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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新聞客觀報導的歷史源起 

    新聞客觀性原則在傳統與歷史上已被視為「專業貞操」，如果新聞學中只能

有一條新聞專業信條，則非客觀性原則莫屬。一般所謂客觀性報導原則，大多指

記者在報導新聞時，文本上將事實與意見分開，態度上則維持公正、獨立、無成

見、不表露意識型態，摒除個人情感與主觀好惡，意即以純淨新聞的報導方式，

將新聞事件的原貌呈現給讀者，由讀者自行做判斷，不受記者意見所左右（彭家

發、蘇蘅、張寶芳、金溥聰編著，2005）。 

雖然新聞報導能否達到客觀始終有其爭論之處，但客觀性原則仍舊為新聞報

導專業守則中最重要的理念之一，亦是閱聽人用以衡量媒介表現是否符合專業的

一項標準。從新聞傳播發展的歷史來看，台灣新聞報導的專業理念與原則源自於

美國，以下便根據美國社會學者舒德生（Michael Schudson）之著作《探索新聞：

美國報業社會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1978／何穎怡譯，1993），歸納十九世紀新聞客觀性原則形成的社會文化條件與

歷史背景。 

一、1830 年代報紙商業革命 

1830 年以前的新聞從業人員對「客觀」這個名詞相當陌生，當時報紙的讀

者並不要求新聞報導要公正客觀。美國報業在 1830 年以前大致採明確的政黨路

線，多數報紙的政策是在言論上支持某一政黨（羅文輝，1991: 17-18），報紙被

認為應當報導相關立場而非抱持中立。當時辦報極端個人化，報紙的編制很小，

總編輯同時身兼記者、廣告發行和印刷，並對後台的政治老闆卑躬屈膝，而且對

於適合刊登在報紙的內容毫無概念（Schudson, 1978／何穎怡譯，1993: 19）。 

當時人們對新聞的定義也與現在完全不同，記者報導新聞時常歪曲事實或是

故意增減情節，以滿足發行人的要求（羅文輝，1991: 18）。直到 1830 年代美國

報業史上的商業革命，總編輯表達一己意見的能力才見長，新聞採訪取代了社論

逐漸成為報紙的重心。 

報紙商業革命特指當時勇於打破傳統、為後續報業建立模範的「便士報」

（penny press），便士報的特色如字面所示，售價為一分錢（一便士），而非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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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六分錢。除了價格便宜外，便士報並雇用報童於街頭叫賣，和售價六分錢

的報紙相較之下發行量相當大。第一份便士報為《紐約太陽報》（New York Sun），

於 1833 年 9 月創刊，數個月內便成為紐約最大的報紙；1834 年 1 月報份成長至

五千份，兩年內發行量則成長至一萬五千份。便士報更迅速擴展至其他都會商業

中心，如波士頓、費城和巴爾的摩（Schudson, 1978: 17-18）。 

便士報的經營之道是以大發行量來吸引廣告，而非依靠訂報費與政黨的補助

作為財源。1830 年代以前報紙只為政黨及商業人士提供服務，直到便士報出現

報紙才成為銷售給一般讀者的商品，然後再將讀者銷售給廣告主。廣告逐漸變成

純粹的經濟資訊交換，不涉及道德判斷，報紙關注的是收到廣告費與否，並無責

任探究廣告內容是否名實相符（Schudson, 1978／何穎怡譯，1993）。大多數報刊

以營運成功、獲取利潤為基本目的，廣告商逐漸取代政治集團成為報紙主要的「金

主」（彭家發，1994: 23）。 

便士報在內容上也首創先例，在其之前地方新聞只佔報紙的極小份量，報紙

也不會報導平常人的生活，便士報則聚焦在報導地緣關係接近、日常生活性的新

聞，並開創了雇用記者採訪警局、法院、商業區、教堂、社交和體育圈，經常性

地報導當地新聞，便士報不僅讓「人情趣味」新聞成為報紙的重要部分，更成為

最具特色的特點（Schudson, 1978／何穎怡譯，1993）。此則顯示媒介開始走向大

眾化的通俗路線，新聞寫作趨於趣味化（彭家發，1994）。 

商業報紙的興起導致編輯室分工日細，使報業逐漸發展出一套以提高地位與

報酬為目的的新聞專業理念，其中包括客觀報導的原則。換言之，要營利必須大

量發行，而若要大量發行，報紙言論必須超越黨派（彭家發，1994）。因此現代

人觀念中報導「真實」的新聞概念，逐漸取代評論與意見成為報紙的重心。 

二、工業革命與教育普及 

歐洲工業革命對美國造成相當大的影響，1830 年代美國教育開始逐漸普

及，民眾識字率大為提高，讀報的人愈來愈多。再加上工業產品增加，報紙廣告

收入也隨之增加，報紙發行人因此較不需要依靠政黨津貼也能獲取利潤，使報紙

脫離政黨控制，成為一種獨立企業（羅文輝，1991: 18）。 

教育普及、識字率提高刺激了人們閱讀報紙的需求，這些新的閱讀者普遍水

準不高，所以品味簡單、實際，而且重視當地所發生的新聞，此論點不但解釋報

份成長的原因，也解釋了何以便士報重視地方新聞和人情趣味新聞（Schu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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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何穎怡譯，1993）。 

三、電報的發明及美聯社的興起 

另一項促成新聞定義轉變成無黨派色彩與客觀報導的因素，與美國第一家通

訊社「美聯社」（Associated Press）的興起有關（Schudson, 1978: 4）。1844 年電

報發明之後，美國報紙開始使用電報傳遞重要消息，當時電報收費非常貴且線路

經常發生障礙，影響消息傳遞的速度。因此紐約六家報紙為了迅速報導及節省費

用，於 1848 年 5 月協議成立聯合採訪部，利用電報採訪新聞，電報費由各報平

均分攤，此即美聯社的前身（羅文輝，1991）。 

當時各報的報導立場不同，由於美聯社的新聞要提供給各種政治立場的報

社，因此必須以中立、平衡的客觀寫作方式，才能為所有的會員和客戶採用

（Schudson, 1978），以降低成本。美聯社便要求記者在報導時必須平衡地呈現各

方意見，提出證據來證明報導的正確性（如註明來源、出處及使用引號直接引

述），並將事件依適當順序來排列，此作法修正了過去政黨報紙主觀及聳動性的

報導方式（彭家發，1994），促成新聞客觀報導的原則。 

四、科學與文學寫實主義 

    1880 年代之後記者的地位逐漸提升，報社開始重視記者的學歷，記者的待

遇也不斷提高，新聞記者成為一個較常態的行業。1890 年代或其後許多記者均

受過科學訓練或崇拜科學魅力，他們深信自己應當寫實，在新聞報導中側重事實

（Schudson, 1978／何穎怡譯，1993）。 

1890 年代的寫實主義者認為真相是外在現象的呈現，一切現象均可以自然

或社會科學法則加以解釋，因此報章雜誌、文學創作都應當反映人生真相。當時

的報社也要求記者應針對事實進行報導，且報導與評論之間必須有嚴格分野，不

可夾敘夾議，以確保報導正確無誤（Schudson, 1978）。 

五、1890 年代的兩種新聞理念 

1883 年普立茲（Joseph Pulitzer）買下《紐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當

