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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記者的勞動分析75 

「資產階級抹去了一切向來受人尊崇和令人敬畏的職業的神聖光環。它把醫

生、律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了它出錢招雇的雇傭勞動者。」（Marx and 
Engels，1872／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2004c：30） 

透過以上對傳播體系中文化生產的總體檢視，我們對於該體系中的價值（及剩

餘）與地租，在概念上應該已經有了較全面的認識，也就是釐清了－ 

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收視調查（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才是傳播體系中由生產性勞動所生產

的真正商品。但就前兩者而言，若文化勞動的特殊性包括了勞動者壟斷了自身的才

具與名氣，那麼他還可以在平均利潤率的剩餘外收取超額利潤（rent0）。而就末者

而言，由於該資本在當前市場上壟斷了技術及智財，其收入亦含超額利潤（rent2）； 

至於媒體排程與物理傳輸是否因具生產性而可加入商品生產中而提供剩餘，則

必須由其職能來判斷，若僅為工業資本行銷，其服務既不具使用價值、也不生產剩

餘，而勞動亦不具生產性，便不應以商品分析之。儘管如此，媒體卻可藉此收取地

租（rent1＝rent4+ rent5），而工業資本或因此在競爭中獲取超額利潤（rent3）。 

然而對於上述總體的分析概念，研究者必須特別說明的是： 

本研究借力自閱聽人（勞動）商品的盲點辯論，但前人相關討論卻大多集中於

商業電視（如 Livant、Jhally、Meeham、Arriaga、Maxwell、Streeter、Chen、Gusback、
Truchil、張時健、陳志賢），至於報紙，僅有 Smythe（1981a）將之列入分析76。這

樣的失衡狀況，一方面或來自於部分研究者傾向將商業電視視作是當代「最先進」

（the most advanced）的媒介來研究，另一方面，或因為其他媒介（如音樂、電影、

書籍）仍具有傳統商品的交易型態，因而還無法凸顯他們以廣告為分析核心的用心。 

至於與「文化生產」相關的價值（及剩餘）討論，陳述則多偏重於理論概念的

說明（如 Mandel、姚欣進、Miege），因此也就少依媒介特性另作分析。唯有 Ryan

                                                 
75 本章標題指的雖然是記者，但本章實際關切的，還廣泛地包括報業中的白領生產性勞動者。 
76 儘管如此，Smythe 也提到，「過去的報紙受國家補貼，因而研究通常僅對其進行意識型態分析」，

依照先前討論，報紙接受國家補助，就最粗略的概念來看，它所提供的服務雖然能生產使用價值，

但不能說它生產剩餘價值，這或許是 Smythe 所說－報紙最初僅被當成是意識型態研究對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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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74-94）還特別注意到傳播商品複雜的性質。在他的區分中－「私有財」包

括了書籍、雜誌、音樂錄音帶等，至於期刊與報紙，Ryan 指出，兩者在科技形式上

雖具有私有財性質，但由於歷史淵源，意義上屬於「公共財」；而「準私有財」，

則包括了電影、戲劇、音樂會或慶典、現場表演等；「準公共財」，則包括電視節

目、廣播等，對此，Ryan 也特別說明，當中許多特性也可應用至印刷媒介77。但遺

憾的是，Ryan 此般對媒介財貨性質的界定既來自於非馬克斯概念下的經濟學傳統，

無從凸顯商品生產與公共服務的差異之際，該界定與生產性勞動的關係也就較薄弱。 

儘管如此，若上述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討論已讓我們反省到「生產／消費

與分配」的領域界限不宜任意跨越，而透過對文化生產中價值（及剩餘）的追索，

也讓我們意識到「流通／生產」間的分際如何地不易拿捏，本章的任務還在以特定

的媒介形式（報紙）為例，具體闡釋地租與剩餘的關係，而研究者並以為，此一從

「勞動」角度出發的認識架構，還可為拆解當前台灣的「報業危機」提供重要線索。 

第一節：報紙的空間意義 

在先前對地租的論證中，我們略微觸及到了媒體排程（於報業即為空間）作為

分析概念的可能性。此外，也提到媒介可因刊登廣告的行銷職能而向工業資本家收

取地租（rent1＝rent4＋rent5），但此一收取地租的能力卻實在有賴於媒介自身的生

產性勞動（包括了內容產製、生產性的物理傳輸等）。而我們儘管可以確定報業透

過勞動者的生產性職能獲取剩餘，並因其行銷服務而得以收取地租的事實，然而這

又如何對應至商品及文化生產的特殊性，卻還關係到閱聽人如何評判報業、報紙及

其勞動本身。有鑑於此，筆者不耑簡陋，還敢由報紙的空間現象入手，並試圖運用

地租（廣告區位）以及剩餘（新聞生產）的概念來分析報紙空間的價值構成78。 

有鑑於將報紙區分為廣告及新聞的分析架構十分普遍，研究者在此還將廣告影

像（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刊載於報紙」一事單純視為是僅具行銷的職能

（收益即地租），至於報紙上的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固為報業

                                                 
77 經濟學上－「私有財」意指具有獨享（rival）及排他（exclusive）的財貨；「公共財」是具有可

共享（nonrival）與無排他（nonexclusive）的財貨；「準公共財」是可共享（nonrival）卻又排他（exclusive）
的財貨；「準私有財」是無法排他（nonexclusive）卻又獨享（rival）的財貨，通常都是具有外部性

的財貨（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2000）。Ryan 所以將報紙及雜誌視為公共財，大致是

從報業自由（意見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的歷史脈絡出發，將報紙及雜誌視為是公器的關係。

而另一方面，報紙由公共論壇轉型成為私有財（即「再封建化」）的情況，也是 Habermas（1990／
曹衛東、王曉玨、劉北城、宋偉杰譯，2002）在《公共領域的結構轉型》一書當中的關注焦點。 
78 「凡是存在地租的地方，都有級差地租，而這種級差地租都遵循著和農業級差地租相同的規律。」

（Marx，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c：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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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進來自於生產性勞動的剩餘，此處也僅考量以閱聽人為消費者的情況（也就是不

考慮其他外部性的例外情況，請見第三章的討論），換句話說，也就是暫且先排除

了免費報紙、以及新聞與廣告混淆等情形在此一嚴格定義的生產性勞動之外。 

只刊載新聞的報紙 

論述的發展，首先從只有新聞的報紙開始（表 4-1）。報業資本家（如農場主

兼農業資本家）雇用新聞從業人員（如農業工人）生產「新聞」79，並自新聞從業

人員身上剝削剩餘價值（當中包括了資本就其份額所能收取的一般利潤率及超額收

入）80；報業主的利潤在此情況下完全指自生產性勞動獲取的剩餘，可以視為是其

收入（即零售／訂戶收入）扣除「不變成本」（印刷、紙張及油墨等開銷）、「可

變成本」（包括雇用了 Ryan 所說的、「構思」的白領勞動者以及「執行」的藍領

勞動者的工資81），以及使新聞流通等支出的餘額82，可以說與一般商品生產無異。 

然而報業新聞生產做為文化勞動，同樣具有一般文化勞動（尤指白領勞動）易

受流行影響、靈光難以獲致的特性（Ryan，1991），此外，文化勞動者及其勞動成

果間具有可指認連帶的性質，也同樣會影響報業資本控制生產的情狀。而資本家因

控制生產工具而佔有剩餘（包括作品及著作權等衍伸權利）的基本設定固與其他商

品生產並無不同，但透過署名及空間分佈等場域規則，文化工作者仍可從中獲取不

等的名聲，甚至，使報業資本家得以獲致不同於其他資本家的聲望及評價83。此外，

報業的勞動剩餘固然可以從「量」、即「剩餘產品」（surplus product）的角度來理

解，不過若從消費者（此處指閱聽人）所認知的商品來推想，其勞動價值就其整體

及部分的意義而言，還可平均展現於單份報紙在整體及部分的「超額品質」（excess 

                                                 
79 Marx 原初的概念中，是將地主與（農業）資本家完全對立起來的。以至於 Harvey（1982）假定

地主並非疏懶怠惰的群體、對資本積累還有所助益，即意指土地可成為投機標的，還可如信貸制度

一般，幫助資本主義暫時邁過「消費不足、過度積累」的難關。儘管如此，Harvey 卻也指出其中的

限制－由於投機乃建立在「未來可能實現」的勞動價值，因此假若價值遲遲未獲實現，資本主義過

度積累的壓力只有更大而潛藏了泡沫化的危機。Chen（2003）便是以此概念來理解閱聽人（勞動）

商品（虛擬資本）與大眾媒介（信用積累制度）的關係。本研究以為這樣的談論方式忽略了大眾傳

播媒介中的生產、廣告與地租的複雜性，以及，閱聽人閱聽仍不同於生產勞動…等基本的設定問題。 
80 報業主掌握空間、雇用勞動者進行生產，還類似「所有人佔有的家庭農場」（owner-occupied family 
farm）（Harvey ，1982：365）。而研究者所以將報業類比於農業，除了資本有機構成低（難以「去

技術化」）外，也認定其生產在價值意義上其實是對社會其他部門形成補貼，但此處還不擬多論了。 
81 先略去管理人員的概念，否則更精緻的分析還須就管理勞動職能進行使用價值及剩餘價值的討論。 
82 以我國報業為例，國家基於鼓勵文化的理由，在營利事業租稅規定上，不對報紙零售及訂戶部分

收益扣稅，但廣告收入卻需扣稅。請見須文蔚（1994）。此外，郵務遞送機關也有費用減免的優待。 
83 亦即「報人」的身份象徵。軍人、商人或文人辦報，一直是台灣報業史為報人定位常見的切入點。

但有趣的是，傳記（王麗美，1994）或自傳（王惕吾，1981、1990）中，文人辦報常還帶些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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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84。此處所謂的「超額」，乃是就「級差地租」的意義而言，也就是說報紙

的篇幅還構成了抽取剩餘的界線，這意味著－既有篇幅外，額外刊登某新聞所獲致

的收入不但要大於刊登該新聞所耗費的紙墨支出，其剩餘亦至少必須等同於一般利

潤率的回收。換句話說，報業主雇用勞動者生產的新聞往往多於最後所刊載者，但

就不被刊載的勞動成品而言，卻不是指報業主雇用其生產者本身無法創造剩餘，只

是若額外發行該新聞的紙墨成本更大，或者無法回收平均利潤率，則這些勞動固非

無用，卻必須以集體勞動之一部來理解，且對整體新聞品質產生協調的作用。 

不過必須強調的是，上段雖然提及「級差地租」，但該「地租」卻不是工業資

本的剩餘，而完全是媒體勞動所創造的剩餘，而以「地租」名之，只是強調其剩餘

生產如同農業生產，既受一定的成本制約、也對社會其他生產部門形成補貼。以至

於所稱之「級差」，也特別指個別媒體勞動成品依其價值（創造剩餘之能力）在報

業空間上的分佈，而該分佈且與一般所稱之「品質」有所關連；由於報業空間是人

為現象，價值（及剩餘）與空間的關係最初也是任意的，但一旦關係確定，不同的

空間」還因此產生級差意義。也就是說，新聞依其價值（或剩餘狀況）排序後，因

為與特定「空間」相構連，其結果還使得特定「空間」具有（yield）某種「沃度」

（fertility）而出現「級差地租一」（DR1）的「自然」型態，但此一勞動力投入的

情況既形同改善空間的人為努力，卻又等於肯定了「級差地租二」（DR2）的意義85。 

媒體空間既非毫無限制，將「空間」創造出來、卻無法回收成本及一般利潤率

的狀況，還構成了該空間的「自然」上限；由於並非所有內容均可置放於媒體空間

上，擇取的機制於焉形成，而此一內容的「區別／排序」，除了可具體化為「新聞

價值」的判準，原先單純由「紙墨」構成的形體，也便從而有了可辨識的「級差」

的空間形式86；此一「級差」形式，還意指由「使用中獲取剩餘最少的空間」的地

租來協調其他「使用中而能獲取較多剩餘的空間」的情況；就此類報紙而言，雖然

其整體及部分所代表的新聞品質每日或有起伏，但長期而言，還具有平均品質（亦

即社會認可的品質），亦可觀察此一平均值變動的趨勢；整體社會對個別新聞及整

份報紙品質的認定，與整體社會對媒體各別／集體勞動的評價相互影響；報紙的品

                                                 
84 「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量的差別」（Marx，1991／
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 a：50）。研究者即在此意義下討論品質。 
85 新聞在此一級差空間的意義，也反映在特定路線（往往附著於特定版面）較其他更為重要的說法

