的認知情形，比待遇在 5 萬元至 6 萬元的電視新聞記者佳。但孫

沛芬（1998）與李述鵬（2005）卻認為記者不因薪資收入不同而在組織溝通上

有顯著差異。 
 

由上述的探討可知，記者的人口變項不同，會影響到組織溝通的認知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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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度，不過由於記者相關組織溝通研究甚少，而且從未針對台灣報社地方記

者的組織溝通滿意作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基於先前的研究結果，提出第一個

研究假設如下，以及其他次要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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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1-1：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2：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年齡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3：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婚姻狀況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4：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程度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5：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背景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6：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服務報社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7：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新聞年資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8：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現職年資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9：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區域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1-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薪資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在擬定次要假設時，考慮到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現況，因此將年資分

為「新聞年資」與「現職年資」兩項，此外並將服務報社與工作區域（鄉鎮或

都會）列為變項，以其探討是否會對組織溝通滿意造成差異。 
 
 

第三節  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 

 
現今社會中充滿著快速流動的資訊，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常依賴大量資訊，

而記者正是傳遞資訊的職業，每一天，記者所產製的新聞內容都被數以萬計的

閱聽眾所閱讀、觀看，並且加以討論，很少有其他的專業工作受到這樣強烈的

外在關注，因此，檢視記者的專業性是相當必要的。 
 
Beam（1990: 1）曾指出，以往的研究對於新聞專業概念的界定十分缺乏共

識。錢玉芬（1998）整理過去的文獻，發現類似的概念眾多，定義模糊不清，

例如有專業價值觀（professional values）、專業化程度（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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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zation）、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專業取向（professional 
orientation）、專業意理（professional ideology）等多種名稱，為了統一起見，其

以「專業性」（professionalism）代表相關概念，其優點有字面簡潔、應用普遍、

統攝廣泛、意義周延等。本研究亦採用錢玉芬的觀點，以「專業性」一詞統括

相關概念。 
 

本節共分為兩個部分，以下先討論新聞專業性之內涵，在整理過去關於新

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實證研究結果。 
 

一、新聞專業性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專業性一直是美國新聞界所反覆探討的重要概念

（Beam, 1990: 1）。不僅在西方如此，近年來中國大陸社會體制逐漸開放，專業

性也是媒體改革的中心主題（Chan, Pan & Lee, 2004: 255）。然而長久以來，新

聞的專業性備受爭議，圍繞在「新聞是不是專業？」和「新聞應不應該是專業？」

這兩個問題上爭辯不休。 
 
最初早在 1903 年，學者 Lawrence 於《新聞是一門專業》（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一書中，即宣稱新聞工作是一項專業（錢玉芬，1998: 53）。此外，

Johnstone 等學者（1976）也曾參考 Wilensky 所提出的五個專業化階段，分別

為全職工作、訓練學校、專業組織、法律保障權、倫理規章等，來檢視美國記

者的專業性，認為新聞工作確實符合專業的標準。 
 
不過在另一方面，與醫生、律師等傳統專業相較之下，新聞少了專業的結

構性因素，羅文輝與陳韜文（2004）指出「新聞事業缺乏認知壟斷和執照制度，

專業組織在大部分國家也不很成熟。」（84 頁），這是新聞專業性所令人質疑之

處，認知壟斷（cognitive monopoly）指的是專業工作的知識是其他人很難瞭解

的，因此形成了專業與其他行業之間的區隔，而要當記者並不需要嚴格的教育

背景，也不用考執照，所以常被認為不專業。 
 
Singletary（1982）檢視許多新聞專業性的文獻後，曾論定「很明顯地，新

聞現在仍然不是專業，事實上，從美國記者的現況看來，似乎也表示在不久的

將來也不會專業化。」（p. 85），並指稱新聞是逐漸顯現（emerging）的專業，

也建議從記者個人的角度來探討新聞專業性。 
 
歷經長期爭辯之後，現在的學界逐漸產生共識，認為新聞不能與其他傳統

專業比較，應從記者自身的工作特質來界定專業內涵。Pollard（1995: 683）認

為，新聞的專業性表現在個人層面（personal），來自於新聞從業人員信守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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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擔負社會責任、並有服務公眾的精神，專業性高的記者會比較重視工作

的內在層面。Weaver 等學者（2007）也認為記者共享一套工作價值觀，具備服

務社會、以專業知識做判斷、追求自主等特質，他們的研究也證明記者具備許

多專業化的特質，但是這些特質卻迥異於其他大部分專業的描述（p. 131）。 
 
Weaver 等學者（2007）與錢玉芬（1998）皆開宗明義表示，其目的不在探

究「新聞是不是專業？」和「新聞應不應該是專業？」，而以新聞具有專業性為

基本前提，事實上，許多實證研究皆認定新聞已是一項專業，並探討專業性與

其他變項之間的關聯性（如 Beam, 1990; Pollard, 1995; 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 Weaver et al., 2007；羅文輝，1998；單文婷，2004 等），因此，本研究也

認定新聞工作是一項專業，以探討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 
 
過去新聞專業性的相關研究有研究主體混淆的問題，錢玉芬（1998）歸納，

新聞專業性的實踐指標應分為三大主體，分別是「新聞行業」、「媒體組織」、與

「新聞從業人員」，由巨觀而微觀，層次有所不同，但是以往的研究卻沒有仔細

區分，而導致概念不清。錢玉芬認為，這三個層次有三個共通的核心概念，分

別為「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能」，但其下卻有不同的觀察指標，「新

聞行業」的專業性體現在健全的規範體制、財務體制、生產體制；「媒體組織」

的專業性則著重在相關管理制度與措施；「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則表現在個

人的專業信念與態度上。 
 
對應錢玉芬（1998）所區分的三大主體，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報社地

方記者，屬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微觀層次。Nayman（1973）認為，新聞從業