時報份約一萬五千份，1886 年則成長至二十五萬份。《紐約世界報》報份增加主

要歸功於其煽色腥主義路線，報導強調地方新聞、犯罪新聞、醜聞和社交新聞，

並運用插畫，將頭條新聞標題的字體放大、加黑，以及以獨家新聞來吸引讀者

（Schudso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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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dson（1978）將當時之《紐約世界報》、《紐約新聞報》（New York Journal）

與《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區分為「故事」（story）與「訊息」（information）

取向。《紐約世界報》與《紐約新聞報》為故事取向，報導目的在於製造令人滿

意的閱讀經驗，幫助讀者瞭解他們的生活，報紙的角色是讀者的生活指導，幫助

讀者選擇組織訊息。《紐約時報》則為訊息取向，報導原則在於呈現事實與訊息，

其客觀、公正的報導方式通常被認為比故事取向的報紙可靠。 

由於《紐約世界報》與《紐約新聞報》間之「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

競爭，報導內容充斥暴力與犯罪，報業走向煽色腥主義的報導路線。而《紐約時

報》為了在新聞界開闢一片淨土，以「事實取代說故事」的報導方針，逐漸取得

報業的領導地位（彭家發，1994），且成為報業典範。 

六、小結 

    新聞客觀性報導原則的盛行，在新聞史上是晚近的事情。1830 年代以前的

美國報業屬於政黨報業時期，由於辦報經費由政黨提供，新聞客觀性的理念在當

時並不存在，人們對新聞的定義也與現代不同。 

1830 年代以後美國報業史上的商業革命促使便士報出現，新聞取代評論成

為報紙的重心，且報紙成為銷售給一般讀者的商品。再加上工業革命的發展、教

育普及使得識字率提高等社會環境的轉變，讀報的人愈來愈多、報紙廣告收入增

加，報業不再需要依靠政黨補助，逐漸成為獨立的企業。 

    此外，1844 年電報科技的發明與 1848 年美國第一家通訊社美聯社成立，也

促成客觀性報導原則的出現。由於使用電報傳遞消息收費昂貴，為了能迅速報導

與節省費用，美聯社的新聞必須以中立、平衡的客觀寫作方式，才能提供給不同

政治立場的報社，此為新聞客觀性報導的濫觴。由上述可知，十九世紀新聞客觀

性原則的歷史源起在當時具有商業利益的考量。 

    新聞客觀性原則代表著一種理想，記者報導新聞時須將事實與意見分開，摒

除個人的主觀價值，並以事實為報導的基礎。但近年來由於媒體八卦化與市場導

向新聞產製的影響，再加上網路媒體的興起，新聞客觀性原則已受到挑戰，不時

可見新聞媒體錯誤報導或違反新聞專業的案例。下一節則接續回顧傳統新聞學中

新聞與新聞專業的相關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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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新聞學的新聞概念 

    傳統新聞學中具有兩種專業意理，分別為中立性的「守門人」意理（neutral 

gatekeeper）與參與性的「鼓吹者」意理（participant-advocate）。守門人意理重視

專業技術與責任，強調報導的客觀，力求將事實與意見分開，並將正反意見兩面

並陳，記者的職分在於反映現實，做一個冷眼旁觀的人。鼓吹者意理則希望記者

能積極參與實際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種理想或目的，成為社會的批評者與闡釋

者。此兩種意理互相衝擊，對「客觀」有不同的看法，守門人意理將客觀視為崇

高的理想及新聞專業化的具體表現，希望能將外在世界忠實反映出來。但對鼓吹

者意理而言，客觀是不可能實現的神話，且常被利用為權勢階層保護既得利益的

工具（李金銓，2000）。 

    其中守門人意理一直居於主流地位。記者透過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提高新

聞的客觀程度（李金銓，2000）。而要求新聞必須達到中立、客觀與平衡的說法，

進一步促成新聞專業化的理想，形成新聞常規的主要內涵，並直接影響新聞記者

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因此「新聞」可視為新聞工作者根據一套外在標準（新聞價

值）以及內在工作程序（組織常規）所生產的資訊成品（臧國仁，1998: 20）。 

    以下分別針對新聞學中的新聞定義、新聞價值、新聞線索與消息來源、新聞

專業等概念進行說明。 

一、新聞定義 

「新聞」並沒有一個簡單且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因為定義會隨著時空而不

斷改變（Brooks, Kennedy, Moen & Ranly, 1992／李利國、黃淑敏譯，1995: 7）。

古今中外有許多解釋，但都不是絕對的，往往最新的定義出現，便可能否定先前

的定義（王洪鈞，1955）。傳統上，新聞學者都以經驗性法則來描寫影響新聞選

擇的因素，亦即新聞工作具有一套慣常程序（彭家發、馮建三、蘇蘅、金溥聰編

著，1997: 472）。一般新聞學領域的教科書在定義何謂新聞時，除了列舉各方看

法來說明新聞的意涵之外，也會從新聞價值的標準回過頭來界定新聞的內涵。 

赫頓詞典（Haydn’s Dictionary）曾蒐集到一則有趣的新聞定義，這則定義說：

「新聞是發生自北（North）、東（East）、西（West）、南（South）的事情」，因

此取其英文字母的開頭字合成 News，成為新聞。不過這種說法並無學理依據（方

怡文、周慶祥，1999: 6；錢震原著，鄭貞銘、張世民、呂傑華增修，2003: 3），

此說法雖然只是巧合，卻也點明了新聞就是四方所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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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演變，許多報界人士或新聞學者都曾試圖為新聞下定義：早期西方