（可參見林佳蓉，1998：8）。儘管如此，研究者還不擬介入「軟／硬」新聞「價值」的討論。 
86 或見「捨棄重大新聞，而用了較不重要的新聞是新聞價值判斷的偏差，有時為了不讓有新聞價值

的稿子『獨漏』，通常調節稿件的相關版面如：一版（最重要的新聞版面），傳統報紙多會有下半

版登廣告，上半版可用二至三條新聞另加一張或兩張圖片即可，三條新聞的後續相關的新聞則分屬

各類版面。如頭版的政治新聞過多，則可退至二版，政治新聞版；若二版容納不下，則退重要新聞

版；再若吃不下，則退綜合新聞版（集各重要版面退稿之大宗）；若綜合新聞版再不收，則退到地

方版；若真的不具任何新聞價值，則可棄之不用，或擠掉該版次要的新聞。」（孟淑華，2004：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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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題，雖然似乎總在「當期消費」後，但卻會影響「下期消費量」的變化87。 

位於同一版次「空間」的內容，依其價值，還對應到在版面上佔有的「單位面

積」（area）88，而此一單位面積即使依「發行量」（circulation number）擴增而加

乘，代表品質的序列卻不會因此改變；而決定前述內容的「價值」判準，在勞動的

層次上也便形成了「專業義理」而成為勞動者的行為準據89；前述提及之「新聞價

值」及「專業義理」雖然在不同的時空條件下，會形成不同標準，但這並不影響前

述勞動者與其內容之間的連帶，也不影響此「空間」（區位、面積）與內容評價間

的對應關係。此外，由於報紙與新聞之評價在面積、空間、品質、發行量、勞動者

與勞動價值上均有相對應性，是以除了一方面將客觀形塑出記者的專業認同與新聞

價值，影響所及，也同樣會形成一般社會用以識別的判準；而判準一旦建立，當商

品在「面積／空間／品質／發行份數／勞動者與勞動價值／區位」間發生了不一致

的情況，一般社會也並非沒有批判鑑別的能力；由於該鑑別能力，攸關於報紙價值

實現的「數量」雖然未必能夠迅速反映在當期售出新聞面積的增減，但「品質」的

平均水準若有趨勢上的變動，還會使得此一總面積因而增減而影響到所獲取的剩餘。 

表 4-1：只有新聞的報紙 
 

報業 生產性勞動 非生產勞動消費與分配 報業收入

不變 
資本 

紙張、油墨、機器等物 C 

白領勞動構思 V 內容生產

生產

職能 
新

聞 可變 
資本 藍領勞動執行 V 物理傳輸

排

程

空

間

報紙 
銷售 

閱聽人（以

工資購買商

品） 

剩餘 
價值 

S 

生產公式：C（紙張、油墨、機器等物料成本）＋V（構思的白領勞動＋執行的藍領

勞動）＋S（剩餘價值，內含報紙的銷售支出）＝W（價值）＝P（報業進帳） 
利潤率：P'＝[S／（C+V）] ；剝削率：（S／V），在此假定不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87 關於〈最壞耕地也有級差地租〉，請見 Marx（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

局譯，2004c：835-845）。就農業而言，為什麼耕種可以獲利，卻不繼續開發土地呢？就 Marx 的見

解而言，這是因為開發土地的獲利仍然低於平均利潤率，因而還不如將資本另投他處。就報業而言，

因空間有限而必須捨棄的新聞，也不代表就不具新聞價值或其產製不能被視為是生產性勞動，只是

有可能因刊載發行而虧損，故而只在品質意義上，肯定它作為集體勞動之一環而具生產性的性質。 
88 單位面積必須要對不同的時代加以比較、理解。比如報禁期間，報紙張數受限，為了在有限版面

擠進更多新聞，各報還縮小照片、標題和內文因應，可以說是「精耕細做」的型態（王惕吾，1981、
1990），然而此番用心，也被時人以「有傷眼力」作為促進報禁解除的理由（見潘家慶，1984）。 
89 此處提到的新聞價值與記者專業義理，並不專指特定時期或報業的標準或規範，而是就其「後設」

（meta）意義指出，不管強調「客觀中立」或「積極介入」，或者，強調「集體主義」或「個人色

彩」，擇取的機制都會形成。儘管如此，必須強調的是，該擇取標準及結果都需經「社會」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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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所提及的限制，未必僅來自於經濟層面，同時也不能排除

國家介入的情況。舉凡國家對紙張、執照、印刷機具或內容所進行的種種管制，都

會對此文化生產發揮作用90。此外，雖然在 Marx 對地租的析論中，地主同時具有農

業資本家而經營的例子並不多見，但當中各種關係，卻顯然適用於這類報紙的生產。

以此理念型對照報業史，大概還類同早期非主流報紙的面貌。雖然資產階級報業史

指出，沒有廣告的報紙售價奇昂，在流通與發行上還顯困難，不過左派報業史卻指

出，當時的非主流報紙廣告較少，儘管價昂，但傳閱率卻高，多樣性更勝今日91。 

刊載廣告與新聞的報紙 

就此種報業而言，其收入除了來自於出售新聞予閱聽人所獲取的剩餘，亦來自

於刊登廣告所帶進的地租（表 4-2）。就個別工業資本家來看，刊登廣告固可提升

周轉率而在競爭中獲取超額利潤（即 rent3），則媒體提供「空間」作為提升周轉率

的因素，其行銷職能，還瓜分了工業資本家剩餘；媒體資本家基於對空間的所有權

（ownership）向意欲取得媒體空間的工業資本家收取地租，則此源於所有權的地租

型態，本身即具有「壟斷地租」（monopolistic rent）的性質92，以至於因「建構」

而額外收取的地租，既源於需求面特殊的使用價值，也就因而具有「絕對地租」

（absolute rent）的性質。當媒體間實質生產差異不大，該地租作為人為建構的結果，

可說受其「區位」及「收視調查」影響極大93；前述兩種地租可以說構成了廣告主

向媒體挹注廣告經費（rent1）的不同構面－「壟斷地租」意指媒介基於所有權、向

意欲使用「空間」之廣告主收費的權力，在此理解為廣告主為購買「物理總面積，

以及使其實現的勞務（不具生產性）」所支出的金額（rent4），亦即：（某一紙張

及油墨狀態下的單位面積及勞務）＊（發行數量），而「絕對地租」，則意指在廣

告載具實現的支出外，廣告主基於某種獨特的使用價值，額外再追加的支出（rent5）。 

                                                 
90 報業史上國家對報業的諸多管制，計包括了煽動誹謗罪、印花稅、報業用紙、廣告的稅賦等等，

而報人據以對抗的歷程，往往也獲致了「新聞自由」、「報業自由」的光環，參見李瞻（1993）。

然而論述影響所及，在當代也產生為「媒介去管制」（deregulation）背書的效果。至於台灣長期因

黨國統治，非主流的報業研究，仍然較強調國家與報業的關係，參見程宗明（1999）及林麗雲（2000）。 
91 正統報業史總強調自由市場與法律解放是報業自由的基礎，而關注於主流商業報紙之際，賦予廣

告主一自由促進者的角色，但《有權無責》（Current and Seaton，2001／魏玓、劉昌德譯，2001）
一書中卻指出，過程中「激進報紙」（radical newspaper）的角色常受忽略。他們並提出，十九世紀

前半的報紙發行量雖然看似是小數目，但每份報紙的讀者數卻很高，此外，激進報紙的成本起初還

非常低，儘管缺乏廣告，但經濟根基卻來自讀者。這便接近本研究所提出的原始類型（prototype）。 
92 Harvey 便曾引 Marx 指出「地租是對私有財產壟斷力量的支付」（Peet，2005：121），並將壟斷

地租的概念延伸運用於著作權上，詳見 Harvey（2003）。以台灣的狀況而言，國府對報業採取限證、

限張、限印的政策，更強化了報業主對空間的壟斷力量，而同時，報業主也在國家管制空間的情況

下，透過縮印、縮排、發行地方版來增加空間的利用（見王惕吾，1981、1990；陳國祥、祝萍，1987）。 
93 關於收視調查對此一壟斷價格的影響，還可觀察每年 Ac Nilson 報告出爐各報的自我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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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若能知道報紙的總發行量及各地區的發行量（或印數或實銷數），

廣告主出於經濟算計，應可估量出合理的行銷成本（rent4），並可選擇適當的報紙、

廣告區位、面積大小刊登廣告。則在此姑且不論報業有切分空間、提高單價、發行

多版本的誘因，合理的廣告價格序列（price order）還應符合此一物理條件。也就是

說，廣告主應該會視該空間所實際代表的總面積評估合理的行銷支出。比如：若欲

刊登行銷全國的頭版，其面積計算，應為：（單則廣告面積及使其實現之人事紙墨

支出）＊（發行量或印數或實銷數）；欲刊登僅行銷全國三分之一的地方版，面積

計算，應為：（單則廣告面積以及使其實現之人事紙墨支出）＊（發行量或印數或

實銷數的三分之一）。從由可見影響該地租（rent4）的因素包括－（1）單則廣告

面積、（2）流通發行量（印數或實銷數）、（3）該空間所代表的人事紙墨狀態。 

表 4-2：刊載了廣告與新聞的報紙（當廣告並不排擠新聞） 
 

報業 生產性 非生產性支出 消費分配 報業收入

不變

資本 
紙張、油墨、機器物料 C

白領勞動構思 V 內容生產

生產

職能 
新

聞 可變

資本 藍領勞動執行 V 物理傳輸

排

程

空

間

銷售支出 
由剩餘價值支付

閱聽人

（以工資

購買商

品） 

剩餘 
價值 

S 

行銷 
職能 

無 
廣

告
94

紙墨成本

CN 
物理傳輸

VN 

排

程

空

間

閱聽人

（行銷對

象） 

rent4－ 
CN－VN
＋rent5 

生產部門：C（紙張、油墨、機器等物料成本）＋V（構思的白領勞動＋執行的藍領

勞動）＋S（剩餘價值，內含報紙的銷售支出）＝W（價值）＝P（報業進帳） 
生產部門（具生產性）的利潤率：P’＝（S／C+V） 
總體收入：P＋rent4（合理的行銷收入）－CN（非生產性物料成本）－VN（非生產