人員的專業性內涵可從下列四點來觀察： 
 

（一）專業知識（expertise）：包括提供獨特與重要的服務、重視智能技術、需

經過長期的專門訓練以獲得系統性的知識。 

（二）自主權（autonomy）：包括自由行使獨立判斷、發展自律組織、免於權威

的督導以行使義務。 

（三）承諾（commitment）：重視工作的利他本質，而非個人經濟利益。 

（四）責任（responsibility）：遵守道德規範。 
 

但羅文輝（1998）指出 Nayman 對專業性的界定還不夠嚴謹，其建議的測

量題項也不適用，因此羅文輝綜合 Greenwood、Barber 與 Wilensky 的觀點，再

以 Nayman 的架構為理論基礎，而進一步加以修改，提出專業性應包含專業知

識、專業自主、專業承諾、專業責任四大面向，其下又再分兩個次面向，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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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羅文輝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概念面向 
 

面向 次面向 定義 
專門知識 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性知識 

專業知識 
自我充實 提昇自己的專業知識與技能 
內在自主 工作的獨立自主，不受組織內的影響 

專業自主 
外在自主 工作的獨立自主，不受組織外因素的影響 
工作承諾 對工作的承諾 

專業承諾 
大眾服務 為大眾服務的承諾 
新聞責任 新聞報導的社會責任 

專業責任 
倫理責任 專業人員的倫理道德責任 

資料來源：整理自〈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量表建構〉，羅文輝，1998，

《傳播研究集刊》，第二集：24-28。 
 
 
羅文輝（1998）認為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是一組專業態度與信念的呈現，

並且應視為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的概念，羅文輝並建構一份專業性量表，

包含 29 道題目，並以全台灣 1015 位新聞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檢驗量表的信

度與效度，證實量表的確具有上述「專業知識」、「專業自主」、「專業承諾」、「專

業責任」四大面向，以及「專門知識」、「自我充實」、「內在自主」、「外在自主」、

「工作承諾」、「大眾服務」、「新聞責任」、「倫理責任」等八個次面向。 
 
錢玉芬（1998: 75）認為，羅文輝所建構的專業性量表是「國內外至目前

為止最嚴謹、最足採信的一項測量工具。」但是並未特別檢討是否能滿足新聞

專業的獨特現象，仍有檢討與發展的空間，因此錢玉芬歸納過去文獻結果，並

蒐集學者與業者的看法，進一步建構觀察指標，結果發現，新聞從業人員的專

業性應具有「專業倫理」與「專業知能」兩大核心概念，「專業倫理」之下又包

含了「專業自主」、「社會責任」兩個次要面向，其概念結構與具體本質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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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錢玉芬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的概念結構1 
 

核心概念 面向 具體本質 
外部自主之專業信念 

專業自主 
內部自主之專業信念 

一般倫理原則之專業信念 
真實原則之專業信念 
公正原則之專業信念 
仁慈原則之專業信念 

 
 
 

專業倫理 
 
 

社會責任 

管理服務原則之專業信念 
專業教育 
在職進修 
專業知識 

 
 
 
 
 

新聞從業人員 
專業性 

 

專業知能 

 

專業能力 

資料來源：改繪自《新聞專業性概念結構與觀察指標之研究》（pp. 219），錢玉

芬，1998，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論文。 
 

錢玉芬（1998）整理出上述的概念架構，並建議了 81 道測量題項，但可惜

並未進一步收集實證資料，也未驗證量表的信度與效度，錢玉芬也表示此為非

標準化的量表，僅具表面效度。 
 
比較羅文輝（1998）與錢玉芬（1998）兩者的概念架構，除了題項的數量

不同之外，其面向大致上相同，最大的差異之處為羅文輝將「專業承諾」與「專

業責任」分為不同面向，而錢玉芬則將「專業承諾」置於「社會責任」下的「管

理服務原則」，然而，由於錢玉芬的概念架構未經統計上的因素分析，因此羅文

輝的概念架構其解釋力仍然較強。 
 
二、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之實證研究 
 

Weaver 等學者（2007）在 2002 年所做的全美國新聞從業人員大型調查中，

承襲過去四十年來的研究（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 Wilhoit, 1986, 
1996），將專業性列為重要的觀察變項之一，除了調查記者是否參與專業組織、

