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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程序首先確立研究動機與目的，接著回顧新聞客觀報導的歷史

源起、傳統新聞學的新聞概念、網路新聞的發展相關文獻，而後整理 2000 年至

2005 年台灣新聞傳播重要事件，從中選取與網路新聞發展相關之個案，蒐集個

案歷史資料後，彙整為事件發展始末紀錄與討論。藉由個案歷史陳述呈現的現象

與文獻之對話，試圖歸納出 2000 年至 2005 年台灣網路新聞發展的歷史脈絡，以

及網路媒體對新聞產製及專業的影響呈現何種面貌。 

案例相關的歷史資料蒐集來源包括專書、期刊、傳統新聞媒體、網路媒體等，

研究方法為透過次級資料蒐集與彙整，進行個案史分析。由於「歷史」牽涉到事

件何時何地發生、何人牽涉、如何發生等事實，以及對這些事實所做的詮釋與觀

點（江文瑜，1996: 249），因此首需重視資料的正確度與查證。歷史分析可以使

用的資料非常廣泛，但不論是官方或非官方、初級或次級資料，皆不能完全相信

其正確性；此時可採用複證的方式來確認。如果幾種資料來源皆指出相同的事

實，則可增加資料之可信度（Babbie／李美華、孔祥明、林嘉娟、王婷玉譯，1998）。 

以下分別說明本文研究個案之選取過程與標準，以及各案例歷史資料蒐集與

彙整的過程。 

 

第二節  案例選取 

    本節說明網路新聞個案選取過程與標準，首先回顧 2000 年至 2005 年台灣新

聞傳播重要議題，依照事件發生順序整理為表 3-1，而後從新聞傳播重要事件中

選取出與網路新聞相關之個案進行分析。 

一、時間點界定 

《明日報》於 2000 年 2 月上線，2001 年 2 月宣布停刊，營運時間約一年。

創辦之初以網路原生報為號召，聘請專業新聞工作者及技術團隊人員，企圖打造

有別於傳統新聞媒體的運作模式，更激起《中時電子報》、《聯合新聞網》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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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新聞報》擴充人力，加入網路新聞的戰局，是以 2000 年在台灣網路新聞發展

軌跡中呈現一片樂觀的榮景。但《明日報》於 2001 年停刊之後，網路新聞的發

展似乎漸趨於保守，類似的網路原生媒體形式未再出現，本研究因而選擇以 2000

年《明日報》創刊為回顧國內近年新聞傳播重要事件之起始時間點。 

2001 年網路新聞事業泡沫化之後，2002、2003 年網路個人媒體逐漸興起，

2005 年則發生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引起本文研究興趣，因此將研究時間點範圍界

定於 2000 年至 2005 年底為止。 

二、2000 年至 2005 年台灣新聞傳播重要事件 

由於 2000 年至 2005 年國內發生的新聞傳播事件眾多，無法逐一加以詳列，

且相關資料龐雜，若僅憑研究者個人記憶，難以挑選出重要事件。研究者查閱

2000 年 1 月至 2006 年 3 月出版之《目擊者雙月刊》（15 期至 57 期），4以其曾探

討的新聞傳播議題為重要事件選取之初步依據。第二步則參照「聯合知識庫」相

關新聞確認事件發生始末，將 2000 年至 2005 年台灣發生之新聞傳播重要事件整

理為表 3-1。 

由於《目擊者雙月刊》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行之刊物，目的在於提升新聞

專業與促進媒體自律，其中所探討的議題可能會較偏向負面，而影響事件選取的

標準，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表 3-1：2000-2005 年台灣新聞傳播重要事件 

日期 事件 

02/15 
PChome 集團與《新新聞周報》合作創辦《明日報》正式上

線，為華文地區第一份網路原生報。 

07/22 嘉義八掌溪事件，電視新聞 SNG 全程轉播四名工人受困溪

中不幸被急流沖走畫面。 

10/03 台北地檢署以《中時晚報》報導劉冠軍貪瀆案筆錄涉嫌洩密

為由，前往中晚編輯部及記者家中搜索。 

2000 年 

11/16 《新新聞周報》715 期封面故事報導〈鼓動緋聞、暗鬥阿扁

的竟然是呂秀蓮〉，引起「嘿嘿嘿」總統緋聞風波。 

02/21 《明日報》宣布停刊，02/28 正式關站。 

04/01 《大成體育報》正式停刊。 

2001 年 

05/31 《壹週刊》在台創刊。 

                                                 
4 《目擊者雙月刊》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行，1997 年 8 月 1 日發行試刊號，同年 9 月 1 日發

行創刊號，宗旨為提供新聞工作者及關心媒體生態的社會人士討論媒體相關議題之公共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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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中國時報》縮編，裁撤中南部編輯部。 