性人事成本）＋ rent5（建構出的超額收入）＝P1（報業進帳）＞P＝W 
行銷職能（不具生產性）的利潤率：P’’ ＝（rent4 -CN-VN+ rent5／CN+VN） 
總收入利潤率（部分生產性）：P1’＝（S+ rent4-CN-VN + rent5）／(C+V＋CN＋VN) 

                                                 
94 本研究將廣告影像單純視為是為了滿足廣告主行銷需求而出現的產物，主張對於觀眾的意義需要

由「外部性」來理解，即主張符號所附加的價值有其上限，也就是它不會為整體社會實現更多價值。

但廣告對單獨廠商而言，其效果似乎卻又是無比真實的。舉例來說，當 WalMart 因為廣告而吸納了

大部分的零售市場，但在全體國民對「日常必須用品」（staple）的需求不變下，結果是許多小店因

而萎縮。是以 Arriaga 指出，廣告真正能促進的消費，還是某階級的奢侈消費，但這與以消費性商品

為主的廣告相去甚遠，更何況第一部門（生產財）又比第二部門（民生）份量更重。而另一個可茲

參考對照的證據，則是商業廣告佔 GNP 的比例其實從未超過某一界限（以台灣而言，從未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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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假定廣告並不排擠新聞、是以額外的人事及物料成本支付（CN+VN），故此一

概念上的分析，還假定行銷的非生產性職能不會影響到原來的剩餘價值的實現。然

而當 P1’ > P’時，原本僅刊登新聞的報紙還會傾向額外付出不具生產力的支出來刊

登廣告而獲取地租，儘管如此，此一額外服務，仍應不影響原 W 的生產及剩餘 S。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合理的行銷支出（rent4）外，各種建構的效果95，還會使廣告主支付額外的費

用（rent5）給媒體，而這兩種地租還構成了一般所知的廣告費率96；發行量（印數

或實銷數）不明時97，建構的效果又將更強；廣告支出作為工業資本剩餘之一部，

大致還佔工業資本固定比率，而各媒介、媒體、空間競奪的，大抵還是該支出的分

配。質此，各種建構效果還是跨媒介的，而此一經費還隨整體經濟榮枯而波動98；

閱聽眾所以對廣告有所排斥，一方面除由於廣告內容並未經過前述「級差式」的品

質篩選，一方面也是因為空間有限、廣告篇幅形同對內容的擠壓99；就報業主而言，

如何使空間上的廣告與內容保持適當比例使收益最大，還是其最主要的考量。此外，

必須一提的是，國家對廣告也有相當的管制作為，而這也同樣影響了報紙在空間、

                                                 
95 比如收視調查提供的各種指標就參與了報業廣告價格的建構，除了對讀者進行人口學切分之外，

「接觸率」、「平均閱報份數」、「平均閱報時數」、「每千人成本」、「昨日閱報」等指標亦同。 
96 Ryan（1991：72）曾將廣告費率界定為「反映媒體流通散佈訊息的效率，這效率又受內容生產的

成本所牽制」，而「媒體生財之道便是出租他們播送廣告給特定閱聽人的能力，而這些閱聽人同時

也是媒體內容的消費者」，這樣的看法便包含了以上所說兩種「地租」的概念（rent4、rent5）。 
97 以台灣而言，發行量稽查組織（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並不是一個有效的組織。在

兩大報競爭時代，〈中國時報〉雖然曾加入作為會員（中國時報，1972.09.01）。然而就當前狀況而

言，卻僅只有〈蘋果日報〉一家加入稽核（2003）。而運作的實況是，自蘋果將其售價由十元調漲

至十五元以來（2005.09），原本每日公開的數字也改以某月平均印量替代了。至於近日以來，蘋果

標榜「昨日閱報率」已超過「全國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似乎顯示建構的力量又更加強。 
98 這段論述，大致是採取近似於「相對常數原則」（relative constancy principle）的觀點。此一原則

起初來自於 Scripp（1959，轉引自曾正儀，1998）就美國民眾對大眾媒介消費經費與總體經濟指標

關係所進行的研究。而後，該原則並由 McCombs（1972）、Wood（1986）、Dupagne（1994）等人

承繼而形成假說。假說中兩個核心命題（王沛娣，2003）－（1）「消費者對媒體服務支出」佔其所

有消費支出的百分比大致維持穩定一如「彈性（elasticity）極低」的民生必需品（staples），或稱「常

數假說」，（2）承上，媒體大餅恆定，新媒體市場的擴張，勢必會影響舊媒體市場的市佔率，或稱

「功能均等假說」。以至於眾多研究者將其他許多總體經濟指標帶入研究，甚至對假說進行「時間

趨勢」（time-trend）及「收入分配」（income-share）的當期／跨期驗證，在在擴展了假說應用的範

圍。對此，研究者大致發現，此一開支大致與總體經濟有連動關係。但隨著傳播產品推陳出新，此

一假說的解釋力似乎受到挑戰。McComb（1972）便將此假說應用在媒介的廣告收入研究上，雖可

推論廣告經費確實受整體經濟影響，但他也坦承單獨就廣告來看，該原則敘述的正確性還必須打折

扣。至於國內研究（曾正儀，1998；王沛娣，2003）也大致持保留看法，於此，研究者還不擬深究。 
99 「編輯常常嘆息，新聞版面常受廣告的欺凌。除了第一版還不得不保留一小方刊登要聞外…，其

他版面，只要廣告客戶指定，幾乎無不可以全版出讓…新聞版面不是搬家，就是搞得全軍覆沒。」

（徐昶，1992：310）而「新聞版面是一個永遠無法克服的限制，由於牽涉到組織成本的考量，加以

新聞版面有時會受到廣告版面的排擠，所以新聞版面是無法無限制的因應新聞量擴張的。」（陳萬

達，2001：85-86）兩則引文跨越十年，從由可見，廣告篇幅對新聞版面的擠壓，仍然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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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內容、品質方面的邏輯。若再往報業史中尋找案例，資產報業史還提到，廣

告的出現使得報紙售價下降，並分攤了新聞流通與發行的成本，但在它改變報紙的

空間樣貌之際，實際上也成為左派報紙消失的原因之一，而與其他依資本邏輯運作

的因素一樣，似乎還為日後報業市場的壟斷（及品味趨同）埋下了伏筆。100 

第二節：從報紙的空間構成看報業的成本問題 

以上，筆者還整理出了兩種報業在空間構成上的理想型。然而，這又可以怎樣

幫助我們看待前述的「報業危機」（即媒體業主經營不善、讀者抱怨不滿、工作者

權益不保）呢？鑑於報業主對生產資源配置具有完全主導權，又常以「成本考量」

作為調整編輯及人事政策的理由，筆者以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的產業報告為線

索、從較易掌握的新聞紙價格入手，還嘗試從勞動的角度初步先拆解報業主的說法。 

表 4-3：報業成本結構及每單份報紙（含廣告）於各項目所平攤的成本估算* 
 

項目 報業成本結構 
每單份報紙（含廣告）於各項目所平

攤的成本估算（11 張／14.15 元）

中間投入或進貨 
36.31％ 

（紙 30％、其他 6.31％）

5.14 元 
（紙：4.25 元、其他：0.89 元） 

水電燃氣及通訊費 9.49％ 1.34 元 
折舊 5.13％ 0.73 元 

其他成本 17.36％ 2.46 元 
租金 4.15％ 0.58 元 

資本報酬 4.96％ 0.70 元 
薪資 22.5％ 3.18 元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研究者整理。*台經院的資料僅涵蓋上表左列，右列還為研究

者以當前每單張的新聞紙價代入推算所得出的結果。儘管粗略，但應具一定之參考價值。 

                                                 
100 同樣請參見《有權無責》（Current and Seaton，2001／魏玓、劉昌德譯，2001：47-71、125-190）。

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告主對於基進報紙的歧視甚至成為一種「新的特許」，而這在 Murphy
（1991）較晚近的例子中也同樣發生。以至於兩位作者提及激進報紙的殞落時，主要歸因於「報紙

內部工業的結構性轉變…報業的工業化與經營成本上的急速提高」，這是因為，儘管先前提到的報

業賦稅解除，但規模經濟使然，卻也使激進報業與大規模的全國性報業競爭反倒處於資本化不足的

劣勢，而無法繼續負擔編輯與促銷的投資，重以國家所採取的新管制措施又將經營門檻提高，所以

激進報業不是修改自身的言論以求取廣告、便是關門大吉，即使科技進展看似還有助於扭轉此一情

勢，但進入報業的門檻仍未因此降低、亦未能改變廣告分配的邏輯。以此背景看待 Liu（2004）的分

析，便可以理解為何新科技竟然會形同於科技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了，而這樣的

認識觀點除有助於我們持平地看待科技，也提供我們以「品質」挑戰「生產力」的論述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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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2003）以 1996 年普查資料及 2001 年業者資訊為基礎，在其

報告中還少見地對報業成本結構做出推算（表 4-3 陰影處）。然而欲更進一步以此

計算每單份報紙於各項目平攤的成本、並與報紙售價比對，首先還必須釐清當前單

張新聞紙的成本101。過去由於國府刻意控制，限張政策還先壓縮了國內新聞紙生產，

紙價偏高的結果，不但使報業轉售新聞紙營利（程宗明，1999），甚至造成當前國

內新聞紙仍然無法自給的情況－僅興中紙廠滿足國內 25％需求下，我國約有 75％的

新聞紙必須仰賴進口。1988 年 6 月前，我國新聞紙進口固然需擔負 5％進口稅，但

時至今日，除了非世貿會員、非互惠待遇地區、特定第三世界國及與我國對特定貨

物簽有貿易自由協定的國家外必須課徵 7.5％的稅額（財政部關稅總局，2006），否

則該品項當前進口稅率為 0％102。以至於新聞紙價，若以監察院對尚未民營化之興

中紙廠提出之糾正案（1999）來看，當中雖指興中紙廠營運不善、品質未及進口新

聞紙、且生產新聞紙售價多年低於成本，但就 1993-1998 各年間每單張新聞紙

（40gsm）的成本來看－最低為 0.23 元（1993 年），最高亦不過 0.43（1996 年）元
103。再對照國際新聞紙（30lbs＝48.8gsm）價格相對變化（Slate，2005），1995-1996
年間國際新聞紙價正好達於頂顛（Editors & Publisher，1997），由此判斷，台經院

若以 1996 年資料指該報告出版時之單張新聞紙成本為 5-6 毛，或是偏高的估算。 

表 4-4：國際新聞紙（30lbs*）價格（美金／每噸）及產量（百萬噸／年） 
 

年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價格 590 510 560 580 460 500 550 600 
產量 16.2 16 15.8 15.5 15.3 14.7 13.8 13.6 

資料來源：Pulp & Paper Products Council, Montreal，轉引自 Newspaper & Technology（2005）104。*lbs