是否閱讀專業刊物之外，將專業性的指標分為角色認知（role conceptions）、新

聞價值（values）、與新聞倫理（ethics）三者分別探討。 
 

                                                 
1此表與錢玉芬（1998）原表格稍有出入，因為在對照過原文描述後，發現「專業知識」與「專

業能力」應屬於「具體本質」，而非「面向」，故稍作修正。 



 25

（一）角色認知 
 

Johnstone 等學者（1976）在首度的全美大型調查中，曾將記者的所認知的

新聞角色區分為中立者（neutral）與參與者（participant）兩種，並且發現多數

的記者同時抱持這兩種態度。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環境與過去大不相同，在

Weaver 等學者（2007）最新的調查報告中，發現記者的角色認知已多達四種，

分別為： 
 

1. 詮釋者（interpretive）：調查政府聲明，分析問題，討論國內外政策。 

2. 傳佈者（disseminator）：迅速傳遞資訊，做好查證。 

3. 敵對者（adversarial）：監督政府與商業，與官商對立。 

4. 動員者（populist mobilizer）：設定議題，鼓勵民眾參與、且表達意見。 
 

Weaver 等學者（2007）發現，認同詮釋者的比例仍舊是最高的，而認同傳

佈者的比例則比十年前少，認同敵對者的比例仍然是少數，而動員者的角色自

從十年前被發現以來（Weaver & Wilhoit, 1996），現在已經成為穩定的少數族

群，表示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的悄悄崛起。雖然記者的角色認知有

所不同，但是大多數的記者並不只抱持一種態度，而是同時抱持多種態度。 
 
（二）新聞價值 
 

在「新聞價值」此項指標中，Weaver 等學者（2007）並未深入探討何者是

記者認定的新聞價值標準，僅很簡單地詢問「何者影響記者的新聞價值判斷最

大？」，研究發現記者所受的新聞訓練的影響最大（79%），上司的影響次之

（56%），接下來則是消息來源（43%）與同事（41%），而閱聽眾（30%）的影

響則逐年下降。 
 
藉由迴歸分析，Weaver 等學者（2007）發現，新聞年資高、有新聞傳播教

育背景的記者，愈認為新聞訓練對其新聞價值判斷的影響很大。而年紀愈輕的

記者則愈會認為上司與同事對其新聞價值影響很大。 
 
（三）新聞倫理 
 

在新聞倫理這項指標中，Weaver 等學者（2007）也僅詢問記者「何者對新

聞倫理的影響最大？」，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最深的前三者分別為：新聞室學習

（82%）、家庭教育（78%）、資深記者、編輯（67%）。另外，Weaver 等學者也

詢問記者對於十項有爭議性的採訪手段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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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三項指標，Weaver 等學者（2007）認為，新聞室文化對於記者的

新聞價值與新聞倫理的影響很深，而新聞室的管理者有義務也有機會提升記者

的專業性。整體而言，Weaver 等學者結論，21 世紀的美國記者有更多的大學

畢業生、工作滿意度增加、比較願意去調查政府聲明、較願意分析複雜問題、

比較少強調媒體的娛樂功能、也比較不願意接受具有爭議性的採訪手段，因此，

專業性比起十年前還要高（p. 179）。 
 
Weaver 等學者（2007）的研究承襲自 Johnstone 等人（1976）的架構，優

點在於長期追蹤美國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動態，可看出長達四十年來的趨勢，

然而，其並未使用系統性的量表，指標內涵的建構也不足，尤其在「新聞價值」

與「新聞倫理」兩方面最為薄弱，並未深入探討。 
 
第一份有系統性的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量表為 McLeod 與 Hawley（1964）

所發展的專業導向（professional orientation）量表（Singletary, 1982: 78）。McLeod
與 Hawley 列出 12 道專業題項與 12 道非專業題項，再將 12 道專業題項的分數

減去非專業題項的分數，即得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導向分數」。McLeod-Hawley
量表經常被過去的相關研究所採用或修正（羅文輝，1998），也常用以測量記者

的專業性與其他組織變項之間的關聯性，Singletary（1982）回顧相關研究結果，

歸納出下列三點： 

（一）記者當中有專業性的高低之分。 

（二）專業性與工作表現有關。 

（三）專業導向較高的記者會更希望充實自我、提昇工作表現，並期許自

己所待的組織更好。 

國內方面，張碧華（1992）亦曾採用 McLeod-Hawley 量表，發現新聞從業

人員專業化程度及其對工會態度之間無顯著相關性。黃旭磊（2001）則用此量

表來測量台灣有線電視系統新聞人員的專業性，結果發現： 

（一）專業性高的新聞人員比專業性低的新聞人員更重視工作對社區居

民的貢獻。 

（二）受訪者重視工作環境中的自主空間，較不重視個人對組織的影響。 

（三）受訪者皆重視較好的報酬制度，以享受更好的生活品質。 

然而黃旭磊（2001）沒有探討專業性與人口變項或其他組織變項間的關聯

性，而且將量表中的專業層面與非專業層面分別予以論述，這並非 McLeod 與

Hawley 公式的原意，而這也反應了 McLeod-Hawley 量表在理論層面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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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ahl 和 Rosengren（1978）發現，將 McLeod-Hawley 量表的所有題項經過

因素分析後，會呈現「專業導向」與「尋求安全與升遷」兩個面向，而且這兩

個面向呈現正相關。此外，也有學者建議應該修改公式的算法（Nayman, 1973）。 
 
羅文輝（1998）批評，專業性不應視為單面向，而去區分記者專業性的高

低，應該視為多面向的概念，記者可能在某些面向呈現較高的專業性，在某些

面向上呈現較低的專業性，在採納 Nayman（1973）的理論觀點後，羅文輝發

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性量表，常被往後的研究者所採納或修改

（如張舒斐，1998；孫沛芬，1998；錢玉芬，1998；單文婷，2004），也被認為

是目前最嚴謹、最足採信的測量工具（錢玉芬，1998）。 
 
孫沛芬（1998）修改羅文輝所建構的量表，以測量台視與 TVBS 的記者之

專業性，研究發現，台視記者最重視「專業知識」的培養，TVBS 記者最重視

「倫理規範」，而兩台記者皆在「專業承諾」的分數最低。 
 
張舒斐（1998）則結合結構功能取向與權力取向，發現電視新聞記者最重

視「定期進修」、「組織自主」、「公眾利益承諾」、「新聞處理態度」、「工作倫理

規範」等面向，而最不重視「受高等教育」、「配合新聞政策」、「工作承諾」、「社

會功能」、「任用相關學經歷者」。 
 
單文婷（2004）探究國會記者的專業性，發現他們最重視「專業能力」，其

次分別為「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和「專業知識」，但最不重視「專業承諾」，

此外發現專業性與國會記者的共生現象沒有關聯性。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發現，記者的專業性確實表現在不同面向上，可能某些

