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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是要了解非營利組織與電視媒體之互動關係，因此文獻探討分三部

分： 

第一部分探討非營利組織的公共關係策略。 

第二部份探討守門人理論，作為媒體守門過程的分析依據。 

第三部份探討非營利組織與媒體互動關係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非營利組織及其公共關係 

一、 非營利組織起源與功能 

「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日漸流行的時空背景，乃是二十年來全球掀起的「結

社革命」13(association revolution)。歐洲各國稱為第三系統(third system)

或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為公民社會、政府與私人企業交之而成的產物14。 

第三部門係學術概念而非法律名詞，其性質可粗分為「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及 「 非 營 利 組 織 」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非政府組織」常用於指國際性或某一特定國家之公益組

織；而「非營利組織」則常用以指某一國家內的公益組織15，不以營利為目的。

非營利組織係以公共利益為使命，具有民間性、自主性、自治性的組織特質，

運用大眾捐款、政府補助或生產所得等資源，遞送組織宗旨範定之服務16。基於

志願主義(Voluntarism)的精神，非營利組織投助於社會福利、慈善救助等工

作，志願工作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或組織，其動力並非來自於有形的金錢

                                                 

13 顧忠華(2000)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學研究第四期，145-189。 
14 Sargeant, Adrian(1999)「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江明修 主編(2002)，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83。 
16 顧忠華(2000)，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學研究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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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質報償，主要還是源自於積極奉獻的利他主義(altruism)使然，有別於一

般以營利為導向的企業組織17。 

L.Salamon and H.Anheier(1995)18在「國際非營利組織分類標準」(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CNPO)中，認

為有12大向可以納入非營利組織的範圍，包括教育學術研究、醫療、社會福利、

文化與休閒、工商團體和專業組織、住宅和開發、國際事務、公民倡議議題、

環境保護、慈善、宗教及住宅，細目更可以涵蓋一百多種組織分類。 

至於國內則依法令規章及登記與否，將非營利組織分為：1.財團法人；2.
社團法人；3.依「人民團體法」登記之非法人團體；4.未登記之志願性社團；5.
傳統寺廟、祭祀公業及民俗團體等。 

Salamon and Anheier (1997)指出非營利組織不只提供各種醫療、教育及

社會福利等服務，更促進了各式各樣的的社會與政治活動，挑戰那些看來無法

抗拒的國家和市場，彌補了政府與私人企業傳送服務之不足，非營利組織具有

以下功能19： 

1. 公共服務的功能：公共服務的內容，不僅只是服務的提供，政策倡導、
公民參與也是其中重要內涵。 

2. 議題倡導的功能：在公共服務過程，志工亦察覺問題的根源出在於政經
制度的失衡、社會結構扭曲、資源分配不均等基本面，要解決社會不公

平、不合理的現象，更要積極走向參與公共事務和改造社會環境，進行

公共議題的倡導。 

3. 介面管理的功能：非營利組織以服務為導向，擔任政府與民眾的橋樑，
對服務對象提供直接服務，並扮演維護公共利益的角色。除了傳統的慈

善、文教、醫療、救助等服務工作外，還有一些新興的介面管理功能20，

譬如發展公共政策、監督政府、監督市場與促進積極的公民資格與利他

主義。 

                                                 

17 江明修 主編，(2002) ，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3。 
18 Salamon and Anheier(1995)「Def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19 江明修 主編，(2002) ，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88-93。 
20 Filer, J. M. (1990)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ssential Readings.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Books/Cole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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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非營利組織成立時，它所面臨的最重要挑戰就是積極開發更多的社

會資源，拓展組織的影響力。目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軌跡，已進入競爭階

段，但大部分非營利組織在社會資源方面非常欠缺，能否獲得資源以達成組織

使命，組織的公共關係運作扮演重要角色21。 

Harlow(1976)認為，公共關係是一種管理功能，用以協助建立並維持組織

及其群眾間的相互溝通、接納與合作，同時參與公共問題的議題管理，協助管

理階層了解與反映民意，讓管理階層了解其對群眾應負之責任，並隨時因應外

界變化加以利用之，又將其視為預警系統，以預測發展趨勢，利用研究及正向

積極的傳播作為主要工具22。 

以下從開放系統理論延伸至公關策略，再以非營利組織公共關係可觸及的

傳播媒介討論之。 

 

二、 開放系統與行銷觀念 

司徒達賢(1999)認為，任何社會組織都不能真空存在，都是一個「開放系

統」23，與外界其他機構或個人之間存在著互相依存的關係，在互利的基礎下交

換資源，一方面設法滿足對方的需要，同時也從對方取得本組織所需有形、無

形的資源。 

行銷觀念的核心就是「交換」，任何組織都必須認清與本身生存發展有關的

合作與交易對象是誰，他們有那些待滿足的需求，然後從滿足他們的過程中，

換取所需的資源。任何組織必須確認本身的目標市場何在，一切作為皆以顧客

滿意為指標，所謂顧客不只購買產品的顧客，還應推廣至所有有關的外業相關

機構，因此行銷的對象，不只狹義的資源提供者、資源提供者、服務的對象，

還包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和媒體。 

 

 

                                                 

21 江明修 主編(2002)，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249。 
22 (同上)，250。 
23 司徒達賢，(1999) ，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台北：天下遠見，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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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 

其他 NPO’s

企業界 媒體 政府 

資料來源：司徒達賢(1999)，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 

圖 2.1開放系統與行銷觀念 

 

其中，對媒體的行銷可分別以非營利組織為本體的「公關溝通模式」及以

媒體為本體的「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互動模式」兩方面探討，將待稍後討論。 

從開放系統與行銷觀念行銷是一個有系統的程序，需要精心設計與規劃，

而非漫無章法的任意行動24，Philip Kotler將非營利行銷25區分為服務行銷、

組織行銷、人物行銷、地方行銷與理念行銷。其中「組織行銷」(organization 

marketing)意指推銷組織本身的活動，由公共關係部門來承辦，「公共關係」26乃

                                                 

24 Dr. James P. Gelatt，譯者 張譽騰等 (2001) ，世紀曙光-非營利事業管理，台北市：五

觀藝術，79。   
25 黃天佑 俞海琴 蔡淑娟編譯(1990) ，行銷學原理，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三版，507。 
26 (同上)，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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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評估社會大眾態度的管理功能，並以公共的利益來鑑定組織或個人的政策與