報界人士最流行的說法「狗咬人不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美國新聞學教

授白蘭雅（Willard Bleyer）認為「新聞是任何具有時間性，並且能使一些人感到

興趣的東西。最好的新聞，乃是能使最大多數的人感到最大興趣之新聞」（錢震、

鄭貞銘等，2003: 4-5）；李普曼（Walter Lippmann, 1965）則指出，新聞報導是基

於新聞室一連串選擇的過程而來，是媒體對事件的詮釋，並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

（Wall, 2005: 154）。 

其實新聞最原始的意義就是消息，可以經由口頭傳述，也可以見諸文字記

載。新聞一詞在中國唐宋時的書籍文稿中即已出現，當時的新聞有新近聽說的消

息及新知識的意思，但多指尚未成熟而又不太可靠的消息或報導而言。現在通行

的新聞二字與英文 News 一詞的涵義一致，指最近發生或發現的少有新鮮人事

物，經由媒體報導出來的內容，都可概稱為新聞（錢震、鄭貞銘等，2003: 3）。 

錢震、鄭貞銘等（2003: 9-10）綜合各方對新聞的定義，認為密蘇里新聞學

院前院長莫特（Frank Luther Mott）對新聞的定義頗有可取，因此根據其為新聞

所下的基本定義：「新聞是新近報導的事情」，將之補充定義為：「新聞是具有重

要性或趣味性事情的新近報導，這種報導，必須正確而適宜」，並指出這個定義

包含了下列各項要點： 

（一）重要性與趣味性：這兩項要求可概括多數人對於新聞的不同觀點，舉凡新

聞一定要具有重要性及趣味性，才能吸引讀者的閱讀興趣。 

（二）新近報導：這項要點指的是時間性，即新聞報導的內容一定是最新發生、

發現的事，可以令人感到新鮮與新奇。 

（三）正確：這一點可視為是新聞定義的首要關鍵。因為不正確或非事實的報導

不應被視為新聞，只能被視為欺騙或造謠。 

（四）適宜：所謂適宜包括該不該報導（如是否洩露國家機密或妨害善良風俗

等），與是否誇大渲染或淡化隱晦等過猶不及的問題。 

王洪鈞（2000: 5）則指出，現代新聞結合攝影、廣播、電視、電腦及衛星等

傳播科技，呈現多樣性的型態，其涵義可歸納為下列五點： 

（一）新聞並非事件，乃是對事件或觀念所作之報導，或稱資訊。 

（二）新聞是新聞記者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所作之報導。 

（三）新聞基於大眾瞭解環境並適應環境變化之需要而產生。 

（四）新聞必為及時而正確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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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聞因傳播科技變革及時代需要而有不同形態與報導方式。 

綜合上述說法，可知新聞的構成不外乎「正確」、「時間性」、「讀者興趣」、「重

要性」等要點，且是新聞記者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所報導出來的內容。 

二、新聞價值 

記者或編輯在從事新聞產製工作時，總是有一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面對，例

如，這個事件值不值得去採訪？值不值得報導？要用多少字或多少時間報導？應

該以什麼角度報導？要不要加以解釋或補充一些什麼資料？放在哪一個時段以

什麼方式播出？應該編在哪一版的什麼位置？要用多大標題？若要回答這些問

題，則需要一些衡量新聞價值的標準（李茂政，2005）。 

「新聞價值」的概念於 1922 年時，李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民意》

（Public Opinion）一書中已提及，意指新聞從業人員在選擇新聞題材時所依據

的標準（翁秀琪，2001: 109）。密蘇里新聞學院教授 Brooks 等（1992）則指出，

新聞價值為新聞工作者用以決定哪些事實組成新聞報導、哪些新聞比其他更適合

報導的標準。換言之，新聞工作者以新聞價值為準則，從眾多資訊中篩選出最具

新聞價值的內容來報導，也根據新聞價值來組織內容，決定前後次序（陳瓊如，

2000: 9）。 

至於新聞工作者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找出最有價值的新聞，王洪鈞

（1955）指出，尋找新聞價值的唯一根據就是讀者興趣，讀者興趣愈高、讀者範

圍愈廣，新聞價值也愈大；而衡量讀者興趣及範圍廣狹的標準有時宜性、接近性、

顯著性、影響性及人情趣味五項標準。如今市場競爭越來越大，新聞工作者必定

會更在意讀者的需求，總要從讀者的角度來決定或尋找報導的內容（Brooks et al., 

1992╱李利國、黃淑敏譯，1995）。 

根據一般新聞學領域的教科書，可歸納出一些普遍的新聞價值衡量標準，如

時宜性、顯著性、接近性、衝突性、重要性、影響性、異常性、變動性、人情趣

味等（王洪鈞，1955，2000；李茂政，2005；彭家發等，1997；Lanson & Stephens, 

1994; Mencher, 1986），通常一項社會事件包含愈多價值變項，新聞性就愈高（臧

國仁，1998）。 

彭家發等（1997）則指出，新聞價值衡量的標準包括主觀及客觀標準： 

（一）主觀標準（或稱新聞主觀論）：由新聞供給者層面出發，包括獨家新聞、

功能性新聞與社教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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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觀標準（或稱讀者導向論）：客觀的標準是以讀者為導向，包括時效性、

接近性、顯著性、重要性、戲劇性。 

新聞價值的判斷則是一項具有難度的工作，從新聞記者接獲訊息決定這則新

聞值不值得報導，到採訪主管認為重不重要，以致於編輯對一則新聞賦予多大的

版面，新聞價值之判斷都可能出現不同的看法（方怡文、周慶祥，1999: 23）。影

響新聞價值決策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四點（Ward, 2002: 32-33）： 