為歐美衡量紙張規格的單位，30lbs 換算成為國內通用單位則為 48.8gsm（每平方公尺克數）。一般

說來，我國各報所採用的新聞紙，紙質均較外國為差（可由各報轉換彩色印刷時效果不佳為佐證），

也由於國內興中紙廠所生產之內銷新聞紙規格由 40gsm 起算，所以本論文於相關的討論中還權且採

用這樣的規格。另，由於各地新聞紙實際印行的規格不同（如國內為菊全開，約為 78.8cm＊59.8cm），

因此若欲就單張新聞紙實際換算時，必須再依實際的尺寸數估計單張新聞紙的實際價格。 

儘管如此，若參照近年來國際新聞紙價格變動（表 4-4），2004-2005 年間，新

聞紙價確出現漲勢（550 升至 600USD），甚至有報導預估 2006 年新聞紙價將升至

                                                 
101 至於美國，也有人從紙張價格入手，對於各大報在 2005 年下半年紛紛以新聞紙價提昇為由、刪

減股市行情版的作法提出質疑，請見 Paper Thin Excuses 一文：http://www.slate.com/id/2128109/ 
102 財政部關稅總局稅則稅率查詢系統，請檢索：http://web.customs.gov.tw/rate/rate/searchasp   
103 監察院對未民營化之興中紙廠提出糾正案，請見：http://www1.cy.gov.tw/dyna/2230a.doc  
104 請見：http://www.newsandtech.com/issues/2005/05-05/nt/05-05_paperpric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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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USD（Editor & Publisher，2006）。但若以近日台幣兌換美金的行情（1USD：

31.69NTD，2005.05.04）評估，我國當前新聞紙價（40gsm）在尺寸換算下，亦不過

0.386 元，而實在與陳有全（2004）較近期的調查結果接近（0.389 元，不論其產地）。

這樣的結果除了顯示新聞紙價受國際匯率影響極大的事實，卻也映證當前新聞紙價

仍應低於台經院估算105。儘管如此，從由推出之每份報紙成本又有何意義呢？ 

廣告／新聞佔報紙篇幅各半下106，同樣以台經院成本資料為章本（綜合性報紙

之平均張數為 11 張），每單份報紙扣去廣告紙墨成本（2.57 元）、總流通費用之一

半（約 1.5 元，而所以可以依比例扣除，乃是由於報紙流通的支出仍然受其張數影

響。見郭良文，2000）107後，餘額為 10.08 元。則此一餘額既仍包含廣告（行銷職

能）所應分攤之「水電、燃氣及通訊」、「折舊」、「其他成本」、「租金」、「資

本報酬」、「薪資」等非生產性活動支出108，僅刊載新聞的報紙之成本只有更低。

                                                 
105 推算的方法是以每公噸價格還原為每公克價格，乘上依紙質還原的、每張新聞紙面積的重量。此

外，國際新聞紙大廠（Abiti Consolidated）也提供了試算表，可依長、寬、頁面、令數、淨重、耗損

及份數計算開銷。請見：http://www.abiliticonsolidated.com/aciwebsitev3.nsf/site/en/paper/paper_cc.html 
106 所以假定新聞與廣告各半，除了仍然是基於台經院報告的描述，另外在報人自傳中（見王惕吾，

1981、1990），也提及曾經要求廣告篇幅至少不超過新聞篇幅。附帶一提，廣告與新聞版面比例的

相關研究似乎不多，就研究者接觸的文獻而言，頂多在行文中才約略提及此一比例狀況，如徐昶

（1992：365）說，「一份報紙，以目前而論，三大張，廣告佔了一半，副刊又佔了一部份，剩下的

新聞版面已經不多」。此外，就研究者便利抽樣、比較相關篇幅的結果來看，在不計算置入性行銷

之下，甚至還有廣告篇幅超過新聞的情形。至於真正以專文對此進行研究課題者，研究者僅發現十

年多前，陳玉峰及賴清松（1994）曾針對中部地區報紙廣告文化進行研究，而發現－中部地區各報

中、以聯合報廣告版面比例最高（57％），中時居次（41％）。此外，若將 15 份報紙（含晚報及其

他綜合性報紙，但不含專業性報紙）每日平均提供的 408 個版面合併來看，廣告約佔當中的 32.4％。

儘管基準不同，將兩者加以比較的意義不大，但這都間接指出了、閱聽眾購買的報紙乃指不含廣告

的新聞而言。至於其他國家，Curran 與 Seaton（1997：171／魏玓、劉昌德譯，2001）亦曾對英國報

紙（1936-1976）進行內容與廣告的比例整理，結果發現－除了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1945）廣告

所佔比率普遍較低，但就其佔總篇幅的比率來看，不管戰前（1936，29％-51％）或冷戰時期（1976，
36％-56％），廣告篇幅所佔比率均高。不過，儘管有人分別計算篇幅，卻幾乎沒有人分別計算成本。

而計算成本（如明健華，1968、徐詠平，1973，轉引自程宗明，1996）者，卻都未分別計算篇幅。 
107 關於本地報紙實收費用，不同時期的不同報業研究，大致都顯示約佔其零售價之六至七成（程宗

明，1999：106；陳萬達，2001：62；台灣經濟研究院報告，2003），而較近期的資料還概計為 3 元。

然而，不管報紙售價如何調變，影響流通成本的因素大致還是報紙張數。以至於郵局固然對國內郵

寄新聞紙之郵資給予優待（郵政處理規則第 10 條、郵務營業規章第 2 章第 4 節、大宗印刷物新聞紙

雜誌分區捆紮郵資折扣要點，中華民國郵局），但由於報紙重時效的性質，以及國府過去「限地限

印」的政策，本地報業多透過送報單位（如派報社）或自建通路（如設置專區）流通報紙（郭良文、

陶芳芳，2000）。以至於國外資料或指出，報紙零售價約等於流通成本，卻似乎與本地狀況不同了。 
108 先前提過，報業研究資料難以蒐集的狀況。然而即使媒體股票上市，所提供的資料也未必符合理

論觀點而堪用。以報業的人事成本為例，陳有全（2004：73）曾以「香港明報」及「香港壹傳媒有

限公司」財報資料約略指出，台灣報業人事成本應介於 40％（實際上「所有薪資成本」為 38％，當

中且不含管理、行政等開支，同前引：64）與 14％（不包含「直接生產員工」成本、不含行政開支，

同前引：65）間。同時，陳有全以後者於 2002 年之生產成本高達 60.12％（2003 年為 49.7％），作

為指認紙張成本高的依據，但實際上卻未釐清此一未區分細項之「生產成本」之紙張、印刷及「直

接生產員工」之成本為多少。此外，陳萬達（2001）曾指出，以台灣報業編輯部而言，人事成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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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該餘額卻已十分接近當前綜合性報紙的單份售價（10 元），即各報為因

應蘋果日報登台所調降的價格。而縱使將廣告紙墨及流通成本加入單份報紙的成本

計算，此一數額亦十分接近先前各綜合性報紙的售價（15 元），而這恰好是蘋果登

台前各報的售價。這顯示各報業在未感受壓力時所訂定的報紙單價，傾向為「生產

新聞的成本」加上「刊登廣告所需的紙墨成本」。而若考慮各報地方版發行張數不

一、售價相同而新聞版面也相同的狀況來看，說閱聽人「真正購買的商品」是「新

聞」應無疑義。至於廣告部分，就閱聽人而言，其經濟意義一如夾報傳單，既算是

不請自來的部分，還實在則不應計入閱聽人所應承受的成本中。倘若如此，與其說

是廣告主補貼了新聞流通的成本，還不如說是閱聽人分攤了廣告流通的支出109。 

若在新聞與廣告的區別外，再依售出與否的狀態界定報紙的空間意義（表 4-5），
則－真正具生產性的部分，不過是「售出的新聞版面（亦即，單份報紙中新聞所佔

版面＊所有售出的報紙份數）」。至於「隨售出新聞送出的廣告版面（亦即，單份

報紙中廣告所佔版面＊所有售出的報紙份數）」，還有其他「未售出的整份報紙（包

含新聞及廣告）」，則全都不能視為是有生產性的部分，這是因為－廣告面積不過

是為了行銷職能而存在。而未售出的新聞面積，由於未能通過「商品的驚險跳躍」，

所以仍舊不能視為是社會必要的生產，只能算是資源的浪費而界定為不具生產力110。 

表 4-5：報紙的空間意義 
 

類目 新聞（生產剩餘） 廣告（收取地租 rent4 + rent5） 
售出報紙 售出予閱聽眾的新聞面積☆ 隨售出新聞送出的廣告面積□ 

未售出報紙 未售予閱聽眾的新聞面積★ 未隨售出新聞送出的廣告面積■ 
☆具生產力；★社會資源的浪費；□不具生產力；■廣告主的損失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佔事業成本三分之一。台經院（2003）的資料中則指出「所有薪資成本（應含管理）」約佔其營業

額的 22.5％，也就是總支出的 23.67％。而明健華（1968，轉引自程宗明，1999）則指出編輯部門（不

含營業、管理、財務）支出約佔總支出之 11.58 至 12.84％不等。這些片段的資料顯示，各報社或由

於經營狀況不同，儘管物料支出的比例近似，但人事方面的支出差異極大。以至於這些資料既未明

確區分藍／白領，也未區分勞動者／管理人，因此，讓我們就生產性／非生產性勞動區辨繼續推算

的基準並未具足，而要進一步就理論再將「所有人力支出」依職能區分「為廣告主執行行銷職能之

人力支出」，以及「為報業主執行生產職能之人力支出」，以及「為報業主執行行銷職能之人力支

出」的條件並不存在，特別是由於報業生產的特殊性，同樣是記者、編輯、印務人員及同樣的薪水，

在其日常工作中，亦有可能同時執行兩種職能，而這些都還構成了研究者進行具體論證的實際困難。
 

109 由於成本結構時有不同，正文之推算或有誤差，比如近年來的裁員應已使得人事佔成本之比例實

質下降，而以當前偏高之紙價推算總體成本亦可能高估。儘管如此，此一嘗試仍應具有參考價值。 
110 此一區分方式，也就是將廣告與發行（王惕吾，1981：230）進行生產性與否的區分。由此看來，

報業真正的危機應該在於自身價值（及剩餘）產製不足，而這也就意味著品質低落的現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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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架構使得我們－（1）從新聞與廣告相對比例之變化來查知報業的職能轉

變（生產或行銷）、（2）從所售出報紙（ 新聞）與未售出報紙（新聞）的相對比

例變化來探知報業的生產職能是否產生質的變化、（3）由於隨售出新聞所送出的廣

告面積，是報業所實際能提供的行銷服務，則新聞與廣告比例不變下，還可再一次

確認前者（新聞）面積的增減還直接關係到報業收取地租的能力。然而，一般析論

者若未能就此多做釐清，自然也就不會理解「生產性勞動」才是報業存續的核心。 

是以，就「勞動」的角度視之，報業主若不能正視－（1）報紙真正的價值（及

剩餘），只來自於新聞生產，即實際售出的新聞篇幅；（2）報業自己在估算成本時，

是將實際售出的新聞篇幅、與售出之新聞一齊送出的廣告篇幅、未能售出的新聞篇

幅、以及未能售出的廣告篇幅合併計算之；（3）在未有廣告經費挹注下，僅有實際

售出的新聞篇幅能帶進剩餘，其他各項只能視為虧損，而這即是一般所謂「賣一份，

虧一份」的論證基礎；（4）報業依其行銷職能收取廣告「地租」（來自工業資本剩

餘），其收益並非是生產性勞動的剩餘實現，而報業或為了此一收益而在短期內採

取抑制生產性勞動的資源配置，反而會破壞長期下收取地租的能力－則其編採及人

事等生產策略調變的結果，還應當視為是當前報業危機所以形成及惡化的主因。 

第三節：從市場新聞學看報業生產政策的變動 

以上，筆者透過區辨價值及地租，還以「報業空間的構成」重新將「不重視生

產性勞動」界定為當前「報業危機」的主因。然而面對同樣的現實，結合了經濟學

與新聞學的取徑，又如何描述當中生產政策的變動、又能否與上述說法相互參照？ 

當報業從「單純販售新聞予閱聽大眾」到「也為廣告商提供服務」，報紙似乎

還成為了「媒介經濟學」（Media Economics，Picard，1994）分析中的「雙元商品」
111（圖 4-1）。然而透過對閱聽人（勞動）商品及文化生產相關文獻的整理，本研