行為，進而規劃、執行各行銷方案，以爭取社會大眾的了解與接受。而「理念

行銷」的領域就是所謂的「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社會行銷是指設

計、執行並控制某些行銷方案，以促使目標群體接受某些社會理念、主張或運

動。 

Kotler(1994)27將行銷溝通工具概略區分為：廣告(advertising)、直接行

銷(direct marketing)、銷售促銷(sales promotion)、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人員銷售(personal selling)。黃俊英(1997)28分析上述四種行銷

工具的優缺點，認為公共關係的優點為可信度高，缺點是媒體不一定配合，此

亦為本研究欲深入探討的重點之一。 

表 2.1各種推廣工具之優缺點 

 優點 缺點 

廣告 可接觸大量的消費者 
有許多媒體可選擇 
可生動的描述公司及產品 
有效率 

會接觸到許多非潛在消費者 
公正性易受懷疑 
展露時間通常較短 
總成本可能很高 

人員 
銷售 

面對面溝通，有立即回應 
有機會與顧客保持長久關係 
可讓顧客注意陳述或展示 

單位接觸成本最高 
銷售人員的僱用代表長期的成本承諾 
銷售人員之招募、訓練及激勵費時 
不同銷售人員的銷售技巧不同 

促銷 有多種形式可選擇 
可在短期內刺激銷售 
易與其他推廣工作結合使用 

只有短期的銷售效果 
與減價有關的促銷可能傷害產品形象 
容易被抄襲 

公共 
關係 

可信度高 
可接觸或迴避其他推廣工具 
可生動展示組織或產品 
總成本可能較低 

對訊息的影響力小 
媒體不一定配合 

資料來源：黃俊英(1997)，行銷學，華泰文化事業，382。 

 

                                                 

27 Kotler(1994)，Marketing Management-An Asian Perspective.Prentice Hall,Inc. 
28 黃俊英(1997)，行銷學，華泰文化事業公司，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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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行銷溝通」(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蔚為風潮下，

Schultz等人主張將廣告、行銷、公共關係等功能加以整合29，但此為 Grunig

等人反對，因為「行銷」與「公共關係」在非營利組織中是有所區別的，行銷

注重產品、顧客需求、促銷，並在意即時性的銷售成果；而公關強調關係的建

立與溝通，與廣泛的群眾維持長期的關係30。行銷重視價值的交換，公關則著重

傳播的實施，本文即著重在非營利組織之公共關係研究。 

一般而言，組織的公共關係，通常分為組織內部與組織外部：內部公關組

織係指公關活動由組織內部專門的單位負責；外部公關組織則指公關活動由外

聘的公關公司負責。而非營利組織的公共關係，通常可分為四種運作模式31： 

1. 內部的；沒有專職人員，交由管理階層某人或某部門人員兼任。 

2. 內部的；有專職公關人員或部門負責。 

3. 外部的；外聘公關顧問公司負責。 

4. 由內部公關部門與外部公關部門共同處理。 

鄭資穎(2007)32以文化教育與社福類基金會為主要探訪對象，發現只有

6.2%的基金會會委託專業公關公司處理公共關係事務，83.3%的基金會沒有獨立

公關部門，大多附屬在其他部門之下，顯示非營利組織設有獨立公關部門的比

例偏低，在名稱方面多以「公共關係部」或「公共事務部」稱之。 

                                                 

29 Schultz, D. E., S. I. Tannebaum and R. F Lauterborn (1993).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Lincolnwood,IL: NTC Business Books. 
30 江明修 主編(2002)，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251。 
31 趙嬰(1985)，公共關係，台北市：經世書局，27-28；潘文文(1995)：62-63；林雅莉(1998)：

25；莊克仁(2000)，141。 
32 鄭資穎(2007)，國內基金會公共關係效果與組織績效關聯性初探；以文化教育與社福類基金

會為主要探訪對象，國立政治大學廣電學碩士論文，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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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基金會公共關係部門編制及規模 

基金會有無獨立公關部門 次數 有效百分比(%) 

無 110 83.3 

有 22 16.7 

總樣本數 132 100 

基金會有無委託專業公關公司處理公共關係事務   

無 122 93.8 

有 8 6.2 

總樣本數 132 100 

資料來源：鄭資穎(2007)，國內基金會公共關係效果與組織績效關聯性初探；以文化教育與

社福類基金會為主要探訪對象，國立政治大學廣電學碩士論文。 

 

孫秀蕙(1997)提出它主要的公關工作如下： 

出版刊物、鼓吹理念。這類的刊物多以免費或讀者捐款即贈閱的方式發行，

由於不採商業發行的方式，閱讀的普及率常打折扣。 

募款：非營利組織運作必須依靠會員或支持者定期的捐款，這也就是為何

募款活動往往是非營利組織年度公關的重頭戲。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的

資源分配非常不平均，某些優勢慈善組織可以在一次餐會中，募得其他非營利

組織的數十倍款項，形成另一種資源不均的情況。 

招募與訓練義工：從招募到訓練義工，非營利組織可以將更多人力的投入，

視為寶貴的社會資源，以彌補物質資源之不足。 

建立媒體關係：由於物質資源有限，所以非營利組織應更加珍惜近用新聞

媒體資源的機會，因為不只對該組織有正面報導、拓展知名度，也為組織帶來

實質的資源，如讀者的興趣、詢問，甚至捐款等等。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人

員而言，媒體報導可視為免費宣傳(free publicity)。 

政治遊說、推動立法：充當特定公眾的發言人，透過與一般大眾及政治人

物溝通的方式，爭取特定公眾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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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陸旭芬(2005)33整理國內近十年博碩士論文中，研究公共關係的「媒體

效果」評估，絕大多數係以媒體曝光度、見報率、媒體報導量、版面位置等作

為標準。鄭資穎(2007)發現非營利組織公共關係的傳播效果教顯現於使「媒體

報導的評價趨於正面」及實際的曝光量，對於「危機管理」的能力較為缺乏。 

 