（一）記者的個人價值及信念：記者在判斷新聞價值時，難免會受到主觀因素的

影響，與記者的教育背景、居住地理環境等有關。 

（二）新聞組織結構及組織文化：新聞室會進行篩選，判斷何者是最值得報導的

新聞。 

（三）社會經濟體系的影響：為了獲取較多廣告利潤，新聞媒體通常會刊登多數

人想看的東西。 

（四）記者的能力與程度：指記者是否只遵循既定的慣常程序或是新聞價值，是

否會思考報導這一則新聞的原因何在。 

而到了資訊流通快速的 90 年代，新聞選取的標準變得更廣，大致可歸納為

實用、讀者興趣以及相關性三個標準；其中讀者的興趣與需求會不斷影響新聞記

者對新聞所下的定義。這種標準造成新聞脫離傳統上只是記錄一切的模式，必須

突出報導中對讀者的意義所在，進而成為相關性、實用性和娛樂性高的文章

（Brooks, et al., 1992／李利國、黃淑敏譯，1995）。 

三、新聞線索與消息來源 

對記者來說，沒有新聞線索就沒有新聞故事，記者的採訪工作起自於對新聞

線索的掌握、判斷及採用。傳統新聞學中即明言，觀察、訪問和研究為新聞採訪

的三大要點（彭家發等，1997）。但新聞線索只是尋找新聞的發端或起點，並不

等於新聞，記者必須在採訪路線上不斷的掌握採訪線索，追蹤線索的發展情形，

所以找線索是記者必備的工作能力（聯合報編輯部，1998: 4）。此挖掘或辨識新

聞的能力，即新聞學中所謂之新聞鼻或新聞感。 

記者與消息來源間之互動關係則造就了新聞，記者的工作即是在眾多的事件

和消息來源中，挑選較具新聞價值以及符合組織要求的資訊加以報導成新聞。根

據 Gans（1979）的說法，消息來源屬性可以易得性及易用性來說明（蘇惠君，

2006: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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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易得性：易得性高的消息來源，具有提供消息的高度意願、能力和高權力、

地理性以及社會接近性等特質，且易被記者選為互動對象。 

（二）易用性：記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蒐集新聞資訊，而消息來源是否能提供

完整且深入的資訊，便成為記者選擇互動對象的主要標準之一。 

       新聞媒體組織通常會將記者區分為各種採訪路線，而記者必須經常來往於路

線中的重要機構尋覓新聞題材與訪問消息來源，且需判別事實真偽，決定新聞價

值之高低。為了達成傳統上稱為「守線」的目的，路線中較為重要的機構成為記

者每日聯絡的對象並定時拜訪，這些機構的共同特徵是以官方建制單位為主，或

其他具有影響力之非建制機構（如大型領導企業或非營利性事業）（臧國仁，1998: 

10）。 

過去有關新聞記者與消息來源互動的研究顯示，記者慣於引用官方消息來

源，可能原因為官方消息來源較為固定、好找，且官方發言較具權威性。相對於

企業而言，記者傳統上認為官方立場較客觀且無利益糾葛，因此習於將引述官方

立場視為是專業意理的表現，或視為是新聞可信度的重要表徵。但新聞媒體倚賴

官方消息來源的結果，可能使新聞報導成為政府御用管道，失去新聞媒體監督政

府的責任（臧國仁，1998: 13-14）。 

由於消息來源所提供的資訊不一定具有可信度，遇到有疑問的消息，記者必

須查證屬實之後才能報導。但有時候記者明知消息來源提供的資訊不可靠，卻可

能由於此消息非常重要，或為了爭取獨家新聞，仍會在未查證前便加以報導（羅

文輝，1994）。 

在新聞史上，新聞界受消息來源利用而發佈錯誤消息的最有名案例是 1950

年代發生之「麥卡錫事件」。當時美國參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演說

中指控美國國務院雇用大批共黨份子及同情共黨的人，宣稱國務院中至少有兩百

人是共黨份子，而且他擁有這份名單。事實上沒有人見過這份名單，但美國新聞

界在未查證的情況下，報導了麥卡錫的言論，後來證明麥卡錫對美國國務院的指

控完全沒有事實根據（羅文輝，1994: 58）。 

    另一則發生在台灣的新聞錯誤報導案例，為 2006 年 8 月 18 日《聯合報》在

頭版刊登之獨家新聞〈趙建銘賣 13 克拉巨鑽〉，報導內容指出： 

台開案被告趙建銘、蘇德建等人獲交保後，國內珠寶界最近傳出蘇

德建正分批變賣手中珠寶，其中包括趙建銘所有的一顆十三克拉方型鑽

戒，日前已賣給香港周生生珠寶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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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指出，趙建銘的方型鑽戒，經鑑定為 F 級的高檔貨，當初

購價為一千六百萬元。台開案爆發，趙被羈押獲交保後，委託蘇德建出

售，原打算以一千三百萬元賠售……（聯合報，2006. 8. 18: A1）。 

由於《聯合報》未落實查證工作及平衡報導，基於取得獨家新聞的心態，而

引用錯誤消息來源成為一則烏龍事件。《聯合報》編輯部則於 8 月 20 日刊登啟事，

指出此報導未向趙建銘與蘇德建查證，對兩位當事人及讀者致歉。 

四、新聞專業 

「專業」一詞意指一項事業的從業者須具備高度的專門知識，且具有異於其

他一般職業的特性。最初專業是指專門知識的運用，而後專業所包括的概念擴展

為經過嚴格的教育訓練、有一定資格（或開業執照）、有嚴密的組織及紀律、以

及具有相當的自主權可直接對社會負責，並以服務社會為目的（李茂政，2005: 

371）。 

一般專業的概念在應用上，不但代表擁有特殊專門工作技藝與工作表現者，

同時也代表社會上對該職務的尊稱與權威。因此專業／專業性概念的生成可說是

對應於社會的歷史以及社群的價值認知系統，意即專業或專業人員是在社會成員

共同同意下，在此體系中擁有特殊技能或知識者（黃芝瑩，2001: 22）。 

（一）四大傳統專業對專業概念的影響 

專業概念相當古老，也是職業世界中的一種現象。從專業形成的歷史發展

中，可看到神學、法律、教育與醫學四大傳統專業的興起，是因應時代的特殊背

景與需要，也因其職業特性而為專業一詞注入不同面向的概念意涵。其中，神學

專業為專業概念注入服務精神的倫理原則；法律專業為專業概念注入自主性、專

業組織與為案主服務等重要特徵；教育與科學專業使專業概念重視專業知識體系

的建立與發展，並強調專業的從業人員應受過長期的教育與訓練；醫學專業則為

專業帶來高自尊與高所得的崇高社會地位（錢玉芬，1998）。 

這些由不同專業所注入的意涵與特質，在專業特質理論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角

色，許多研究者皆以傳統專業的職業特徵來定義專業並建立理論。雖然四大傳統

專業為專業概念所注入的意義，在不同行業中可能有不同程度或現象的展現，但

仍是專業概念中重要的基本意涵（錢玉芬，1998）。有關四大傳統專業對專業概

念意涵的影響參考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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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四大傳統專業引入之專業意涵對照表 