面向的專業性高，而其他面向的專業性低，整體而言，台灣記者在關於「專業

承諾」面向上，則普遍有較不重視的趨勢。 
 
由於記者並沒有標準化的進入門檻，相較於其他專業，記者的組成背景較

為複雜，因此，人口變項可謂相當重要的變項（Pollard, 1995: 684）。以下即以

人口變項為分類，歸納過去的研究發現，以作為本研究的參考。 
 
（一）性別 
 

羅文輝（1998）發現，性別與專業性的「自我充實」面向有關，女性記者

比較希望提高自己的專業知識與技能，愈願意參加研討會與在職進修，把握充

實自我的機會。張舒斐（1998）也認為，女性較重視專業知識中的「高等教育」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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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齡 
 

楊秀娟（1989）曾發現年紀輕的記者其的專業化程度比較高。但是孫沛芬

（1998）卻認為記者的年齡愈高，專業性愈高。 
 
羅文輝（1998）發現，年齡愈輕的記者，愈重視「自我充實」與「外在自

主」的面向，但是年齡愈大，卻較重視「大眾服務」面向，認為大眾服務比待

遇、升遷及工作穩定更加重要。 
 
（三）婚姻狀況 
 

Pollard（1995）的研究發現單身的記者專業性較高。 
 
（四）教育程度 
 

楊秀娟（1989）與韓香芸（1992）皆認為教育程度高的記者其專業性也比

較高。張舒斐（1998）也同樣發現，教育程度愈高的記者，愈認同記者應該要

定期進修，以及接受高等教育。 
 
羅文輝（1998）發現，教育程度愈高的記者，會比較重視「外在自主」和

「新聞責任」的面向，愈重視新聞報導的社會責任，也愈重視查證事實及平衡

報導。但另一方面，教育程度愈低的記者，則重視「倫理責任」面向，愈重視

倫理規範，愈希望新聞專業組織建立倫理規範約束新聞人員 
 
（五）專業背景 
 

羅文輝（1998）發現，主修新聞傳播科系的記者較重視愈重視系統性的新

聞專業知識，也比較有工作承諾。張舒斐（1998）也認為，新聞傳播科系畢業

的記者較重視專業知識中的「相關教育背景」與「受高等教育」面向。 
 

單文婷（2004）則發現，主修新聞傳播科系的記者更認為國會記者在報導

爭議性新聞時會做到公平與查證，同時也更同意「幫助民眾瞭解立法院複雜的

預算、法案」。 
 
（六）年資 
 

羅文輝（1998）發現，年資愈長的記者愈重視「專門知識」、「工作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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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倫理責任」的面向。張舒斐（1998）也發現，在「新聞處理態度」面向

上，工作 5 年以上的記者比工作 3-5 年的記者更認為報導態度要客觀公正。 
 

孫沛芬（1998）發現，服務年資愈久的記者，專業性愈高。單文婷（2004）

也發現，資深的國會記者更有專業自主性。 
 

（七）薪資 
 

張碧華（1992）發現，薪資較高的新聞人員，其專業化程度較高。羅文輝

（1998）則發現，收入愈高的記者愈重視「自我充實」以及「外在自主」的面

向，但是，收入愈低的記者較重視「倫理責任」的面向。 
 

由上述的研究發現，可以瞭解人口變項與專業性中的各個面向確實具有關

聯性，因此做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以及次要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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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2-1：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2：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年齡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3：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婚姻狀況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4：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程度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5：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背景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6：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服務報社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7：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新聞年資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8：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現職年資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9：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區域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假設 2-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薪資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在擬定次要假設時，考慮到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現況，因此將年資分

為「新聞年資」與「現職年資」兩項，此外並將服務報社與工作區域（鄉鎮或

都會）列為變項，以其探討是否會對專業性造成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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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意 

 
美國 General Social Survey 自 1972 年起開始測量就業人口的工作滿意度，

英國的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也在 1991 年跟進（Ritter & Anker, 2002），

顯示在現代社會中，員工的工作滿意度愈來愈受到重視。 
 
Spector（1997）由下列三種觀點指出工作滿意度的重要性： 

（一）人道觀點：每個人都應該接受尊重與公平待遇，因此工作滿意度可反映

員工的待遇是否公平，也可視為情緒與心理健康的指標。 

（二）功利觀點：工作滿意會影響員工的行為表現。 

（三）組織觀點：工作滿意可反映組織機能，診斷出潛在的問題癥結。 

許多研究證實，工作滿意與曠職、離職等退縮行為（withdrawal）存在著負

相關的關聯性（Hellriegel et al., 1998; Nelson & Quick, 2000; Muchinsky, 2000; Hu 
& Greer, 2006），換句話說，工作滿意度愈低的員工，愈有可能產生曠職，甚至

離職的行為，從組織的角度來看，怠忽職守、人才流失皆會增加組織的成本，

而無法達到預設的工作目標，因此值得管理階層重視。 
 
本節分兩部分，先釐清工作滿意的定義與面向，再整理新聞從業人員的工

作滿意研究結果，最後進一步提出研究假設。 
 
一、工作滿意的定義 
 

工作滿意2（job satisfaction）的概念，最早由 Hoppock 在 1935 年所正式提

出（鄭瑞城，1983）。一般定義為員工對於工作的感受和看法，屬於一種態度變

項（Spector, 1997: 2; Ritter & Anker, 2002）。Locke（1976: 1297）曾提出更為嚴

謹的定義，認為「工作滿意是個體在評估自己的工作經驗之後，所感受到的一

種愉悅正面的情緒狀態」。而 Locke 的定義也最常被往後的研究者所引述（如

Pincus, 1986; Nelson & Quick, 2000；鄭瑞城，1983；羅文輝、陳韜文，2004）。 
 

Muchinsky（2000: 271）認同工作滿意是一種對於工作的愉悅程度，但是

由於每個人對於工作的期望不同，而工作的回饋所能符合期望的程度也不同，

因此造成每個人有不同程度的工作滿意。 

                                                 
2 job satisfaction，國內譯名一作「工作滿足」（鄭瑞城，1983；華英惠，1992；盧聖芬，2005），

一作「工作滿意」（熊誦桂，1995），也稱為「工作滿意度」（羅文輝等，2004），本研究在比較

之後，決定譯為「工作滿意」，但在表現程度時，則稱為「工作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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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berg 和 Goodall（2001: 197）則將工作滿意視為個人需求被滿足的程