10/02 《自立晚報》宣布隔日起停刊，11/19 員工自力復刊。 

12/03 少林棒球事件。 

12/17 《獨家報導》698 期隨雜誌附贈璩美鳳性愛光碟。 

02/21 台灣第一份全彩色、全數位化編採的《勁晚報》正式停刊。

9 月 TVBS 主播薛楷莉「削凱子」風波，新聞主播專業形象受損。

10 月 
台灣的藝立協社群成立「正體中文 blog 資訊中心」，半實驗

性地開始推廣部落格。 

2002 年 

10/13 財團法人新聞公害防治基金會成立。 

3 月 SARS 疫情在台蔓延。 

05/02 《蘋果日報》在台創刊。 

05/28 
行政院通過廣電三法合併修正草案，正名為〈廣播電視法〉，

明訂黨政軍退出廣電新聞媒體。 

2003 年 

10/11 閱聽人監督聯盟成立。 

1 月 
許純美現象：農曆年間東森電視台「青蓉 K 新聞」節目，邀

請許純美、柯賜海，兩人在節目中針鋒相對，締造高收視率，

其他電視媒體跟進報導許純美新聞。 

03/20 電視媒體為搶收視率，在總統大選開票過程中灌票報導。 

6 月 
長庚大學遛鳥俠事件：長庚電機系男同學打賭服輸在操場蒙

面裸奔，當天引來圍觀人潮，遛鳥照片於網路上流傳，且被

新聞媒體報導，遛鳥俠最後被校方記過並留校察看。 

2004 年 

10/25 
台視記者平宗正採訪納坦颱風員山子分洪現場，回程時落水

致死，記者採訪災難新聞時應如何注意自身安全備受討論。

03/02 東海大學劈腿事件。 

3 月 TVBS 主播潘彥妃、陳勝鴻緋聞事件。 

04/29 

「大鯨魚對付小蝦米」事件：《工商時報》刊登記者曠文琪

報導〈英特爾新平台 嘉惠鴻海〉，鴻海認為曠文琪報導損害

商業利益，05/18 向台北地方法院申請假扣押獲准。 

5 月 藝人倪敏然自殺事件引發連續報導，長達約一個月。 

07/31 
新聞局公布衛星電視換照審查結果，包括東森新聞 S 台等七

家頻道未通過。 

10 月 新聞局質疑 TVBS 股權為百分之百外資，引發撤照風波。 

11/01 《中時晚報》正式停刊。 

2005 年 

12/26 

中時報系收購中視、中廣、中影「三中」媒體，進軍電子媒

體，引起前《中時晚報》員工質疑「有錢買三中，沒錢留中

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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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路新聞案例選取標準 

    根據表 3-1 所回顧之台灣新聞傳播重要事件，從中選取出與網路新聞發展相

關案例，於第四章進行案例發展之紀錄與討論。選擇的五個案例分別為：「《明日

報》的興衰」、「部落格（blog）在台灣的發展」、「周星馳想拍少林棒球？」、「SARS

風暴」及「東海大學劈腿事件」，選取的標準如下所述。 

（一）「《明日報》的興衰」與「部落格（blog）在台灣的發展」兩案例，皆為

台灣網路新聞發展的重要背景事件： 

1. 《明日報》為華文地區第一份網路原生報，具有媒體實驗的意義。而

《明日報》停刊之後，其下「個人新聞台」的服務由於台長發起自救

活動而得以保留至今，成為台灣部落格發展的前身形式。 

2. 部落格的蓬勃發展，則降低了閱聽人參與媒體寫作的門檻，人人皆可

為資訊的撰寫者，促成網路個人媒體的興起與平民記者的崛起。 

（二）「周星馳想拍少林棒球？」、「SARS 風暴」及「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三案

例為經典的網路新聞事件，在新聞專業的討論上具有不同意義： 

1. 少林棒球事件為國內著名的假新聞案例，突顯新聞記者引用網路匿名

消息來源時，查證及守門工作之重要性。 

2. SARS 疫情期間，由於和平醫院臨時宣布封院，院內資訊未透明化，

主流新聞媒體無法即時提供客觀、公正的新聞報導，使得網路個人媒

體嶄露頭角，由院內當事人透過網路轉寄信、BBS 或部落格等方式，

提供第一手的新聞報導。 

3. 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始於《中國時報》於頭版刊登 BBS 的熱門話題作為

新聞消息來源，引發各界對於新聞價值的判斷、匿名消息來源之查證、

新聞倫理道德及個人隱私權等多方面的討論，彰顯網路時代閱聽人對

主流媒體與網路個人媒體抱持不同的專業與道德標準。 

 

第三節  資料蒐集與彙整 

根據上述選取出之網路新聞個案，分別進行各案例相關歷史資料蒐集，於第

四章彙整為事件紀錄及討論，並以客觀中立的角度呈現各方之觀點。資料蒐集過

程主要先透過查閱報紙新聞以瞭解事件始末，呈現方式為統一先製作各案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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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要紀事表格，隨後根據所蒐集之相關書籍、媒體新聞報導、網路文本等資

料，彙整撰寫成為各案例之發展始末紀錄。表 3-2 為第四章各案例參考及引用文

本來源統計。 

表 3-2：案例引用文本來源統計 

 來源 次數（篇） 百分比（％） 

專書 2 2.27 
期刊 3 3.41 
博碩士論文 5 5.68 

書籍 

政府出版品 2 2.27 
報紙新聞與評論 41 46.59 
電視新聞 3 3.41 傳統媒體 

雜誌 12 13.64 
網路媒體 網路文本 20 22.73 

 合計 88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3-2 案例引用文本來源統計，第四章案例分析網路文本引用百分比為

22.73％，其中網路文本可能具有可信度及不完整性的問題，為本研究另一項研

究限制。由於歷史資料可採用複證的方式增加其可信度，蒐集資料時已盡可能針

對相關資料取得二則以上之文本，並進行交叉確認及複證，以降低網路文本錯誤

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