傳統專業名稱 引入的專業意涵與專業特質 

神學 無私無我的服務倫理 

法律 自由主義的精神（自主性） 
重視案主的權利 
重視專業組織的建立 

教育（科學） 重視知識體系 
主張長期訓練 

醫學 高自尊 
高所得 

資料來源：《新聞專業性概念結構與觀察指標之研究》（p. 51）， 
錢玉芬，1998。 

新聞專業的主張則出現在 20 世紀初，傳播學者 Lawrence 於 1903 年所著《新

聞是一門專業》（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一書中，宣稱新聞工作是一項專業。

著名報人普立茲（Joseph Pulitzer）曾欲捐錢給哈佛大學成立傳播科系但遭到婉

拒，拒絕的理由在於該校認為新聞事業僅是技術（craft），無須成立專屬科系，

此舉奠定了新聞是否為專業之爭議的開端（錢玉芬，1998: 53）。 

新聞是否為專業的問題始終是一條模糊的線，新聞學者 Barber（1963）認為，

以「逐漸顯現的專業」或「邊緣的專業」（emerging on marginal professions）來描

繪新聞事業的專業地位最為適合（彭家發等，1997: 233；羅文輝，1993: 7）。 

傳統專業人員如醫師、律師等，通常必須接受長期的專業訓練，並通過特定

的考試，取得執照後才能執行業務。但新聞記者不一定需要接受正式的新聞專業

教育，也不需要通過考試或取得執照便可以從事新聞工作，而新聞專業組織也未

能像其他傳統專業組織一樣具有全面的影響力。再加上一般人對傳統專業人員的

工作表現（如醫師的處方）常無法評估，但對於新聞記者的工作表現，卻不需要

具備太艱深的專業知識便可以提出評論（羅文輝，1993）。 

（二）新聞專業的概念內涵 

專業應具備知識、自治及道德三項特質。知識面向指專業人員執行業務時需

具備之專門知識與技能，來自於長期的專業教育及經驗；自治面向指專業人員在

工作的時候，能獨立自主，不受外界干擾；道德面向則是指專業人員應具備高度

的責任意識，經由專業組織及道德規範履行自律，且具有為公眾服務的信念（羅

文輝，1993；Sing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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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玉芬（1998）在研究新聞專業性指標時，曾透過應用相關文獻與實徵資料

的對話，指出新聞專業性概念結構不管在行業面、組織面或個人面，皆是由「專

業倫理」與「專業知能」兩個核心構成。在專業倫理中包括「專業自主」（即自

由原則）與「社會責任」兩項次概念；專業知能則包括「專業知識」與「專業技

能」兩項次概念。 

個人層面的專業性表現在新聞工作者個人對工作的信念、態度與行為上，新

聞專業概念內涵說明如下（錢玉芬，1998）： 

1. 新聞專業倫理：存在於新聞工作相關社群的成員中，一套對於新聞工作本質

的意識型態，包含專業自主與社會責任兩個概念。 

（1） 專業自主：指從事新聞工作時，媒體與新聞工作者能自由做決定，免

於政治、組織或其他來源等壓力之控制或影響，包含外部自主與內部

自主兩個面向。 

（2） 社會責任：指媒體或新聞工作者維護公眾權益的責任，包含真實原

則、公正原則、仁慈原則與管理服務原則。其中真實原則意指處理新

聞時謹守忠於事實之原則，包括正確與客觀；公正原則意指處理新聞

時應避免偏見；仁慈原則意指處理新聞時應避免令人受苦或遭受傷

害；管理服務原則意指媒體或新聞工作者願意限制自我利益，以閱聽

人之利益為上。 

2. 新聞專業知能：從事新聞工作所需要之相關知識與技能，包括新聞專業知識

與新聞專業能力兩個概念。 

（1） 新聞專業知識：指新聞工作相關的系統性知識，即所謂「knowing 

what」陳述性知識。 

（2） 新聞專業技能：指執行專業知識的各種能力，即所謂「knowing how」

程序性知識。 

（三）客觀性原則 

    客觀性原則為新聞專業最重要的理念之一，意指記者在報導新聞時將事實與

意見分開，態度上則維持公正、獨立、無成見，摒除個人情感與主觀好惡（彭家

發等，1997）。新聞報導必須遵循客觀、公正與正確三項標準（Pavlik, 2001: 93），

記者寫作時以純淨新聞為主，依照倒金字塔公式在導言中將 5W1H（what, when, 

where, who, why and how）的要素表現出來，在新聞的軀幹（body）中再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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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要性遞減的順序來描述其他事實（羅文輝，1991）。 

新聞客觀報導常見作法可歸納為以下六項原則（陳瓊如，2000: 13）： 

1. 倒金字塔寫作方式：將最重要的事實（5W1H）放在導言，之後再依事件的

重要性依序排列。 

2. 引用可靠的消息來源：任何意見或觀點都必須引註消息來源，且盡量使用具

有權威的消息來源，如政府機構、官員和專家學者是經常被引用的消息來源。 

3. 強調事實：新聞報導必須使用具體的事實來說明，盡量提出證據，且所報導

的人名、數據都應做到正確無誤。 

4. 平衡報導：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應讓爭議各方都有表達意見的機會，不應

只報導某一方的意見。 

5. 意見與事實分開：凡具有爭議性的字眼或觀點，都必須適當地使用引號，以

表示忠於事實，非記者主觀之判斷。 

6. 用詞中立：為了描述現場氣氛或當事人的情緒，新聞中不免使用形容詞，而

形容詞的使用已主觀加入記者的情緒判斷或個人感受，因此應盡量使用中性

的形容詞。 

根據新聞客觀報導原則，記者從事採訪工作時必須引用可靠消息來源，且 

確保每一則新聞都有事實根據。新聞史上有名的記者虛構情節、捏造新聞案例，

為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珍妮‧庫克（Janet Cooker）以「吉米的世界」為題，