度。在工作中，需求可分為三個層次，由低至高分別為：薪資與工作條件、人

際關係、以及個人成就。當這些需求愈被滿足，則帶來愈高的工作滿意度，因

此工作滿意有時又稱為員工士氣（employee morale）。也就是說員工的滿意度愈

高，工作士氣就愈高。 
 
Pincus 和 Rayfield（1989）曾在一項後設研究中表示，工作滿意並沒有一

個放諸舉世皆準的定義，不過在綜合各學者的定義後，Pincus 和 Rayfield 認為

工作滿意是指「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環境中那些最能滿足期望的層面所得到的認

知反應。」（p. 189）。 
 
雖然各學者對於工作滿意的定義不盡相同，但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兩點

結論： 

（一）工作滿意是一種主觀的認知反應，個體在評估自己的工作狀況與經驗

後，所得到的心理感受。 

（二）工作滿意是一種愉悅的程度，因為個體的期望或滿足程度的不同，而有

滿意程度的差異。 

 
Pincus 和 Rayfield（1989）認為，雖然 Locke 所提出的理論型定義廣為研

究者所接受，但隨著組織環境的不同，研究者也須隨之修正其操作型定義。 
 
以往的研究對於工作滿意的操作型定義，主要可分為兩大類，一種為「總

體工作滿意」（global job satisfaction），即將工作滿意視為單一整體概念；另一

種則為「工作面向滿意」（job facet satisfaction），針對工作中的各個層面分別作

微觀的探討（Muchinsky, 2000: 271）。Spector（1997: 3）認為，第一種概念適

合用來測量工作滿意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聯性，不過第二種概念比較能描繪出

員工對於工作的觀感，深入探究員工對工作哪些層面滿意、對哪些層面不滿意。 
 

Hellriegel 等學者（1998: 53-54）也同樣認為，由於工作中牽涉許多層面，

員工也許對其中某些層面滿意，但對某些層面感到不滿意，因此不能將工作滿

意視為單一概念，而是一連串對於工作各層面的看法。 
 
Spector（1997）曾分析各項工作滿意的測量工具，將一般所認為與工作滿

意有關的面向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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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一般工作滿意面向 
 

評價  appreciaion 
溝通  communication 
同事  cowokers 
福利津貼  fringe benefits 
工作條件  job conditions 
工作本質  nature of work itself 
組織本身  organization itself 
組織政策與程序  organization’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薪資  pay 
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 
升遷機會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認同  recognition 
安全  security 
上司督導  supervision 

資料來源：摘自 Job satisfaction: Application, assessment, cause, and 
consequences (p. 3), by Paul E. Spector, 1997, California: Sage. 

 
由上表可知，工作滿意屬於一種綜合性的概念，由許多不同面向所組成。

Herzberg（1959）曾將這些不同面向區分為「工作滿意」和「工作不滿意」兩

大部分，因而提出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Herzberg 主張

將「工作滿意」和「工作不滿意」視為不同的兩個層面來探討，影響工作不滿

意的因素稱為「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而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則稱為「激

勵因素」（motivators），因此激勵保健理論又稱為「雙因理論」（Two-Factors 
Theory）。 

 
保健因素可類比為醫藥衛生的概念，功能在於預防而非治療，置放在工作

情境中，健全的保健因素只能防止員工對其工作產生不滿的情緒，但保健因素

如果產生問題，員工容易產生負面的工作態度，不過，保健因素並不會導致工

作的滿足感。保健因素包括了薪資、工作條件、人際關係、公司政策與行政等，

屬於外在層面。 
 
而激勵因素才是產生工作滿意的主要來源，包括了工作本質、成就、責任、

認同、升遷等工作的內在層面。激勵因素愈多，則會帶來愈多正面的工作態度，

因此工作滿意度也就愈高。因此也有研究者將激勵因素稱為「內在因素」，把保

健因素稱為「外在因素」（羅文輝、陳韜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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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Herzberg 激勵保健理論 
 

保健因素 激勵因素 
公司政策與行政 成就 

督導 認同 
薪資 工作本質 

人際關係 責任 
工作條件 升遷 

資料來源：整理自 The motivation to work(2nd ed.) (p. 81), by F. Herzberg, B. 
Mausner, & B. B. Snyderman, 1959,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從上述討論中，可以發現工作滿意包含許多不同面向，並且會造成不一樣

的影響。Pincus 和 Rayfield（1989）曾表示，使用多變項的測量工具是研究工

作滿意的趨勢，因此本研究也將使用多面向的測量工具，以深入探討報社地方

記者對於工作中各層面的滿意度為何。 
 

二、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滿意實證研究 
 

Johnstone、Slawski 和 Bowman 等人（1976）曾在 1971 年，首度進行大規

模的全美新聞從業人員調查，一共訪問 1328 人，企圖描繪 1970 年代美國新聞

從業人員的工作概況。Johnstone 等學者發現，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滿足感來自