究還指出０媒體與廣告主之間的交易標的，尚非媒介經濟學所指的「閱聽人注意力」
112，是以將閱聽人注意力當成商品來分析，還不過是遮掩了媒介以其排程（非商品）

供廣告主行銷的事實。儘管如此，在新聞地租剩餘及廣告區位地租兩收益各自獨立

下，這似乎仍不影響該理論預設媒體還將尋求「內容／廣告」的最適生產配置。 

                                                 
111 如同 Marx 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媒介經濟學既然並未肯認生產性勞動者作為價值（及剩餘）

的唯一來源，相關分析，於是還形同對實相的遮掩。而新古典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者所批判的重點

之一，既且是隱瞞了資本主義資源配置的先天瑕疵、而僅對價格現象反應的結果還將導致整體社會

價值（及剩餘）生產不足的問題（見姚欣進，2005），那麼媒介經濟學（及從由衍伸的市場新聞學）

在最根本的層次，也都複製了這個問題，也無怪乎對於媒介亂象僅能做出「營利導向」的診斷。 
112 Smythe 曾以閱聽人（勞動）商品駁斥此一說法。但就本文來看，兩者還都忽略了空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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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注意力／錢 

內容產品 

新聞組織 

公眾注意力 

錢 

廣告主 

乍看之下，此一最適的配置策略，似乎也意味著新聞產製的最適（optimal）狀

態－人們可閱聽高品質的新聞，而提供「高品質」新聞的媒體，則會得到大多數消

費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媒體將消費者的注意力轉售予廣告商，不但能爭取到好價

錢，同時也可將消費者的注意力轉移給政治人物、市民領袖與商業人士等消息來源。

倘若媒體有股票上市，股價亦可水漲船高，而股市利得扣除利潤還可用以擴張生產

或改善品質113。此外，由於廣告商形同補助了產製，高品質新聞可以便宜的價格回

饋消費大眾，且由於未接受特定資金來源，媒體也可不必受國家檢查與干預而獨立。 

 

 

 

 

圖 4-1：媒介經濟學中的商品與交換關係（McManus，1992b） 
 

不過 McManus 在媒介經濟學的基礎上，卻對以上的樂觀看法大表懷疑。透過

以「市場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為名的系列研究，MacManus（1991、
1992a、1992b、1994、1995）還指出－ （1）買賣雙方出於理性的自利行為、（2）
競爭中確實提供選擇、（3）買賣雙方對產品品質的認識、（4）無外部不經濟，這

些使市場得以正常運作的理論前提，幾乎無法應用於新聞產製的實務。 

透過將新聞產製區分為新聞採訪（採務）、重點選取及焦點報導（編務）三階

段，McManus 研究的結果發現－新聞採訪上，媒體為節省成本支出，常傾向採取被

動或低度主動，而非高度主動的方式（McManus，1990：682-683；1994： 200-202）；
重點選取上，不管規模大小，媒體傾向選取成本低廉而娛樂性質高的新聞，而非考

量成本雖昂卻攸關公益、有教育意義的題材；焦點報導方面，比起過程中人為疏失、

社會菁英自利、甚或記者本身偏見造成的偏誤，媒體出於自利而扭曲報導的情形反

而更常見。則市場新聞學下，媒體為求營利，非但使得新聞品質因成本考量而下降，

亦使原先所承諾－追求「將最重要的事、傳達給最多數的人」的價值不復存在。 

產製之外，MacManus 並進一步擴大市場新聞學的層次，以「新聞產製商業模

式」（圖 4-2）來解釋市場新聞學對消費者的不利益。他析論，由於「新聞」就是

「人們不知道的事」，既不像汽車可進行「查驗」（除親眼目睹的新聞事件），也

                                                 
113 由於各國民情不同，截至目前為止，本地還未有報紙發行股票的前例。正文所指是美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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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媒體所有權人 

母公司 

利益/影響 

收入/影響 

資本/管理 

資本/政策 

媒體公司 

新聞部門 

市場規範 新聞規範 

組織文化 

新聞工作者 

新聞決策 

廣告主 

公眾注意力 

公眾注意力 

資訊 

消息來源 

 
 

 

內容 注意力/錢 

一般大眾 

新聞產製環境(文化、法律、規範、科技) 

消費者 

利益團體 

不如服務可親身「體驗」（除氣象報導及球賽比數），幾乎全是消費者以信心消費

的「信任財」，而單一閱聽眾，由於無法、也無能分辨新聞品質，並缺乏代理人提

供諮詢服務，不閱聽或看到爛新聞的損失也不很大…，因而便升高了其他參與者，

包括消息來源、投資者、廣告主，甚至媒體組織在商業產製模式中藉以投機的誘因。

特別在市場中，剝削隨不平等而來，大佔消費者便宜，似乎也合乎「經濟理性」，

所以當新聞機構與消費者、投資者、廣告主與消息來源進行交易時，單一消費者不

但成為當中最弱勢，而所閱聽的新聞品質及閱聽權利，更是江河日下。 

 

 

 

 

 

 

 

 

 

 

 

 

 

 

 

 

圖 4-2：新聞產製商業模式（McManus，199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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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亂象114，McManus 於是論稱，媒體在商言商之下，「市場新聞學」

（Market-dirven Journalism）已取代了「傳統的規範式新聞學」（Normative Journalism）

（Beam，2001: 478），影響所及，內容之劣化可想而知。此外，由於此一理論與閱

聽人商品／勞動同樣源起於對電視的分析，還有學者認為報業承受的市場壓力遠低

於廣電媒體，因而不適用市場新聞學（Curtin，1999: 57），儘管如此，若還考察 Beam 
以「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 Journalism）回應市場新聞學的研究（Beam，1996： 
289；1998：4；2001：467；2002：47；2003：370），則當中對於「市場」態度之

轉折變動，還足堪證明他的理論確實可以跨媒介運用於報業。 

以上，McManus 基於 Picard 概念對傳播體系所發展出的理論，雖然指出了－媒

體依經濟理性改變文化生產策略，還會造成新聞品質低落的結果，而商業模式中的

經濟理性，還蘊藏著各方（stakeholder）紛向閱聽人套利的可能性。然而，由於未

能警覺到文化生產中勞動、價值（及剩餘）、地租等概念需釐清，該理論在概念與

進一步應用上都還存有限制。這些限制包括了： 

（1）該理論預設了「閱聽眾認識能力」不足115，卻忽略閱聽眾仍具有認知到「面

積／空間／品質（新聞價值）／發行份數／勞動者與勞動價值」間互不相稱的能力。

也就是說，閱聽眾對訊息、媒體與媒體工作者的觀感本來還會影響到新聞的銷售量； 

（2）該理論儘管注意到新聞品質下降，但由於未對價值（及剩餘）、地租進行

察考，僅將報業品質問題單純視為新聞義理（journalism）問題之際116，也就使得勞

動者只剩下「不專業」或其他「被動的」角色可以扮演117。影響所及，勞動者與閱

                                                 
114 類似的亂象，可見 Underwood（1993／林添貴譯，2000）在《MBA 當家：企業化經營下報業的

改變》（When MBA rules the newsroom）中對美國報業的描述，至於本地，則可見李筱雯（2004）
對台灣報業的描繪。而李筱雯（同前引：93-105）將「質報」與「量報」相對立之際，還指出傳統

「新聞倫理」下的「好新聞」本來可以帶出「好生意」，但時至今日，所謂的「新新聞價值」下的

「好新聞」已經不敵「好生意」（「編業合一」或「置入性行銷」）了。此外，她並從「新聞價值」

與「媒介生產機制」角度歸納指出前者往後者形變的趨勢，共計包括了－（1）由編業獨立至行銷業

務主導新聞產製、（2）組織的營利範圍由新聞、廣告發行而擴大至行銷、公關、展覽及印刷等、（3）
記者與採訪間由採訪關係變成準生意伙伴關係，以及（4）新聞與廣告之間的楚河漢界因而消失。 
115 在市場新聞學的預設當中，閱聽眾呈現出既無能、亦不願分辨品質的眾生相，而這樣的認識觀點

也影響了 MacManus 提出的媒改建議，亦即由有識之士登高一呼，號召閱聽眾群起響應的路線。至

於媒體勞動者，則被 McManus 描繪成難以行動的一群。相映成趣的是，Murdock 亦曾批評 Smythe
將閱聽人視若奴工的理論竟未指出一條出路，則 Smythe 雖以「物極必反」的說法加以回應，但盲點

論戰（Jhally、Livant）中忽略媒體工作者也是事實。從由可見，閱聽眾及勞動者之關係還有待構連。 
116 無獨有偶，參照 McManus（1994）的《市場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以及 Merrill（2003）
的《新聞倫理：存在主義的觀點》，其相同處還在於相關分析仍然止於新聞學式（journalism）的探

討，而勞動者與其勞動成品間只有義理相互聯繫下，勞動者及其勞動權益問題上仍然未受應有重視。 
117 與此相反的，當然是專業記者的自省了。如林照真（2006）還提出「媒體改革的願景何在？」的

大哉問，且自答曰，「希望能從尋找工作者的反叛開始，讓每一個記者從一個權力監督者的定位努

力起，也就是在台灣尋找調查報導的精神，建立屬於台灣本土的調查新聞學，讓工作者與年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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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既成對立，於媒改策略也就向專業問題及素養問題兩個不同的面向分道揚鑣118； 

（3）該理論的批判方式，似乎僅在凸顯「應然／實然」的分別。這除了使市場

新聞學僅只是「媒介經濟學（作為一理想狀態）」的差勁版本，以至於意欲「振衰

起弊」，似乎也就排除了「公共服務（作為一理想狀態）」作為另類模式的可能性； 

（4）該理論的分析架構較為靜態，不但顯示不出文化生產「勞動／勞動者／勞

動成果／空間／價值（及剩餘）」的特殊性，也無法凸顯品質與數量的辯證關係； 

（5）提及產製新聞的成本下降，卻未再就可變成本及不變成本分別視之，在基

本預設上，仍然未將生產者視為是價值（及剩餘）的唯一來源119。 

表 4-6：刊載了廣告與新聞的報紙（當廣告排擠了新聞） 
 

報業 生產性 非生產性支出 消費分配 報業收入

不變

資本 
紙張、油墨、機器物料 CT

白領勞動 VT 內容生產

生產

職能 
新

聞 可變

資本 藍領勞動 VT 物理傳輸

排

程

空

間

銷售支出 
由剩餘價值支付

閱聽人以

工資購買

該商品 

剩餘 
價值 
ST 

行銷 
職能 

無 
廣

告

紙墨 CN
傳輸 VN

排

程

空

間

閱聽人是

行銷對象 

rent4－ 
CV－VN
＋rent5 

∵（CT+CN）=C 且（VT＋VN）=V∴CT＋VT＋ST=WT<W=C+V+S（剝削率不變）

                                                                                                                                                  
不再漂浮於市場之上」。這樣來自於工作者的深切期許自然很動人了，然而，以她自己在處理調查

報導倫理爭議之際所引的他山之石為例－「攝影記者湯姆․瑪利門（Tom Merriman）…感到為難的

是，因為新聞資源愈來愈少，現在的他變得愈來愈仰賴志願者，也經常要讓實習生帶著攝影機深入

新聞現場，他無奈地說：『沒有辦法，我們這些地方電視台的人別無選擇，有些事情非報導不可，

我們必須冒這個險。幾年前，我們人手充裕，有製作人、記者、助手，也可僱私人保鏢幫忙監看，

器材是應有盡有。』但現在情況完全不同，調查記者只剩他一個人，現在全國的新聞部都在縮編，

但討論這些已於事無補。」（同前引：296）那麼當「…年輕一輩的記者，看不到過去光榮的傳統，

也不見未來的希望，多數媒體早已凍結人事，能留在新聞圈內，都已經很不容易」，則欲記者做「新

聞改革的引擎」，果然是任重道遠，而研究者以為這並凸顯了以勞動角度重新看待問題的必要性。 
118 關於閱聽人素養的較新著述，還可見《批判的媒體識讀》一書（成露茜、羅曉南，2005）。 
119 在新聞產製成本的討論上，未特別區分人事成本與其他成本的討論還很平常，比如「在新的媒體