三、 公關溝通模式 

公關溝通模式(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係綜合傳播學、管理學、社會

學、心理學及政治學發展而成。Grunig和Hunt(1984)從傳播方向和溝通目的兩

構面，提出公關溝通可發展出四種模式：「新聞代理」（press agency／

publicity）、「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雙向不對等」（two way 

asymmetric）、「雙向對等」（two way symmetric）四種溝通模式34。 

1. 新聞代理（press agency／publicity）模式：此種模式以單向溝

通為主，以宣傳為目的，所傳遞的資訊通常不完整，扭曲誇大聳動，

或是半真半假。資訊的傳遞以告知為主，並不主動探知閱聽人的反

應。 

2. 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模式：此種模式以單向溝通為主，

透過對外資訊的傳布(dissemination)，主要目的為告知大眾，次要

目的為說服。在研究方面，遵循公共資訊模式的公關人員僅止於讀

者或媒體調查的執行，並不對閱聽大眾做深入研究。 

3. 雙向不對等（two way asymmetric）模式：此種模式以雙向溝通為

主，以說服為主要目的。資訊傳遞者(公關人員)與資訊接收者(公眾)

之間有相互交流行動，不過溝通的結果僅有利於一方(公關人員所代

表的組織而已)。所執行的研究較為深入，可廣泛運用於公關活動目

標的設定，公關策略的規劃，與公關活動評估等等。 

4. 雙向對等（two way symmetric）模式：此種模式以雙向溝通為主，

以促進共同了解(mutual understanding)為目標。溝通的雙方再互

                                                 

33 陸旭芬(2005)，科技製造業公共關係探討：媒體效果、關係效果與組織績效研究。國立政治

大學廣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4 孫秀蕙(1997) ，公共關係：理論、策略與研究實例，台北：正中書局，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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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不但有資訊的交流與回饋，而且溝通的結果是以雙方互蒙其

惠為主。執行研究上的目的是在於了解溝通對象或目標公眾(target 

public)對企業組織的看法、立場與態度，以便於溝通決策的制定與

規劃。評估溝通結果的標準以是否增進雙方的了解為主，因為溝通

的目的在於促進彼此了解而不在於說服。 

表 2.3公關溝通模式 

 新聞代理 公共資訊 雙向不對等 雙向對等 

溝通目的 宣傳 資訊傳布 說服 相互瞭解 

溝通性質 單向 

並非完全事實 

單向 

事實 

雙向 

不平衡效果 

雙向 

平衡效果 

溝通模式 傳播者→接收者 傳播者→接收者 傳播者←→接收者 

     回饋 

傳播者←→接收者 

     回饋 

研究 很少計算人數 很少可讀性 重視評估態度 瞭解程度的評估 

適用組織 複雜度小 

規模小 

傳統型組織 

複雜度低 

規模大小皆可 

傳統型組織或機

械型組織 

複雜度高 

規模大 

混合組織 

複雜度高 

規模小 

有機型組織 

實務應用 運動、戲院、產

品促銷 

政府、非營利組

織 

競爭的企業 

廣告、公關公司 

受法律規範較多

的企業 

任務導向 說服記者批露

組織的新聞 

設法讓組織名

稱出現在媒體 

舉辦活動並取

得最大的報導

量 

避免媒體對組

織的負面報導 

扮演組織內部的

新聞記者 

瞭解何謂新聞價

值 

撰寫合乎媒體需

要的新聞稿 

對媒體提供客觀

而正確的資訊 

說服公眾組織的

作為都是正確的 

設法讓公眾採取

組織所希望的行

為 

以科學方法操縱

公眾 

應用公共宣傳中

的態度改變理論 

與行動公眾進行

協商 

應用衝突解決的

理論 

協助高層主管了

解公眾知所欲 

瞭解公眾對組織

的反樣方式，作

為改進之參考 

資料來源：轉自江明修(2002) ，非營利管理 

 

Grunig所注重的研究議題，旨在建構一個理想且有效的公關運作模式，從

此觀點出發，他提出以上實務界在執行公關工作時所慣用的四個模式。在此四

種公共關係模式中，Grunig認為「雙向平衡效果」是最優越的公關溝通模式，

但在實踐的層次上，雙向對等溝通模式難以覓得，研究消息來源社會學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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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singer認為溝通策略與溝通結果的關鍵，並非雙方溝通是否願意採取對

等性的溝通模式，而是雙方能否增加且鞏固有限的社會資源，據此展開談判的

實力與籌碼35。 

在實務應用上，江明修將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單位，放置於四個模式中的公

共資訊模式，此種模式是以單向溝通為主，主要目的是將訊息傳遞給大眾，次

要目的為說服。但非營利組織的對外公關，不僅僅是傳遞訊息而已，更希望溝

通對象或目標公眾有所回饋(如大眾捐款)，讓單向的「公共資訊」溝通模式，

也能夠「雙向對等」，不僅說服目標公眾，還能進一步相互了解，，因此，非營

利組織在近用媒體時，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實為重要。本文稍後再從消息

來源與新聞記者關係加以分析。 

 

四、 非營利組織發展公關策略的組織資源 

英國社會學家 Schlesinger，以新聞的實證社會學(The empirical 

sociology of journalism)的角度出發，探討消息來源對新聞呈現的影響36，他

認為有三個因素影響組織媒體資源的獲得，同時組織也根據此三因素涉及其公

共關係之策略37。 

1. 組織制度面(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組織制度化程度有兩

面向涵意，一是指該組織內部的分工與協調程度完善與否，因為一個組

織的公關功能能否發揮，不能只看該組織是否涉有專職的公關部門，還

要看公關部門在組織中的地位是否受到其他部門過多的羈絆，能否被高

級管理階層充分授權(Wilocx,Ault and Agee,1995)。組織制度化程度的

另一個面向涵意是該組織長期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 

組織內部的分工與協調程度完善與否？張宛瑜(2002)研究世界展望會，發

現其內部公關組織完善，成功運用媒介策略，以新奇且具新聞話題活動，吸引

                                                 

35 江明修 主編(2002)，非營利管理，台北：智勝，259。 
36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y and 

the limits of media 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37 孫秀蕙(1997)，公共關係：理論、策略與研究實例。台北：正中書局，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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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潘文文(1995) 38在「非營利組織公共關係策略之研究－我國宗教型

社會福利組織之個案分析」中，也以世界展望會為研究對象。發現台灣世界展

望會非常倚重大眾傳播媒體，專業公關部門完全發揮，與媒體互動亦非常積極，

最令人熟知的公關事件就是飢餓三十活動，無論是召開記者會、電視、電台、

報紙、雜誌或廣告牆、紅布條、電腦看版等，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廣策略，使得

活動廣為大眾所熟知，也因此能達成高額募款目標。 

至於組織內部是否需要專職的公關部門或僅需要專職的公關人員？依據莊

克仁(2000)研究國內博物館發現，設有公關部門及專職人員的組織，不一定獲

得比較多的新聞報導，反而是未設公關部門但有專職人員的報導量較多。 

 