於其新聞專業，例如將資訊告知給公眾、還有組織的表現等；而工作中的不滿

主要來自於截稿壓力、報導遭到不合理的刪改、還有工作自主權，其中自主權

是影響工作滿意最重要的因素，雖然薪資福利等外在因素也會影響工作滿意，

但是影響程度較小，而且只對 40 歲以下的年輕新聞人員有較大的影響，

Johnstone 等學者推論，40 歲以上的資深新聞人員如果對薪資感到不滿意，可能

早已離開新聞工作領域，不過整體看來，造成離職的原因並非來自於金錢，而

是專業理想與現實之間的落差。 
 

到了 1980 年代，學者 Weaver 和 Wilhoit（1986）繼承 Johnstone 等人的研

究，持續對全美新聞從業人員進行大規模的調查，結果發現 1980 年代的美國新

聞人員雖然比一般勞工的工作滿意度要高，但是與 Johnstone 等人（1976）的研

究相比較，其工作滿意度有稍微下降的趨勢，此外，對組織的尊重程度愈高、

與上司的溝通程度愈高、工作自主權愈高，則新聞人員的工作滿意度也就愈高，

而且工作滿意度仍然可預測新聞人員未來會不會繼續留在新聞專業領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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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r 和 Wilhoit（1996）在 1990 年代仍持續追蹤調查美國記者的工作狀

況，發現 20 世紀末的年輕記者，如果待在一個表現良好的組織以及經常接受來

自上司的建議，會讓工作滿意度提升，而對於 40 歲以上的資深記者而言，薪資、

影響公共事務、經常得到閱聽眾的意見才是影響工作滿意的重要變項。然而從

1971 年到 1992 年，記者的工作滿意有顯著下降的趨勢，這是在其他專業領域

不曾發現的現象。 
 
Weaver 等學者（2007）最新的研究則指出，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美國記

者的工作滿意度稍微有所提升，不再像十年前那樣對工作不滿，如下表 2-6 所

示。而薪資、工作自主權、對自己媒體的評估、與上司溝通的頻率仍然與工作

滿意度呈現正相關。 
 

表 2-6  美國記者的工作滿意趨勢 
 
 1971 

(N=1328) 
(%) 

1982-1983 
(N=1001) 

(%) 

1992 
(N=1156) 

(%) 

2002 
(N=1149) 

(%) 
非常滿意 49 40 27 33.3 
相當滿意 39 44 50 50.6 

有點不滿意 12 15 20 14.4 
非常不滿意 1 2 3 1.7 

資料來源：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p. 107), by D. H. Weaver et al., 2007,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DeFleur（1992）曾針對美國 6806 位傳播科系大學畢業生，調查其就業後

的工作滿意度，發現在傳播相關行業中，從事攝影工作者的工作滿意度最高，

而在電視台與報社就業者則對工作最不滿意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亦累積了不少關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滿意研究（何

乃蕙，1989；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孫沛芬，1998；李述鵬，2005；

盧聖芬，2005）。其中研究規模最大的是羅文輝與陳韜文等學者（2004）在 1990
年代所進行的兩岸三地新聞從業人員調查，其研究發現中國大陸新聞人員的整

體工作滿意度最高，台灣次之，香港最低。 
 
 進一步細分影響新聞從業人員工作滿意的因素，羅文輝與陳韜文（2004）

發現，薪資、媒介型態、與進修交流機會與工作滿意的外在因素有關聯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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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交流機會、工作自主權則會影響工作滿意的內在因素。整體而言，兩岸三

地的新聞人員對於工作的內在因素比較滿意，包括「同事關係」、「工作的社會

影響」、「工作的自主程度」；而對工作的外在因素比較不滿意，包括「升遷機會」、

「福利待遇」、「報酬收入」。 
 

國內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滿意研究雖多，但多以報紙的總社記者或電

視記者為研究對象（如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孫沛芬，1998；盧聖芬，

2005），僅有羅文輝（1996）曾針對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滿意度做過調查，發現

有三分之二的台灣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工作感到滿意（67.9%），不過此項研究僅

描述整體工作滿意度，並未進一步分析影響的因素何在。 
 
學者 Pollard（1995: 684）曾表示，記者並沒有標準化的進入門檻，組成背

景較為複雜，因此人口變項是重要的變項。以下以人口變項作為分類，整理過

去的研究發現，以作為本研究之參考依據。 
 
（一）性別 
 

Johnstone 與 Slawski 等人（1976）研究曾指出，美國女性記者的工作滿意度

高於男性員工。十年後，Weaver 和 Wilhoit（1986）的調查顯示，隨著女性員

工的增加，男性的工作滿意度不再低於女性，到了 1990 年代，對四十歲以下的

年輕記者而言，女性的滿意度仍然比較高（Weaver & Wilhoit, 1996），但到了

21 世紀，男性記者的工作滿意度比女性來得高（Weaver et al., 2007）。 
 
國內的研究而言，孫沛芬（1998）研究發現台視男記者比女記者在「同僚關

係」方面較為滿意，但 TVBS 的女記者在「上司體恤」和「工作管理」兩個層

面比較滿意。而李述鵬（2005）研究指出，男性國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在「待

遇福利」方面較為滿意，但性別對於工作本身、升遷發展、團體關係都沒有顯

著差異。 
 
其他研究則顯示性別與記者的工作滿意度大致上沒有顯著差異（何乃蕙，

1989；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羅文輝、陳韜文，2004；盧聖芬，2005）。 
 
（二）年齡 
 

Weaver 等學者（2007）的研究發現，年齡與工作滿意度的關係呈 U 型曲線，

年輕記者的工作滿意度最高，25 到 34 歲的記者工作滿意度最低，超過 35 歲的

記者則會越來越滿意。熊誦桂（1995）也有同樣發現，台灣電視記者的年齡對

於工作滿意度呈 U 型分佈，而 30 歲以下對工作本身最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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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惠（1992）的研究則發現，年齡越大，其工作成就感愈高，工作挫折感