捏造一位八歲小男孩吸毒注射海洛因上癮的新聞故事。此篇報導得到 1981 年普

立茲新聞特寫獎，事件被揭發後，普立茲新聞獎委員會將該獎項收回。對於此事

件，庫克向報社提出辭呈，並在該報第一版發表聲明指出：「這篇報導是嚴重的

虛構陳述，我深為遺憾，我向所屬的報紙、我的職業、普立茲獎委員會，以及所

有尋求真理的人道歉」（方怡文、周慶祥，1999: 488）。 

    此外，成立超過一百五十年的美國《紐約時報》亦於 2003 年 5 月爆發記者

布萊爾（Jayson Blair）捏造與抄襲新聞的醜聞。布萊爾從 2002 年 10 月底奉派採

訪全國新聞開始，到 2003 年 5 月 1 日辭職為止，所撰寫的七十三篇報導中，至

少有三十六篇是捏造杜撰或抄襲的作品。《紐約時報》發現布萊爾「屢次犯下新

聞採訪的劣跡」，包括剽竊他報內容、捏造別人的談話、對自己去處交代不清等

（朱邦賢編譯，2003 年 5 月 12 日）。 

另一則新聞造假案例，為台灣於 2007 年 3 月發生之 TVBS 記者拍攝「黑道

持槍嗆聲錄影帶」事件。3 月 26 日 TVBS 首先播出一則獨家新聞，內容為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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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黑道份子周政保於汽車旅館中持槍向昔日大哥嗆聲的錄影帶，當天其他電視

新聞媒體也陸續播出。當時 TVBS 表示是由周政保主動寄出錄影帶，但經過警方

調查之後，證實錄影帶為駐南投記者史鎮康自導自演拍攝。事件爆發後引起各界

嘩然，TVBS 記者最後則被免職。 

雖然絕對的新聞客觀性不可能存在，但從記者決定報導哪一則新聞開始、到

從哪一個角度去報導、含括哪些事實在新聞內容等，即為一連串的主觀選擇過程

（彭家發等，2005: 113），記者必須達到與事實最接近的報導，否則便是欺騙讀

者。經由上述捏造新聞案例，可知「正確」與「真實」為新聞報導時最基本的原

則，並顯示新聞記者專業道德操守的重要性。 

五、小結 

 傳統新聞學遵循中立的守門人意理，將客觀性原則視為最重要的新聞專業理

念，新聞報導應遵循客觀、公正與正確等標準，記者寫作時需摒除個人主觀價值，

將外在世界忠實反映於新聞報導中。新聞客觀性原則常見的作法則包括倒金字塔

的寫作方式、引用可靠的消息來源、強調事實、平衡報導、意見與事實分開、用

詞中立等。 
 而新聞記者的工作在於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為讀者守門選擇出最有價值的

訊息報導成新聞。因此，傳統上將新聞定義為新聞工作者根據一套外在標準（新

聞價值）以及內在工作程序（組織常規）所生產的資訊成品，是記者經由大眾傳

播媒體所報導出來的內容。 
其中，新聞媒體組織通常將記者區分為各種採訪路線，記者固定來往於路線

中的機構尋找新聞線索與訪問消息來源，因此可說記者與消息來源的互動關係造

就了新聞。但由於消息來源提供的資訊不一定正確或具有可信度，記者必須透過

查證工作以判斷事實真偽，並選擇具有新聞價值的消息報導成新聞，否則可能為

消息來源所利用，而出現錯誤或偏頗的報導。 

記者在衡量新聞價值時一般以讀者興趣為主要根據，包括時宜性、接近性、

顯著性、影響性及人情趣味等標準。由於新聞專業倫理認為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必

須擔負社會責任、具有為公眾服務的理念，體現在新聞報導上則為正確、客觀、

忠於事實、避免偏見等原則，並需選擇與公眾利益相關的訊息加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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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路新聞的發展 

1995 年網際網路興起，那一年微軟正式將上網功能加入視窗軟體中，可稱

之為「網路元年」（吳筱玫，2005），網路因而成為繼印刷、廣播及電視以來的第

四種傳播媒介（Deuze & Yeshua, 2001: 275）。由於網路媒體的特性，使閱聽人可

以選擇其所需要的資訊內容，同時也可成為資訊的傳播者、發表者，此時新聞的

概念則會趨於模糊（Ward, 2002）。 

因此當網路此一兼具大眾傳播與人際溝通的多面向媒體，成為閱聽人生活中

不可或缺的必需品時，勢必會對傳統新聞產製及專業的概念產生影響或挑戰。以

下首先由網路新聞的定義出發，進而探討網路新聞的發展樣貌。 

一、網路新聞的定義 

線上新聞評論（Online Journalism Review）主編 Larry Pryor 認為，網路新聞

必須與網路閱聽人對話，並透過網路社群讓閱聽人參與新聞的選擇，滿足其資訊

需求及提供加值服務。Larry Pryor 描述網路新聞發展經歷三次浪潮（李茂政，

2005；彭家發等，2005）： 

（一）第一次浪潮（1982-1986 年，延續至 1992 年結束）：以好幾個試驗性的網

站作為開端，當時主要是在個別公司的專屬軟體上提供資訊，2如銀行、

購物資訊、遊戲或電影購票等，兼有聊天和電子布告欄。 

（二）第二次浪潮（1993-2001 年）：新聞組織開始加入網路行列，新聞上網，平

面報紙媒體紛紛架設網路新聞版，如《紐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

頓郵報》等。此外，各電視台及雜誌社也推出網路即時新聞，如 CNN、

ABC、CBS 等。 

（三）第三次浪潮（2001 年以後）：進入無線寬頻時代，隨著頻寬愈來愈大，網

路新聞提供的內容也愈來愈加強，各個網站都以獨特的內容與服務取勝，

如分類廣告服務、社區消息服務，軟體、音樂免費下載或新聞預告等。此

外，網路新聞的提供者因為有了知識庫（news library），開始提供個人化

新聞服務，訂戶可自由選訂財經、股票、科技、球賽、娛樂等國內外新聞。 

從網路新聞的發展歷程來看，有人認為最早由電子郵件（E-mail）所傳遞的

訊息就是網路新聞；有人則認為網路新聞組（Newsgroup）是網路新聞的濫觴。

                                                 
2 1982 年到 1992 年提供的線上資訊服務有 CompuServe、Knight Ridder、Prodigy，現在所熟知

的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 AOL）在 1989 年便已出現（彭家發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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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卻指出，網路新聞組中的討論問題大都不具新聞性，因此主張由報紙、電