時代中，記者可以應用更多新的傳播科技，媒體數量也不斷增加，但在媒體事業發達後，反而導致

花費較高的調查新聞的降低，多數記者不斷被要求坐在位子上發稿，他們過度工作，儘量去照顧所

有新聞，卻不允許有時間出國與調查，形成許多快餐式的新聞學（fast-food journalism）。換言之，

當利潤壓力吹到新聞這個產業上時，調查報導的預算就會一直被砍。」（林照真，2006：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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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CT（紙張、油墨、機器等物料成本）＋VT（構思白領勞動＋執行藍領勞動）

＋ST（剩餘價值，含部分銷售支出）＝WT（價值）＝PT（報業進帳）<P＝W 
生產（具生產性）的利潤率：PT’＝（ST／CT+VT） 
總體收入：PT＋rent4（合理的行銷收入）＋ rent5（建構出的超額收入）－CN（非

生產性物料成本）－VN（非生產性人事成本）＝P2（報業進帳） 
行銷（不具生產性）的利潤率：P’’ ＝（rent4+ rent5-CN-VN／CN+VN） 
未排擠利潤率（部分生產性）：P1’＝（S+ rent4 -CN-VN+ rent5）／(C+V＋CN＋VN)
已排擠利潤率（部分生產性）：P2’＝（ST+ rent4 -CN-VN+ rent5）／(C+V)  
此一概念分析假定非生產性的支出未變動，因而獲致的收入亦未變動（rent4、rent5），
只要 P1’＝P2’或 P2’ <P1’，報紙即有放棄生產職能轉向行銷的潛力，且 W 將受影響。

但需提醒，W 下降卻可能進而影響報紙的收租能力，反而還將造成 P2 長期的下降。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請比較本表與表 4-2）。 

不過若以先前的架構來重新詮釋 McManus 的發現，當他說套利會發生，其實

還意指廣告排擠新聞的情況，也就是－價格（P）儘管不變，但由於產製成本下降

（即 CT＋VT<C＋V），新聞品質因而下降（WT<W），其間差額，還涉及了媒體、

消息來源及廣告商對閱聽眾的欺騙，也就是不等價交換（W≠P）的情況發生了。 

然而對於「價值」（W）與「價格」（P）無法客觀符應的狀況，一般亦有以「資

本構成」（C／V）來理解的進路。也就是假定剝削率（S／V）等情況不變，當可

變資本（V）越高、不變資本（C）越小，也便意味著資本構成越低，因而還可以產

製出更多價值。然而，由於個體資本作為總資本之一部，在參與平均利潤率形成之

際，所回收的還只會是依該資本佔總資本之比例的平均利潤，這便形同有機構成低

的部門對有機構成高的部門進行補貼，如農業對工業資本形成補貼（這就是絕對地

租的來源之一），而當資本從有機構成低的產業流向有機構成高的產業，這還使得

該部門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受到影響，部門利潤率（P’=S／[C+V]）也因而改變。 

以至於報業屬性特別（既有自身生產的剩餘，也有來自工業資本的地租），利

潤率的計算又更複雜了。則 McManus 既為我們指出報業生產策略有改變的趨勢（C
＋V→CT＋VT，且 CT＋VT<C＋V），也就是說產業利潤率將因而改變（P1’ <P2’）。 

對此，Ryan（1991）雖然注意到「把藝術事物當作交換價值來生產，使用價值

便要遭到侵蝕（文化商品的矛盾）」的現象，但由於未仔細分辨價值（及剩餘）與

地租，造成他誤將來自周轉率加快的超額利潤直接視為是來自行銷職能的剩餘。儘

管如此，他卻也可敬地指出，「應該還要調查產業中因價值法則運作而產生的其他

『次要矛盾』，比如過量生產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組成的上升、平均利潤率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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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馬克斯所描述的情狀」。這意味著僅只是關注利潤率的變動，還無法體察體系

當中價值（與剩餘）的生產，而欲更進一步瞭解傳播體系，還有從有機構成（C／V）

角度再行考察之必要，研究者並相信，這必然與新聞實務在生產上的特殊性有關。 

對此，研究者固仍無法提出更深入的分析，本論文也僅只是以 Marx 的勞動價

值論的預設還原傳播體系中的價值（及剩餘），但必須說明的是，勞動價值與生產

價格間的關係，迄今還有理論的爭辯。特別是由於 Marx 與 Engles 從未清楚說明下，

不少人還嘗試以數理方法挑戰理論的有效性 （Bohm-Bawerk，1949，轉引自 Harvey，
1982：64；Samuelson，1971，同前引：65）120。儘管如此，若本於 Marx 區分「生

產、流通、消費與分配」的初心，並關注價格、價值（及剩餘）、勞動、商品拜物

教等現象，那麼 Harvey 為當前資本主義所做的註腳，或值得所有研究者省思： 

「資本平均化的複雜社會過程，使商品相對平均生產價格與其價值相分離，同

樣地，各生產場域的平均收益也與特定資本家所進行的剝削相分離。這使得生

產價格與其價值、實現該價值的勞動有所不同，而特定資本的平均收益也與擷

取自生產勞動的剩餘價值不同…這使得一般平均收益對資本的重視，還獨立於

剝削之外。所以價值由勞工自創本身，對於資本家與勞工竟且顯得模糊了，這

種價格與價值分離的幻象，形成商品拜物教。這樣的神秘化（mystification）
對資本亦是有害的，畢竟資本階級的再生產還仰賴剩餘價值，但競爭驅使他們

不願將社會勞動力配置成使利潤率平均化，所以社會生產也就不會極大化

（maximizing），這也就使得資本主義出現週期性危機，這些都是因為資本家

依照市場邏輯向價格做出反應、而非向剩餘價值去求取」（Harvey，1982：68） 

先前章節中，我們既且確定了價值（及剩餘）僅可能來自於體系中的生產性勞

動，則 McManus 儘管提到了利潤率改變的問題，但可惜未能進一步就勞動面向再

行思慮下，也就使得他選擇從生產部門外另謀改革之道。儘管如此，我們既欲進一

步理解報業的價值（及剩餘），還不能不基進地分析報業的生產勞動，也因而不能

不對報業勞動者（概稱為記者）進行「勞動過程」（labour process）的考察。 

                                                 
120 Harvey（1982：61-68）歸納整理了三種 Marxist 回應的取徑：其一是當成歷史問題來理解、其二

是假定數理方法不能得出重要的社會結論，因而也就無關宏旨（Shaikh，1978，同前引）、其三是

透過 Moskov 過程矯正，而許多難題自然可迎刃而解，生產價格總額還有剩餘價值總額之間的等式，

也就可以與剩餘價值量及總收益相均衡（Morishima，1973，同前引：67）。對此，Harvey 特別指出，

勞動價值與生產價格既是 Marx 分析的靜態理論，分析者還實在不應以「歷史過程」草草回應，質此，

他特別揚舉許多非馬克斯主義者的貢獻，包括 Baumol 指出馬克斯的分配理論中，價值與價格的轉換

問題並不重要，還有 Morishima 指出馬克斯看重的社會效果。然此種種，研究者卻暫且無能溯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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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從記者的勞動分析看報業的生產問題 

勞動過程，在 Marx 定義下，意指人類透過「生產性勞動」（productive labor）
改造他自己與自然間關係的過程。當中的三個要素，包括：（1）生產性勞動本身、

（2）勞動主體，以及（3）工具。而勞動過程的功能，是要透過組織對象、工具，

及勞動力（包括其知識及體力付出）創造出有用的商品或服務，其結果，則是人類

勞動力透過勞動過程而物質化或對象化成為使用價值，其中也便創造了剩餘價值。 

對此，Braverman（1974）則另有強調。他認為，人類勞動並非自於本能，而是

概念前導的產物，具有「構想與執行分離」（seperation of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
的潛能，而勞動力不可能脫離人而存在下，欲運用勞動力，還須控制勞動者。他並

且發現，資本對於勞動最主要的控制，還在於打破勞動者對生產技術的掌握，可以

泰勒主義（Taylorism）為代表。因此，「去技術化」（de-skilling）是長期趨勢，勞

動者也將因此產生退化（degradation）而益成為資本附庸（同前引：70-136）。質

此，研究「技術本身」、「去技術化」與「降級」現象，便成為後來研究者探討資

本主義下勞動過程的重要工具，而 Braverman 本人在此意義上，也將辦公室工作人

員等非物質生產性之白領勞動與藍領勞動類同，而一併列入勞動過程研究的範疇中。 

平心而論，Braverman 將勞動大軍陣列擴大的理論企圖，固然有助於遏止因社

會分工所造成「體力勞動」與「心智勞動」分裂、促進團結（solidarity）的意義。

但勞動過程既是一價值增殖（valorization）的過程，那麼勞動本身是否是能生產價

值（及剩餘）的生產性勞動，也就直接關係到「勞動過程研究」是否違背了 Marx
以「勞動價值論」展開資本主義分析之原旨121。然而，或許由於早期勞動過程仍大

都集中於工廠勞動，此一盲點並未受到凸顯下，越來越多研究者還將勞動過程的視

                                                 
121 其實 Braverman（1974／佚名譯，1988）本人並非沒有注意到價值問題，所以他在《勞動與壟斷

資本》一書中所提出的分析，恰恰好是建立在修改了「勞動價值論」的前提上。這反映在他將勞動

過程界定為「一般說來就是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然而同時也是『擴大資本─創造利潤的過程』…
單純從技術觀點僅僅把勞動過程看做一種勞動方式，那就過於輕率了…勞動過程已經成為資本積累

過程」（同前引：53），而「勞動力再生產自身之後，為資本家生產的這種『特殊』能力，只不過

是它本來能夠停止的時限之外再延長的勞動時間。一頭公牛也有這種能力，如果通過訓練和強迫使

它堅持碾磨勞動，它也會碾磨出比它所吃掉的還多的穀物。因此，人類勞動力的特殊能力並不是生

產剩餘的能力，而它的有理智的和有目的的性質。」（同前引：56）這樣看待勞動價值的方式，也

便與「認定等價交換關係之下，購買生產資料（如能源）的資本家能生產出比這些生產資料更多的

剩餘價值…資本家『剝削』生產資料，而非剝削勞工」（如「玉米及罐頭」的例子，詳見 Roemer，
2003）很類似了。然而，勞動過程既然是 Marx 所說的、「價值與增殖（valorization）的統一過程」，