2. 財務基礎面：Gandy(1982)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知識與資訊如何與權

力結合並進一步被用來作為控制他人的工具，以此衡量組織與媒體的互

動，作為消息來源的組織是否有能力提供資訊資貼。根據Gandy的看法，

媒介對於大眾的影響，並不僅止於議題設定的效果，當媒體在選擇報導

題材與消息來源時，有能力提供「資訊津貼」39以減輕記者負擔的組織，

在媒體上的曝光機會就愈大，控制資訊流量的能力也就愈強。也就是在

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消息來源可以用資訊津貼的方式來減低新聞工作者

蒐集資料的時間與支出，進而藉此達到控制新聞內容，甚至影響新聞核

心意義的目的。至於資訊津貼的方式，舉凡：直接與媒體接觸、寄送資

料給媒體使用、參加公聽會、記者會、接受採訪、提供背景說明等，均

可視為資訊津貼。 

李盈諄(2002)40認為，媒體為進行議題策略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唯其作

為各消息來源的競爭場域，提供媒體「資訊津貼」即是必要的行動，但取得議

題的發言權與詮釋權之關鍵，在於資訊津貼是否被媒體所接受，李盈諄以罕見

疾病基金會為研究對象，發現在議題建構過程中，其所釋出的框架為媒體所使

用，且對媒體而言，基金會是記者在議題上的主要消息來源，因此罕病基金會

確實扮演主要資訊津貼的角色。 

                                                 

38 潘文文(1995)，非營利組織公共關係策略之研究－我國宗教型社會福利組織之個案分析。 
39 所謂消息津貼，乃指以供應新聞稿、讀者投書，或刊登議題式的廣告(issue advertising)

等方式來協助新聞記者建構新聞。 
40 李盈諄(2002)，非營利組織議題之建構與管理策略研究─以罕見疾病基金會為例。南華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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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巧雰(2000)研究發現金車教育基金會因成立早、形象佳、懂得結

合社會資源、發揮創新精神等，以接近市場領導者的行銷策略，提升競爭力與

增加顧客滿意度來防禦市場佔有率；富邦文教基金會則挾企業集團之便與重視

大眾傳播媒介的運用，大有市場挑戰者的姿態，搶佔市場及尋找市場利基。 

3. 文化資本面：「文化資本」 的概念來自法國社會學家寶迪
(Bourdieu,1984&1988 轉自孫秀蕙1997)，「文化資本」意旨在社會互動

關係中，行動者開通對話的智慧場域的能力。一個具有身分地位的組織

成員(如學者專家或知識份子)，提供其社會地位與社會聲望等象徵性資

源，在媒體上所從事的資訊生產方式，可提供弱勢組織莫大的媒體曝光

機會，即將「文化資本」的概念運用到組織的溝通策略，則「文化資本」

可以為該組織鞏固既有的合法地位、權威感和可信度，對組織知名度的

推動，影響甚大。 

劉于禎(1999)「非營利組織行動暨訊息研究--以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的反雛妓社會運動為例」中，提到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對於可以傳達理念

的任何活動，都舉辦記者會，試圖在新聞媒體大量曝光。領導者運用「文化資

本」不斷投稿，並獲媒體之邀發表評論等「資訊津貼」方式，在「反雛妓」議

題扮演意見領袖角色，取得媒體發言權及媒體上的合法地位；例如電視媒體需

要聲音、畫面，所以設計記者會或電視媒體接觸時，一定設計可拍攝的畫面。 

根據過去國內文獻，以下整理出非營利組織行銷個案與媒體關係。 

表 2.4國內非營利組織個案行銷研究文獻整彙 

研究生 校院系所名稱/論

文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摘要 

潘文文 

1995 

國立中興大學公共

行政及政策研究所

/非營利組織公共

關係策略之研究－

我國宗教型社會福

利組織之個案分析 

慈濟功德會 

臺灣世界展望

會 

非營利的社會福利組織之公關運作

實況；非營利的社會福利組織存在

之功能與價值以及公共關係策略對

該組織績效之影響。 

劉于禎 

1999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

傳播研究所/非營

利組織行動暨訊息

研究--以勵馨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的

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活動策略」與「反雛妓社會運動」

之關係為：（1）框架出現頻次與活

動策略有關，活動愈多，框架頻次

愈多；（2）活動策略需生動、吸引

人，才易被報導；（3）「公聽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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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雛妓社會運

動」為例 

於「研討會」；（4）組織不易掌握由

「統計報告」及「個案報導」的議

題框架；（5）掌握議題框架最好的

方式是「投稿」。 

宋巧雰 

2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眾傳播研究所/

非營利組織之社會

行銷策略研究-以

文教基金會為例 

金車教育基金

會 

富邦文教基金

會 

研究發現金車教育基金會因成立

早、形象佳、懂得結合社會資源、

發揮創新精神等，以接近市場領導

者的行銷策略，提升競爭力與增加

顧客滿意度來防禦市場佔有率；富

邦文教基金會則挾企業集團之便與

重視大眾傳播媒介的運用，大有市

場挑戰者的姿態，搶佔市場及尋找

市場利基。 

莊克仁 

2000 

國立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研究所/我國

博物館與媒體關係

之研究 

國內博物館 博物館公關部門或專職人員之設置

方面：只有少數設有公關部門處理

媒體關係或新聞聯繫，同時，負責

公關或新聞聯繫專任或兼職人員也

只有少數具備公關或新聞傳播背

景。 

博物館新聞來源與新聞記者的互動

模式方面：公關或新聞聯繫人員與

新聞記者的互動模式是屬於「部分

同化」即「合作」或「互惠」的關

係模式。 

博物館組織特色對報紙新聞報導的

影響方面：設有公關部門及專職人

員的博物館並不一定會獲得較多的

新聞報導，反而是未設公關部門，

但有專職人員的新聞報導量較多。

屬於公立、藝術類、大型，同時位

於台北市的我國博物館，較其他類

組的博物館獲得較多的新聞報導。 

張宛瑜 

2002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由框架理

論探討非營利組織

之社會行銷訊息策

略─以報紙對台灣

世界展望會「飢餓

台灣世界展望

會 

在「飢餓三十」活動的意義建構上，

世界展望會想呈現出「正面」、「積

極」的形象；而報紙分析的基模變

項中，「飢餓三十」活動的框架以『事

件』及『景況』為主。顯示展望會

以製造新奇、具新聞話題活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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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活動報導為