愈低，與同事也較能合作愉快，對薪資也比較滿意。孫沛芬（1998）認為，台

視年紀較長的記者對於「工作本身與管理」方面的滿意度比年紀輕的記者高。 
 

而盧聖芬（2005）則發現，台灣電視新聞記者年齡愈大，對升遷機會與主管

的滿意度愈低。但也有研究發現記者的年齡與工作滿意度並沒有顯著關聯性（何

乃蕙，1989；李述鵬，2005）。 
 
（三）婚姻狀況 
 

Weaver 和 Wilhoit（1986）、Pollard（1995）及華英惠（1992）皆認為已婚

員工的工作滿意度比未婚員工來得高。而孫沛芬（1998）則發現，台視的已婚

記者在「工作本身與管理」滿意度比未婚記者高；可是 TVBS 未婚記者卻在「工

作前景與管理協調」、「上司體恤」、「工作成就」感到比較滿意。 
 
但也有研究顯示，記者的婚姻狀況對工作滿意度沒有顯著關聯性（何乃蕙，

1989；熊誦桂，1995；李述鵬，2005）。 
 
（四）教育程度 
 

國外的研究發現記者的教育程度愈高，其整體工作滿意度愈低（Johnstone et 
al., 1976; Weaver & Wilhoit, 1986）。 

 
而在國內研究方面，孫沛芬（1998）也發現教育程度較高者，對工作較不感

到滿意。何乃蕙（1989）則發現，教育程度高的記者，對於工作時數、截稿時

間較不滿意。 
 
而其他研究則認為，記者的教育程度愈高，則對待遇愈滿意（華英惠，1992；

熊誦桂，1995），不過羅文輝、陳韜文（2004）和盧聖芬（2005）則發現記者的

教育程度與工作滿意度並沒有顯著關聯性。 
 

（五）專業背景 
 

Johnstone 與 Slawski 等人（1976）指出，主修新聞科系者，愈會發現理想與

現實間差距過大，愈會感到不滿意。Hu 與 Greer（2006）對全美財經記者所做

的調查也支持這樣的說法，認為在學校主修新聞科系的記者，所受的專業訓練

較多，對於自主權、工作保障、升遷機會、發聲權均較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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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研究則多半顯示，是否主修新聞科系對工作滿意度沒有顯著相關（何

乃蕙，1989；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孫沛芬，1998；羅文輝、陳韜文，

2004；李述鵬，2005）。而盧聖芬（2005）的研究發現，主修新聞科系的電視記

者對工作合理性較為不滿意。 
 
（六）工作年資 
 

Weaver 等學者（2007）發現新聞年資越久，其工作滿意度也越高。華英惠

（1992）也認為，年資越長，工作挫折感越低，對薪資也較滿意，也與同事相

處較好 
 
但部分研究卻有相反發現，認為記者的服務年資愈久就對工作越不滿意（熊

誦桂，1995；盧聖芬，2005）。其他研究則發現記者並不因年資的不同而在工作

滿意度上有所差異（何乃蕙，1989；孫沛芬，1998；羅文輝、陳韜文，2004）。 
 
（七）薪資 
 

國外的研究指出，在 1970 年代，薪資對於 40 歲以上的資深記者的工作滿意

度有微弱的正相關（Johnstone et al., 1976），1980 年代時則較有強烈的正相關，

但此時的年輕記者仍然不認為薪資很重要（Weaver & Wilhoit, 1986），至 1990
年代時，對 40 歲以上的資深記者而言，薪資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甚至對年輕

記者而言，薪資也是影響工作滿意的顯著變項（Weaver & Wilhoit, 1996）。而

Weaver 等學者（2007）最新的研究指出，薪資仍然是工作滿意度的預測指標。 
 

其他大部分研究也顯示薪資愈高的記者，對工作滿意度愈高（何乃蕙，1989；
華英惠，1992；熊誦桂，1995；羅文輝、陳韜文，2004；Hu & Greer, 2006）。 

 
但盧聖芬（2005）卻發現收入愈高的電視記者，不管薪水、升遷、工作成就

感和主管滿意度均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而孫沛芬（1998）和李述鵬（2005）

則發現，記者並不因薪資收入的不同在工作滿意度上有所差異。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以往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甚至可說相當分

歧，可能因為組織環境、社會環境不同而造成研究結果的歧異，因此基於上述

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第三點研究假設，以及次要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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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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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1：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2：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年齡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3：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婚姻狀況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4：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程度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5：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教育背景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6：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服務報社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7：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新聞年資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8：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現職年資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9：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區域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假設 3-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薪資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在擬定次要假設時，考慮到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工作現況，因此將年資分

為「新聞年資」與「現職年資」兩項，此外並將服務報社與工作區域（鄉鎮或

都會）列為變項，以其探討是否會對其工作滿意造成差異。 
 
 
 

第五節  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與工作滿意 

 
一、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 
 

Pincus 和 Rayfield（1989: 200）分析許多與組織溝通和工作滿意相關的文

獻之後發現，雖然各學者對工作滿意所下的操作型定義不同，但是組織溝通與

工作滿意之間的確存在著複雜的正相關，也就是說，處在愈開放、愈穩定的溝

通環境中，員工的工作滿意度就會愈高。 
 
Pincus 和 Rayfield（1989）並提出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模型，如

下圖 2-5 所示，認為組織溝通和工作滿意同時受到個體的認知差異所影響，也

就是說在組織中，每個人的需求、態度與期望不同，所感受到的溝通滿意度和

工作滿意度也都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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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模型 
 

資料來源：摘自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A 
metaresearch perspective. In B. Dervin & M. J. Voigt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ume IX (pp. 201), by J. D. Pincus & R. E. 
Rayfiled, 1898, New Jersey: Ablex 

 
Pincus（1986）曾使用 Downs 和 Hazen（1977）所發展出來的 CSQ 溝通滿

意問卷，以醫院護士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溝通滿意、工作滿意、工作表現三者

的關聯性，研究發現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各面向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當中以上