那麼前述說法對堅守 Marx 勞動價值學說的學者如姚欣進，卻是「非常錯亂的」。姚欣進以「訓練有

素的猴子」為例，指出「像猴子一樣聰明的機器人、生產機器等等非人類的勞動角色能夠生產勞動，

它們都出自於人類勞動的結果…機器…在生產過程中不能創造新的價值，只是將原有的價值轉移至

新商品之中」（2005：84-85），而這並且構連到他對「智力勞動」的分析（同前引：24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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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擴增到各式各樣的「白領」工作，而陸續在「更寬廣意義下」將勞動過程研究的

對象從私部門擴展到公部門、從生產部門擴展到服務部門122。則這些研究結果在「科

技」、「管理」或「控制」、「組織」等脈絡下固然都能言之成理而頗有可觀，但

未就「生產／流通／分配與消費」三大領域進行生產性勞動與否的區別、亦未肯認

Marx「勞動價值論」的基點上，其分析是否也便形同於混淆了價值與價格呢？ 

類似的狀況也出現在傳播領域的相關研究中。比如 Zimblast（1979）早年所處

理的印刷業，固由於印務本身藍領勞動的特質而似乎沒有理論扞格的問題。但晚近

以來，如 Alvesson（1987）、Murphy（1991）、Kersten（1993）、Im（1997）、

Blair（2003）等人在處理傳播場域中、特別是白領工作者的勞動過程時，也多僅關

注其他次命題，而未先在 Marx 的架構下對價值（及剩餘）的問題先提出說明。 

至於國內，撇開素有傳統的新聞記者專業性研究不談123，真正能「還原」文化

生產工作中勞動者身份的基進研究本來還不多見（如馮建三，1994、1998a、1998b；
管中祥、邱承君，1998；劉昌德，2003a、2003b；林富美，2003、2004）124，但或

許由於大環境轉變使然，近年來特別以勞動過程為關鍵字的研究已快速增加，如： 

（1）報社辦公室（clerical）的生產過程研究（陳雪慧，1993）；（2）以家父

長制（paternity）來理解報社技術變遷的勞動過程研究（廖郁毓，2002）；（3）關

於報社組織文化與勞動意識變化的勞動過程研究（陸燕玲，2003）；（4）探討科技

對漫畫工作者勞動狀況衝擊的勞動過程研究（劉昌德，2003b）；（5）關懷新媒介

下報社勞動者順服的勞動過程研究（陳玉瓊，2004）；（6）探論資本家運用傳播科

技實現控制的勞動過程研究（蔡惠鈞，2004）；（7）以去技術化（de-skilling）及

                                                 
122 這樣的情況似乎十分常見，研究者就政大館藏外文書籍初步搜尋的結果，還發現了如：Christine 
Cousins，1985：85；Steve Smith，1988：144；Dominic Strinati，1990：210；Chris Smith and Hugh Willmott，
1991：1；Harvie Ramsay, Chris Baldry,Connolly and Cliff Lockyer，1991：39；Mike Dent，1991：68；
Rod Coombos and Ola Jonssoon，1991；Henry Miller，1991：113；David Knoghts and Glenn Morgan，
1991：217；Andrew Sturdy，1992：115；Peter Ackers and John Black，1992：John Smythe，1995：2；
John Smyth，1995：2；Simon Marginson，1995：17；Henry Miller，1991：31；William G. Tierney and 
Robert A. Rhoads，1995：100；Richard Winter，1995：135。以至於國內相關的博碩士論文也有類似

的情形，如：林宗宏，1999；楊東麒，2000；蔡雅怡，2003；周詩華，2003；蔡侑霖，2003；連詩

雅，2004。而當中，又特別關心性別議題的也有：劉代倩，1996；呂翠玲，1998；陳秀曼，2001 等。 
123 新聞學的分析若泛道德化，卻也可能落入自說自話的危機，而如同「只是在交換完成之後，生產

者才知道他的商品是否真正滿足了社會需要，他是否正確地花費了勞動時間。他不能通過一個『以

社會名義』對他的工作進行評論的人的認可或否決，證實自己的確是商品生產社會中完全合格的成

員，而只有通過他在為之進行的交易中所獲得的物，來證實他的社會能力。因為社會把自己的事情

建立在物的基礎上，而不是建立在人及其集體意識的基礎上。因此，能向生產者提供這種證實的物，

必須有能以社會名義講話的必要資格證明」（Hilferding，1994，轉引自黃昱珽，2003：29）。 
124 若 Hardt（1990，轉引自程宗明，1999：87）說法為實，新聞學研究只注重以服務業的新聞記者

（journalist）表現，卻忽略以產業觀點關注新聞勞工（newsworker），則此現象還非我國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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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級」（degration）為架構，考察勞動條件的勞動過程研究（Liu，2004）；（8）
關注於遊戲產業彈性生產勞動控制的勞動過程研究（戴皖文，2006）。 

以上諸勞動過程研究，除了以報業為大宗，還多沒有錯過「生產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下「控制／抵抗」的關係，儘管切入點或田野各有不同，卻都可喜地

開拓了國內勞動過程研究的各種面向。但可惜的是，這些研究對最根本的增殖問題

（valorization）既採取存而不論的立場，會不會反而對理論的應用產生限制呢？ 

不過，若更聚焦於報業的勞動過程研究，我們還特別不能錯過 Liu（2004）的

成果。一方面，這固然是因為 Liu 運用了量／質性方法的分析，還應為當前國內該

主題最具份量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人對報業去技術化及降級的考察，既源於對科

技的強調，還可說承繼了 Braverman 以降進行「勞動過程研究」、觀察「去技術化」

（deskilling）以至於「降級」（degration）的傳統。先前提過，Marx 析論一般利潤

率形成且下降的過程中，科技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生產者由於採用新生產技術，還

較其他廠商享有超額利潤，而廠商紛紛採用新技術以進行競爭的結果，科技非但因

而普及、平均生產率增加，超額利潤也便消失而歸於一般利潤率。然而，實際觀察

報業中新科技的運用，傳播工人是否也感受到了去技術化及退化的負面衝擊呢？ 

對此，Liu 承襲了 Ryan（1991）對藍／白領勞動的區分，還分別做出評述－ 

就藍領印務工人與新科技而言，Liu 的本地發現與 Zimblast（1979）的觀察大致

相同，雖然此際國內藍領工人所面對的新衝擊還來自於 80 年代以降的電腦化，但結

果同樣是新科技造成了去技術化以及「產業後備軍」（失業）的現象。對於藍領工

人所面臨的危機，馮建三（1994）當時還觀察到了白領「沒有強烈不滿…更不可能

（對藍領工人的處境）感同身受」的情況。以至於十年之後，Liu 的研究則顯示同

樣的問題也沒有起色的跡象。單純就技術面思考藍／白領關係，何以一方技術改變

（C／V）而出現的失業現象（umemployment），卻似乎不會對另一方造成影響呢？ 

合理的看法是，彼此分工的兩部門各自有不同的技術構成，報業在藍領部門採

用新技術時，固然意圖藉此改變獲取超額利潤，但衝擊既集中於特定工序，還不會

影響到整體新聞產製工序中的其他環節，而這似乎構成了白領工作者能夠自外的客

觀條件。另一方面，這或許也凸顯了新聞工作者受專業性教育影響，於主觀認知上

還未能確切認清自身作為勞動者的處境（朱若蘭，2003、馮建三，1994、1998）。 

儘管如此，這卻絕不代表資訊科技就完全不會影響白領的工作情狀。面對過去

研究多假定資訊科技對台灣白領從業人員會有技術升級、生產力提昇、增加自主等

正面影響，Liu 發現，白領工作者確實憑恃著工作需要的自身知識與經驗，因而有

得以免受新科技之害而失業的想法。然而由於意識到管理人員會運用新科技、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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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者控制而使資本收益極大化，Liu 也觀察到白領工作者（不管是在外奔波的

記者、攝影，或是在內守門的美編、版編、校對）在資訊科技引進、「再技術化」

（reskilling）的過程中，還都不約而同面臨了負面的衝擊，包括－ 

（1）工作轉移：新科技使白領勞動者吸納了過去藍領工人的工作； 

（2）工作壓力與負荷變大：新科技對工作者形成了更綿密的控制網絡，但資訊

科技帶來的生產力（productivity）提昇，卻不能保證白領工作者的自主性提昇。以

記者為例，新科技意味著截稿期限的緊迫（以爭取更快的流通速度），以及稿數、

字數的增加，卻不是對品質的追索（quality suffers，同前引：248）； 

（3）雇傭人數雖未因新科技而減少，但新科技卻使得工作降級：傳統技能與勞

動經驗價值衰退，工作細瑣化（trivalization，對品質的要求下降）的結果，連帶使

資深工作者的獨特性及靈光消失。過去的經驗與知識、技術、個人圖書館，以及人

脈都變得較不重要，這使得工作門檻（entry barrier）下降、新手上路時間縮短（由

三個月降至一個月）、師徒制（master-and-apprentice system）消失，資深（experienced）
工作者也更可能被「產業後備軍」取代，比如聯合報便招募了「U 種子」（同前引：

159）來跑校園新聞之外，一般大眾如今似乎也可透過新科技加入新聞產製的行列。 

此外，Liu（同前引：238）並指出，新科技對報業的威脅乃是由複製部門開始

逐步擴及創意部門的。在創意部門內，由於勞動與名聲的特定連結，工作降級也是

由「軟性新聞版面」（soft pages）開始125。以至於當前影響記者工作機會的關鍵因

素，Liu（同前引：198-199、244）則引受訪者的話指出為「市場」，特別是當台灣

報業好景不再，由於資深員工的薪水較新進員工為高，於是「年輕的、而非最佳者

殘存」之下，報社一面推動「優退優離」，一面又招募新血。Liu 指出，這顯示報

社管理階層看重「人事成本」（salary cost）多於「品質」（quality production）126。 

Liu 雖以去「技術化」作為理論探究的起點，但見諸他對於藍／白領工作者所

以淪為「產業後備軍」的析論，卻顯然不能將答案完全置放在「去技術化」的脈絡

下。換句話說，Ryan 所稱的「文化勞動的特殊性」既難以「去技術化」的概念解釋，

                                                 
125 研究者在此固然不擬介入軟／硬版面的討論，但這並不代表這樣的爭議不存在。「如果說過去是

「政經新聞記者的地位，明顯高於綜藝新聞記者。『如果以家庭來比喻，政治新聞就是讀博士的兒

子。綜藝新聞就像是當妓女的女兒。』」（林佳蓉，1998：13）但這樣的說法，到了晚近似有翻轉

了，「跑軟性新聞的記者，愈來愈有與跑政府部會等硬性新聞的記者並駕齊驅的趨勢」（李篠雯，

2004：104）。則將此升彼跌之勢對照「消費新聞」之崛起，若此一趨勢竟且發生在「消費新聞」興

起的脈絡下（馬岳琳，1999），則其產製是否具有「生產性」或只是「行銷」，卻都必須仔細省察。 
126 同樣的理由，似乎也造成資深記者制推動不利，「報社養一個資深記者的薪水，可以養兩個半的

年輕記者…只有精簡成本、增加利潤的事，報社才會全力支持，只要報紙能賣出，報紙的內容品質，

也就不是那麼重要了。」（林佳蓉，1998:12）而這又是一個將品質、成本及記者個人相連結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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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是品質要求下降造成人事的變動，或者，人事的變動造成品質的下降，都