例 

引民眾參與、媒體關注的媒介策略

已經成功。 

觀察三家報紙發現：在報別與新聞

層次、新聞類別、新聞報導立場、

新聞主旨等四項交叉分析均得出顯

著相關的結果下，三家報紙「框架」

展望會「飢餓三十」活動的方法還

是各異其趣。且三家報紙，不論在

新聞總數、消息來源、新聞類別、

新聞報導立場、新聞主旨表現上，

大致呈現出展望會（非營利組織）

優於官方的態勢，甚至是高出許多

的情況。 

從訪談與報紙框架分析中發現，非

營利組織（展望會）的組織框架與

媒體報導框架間仍存在著部分落

差。 

李盈諄 

2002 

南華大學傳播管理

學系研究所/非營

利組織議題之建構

與管理策略研究─

以罕見疾病基金會

為例。 

罕見疾病基金

會 

罕見疾病基金會在議題建構過程

中，其所釋出的框架為媒體所使

用，且對媒體而言，基金會是記者

在該議題上的主要消息來源，因此

罕病基金會確實扮演主要資訊津貼

的角色。在議題管理策略的運用方

面，罕病基金會隨著議題的發展不

斷調整組織體質與對外行動，在組

織屬性上從原本病友團體走向專業

議題策進組織；在議題行動上，「議

題萌芽期」的行動主要是提高議題

的能見度，並籌組正式法人組織；

「議題擴大期」則是促使罕見疾病

防治及藥物法三讀通過，因此，其

行動則是以記者會、增加組織在罕

病的專業性等方式，來對行政、立

法機關進行遊說。 

江奕辰 

2003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

管理研究所/宗教

類非營利組織事件

行銷探討--以法鼓

法鼓山基金會 傳遞媒介構面：正確的媒體策略，

可收畫龍點睛、事半功倍之效果。

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並採取下列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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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基金會為例 1.良好的公關議題設定 

2.善用各項媒體資源 

3.以網路媒體為資訊平台中心 

陳江彬 

2004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研究所/非營利組

織之媒體行銷研究

-以崔媽媽基金會

為例 

崔媽媽基金會 結論發現：非營利組織之媒體行銷

策略大致可分為，有形與無形兩大

類，有形策略為新聞稿、舉辦活動、

公益活動以及順風車效應；無形策

略為公關手腕和強調專業。 

鄭資穎 

2007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研究所廣播電視學

研究所/國內基金

會公共關係效果與

組織績效關連性初

探：以文化教育及

社福慈善類基金會

為主要探討對象 

調查國內三百

家基金會中公

共關係業務負

責人，共得到

132家基金會

之回覆 

非營利組織公共關係效果最主要展

現在「使公眾信任組織、願意與組

織保持良好關係」及「在公眾心中

建立、維持正面形象」二方面。另

外，統計結果顯示非營利組織公共

關係效果與其組織績效有很高的關

連性，進一步篩選出對組織績效具

有顯著預測力的公共關係效果指

標，包括：「傳播效果」的「媒體曝

光」指標、「組織—公眾間關係」的

「信任」、「相互控制度」指標、「組

織聲譽」的「產品與服務」、「願景

與領導」、「社會及環境責任」、「過

往收益表現」及「工作環境」指標。

可見公共關係對於非營利組織確實

有所助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新聞媒體的守門人理論 

一、 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是新聞工作者用以衡量客觀事實是否能構成新聞的標準。鄭

瑞城(1988)認為新聞最簡單的定義，就是指大眾媒介刊載、轉播的事件，雖然

世界各地在一天中發生的事件難以計數，但唯有經大眾媒介報導的才是新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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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41。 

新聞價值對於採訪、製作、編輯等新聞產製流程有直接的作用。在採訪之

前，記者依據新聞價值判斷某一新聞線索有無採訪的必要；採訪過程中，記者

依據新聞價值估量獲得的各種事實，以便深入採訪；製作中﹐記者依據新聞價

值選取、組織、體現材料。編輯再依據新聞價值審視新聞稿，決定稿件的取捨、

修改以及版面設計或節目的安排。新聞價值作為選擇報導事實的標準，有下列

要素： 

(一)時效性--報導及時，內容新鮮。事件發生和公開報導之間的時間差越
短，新聞價值越大；內容越新鮮，新聞價值越大。 

(二)重要性--對國計民生的影響越大，就越重要，新聞價值也越大。 

(三)接近性--包括地理上的接近、利害上的接近、思想上的接近、感情上
的接近。凡是具有接近性的事實，受眾關心，新聞價值就大。 

(四)顯著性--新聞報導對象(包括人物﹑團體﹑地點等)的知名度越高，新
聞價值越大。 

(五)趣味性--具有趣味性的事實，往往有新聞價值。 

美國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社會學家，本身也是新聞記者出身的
派克(Robert Park)在一九四○年列出新聞的特徵如下： 

(一)新聞是即時性的(timely)。 

(二)新聞是非系統性的(nonsystematic)，只是記錄表面的事件。 

(三)新聞是瞬間即逝(perishable)。 

(四)新聞是不尋常的(unusual)。 

(五)新聞是具有新聞價值的(news value)，即必須是讀者感興趣的。 

                                                 

41 鄭瑞城(1988)，透視媒介傳播，台北，天下人知識系列第二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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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聞是可預測的(predictable)。 

判斷事件有其新聞價值後，還須經過媒體守門人角色層層關卡運作，事件

方被報導出來，下以探討守門人理論。 

 

二、 守門人理論 

「守門人」(Gate-keeper)一詞，最早由李溫(Kurt Lewin)提出42，他在 1947
年，研究家庭主婦選擇食物的過程，他觀察到信息資訊會在某些特別的頻道流

通，這就是守門的領域範圍。1950年，懷特(David Manning White)把此概念運
用到新聞組織，研究美國報紙的編輯，發現編輯以主觀的標準去選擇新聞通訊