視台、廣播電台、雜誌社、通訊社等，在其經營網站上所發佈的新聞才是網路新

聞；但也有人認為，只要具有新聞價值的網路訊息均可稱為網路新聞（周慶祥，

2005）。 

若從新聞學的面向來看，網路新聞本質上具有「網路」和「新聞」兩項特質，

亦即各種機關或個人在「網路」上利用網路技術和網路功能，所發佈具有「新聞

價值」的訊息皆為網路新聞。根據此一定義，網路新聞應包含三個層面（周慶祥，

2005: 87）： 

（一）網路新聞是以電子技術、數位技術、TCP/ IP 協議為特徵所發送的訊息。3 

（二）網路新聞應是經「網際網路」的傳播管道所流通的訊息。 

（三）網路新聞傳播的主體不只包含新聞專業機構，也包含私人經營的網站與發

佈的訊息。 

根據上述定義可知，網路新聞的形式並不侷限於傳統新聞媒體所發佈的新

聞，凡個人透過網際網路管道所傳送的訊息也可稱之為網路新聞，但仍以具有新

聞價值的訊息為評斷標準。 

網路新聞傳播的主體特性則與傳統新聞媒體不同：傳統新聞媒體需要龐大的

資金與人力，傳播主體以專業的新聞組織與新聞工作者為主。而網路新聞媒體由

於進入門檻較低，只要一台電腦便可架設新聞網站，使網路新聞的主體產生了多

元變化，非專門的新聞傳播機構與個人均加入網路新聞傳播的工作行列，這些網

路媒體包括（李茂政，2005: 163；周慶祥，2005: 101）： 

（一）傳統新聞媒體上傳網站的「上網媒體」。 

（二）沒有傳統媒體支撐的「網路原生媒體」。 

（三）不以傳播新聞為主的「網上非專業新聞機構」（如 Yahoo! 奇摩、商業機

構的網站）。 

（四）基於興趣所建立的「個人新聞網站」。 

除了上述之外，透過電子郵件、網路聊天室、電子論壇、個人網站或網頁等

傳播新聞訊息的個體，也可視為有別於傳統的新聞傳播主體。 

二、網路新聞傳播特性 

由於網路新聞是藉由網際網路大量傳輸新聞，其特質反映在網路新聞傳播

                                                 
3 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路協定），為網

際網路的母語，是讓電腦能在網際網路互相溝通的語言，即網路位址（周慶祥，2005: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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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產生了有別於傳統媒體的特質（周慶祥，2005；Dessauer, 2004; Deuze, 2003）： 

（一）超文本與超連結：傳統線性文本作者與讀者的界線清楚，但在超文本的互

動功能中，允許訊息接收者與傳送者互動，甚至參與文本的創作，使得作

者與讀者的界線越來越模糊。超連結則提供網路使用者在瀏覽新聞的過程

中，可自由選擇與串連相關資訊或原始資料，使文本有不同的解讀方式，

強化了報導的深度與廣度。 

（二）多媒體：指各種媒體的科技特性相互融合而延伸人類感官功能的特性，多

媒體融合了文字、影像、聲音、圖形、動畫等，使訊息傳遞更為豐富。 

（三）互動性與去中心化：在資訊傳播的過程中，互動性代表資訊的傳播與接受

者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溝通模式，如記者或編輯可以透過聊天室與網友座

談，而網友也可將自己的意見於討論區上發表，亦即每個人在網路傳播過

程中同時扮演資訊傳達與接收反應兩種雙重的角色。去中心化的特性則代

表網路媒體擁有者不再有絕對的控制權，訊息的傳送者與接收者處於平等

地位，閱聽人不再是被動接收媒體傳遞的訊息，而是具有主動性的特質。 

（四）即時性：訊息快速傳播是網路新聞傳播的主要特性之一，其體現在時效上

的兩種形式為：1. 新聞即時上網；2. 線上新聞即時更新。 

（五）個人化：網路是集「大眾」與「分眾」特色於一身的媒體，除了提供大眾

需求的一般新聞之外，還可針對不同閱聽人的需求開闢不同分版，蒐集較

為分眾化的新聞。與傳統媒體新聞相比，閱聽人可更自由選擇自己所需的

資訊，包含資訊的內容及接收資訊的時間與方式。 

三、網路對傳統媒體的影響 

網際網路兼具科技與媒體的特質，所帶來的不僅是傳播技術的進步，也對傳

統媒體之新聞記者、新聞內容及閱聽人等各面向帶來影響。 

首先，數位科技的進步提供記者較以往更方便、快速的寫作採訪與傳輸工具

（Pavlik, 1999）。過去記者到外地或出國採訪，一般透過電報、電話或傳真等方

式將稿件傳回編輯部，不但成本較高也消耗時間，現在則只需透過電腦便可使用

網路將稿件迅速傳回（陳萬達，2007: 24），提高了新聞記者的工作時效。 

在新聞內容方面，由於網路具有多媒體的特性，是一種集文字、圖像與影音

為一體的多媒體平台，為新聞提供更豐富的報導素材（陳萬達，2007；Pavlik, 

1999）。除了內容呈現的方式，記者也會使用網路尋找新聞線索或查證資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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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輔助新聞報導的工具。一般而言，記者使用線上檢索的主要用途包括：（一）

事實查證；（二）尋找報導的線索；（三）查詢報導的背景；（四）尋找更具深度

的報導資訊；（五）為了長期報導找線索；（六）搜尋突發新聞（周慶祥，2005: 124）。

由於網路上有許多具有新聞價值的線索與訊息，經常被記者引用並作為消息來源

加以報導，為新聞工作開創了另類的訊息來源。 

網路對傳統媒體最重要的影響，則在於其與閱聽人關係的轉變（Pavlik, 1999: 

58）。由於網路具有互動性特質，使閱聽人與媒體間之雙向溝通增強，如讀者可

透過電子郵件或討論區的功能即時反應意見，較過去透過報紙讀者投書的方式快

速許多。此外，網路提供閱聽人近用媒體的機會，閱聽人不再是單向接收媒體的

訊息，也可透過網路主動搜尋獲取新聞資訊，使得傳統媒體的地位下降，閱聽人

不再依賴其提供與選擇過濾資訊（陳萬達，2007；Hall, 2001; Scott, 2005），展現

出「主動閱聽人」的特質。 

四、國內新聞網站的發展歷程 

吳筱玫（2005）分析台灣 1995 年至 2005 年網路報之概念流變，將其發展概

分為三個階段，說明如下。 

（一）複製期（1995-1998 年），將既定之辦報觀念套用到網路中：1995 年中時

報系推出《中時電子報》，是第一家主流平面媒體提供網路報服務，之後

三年，各家平面、廣電媒體紛紛跟進。 

（二）探勘期（1999-2001 年），為嘗試錯誤期，適者生存，不適者淘汰：1999

年網路熱潮達到頂峰，聯合報系與東森集團分別推出《聯合新聞網》及《東

森新聞報》，以及 PC Home 集團原生電子報《明日報》問世，於 1999 年

成立，2000 年 2 月正式上線，2001 年 2 月結束。 

（三）重整期（2002-2005 年），個人媒體之影響力逐漸浮出檯面：2002 年以後

擅長行銷的香港壹傳媒接手《明日報》工作人員，發行《壹週刊》，《蘋果

日報》隨後在台創刊，新聞報導走向八卦娛樂化。此階段部落格則逐漸興

起，除了個人使用者之外，獨立報紙如《南方》開始結合部落格機制，台

灣獨立媒體也以部落格形式出現，各大主流媒體及旗下的記者、主播也紛

紛推出自己的部落格。 

    在國內傳統平面新聞媒體中，《中國時報》首先於 1995 年 9 月推出《中時報

系全球資訊網》，隔年 1996 年更名為《中時電子報》，提供《中國時報》、《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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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及《中時晚報》三報部分新聞的全文內容。聯合報系則於 1999 年 9 月成