還應辯證地理解－特別是當報業流失的人多、補充的人少時更是如此127。而 Liu 固

然將白領勞動者所以淪為「產業後備軍」的結果歸因於「市場」，特別是報業資本

家以成本為念（以利潤率為念）的心態，研究者還以為，這樣的描述，卻還在前述

縮稱廣告對新聞的擠壓外，另外指出了一條理解報業「空間：勞動／內容／品質」

邏輯的路徑，而這也就是先前提到、以資本有機構成（C／V）來理解報業的方式。 

截至目前為止，雖然使我們細緻理解報業有機構成（C／V）的條件仍不存在128，

不過若先撇開廣告地租混亂曖昧的價格現象（rent4、rent5）以及報業對讀者的欺騙

（W≠P）不談， 將 Liu 對於整體報業的考察帶入 Marx 的生產公式中，還會得出

十分有意義的結果－固定成本上升（CT↑）之外，內容生產者實質所得減少、工作

負荷加重、工時加長、勞動強度變強的狀況，都暗示著資本家所獲取之單位相對剩

餘價值（ST／VT↑）及絕對剩餘價值（ST↑）均應顯著上升才對。按照先前分析，

此一價值（及剩餘）之提昇，還應展現在更佳的新聞品質（WT↑），甚至，新聞

從業人員及報業資本家還可因此生產額外獲致更多的文化資本（即名聲）才是。 

但這樣的推論結果，卻恰恰「不是」一般社會大眾或從業人員自身對產品及勞

動的真實評價（WT↓，且 ST↓）。根據上列公式，其原因儘可能來自於可變資本

的絕對下降（VT↓）129。生產要素總是以合乎其價值之價格進入生產過程的前提下

                                                 
127 此一數字若參酌片段的歷史資料來看，還會更加驚人。「中國時報…已經由每年『4400 人』左

右，減至『3700 多人』。到今年年底，預計可以減少到『3400 多人』。相形之下，聯合報系雖然也

在實行人力精簡政策，但是，從 83 年至今，聯合報系全部事業共才裁減兩百多名員工（包含自請退

休者）。目前報社員工還無法低過『4600 人』的關卡。組織人數居高不下，龐大的人事負擔拖垮報

社的發展，『就從支付員工薪水，維持報社營運來看，聯合報系一年得比中時報系多賺三分之一，

收支才有辦法打平』」（林佳蓉，1998：13）。以上這是發生於新印刷機器之使用之後的資料，則

此一人數的減少固然與藍領勞動者的「去技術化」有關，但衡諸兩大報系，當前聯合報系人事雖有

補充、卻僅有 2000 餘人（計算自聯合系刊，見後續章節）、中時報系當前人事亦不超過 1200 人（工

輿：http://blog.yam.com/ctitu_1998）的狀況，應可斷定報業中的白領勞動者數目果然巨幅地減少了。 
128鑑於相關資料難以取得，研究者在此僅以行政院主計處（請見：http://www.dgbs.gov.tw ）公布的

統計及「人力資源統計」月報為例。當中歷年所建構的指標便僅包括－（1）農林漁牧業、（2）工

業、（3）服務業大項下，將「工業」概分為「製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水電燃氣業」

及「營造業」，而將「服務業」概分為「批發、零售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金

融、保險及不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公共行政業」。以至於

各年之下，還將「服務業」更細分為「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

業」、「金融及保險業」、「不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

「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公共行政業」，

而未特別將「新聞出版業」提供更詳細的資料。同樣的狀況於「薪資及生產力統計」、「就業失業

統計」、也是如此，以至於「員工進退、勞動報酬統計」中雖有出版類的資料，其下卻也未再行細

分。大致來說，難以運用於個別業別的分析（如新聞業）。政府能取得的資料尚且如此，其他相關

於企業經營的訊息卻有可以說更難取得了。而這些也同樣對進一步的推論構成許多難以跨越的限制。 
129 也可參見：「以美國來說，媒體集中化後發現，新聞只剩更少的人在運作。在華盛頓從 1980 年

中葉起，美國廣電記者數量已降低五成，但是成長中的公關公司會提供更多新聞給媒體。隨著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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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進，2005），此一可變資本總量的絕對減少既不涉及新技術引進，資本有機

構成提高（CT／VT↑）及價值生產不足（ST↓）的狀況，只可能來自於白領勞動

者工作狀況的劣化以及大量的白領失業，顯見因總量減少而絕對流失的價值量（WT
↓，且 ST↓）已非「生產力提升」（ST／VT↑）所相對獲取的價值量得以彌補。 

換句話說，剝削率的上升仍然無法挽回品質的低落，而勞動情狀剝削程度顯然

亦逼近了生產場域中正規勞動者所能承受的自然上限，而這似乎也就與當前記者的

高流動率相關了。若再將 Lo（1994）及 Liu（2005）的研究成果加以對照，儘管可

以發現記者教育程度普遍提高，但記者專業自尊卻反而日見低落，除了多半亟思轉

業出走，十年前後平均年齡維持不變的現象，似乎也標示著工作者無法留在報業生

產線上的事實，而可說落實了兩位研究者對（報業）新聞工作專業無法深化的憂慮。 

囿限於研究者實際所能取得的資料，上述的析論儘管粗糙，卻是從另一個面向

構連閱聽人主觀感受（WT↓）與工作者之客觀工作條件（VT↓）的嘗試。然而若

非對生產性勞動保持警覺，再多探論，恐怕仍將自限於廣告地租的價格現象，而混

淆了價值與價格的結果，還無疑是另外一種商品拜物教的形式了（CF4）。 

小結 

本章中，研究者透過兩種理想型報紙類型（只有新聞的報紙，以及同時刊載廣

告與新聞的報紙）的建構，還以「空間」的概念連結了「新聞的生產地租（價值與

剩餘）」及「廣告的區位地租（因行銷職能帶入的收益）」。雖然這樣的認識還無

法完全對應於新聞史上的具體情狀，卻已足夠讓我們以不同的眼光看待報業危機說

當中的成本問題。此外，有鑑於 Ryan 所指認，文化勞動的特殊性，研究者也嘗試

就報紙「空間：勞動／內容／品質」的邏輯，透過兩種不同方式探論了報紙的生產

問題（W↓且 S↓，價值生產不足的情況）。其一是藉由對媒介經濟學與市場新聞

學的批判認識，看到剝削率不變（ST／VT＝S／V）、報社刊登廣告的行銷職能還

對新聞產製價值（及剩餘）的生產職能造成排擠（C＋V＋S→CT＋VT＋ST）。另

一則是透過本地勞動過程研究的現象發現資本有機構成（CT／VT↑）的變動，而

其原因，自然還是近年來報業白領新聞工作者勞動條件惡化及大量失業了（VT↓）。 

                                                                                                                                                  
化時代來臨，傳播科技愈來愈發達，但記者人數也是呈現減少狀態，工作量不斷增加。在 1969 年時，

英國有 3500 名全國性的報紙記者，三十年來人數卻下降到 2600 餘人到 2400 餘人左右。傳播科技的

進步亦使得記者工作量不斷增加。1996 年的調查顯示，62％的新聞工作者每週要工作 59 個小時以

上。在 1960 年到 1990 年間，新聞工作者所寫的字數與空間是二倍或三倍的成長。這是個時代的弔

詭，媒體的規模日益擴大，傳播科技亦不斷升級，卻導致記者的勞務工作大增，勞心機會反而減少。

目前的情況是，記者不再只是撰稿，還必須以臨時性的角色參與媒體其他環節的運作，進而使記者

的重要性降低，記者為了應付所有工作，只有大量藉助公關。」（林照真，2006：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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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補充說明的是，本章開頭所以排除廣告與內容混雜的狀況不提，並非出於

研究者對廣告化新聞、新聞化廣告、置入性行銷等氾濫情況之漠視，而是基於應直

接將該等勞務視為是報社行銷職能的考量130。隨著大環境改變，這些行銷職能而今

甚至已由編輯部提供（蕭肇君，2004），這於是還意味著－後續研究者若能取得更

精確的實證資料進行分析，應不可簡單從事、逕將記者收入以及其為報業帶進之營

收直接劃入生產性勞動的範疇，而必須對其實際所執行之職能再加以判斷。 

此外，本章一開始也先排除了報業為廣告主（含工業資本家）進行生產性勞動

的情狀。如前所述，此一類目所以出現，還與「廣告」統攝了相當的異質性及出資

者的不同意圖有關（粗略地說，即可能包括了一般公告、政黨廣告、形象廣告、節

目贊助、公益廣告等）。這種情況下，此類勞動固不涉及行銷（因而可視為是生產

性的），但由於內容並非為了閱聽人產製，而先不滿足傳統對「新聞」的定義，因

此在前述的空間構成中還有必要以另外一種獨立的類目來理解。 

也就是說，閱聽眾對該內容的觀感固屬於外部效應，則收入雖應計入報業創造

的價值（及剩餘），但除了不能視為是閱聽人應負擔的部分（不是新聞），若欲將

之列於生產職能內，還必須區分「以閱聽人為消費者的生產」（CT1+VT1+ST1＝
WT1）及「以其他出資者為消費者的生產」（CT2+VT2+ST2＝WT2），而在觀察

生產與行銷職能（surplus 與 rent）消長外，再分別（WT1 與 WT2）討論閱聽人觀

感下降（WT1↓）及勞動者工作條件轉變（VT1↓，ST1／VT1↑）的情狀何以致生。 

研究者為簡化分析，對於此一類目儘管還未有多論，但以為這還凸顯了當前報

業生產的複雜性，也意味著對於報業價值（及剩餘）的問題絕不能草率以對。 

                                                 
130 一般探論置入性行銷，還不會錯過政府的角色，如「中華民國政府最近幾年不斷展現豐沛的媒體

購買力，但這一直是無法正確統計的黑數。行政院主計處兩年來曾請中央各機關（不包括地方政府）

自行填報宣傳費金額，2003 年合計是 12.29 億元，這些都是保守估計，許多預算都隱藏在「業務費」

項目內，根本找不出正確的數字。再一一去詢問各大媒體購買公司，不少媒體採購公司都相信政府

雄厚的媒體購買力。這些業者共同的看法是：『絕對不只 10 餘億，』『應該超過 30 億。』目前台

灣第一大企業廣告主約是每年 8 億元的廣告量，以政府實力來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廣告下單實力

節節升高，廣告量已經超過任何企業者，成為台灣最大廣告主。就以台灣第一大媒體採購公司『凱

洛媒體』一年約 47 億的媒體採購金額來看，政府的媒體集中採購，排名更可能在前三位。」（林照

真，2006：167-168）則政府操作置入性行銷的現象固然值得關注，但不可否認的是，企業廣告仍然

佔去媒體廣告收入之大宗，然而企業與政府本來都應該是媒體「監督」的對象。此外，若從價值（及

剩餘）的角度來理解，政府與企業操作置入性行銷的意義也不同，就後者而言，當然僅只是涉及行

銷的職能，至於前者既來自稅收，當然也不應視為是生產性的支出，然而由於當中並不涉及周轉率

增加與否的問題，因此或許還應該視為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服務，在事實上卻與傳統的新聞學義理有

所違背（見蕭肇君，2004）。儘管如此，何以公共電視之公共服務在世界各地均受好評，並被認為

是新聞專業的典範，然而台灣在地政府操作置入性行銷卻惹人非議？兩相對照，顯然國家的角色不

可或缺，但如何透過制度設計以降低諸般「負面外部性」，確是吾人應加以省思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