稿，是取決於自己的喜好、經驗及對新聞的期待。但懷特的「守門人」模式，

顯示僅有一個守門人，基爾伯(Gieber 1964)認為與整個新聞事件有關的新聞人
都是守門人，包含編輯、記者、發行人、讀者與訊息提供者。守門人決定什麼

是一天重要的新聞，並決定事件中要告知的重要枝節後，而給予刊出。有許多

因素影響守門人的決定，媒介特性43、社經地位等，而守門人所決定刊出的信息，

會變成議題設定的素材。傳播學者貝斯(A.Z.Bass)1969 年重新修改理論，他區
別不同的守門角色，指出新聞組織的守門過程，分為新聞蒐集(News Gathering)
和新聞處理(News Processing)兩個主要階級44。 

 

 

 

 

 

 
資料來源：轉自彭家發董素蘭等(2000)「大眾傳播導論」初版，台北市：學富文化，71-72。 

圖 2.2貝斯內部新聞流通之雙重行動模式 

                                                 

42 Lewin(1947), Frontiers Group Dynamics.Human Relation.1:145. 
43 如電視新聞需要視覺影像。 
44 Bass A. Z.(1969), Refining the Gatekeeper Concept :An UN Radio Case study, Journalism 

Quarterly,46:69-72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複製新聞  處理新聞  完成  採訪新聞  原始新聞  

作家  

當地編輯  

記者  

翻譯者  

校對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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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爾伯所稱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 Room)

概念，認為個人的價值判斷或新聞本身價值都不是最重要因素，來自組織的壓

力才是最重要的45。李金銓(1994)也認為守門行為已經從個人推展到組織層次
46，編輯在新聞報導中，有舉足輕重的角色，除非是相當重要的新聞或主管階層

交辦的新聞，否則編輯台對記者所發的新聞稿，掌控十足的生殺大權，因此，

在媒體建構圖像過程中，編輯是最後一位守門人。 

 

三、 電視新聞產製流程 

以電視新聞產製過程而論，「編輯」包含參與編採會議之採訪中心主管、

編輯台主編及製作人，因此，本文之研究對象，將鎖定參與「編採會議之主管

及決策者」。待第三章討論。 

電視新聞流程涉及新聞採訪、後端製作及新聞播出三部份，新聞採訪係指

電視台守門人召開新聞採訪會議後，記者根據不同主題、路線進行採訪；後端

製作則是文字及攝影記者將採訪過後的影像及文字作核稿、剪輯及配音，成為

一完整播帶；而新聞播出則是指編輯編排新聞，由主編審核後，透過副控室/

播報攝影棚播出新聞， 

葛傳富(2005) 47研究台灣電視新聞懺製數位化研究時，將傳統電視新聞工

作流程區分如下： 

                                                 

45 Gieber. W., 1960, How The Keeper. View Local Civil Liberties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1960(37): 199-205 
46 李金銓(1994)，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47 葛傳富(2005)，台灣電視新聞產製數位化的研究─以民視、年代、大愛電視台為例。世新大

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24 

 

 

 

 

 

 

資料來源：修正自葛傳富(2005)。台灣電視新聞產製數位化的研究─以民視、年代、大愛

電視台為例。  

圖 2.3電視新聞產製流程 

 

1. 「編採會議」：討論當日計畫採訪之新聞事件，同時檢討昨日新聞內容
並進行新聞比較，當日的編採會議將決定當日新聞要點、安排採訪計畫，依會

議決定的行程，安排新聞記者依照各自的路線/主題進行採訪；電視台的採訪會
議分作預計午間新聞內容的編採會議（約 08:30-10:00）及預計晚間新聞內容的
編採會議（約 13:00-15:00）。 

2. 「採訪」：通常是兩人一組，一位文字記者，一位攝影記者，也可能是
一位採訪，同時負責寫稿及攝影；除編採會議所決定的採訪行程之外，若當天

發生突發/重大新聞，新聞記者需要能機動性配合各類新聞訊息之採訪。 

3.「記者回報採訪結果」：這指的是新聞記者依照編採會議安排之新聞事
件採訪狀況及內容，並回報是否有其他的新聞，回報時間必須是在決定午間新

聞內容的採訪會議（約10:30）及決定晚間新聞內容的採訪會議（約17:00）之

前。 

4. 「編輯台決定新聞播報排序」：新聞記者回傳當日新聞內容，由主管階

級討論新聞內容及播出順序後，將決議立即傳送給各新聞單位及記者，使其確

知新聞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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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聞導言/內文/畫面回傳」：分序將新聞導言/內文/畫面回傳至各新

聞部門，在得知新聞長度後作剪輯過音，並把新聞帶交到導播手中，或是經由

衛星微波傳回公司。 

6. 「新聞剪輯與後製」：這指新聞內容如需製作圖片、影音特效或是動畫

呈現等，則需再做處理。 

7. 「播出」：將剪輯好的新聞帶/新聞稿/廣告帶/各式片頭依序排好送進

副控室，在新聞播出時，則是透過副控室（導播、副導及各式工作人員）、播

報攝影棚（各主播、現場指導及攝影師等）與編輯室（主編及助理等）一同完

成。 

以中天新聞台為例，新聞產製流程依其組織每日新聞運作方式 (見圖
2.2.3B)，大部分訊息由記者提供給新聞部各中心主管，主管篩選訊息後，會同
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與編輯部門主管一起開會，決定當日新聞重點與各則新聞

內容、角度，再編派記者採訪。最後編輯編排新聞順序，製播中心播出。 

新聞部採訪中心大致分為政治中心、產經生活中心、社會中心、區域中心、

大陸國際中心，各中心文字記者再細分主跑路線。非營利組織規劃在社團範圍，

屬於產經生活中心主跑教育線記者負責。但若涉及家暴或社會案件有關，便由

社會中心記者採訪，在台北縣市以外的案例，則又分屬區域中心負責。加上主

管彈性調度採訪，非營利組織之新聞，在記者實際採訪時，常讓非營利組織認

為沒有固定記者負責。 

電視媒體與平面媒體的新聞產製流程不同，因此守門角色也有異。電視媒

體的主要守門人集中在採訪會議上的參與者，而平面媒體則在於後端編輯。劉

從哲(2001)48以自立晚報各級守門人行為之程序與內容、工作職權、新聞選擇之

態度，以及影響其守門行為之因素，發現： 

(一)自立晚報編輯部各級守門人之互動程序為：撰稿者、核稿者、分稿者、
控版者、編輯者、核版者。 

(二)自立晚報編輯部各級守門人之工作程序為：準備工作；編前會議；編
採評議會報；發稿、分稿與核稿；控版與編輯；組版前協調會；頭版頭條及頭

                                                 