行溝通、人際回饋、溝通氣候三者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 Weaver 等學者（2007）的研究也發現，在新聞媒體組織中，如果經常

收到來自上司的回應與建議，會讓記者的工作滿意度提升，也就是說與上司的

溝通關係與工作滿意具有正相關。 
 
而國內的研究也均支持這樣的看法，王壽麟（1992）曾針對兩家電機公司

的 314 位員工做組織溝通、領導型態與工作態度的關聯性研究，發現對組織溝

通愈滿意的員工，其工作滿意度也愈高。江明河（1996）以台中縣市警察做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的關係，其研究亦發現組織溝通與工作

滿意各層面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而在新聞傳播類的相關研究中，亦可發現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具有關聯

性，熊誦桂（1995）以三家無線電視台的記者為對象，調查溝通氣候與工作滿

意度的關聯性，其研究發現： 
 
（一）電視新聞記者對於溝通氣候普遍有負面反應，對組織信任度不高、上行

溝通關係不佳、上行溝通程度也有限、對組織資訊的可靠度則持保留態

度。 

（二）在工作滿意方面，電視新聞記者對「工作本身」與「同事相處」兩方面

組織溝通 

◆ 關係變項 
 
◆ 資訊流變項 

工作滿意 

◆ 與工作相關的

個體認知變項 
 
◆ 組織認知變項 

個體或團體 
的需求、 
態度、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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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滿意，而「主管督導」與「待遇」兩方面較不滿意，對「升遷與發

展」的滿意度最低。 

（三）電視新聞記者的溝通氣候和工作滿意度均受到人口變項的影響。 

（四）除了「待遇」層面外，電視新聞記者所認知的溝通氣候與工作滿意的其

他各層面均具有顯著正相關。 

（五）溝通氣候中「與主管之溝通關係」、「資訊可靠度」兩個層面，可以有效

預測電視新聞記者工作滿意度 50.09%的變異量。 
 

孫沛芬（1998）則針對台視與 TVBS 兩家電視台的新聞記者，探討組織溝

通、專業性與工作滿意度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發現： 
 
（一）人口變項會影響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 

（二）台視的記者在「接受訊息」、「傳送訊息」、「訊息來源」、「溝通管道」、「訊

息回饋的時效性」五個溝通層面與工作滿意部分層面具有顯著的關聯性。 

（三）TVBS 的記者在「接受訊息」和「訊息傳送後所採取的行動」兩個溝通

層面與工作滿意部分層面具有顯著關聯性。 
 
李述鵬（2005）以青年日報、漢聲電台與軍聞社等國軍媒體新聞人員為研

究對象，也同樣發現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對組織溝通愈滿意的國

軍媒體新聞人員，則工作滿意度也會愈高。 
 
上述國內外研究均認為組織溝通與工作滿意之間具有顯著關聯性，當組織

溝通愈滿意，所感受到的工作滿意度也愈高，因此基於先前的研究發現，提出

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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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業性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 
 

Pollard（1995）以加拿大記者為研究對象，發現專業性與工作滿意度呈現

正相關，進一步分析原因，Pollard 認為，專業性包含了自主權與責任感，當記

者的自主權愈高、責任感愈強，對工作也會感到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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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Pan 和 Lee（2004）則以 515 位上海記者為對象，研究其專業渴望3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其研究結果發現上海記者的工

作滿意度普遍較高，其中以政黨媒體為理想類型、愈認同媒體功能應該是詮釋

政府政策的記者，對工作就愈滿意，雖然這與西方的專業主義不符，但是也反

應了中國大陸的社會體制。 
 

台灣方面，張舒斐（1998）研究發現，雖然台灣電視記者普遍較不重視專

業承諾中的「工作承諾」，但是工作承諾卻與工作滿意呈現正相關，也就是說，

愈願意不計較名利而投身新聞工作的記者，其工作滿意度也就愈高，這也呼應

了 Pollard（1995）所強調的，專業性高的記者會比較重視工作的內在精神層面。 
 
孫沛芬（1998）的研究則發現，對台視記者而言，專業性與工作滿意的「升

遷與福利」面向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換句話說，專業性愈高的台視記者，對升

遷與福利愈不滿意；對 TVBS 的記者而言，專業性與「工作前景與管理協調」

以及「上司體恤」面向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專業性愈高的 TVBS 記者對上

司的管理與升遷機會感到較為滿意。 
 
 由此上述文獻中可以發現，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性與工作滿意之間確實具

有關聯性，而且會隨著組織情境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本研究將專業性與工作滿

意皆視為多重面向的概念，因此提出第五個研究假設，並進一步探討各面向之

間的關聯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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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節  研究假設與架構 

 
 

根據第一章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瞭解台灣報社地方記者對於新聞

工作的整體看法，分別從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與工作滿意為切入面向，探

討地方記者對於這三大面向下之各個次面向的看法。此外，並分別由組織角度

（組織溝通滿意）、個人認知角度（專業性），來探討其與工作滿意之間的關聯

性。 

                                                 
3專業渴望指的是專業團體的成員們所共同擁護的一組理想與信念，其概念類似於「專業性」，

然而因為中國大陸的社會體制面臨改革開放，因此 Chan、Pan 和 Lee 選擇這個具有過渡性的名

詞，渴望代表的是一種對未來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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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文獻的耙梳整理之後，本研究一共提出五點主要研究假設，以及次要

假設，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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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1-1 至假設 1-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

育程度、教育背景、服務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工作區域、薪資

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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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2-1 至假設 2-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

育程度、教育背景、服務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工作區域、薪資

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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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3-1 至假設 3-10：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

育程度、教育背景、服務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工作區域、薪資

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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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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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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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則如下所示： 
 

 
 

 
 

圖 2-6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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