立《聯合新聞網》，《聯合新聞網》有專屬的記者編制，但主要新聞內容仍以轉載

原有平面媒體的內容居多。此外，其他報社也相繼成立新聞網站，如《自由時報》、

《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但皆以平面媒體內容電子版呈現（陳萬達，2007；

彭家發等，2005；蔡淑如，2000）。 

    2000 年初的網路榮景以及對總統大選議題的新聞需求，東森媒體集團於

2000 年 3 月成立《東森新聞報》，增編網站記者與編輯，成為台灣第一家以電視

台為母媒體的專業新聞網站（陳萬達，2007: 8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號稱華文地區第一份網路原生電子報的《明日報》於

2000 年 2 月正式上線，2001 年 2 月宣布停刊，營運時間約一年。《明日報》精準

運用網路特性，鎖定實體的傳統報紙為競爭對象，以高價聘請上百名記者，每小

時發稿一次，資訊產量遠非傳統報紙所能及。但《明日報》的失敗也在於未能掌

握網路特性，網路訊息變化快速，耗費人力金錢做即時更新，造成財務上沈重的

負擔，雖然流量衝高，但一則流量無法轉換成廣告，二則使用者並無付費習慣，

何況當時台灣經濟景氣進入寒冬，找不到獲利模式，終究免不了結束的命運（吳

筱玫，2005: 15）。 

《明日報》停刊之後，其「個人新聞台」的機制由於使用者在網路上發起自

救活動而保留至今。當初《明日報》設置個人新聞台原是想體現「平民記者」的

理念，提供頻道讓網友發聲，推出後卻發現多數網友不當記者，而以新聞台書寫

個人心情札記。個人新聞台被視為不受商業干擾的社群機制，其精神與 2003 年

後風行的部落格相同，也促使台灣對部落格的接納速度超乎想像（吳筱玫，2005: 

16）。 

1990 年代末期 Blogger、LiveJournal 及 Weblogger 等網站即開始提供部落格

服務（Haas, 2005），國內則於 2002 年 10 月藝立協社群成立「正體中文 blog 資

訊中心」開始推廣部落格，至 2005 年底為止，各大入口網站如奇摩、蕃薯藤及

PChome 等也紛紛推出免費部落格申請，由於操作簡易與成本較低，擁有自己的

部落格可說已成為一項流行。 

部落格是一種通過註冊就可以擁有的個人網頁，此種傳播方式為個體提供了

資訊生產、累積、共用、傳播的獨立空間，可以從事面向多數人的、內容兼具私

密性與公開性的資訊傳播，因而又被稱為「個人媒體」（陳萬達，2007: 43）。不

同於主流媒體，個人媒體的新聞報導是由底層出發，閱聽人由傳統被動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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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成為主動的新聞產製者（Haas, 2005）。Gillmor（2004）則指出，平民記者

與專業記者相較之下，不受限於報導時間及版面，因此可提供更深入的報導。 

雖然目前多數部落格談論的主題，幾乎環繞在作者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上，且

通常呈現的是較不具體、片段的聲音，但仍不可忽略此風潮，只要針對某個領域

討論的部落格越來越多，這股「由下而上」的力量依然可透過部落格匯集，展現

出有別於主流新聞媒體的報導觀點，進而可能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成為其報導

的新聞線索與消息來源。 

五、小結 

網際網路具有超文本、超連結、多媒體、互動性、去中心化、即時性與個人

化等傳播特性，改變了傳統新聞產製模式與閱聽人使用媒體的習慣，尤其是閱聽

人的主動性被彰顯，與過去只能被動接收媒體傳播的資訊大為不同。網路時代作

者與讀者的界線也趨於模糊，閱聽人可以利用超連結選擇與串連相關資訊，文本

的解讀已非傳統線性的模式。 

網路也提供閱聽人近用媒體的機會，個體寫作與出版的門檻降低，使得網路

新聞的形式不再侷限於傳統新聞媒體發佈的新聞，個人透過網際網路管道傳送的

訊息也可稱為網路新聞。 

國內近年來網路新聞的發展，最初由中時報系、聯合報系等傳統新聞媒體成

立新聞網站，新聞內容主要轉載自其原有平面媒體的報導。而後出現具有媒體實

驗性質的網路原生報《明日報》，雖然最後不敵虧損而停刊，卻保留了「個人新

聞台」機制至今，網路個人媒體與平民記者的概念已開始出現。 

2003 年之後的部落格熱潮，使得網路新聞由大眾媒體轉向個人媒體的趨勢

更為明顯，部落格有別於主流新聞媒體，展現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群眾串連力

量。雖然網路個人媒體不像大眾媒體具有新聞專業規範，但兩者共存並相互影

響，已對傳統新聞產製與專業帶來挑戰。 

 

第四節  研究問題 

 新聞客觀報導原則源起於十九世紀報紙商業革命、電報科技發明及美聯社成

立等歷史背景的影響，其後客觀、公正與正確成為記者報導新聞時必須遵循的準

則。但隨著網路科技的發展，傳統媒體相繼成立新聞網站，閱聽人也可透過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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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個人媒體發表新聞，新聞的定義與形式已不再侷限於大眾傳播媒體所報導的

內容，尤其近年來記者擷取網路訊息作為新聞報導之消息來源蔚為風潮，網路已

成為最方便的民意調查工具。 

    綜合本章之文獻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2000 年至 2005 年間，國內有哪些值得關注與討論的網路新聞案例？各案

例的發展始末為何？ 

（二）透過案例之歷史陳述，網路媒體對新聞產製與專業產生的影響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