48 劉從哲(2001)。自立晚報編輯部各級守門人行為之研究。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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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新聞的選擇；核閱大樣及降版；編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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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2.4中天電視台新聞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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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電視新聞從訊息取得到完整播出，呈現在觀眾面前，媒介傳播的內容

背後有很多不可見的內外部影響力量，Shoemaker 與 Reese(1991)分析內部指

的是媒體人員個人的背景與價值觀、新聞運作的慣例、媒體組織的所有權結構

和經營壓力；外部則包括新聞的消息來源、廣告商和閱聽眾及政府的控制、市

場與科技的影響，乃至意識形態的社會控制，因此提出新聞產製五階層影響模

式49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分別為： 

1. 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研究的範圍包括媒介組織的個人如何評估及
解釋訊息，以及個性、背景，角色認知及經驗等因素對訊息處理的影響

等。 

2. 例行作業層次(Communication Routine Level)：研究主題有媒介內每日進
行的例行新聞蒐集、處理及傳送，組織的人際關係等，及其對新聞處理

的影響等。 

3. 組織層次(Organizational Level)：媒介組織的型態對新聞例行作業的影
響，乃至組織內決策的權力運作如何影響守門人的選擇等皆是本層次研

究的焦點。 

4. 媒介外在層次(Extra-media Level)：強調媒介組織存在於社會系統間，無
法自外於其他社會組織。此一層次的研究主題大致為消息來源、閱聽人、

市場、政府單位、利益團體及公共關係等社會機制，對新聞產製過程及

呈現的影響。 

5. 社會系統層次(Social System Level)：本層次研究主題都放在新聞產製如
何受到整個社會的意識型態及信仰影響的主題上。 

                                                 

49 Shoemaker P.J.& Reese, S.D.(1991.1996),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Content.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6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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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編輯守門人研究五個分析層次歸納表 

 研究主題 研究者 

個人層次 新聞稿件選擇的依據如新聞價值的判

斷。 

編輯差異對選擇稿件的影響。 

Clyde(1996) 

Chang&Lee(1992) 

例行作業層次 截稿時間等每日例行作業型態對新聞

選擇的影響。 

組織內人際關係對新聞處理的影響。 

Gieber(1996) 

Abbott&Brassfield(198

9) 

郭俊良(1980) 

組織層次 組織中權力運作或決策體制乃至組織

社會化等現象對新聞處理的影響。 

Whitney&Becker(1982) 

陳孝順(1993) 

媒介外層次 閱聽人、市場、廣告、社區組織社會

化等現象對新聞處理的影響。 

Donohue,Olien&Ticheno

r(1989) 

社會系統層次 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對新聞處理的

影響。 

Shoemaker(1991) 

資料來源：轉自陳曉開(1995)《新聞編輯的專家與生手解題表現研究》  

 

國內文獻探討守門人的研究整理如下： 

表 2.6國內相關守門人的研究整理 

研究生 校院名稱/系所名稱/論文名稱 摘要 

張岳山 

1997 

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台灣報

紙處理公關稿件之守門行為研

究 

本論文以公關稿進入媒體開始，經過守門人

（記者）處理後，再經另一個守門人（編輯）

的編排後呈現在讀者眼前的結果，進行分析比

較，希望了解黨、公、民營三種服社對相同的

公關稿，產生那些因守門人所形成的差異。 

田志剛 

2000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

所/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

關係之研究─以台南市議會記

者與議員為例 

本研究即針對地方議會和記者間的互動進行

相關研究探討，了解記者如何選擇與接近消息

來源，記者與地方議員間又是如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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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順美 

2001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市

場導向與媒體組織結構因素下

的新聞專業--以台灣無線三台

晚間新聞中所報導的娛樂新

聞，並從權力結構面探討製播

娛樂新聞的決策過程、娛樂新

聞與收視率的關係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檢視目前台灣三家無線電

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晚間新聞中所報導

的娛樂新聞，並從權力結構面探討製播娛樂新

聞的決策過程、娛樂新聞與收視率的關係。 

劉從哲 

2001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自

立晚報編輯部各級守門人行為

之研究 

本論文在研究自立晚報各級守門人行為之程

序與內容、工作職權、新聞選擇之態度，以及

影響其守門行為之因素。 

簡琬璧 

2001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李登

輝的報紙形象-以聯合報及自

由時報為例 

本文則將焦點放在報紙長期以來對特定政治

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比較不同報社立場對長

期形象的呈現是否有時間上的差異，本研究以

在台灣政治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李登輝為

分析對象。 

林鴻圖 

2002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聯合報地方新聞

守門行為之研究_以組長階層

守門行為為例 

本研究找出組長守門人掌握新聞脈動的新趨

勢，足以讓新聞業中新鮮人做為新聞採訪取向

的參考，同時可以減少新聞業新鮮人的摸索時

間，另外可提供實務的驗證，供新聞學者研究

地方新聞的參考。 

林瑜霜 

2002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二

○○二年台北市長選舉候選人

新聞媒體守門研究 

本論文探討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在報

導二○○二台北市長選舉時，選舉新聞的差異

性，並了解那些因素影響守門人對選舉新聞的

價值判斷。 

唐復年 

2002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報社選

擇地方新聞之研究：以聯合報

縣市焦點版為例 

本研究選擇聯合報縣市焦點版為研究對象，旨

在探討此一號稱為地方頭版的版面，呈現的整

體面貌為何，三位重要守門人特派員、區域組

長、編輯組長是根據那些標準選擇縣市焦點版

的新聞。 

錢震宇 

2002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檢視

台灣報紙兩岸政治新聞的脈絡

與演變─以李登輝執政時期為

例 

本研究以縱貫研究來剖析李登輝執政的12年

間，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如何報導兩岸政治新

聞，在報導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版

面上呈現何種趨勢，再對照當時政府的大陸政

策、兩岸情勢與政經體制，希望能勾勒出報紙

媒體在這12 年間所呈現兩岸政治新聞的走

向，以及媒體如何產製兩岸政治新聞。 

資料來源：轉編自楊家齡，2006《新聞稿發佈與媒體訊息產製之研究 -以商業及公共訊息

在報紙上之呈現差異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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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非營利組織與媒體關係 

臧國仁（1995）曾指出，如果新聞學可視為是討論「新聞媒體如何運作」

的學門，則公共關係學門或可看成是研究「如何在新聞媒體運作」的領域。鄭

貞銘(1995)認為，公共關係運用兩種方式達到其目的：第一是藉著新聞報導方

式，將對自己有利的消息發佈出去，並由此達到塑造良好形象的目的；第二是

利用廣告的方式，創造正面的形象，推銷給社會大眾，使他們也能認同這種想

法50。他認為公共關係必須懂得在不同環境、不同群眾裡面，選擇有效的傳播工

具，並將傳播媒介分為：報紙、雜誌、公司內部刊物、書籍、廣播、電視、電

影、直接郵寄、電話、口語傳播及展覽參觀等。 

鄭貞銘特別提到電視的影響力在講求速度的社會，有時比印刷媒體還要深

遠。根據行政院新聞局(2007)「95年有線電視收視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研究報告

書」顯示，民眾「最喜歡」的電視頻道，主要以新聞頻道、電影頻道及綜合頻

道居多51，在「商業頻道」部分，前十名依序為HBO、三立新聞台、東森新聞台、

三立台灣台、民視新聞台、TVBS-N、中天新聞台、年代新聞台、三立都會台及

緯來體育台，前十名中就有六台為新聞台，顯見國人對新聞台的熱衷程度52，也

可見電視新聞的傳播影響力日益深遠。 

因此，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媒體是一個迅速傳播事件的最佳管道，江明

修(2000)認為大眾傳播媒體是非營利組織倡導政策理念，教育廣大民眾的有力

工具53，非營利組織可以最經濟的途徑，有效達到倡導理念或宣傳活動之目的，

尤其目前有許多的新聞評議節目或辯論節目，也有許多call-in 的設計，如果

非營利組織所關切的議題是剛剛發生，新聞性仍很強的事件，在媒體上發聲是

很有用的。但如何「使用」媒體，利用媒體發聲，必須先從訊息流動的傳播模

式談起。 

                                                 

50 鄭貞銘(1995)，新聞原理，臺北市:五南，205-209。 
51 在「公益及闔家觀賞頻段」的頻道中，民眾最喜歡的前十名依序為DISCOVERY、民視、國家

地理頻道、中視、慈濟大愛台、台視、動物星球頻道、旅遊生活頻道、華視及東森幼幼台。 
52 針對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頻道部分，5 家無線電視台的排名都較94年滑落不少。 
53 江明修，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之理論辯證與實務析探(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八十九

年度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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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播模式 

關於傳播的過程，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去探討，分別建立不同的模式，有

些以文字方式，有些用非文字方式，有些用數學方式，不論採用何種方式建立

模式，所有模式都包含三個主要基本要素：來源、訊息和接收者54。傳播過程最

簡單的模式為： 

 來源(傳送者) 訊息 接收者 

 

圖 2.5傳播過程模式 

 

「來源」(或稱為「傳送者」)是一個或一群人，他們具有一種消息、態度、

意見或觀念想和他人共享。「訊息」是一種符號的表示，用來表達傳送者的消息、

態度意見或觀念，可能是印刷書寫的文字，可能是口述的文字，也可能是其他

表達方式。至於第三個要素是「接受者」(或稱為「終端」或「目的地」)，指

傳送者共享消息、態度、意見或觀念的一個人或一群人。 

將傳播模式運用在非營利組織(傳送者)與新聞媒體(接收者)的互動，將產

生以下傳播模式。非營利組織中的主管、公關人員、新聞聯絡人或相關組員，

主動將訊息利用傳真、簡訊、電話或 EMAIL，傳送給媒體，或透過公關公司聯

絡媒體。訊息進入媒體後，依其作業程序，使訊息曝光。 

 

二、 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關係 

Giber和Johnson(1961)55調查市府官員與市政記者的關係型態時，以記者

                                                 

54 羅文坤(1986)，行銷傳播學，台北市，三民書局，10。 
55 Gieber, W., & Johnson, W.(1961).The city hall beat: a study of reporter and source 

role.Journalism Quarterly, 38(2), 28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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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息來源對自己與對方的角色認知差距，歸納出以下三類：獨立關係、合作

關係、同化關係。 

1. 獨立關係 

消息來源(S)與新聞記者(C)的關係各自獨立，二者之科層功能、角色、

認知、社會距離不同，此時消息來源與媒體記者對於新聞價值的認知有

一定的差距，分別以不同參考網路進行溝通，因此，資訊的傳遞傾向於

正式的方式，僅止於表面公事上往來，互動模式也代表傳統報業獨立處

理，判斷新聞價值的使命。 

 

 

 

 

 

圖 2.6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關係模式(一) 

2. 合作關係 

消息來源(S)與新聞記者(C)在傳播角色上是互相同化的，且認同彼此的

功能。雖然他們分屬不同科層結構，為了彼此的利益，會在某些情況下

共同合作，以完成其傳播角色和功能。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之間存在著

若即若離的關係，雙方視情況扮演合作或相互敵對的角色。 

 

 

 

                                                                                                                                         

 

 

S C 

資料來源：Gieber&Johnson,1961 

CS

資料來源：Gieber&Johnson，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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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關係模式(二) 

 

3. 同化關係 

消息來源(S)與新聞記者(C)之間，有一方被對方同化，此此不再各自獨

立，對彼此的角色認知及價值已無差別。在同化模式中，政府官員可以

完全依據新聞界的需求和興趣提供消息，但在消息提供中，消息來源也

有形無形地在「同化」新聞界。 

 

 

 

 

 

圖 2.8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關係模式(三) 

 

綜觀前述三種關係模式，消息來源希望「同化」記者，支配記者為其所用；

反之，記者希望與前述消息來源保持距離，維護其獨立自主的角色，避免受其

控制。 

事實上，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在考量彼此之工作利益、消息來源之主要

目的及讀者的利益，二者易形成了「協議關係」(Bargaining Relationship)56，

                                                 

56 McQuail & Windal(1981)，Communication Models：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Longman Inc. 

C S 

資料來源：Gieber&Johnson，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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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種相互依賴或合作的關係57。? 靖媛與臧國仁(1986)指出，在新聞的蒐

集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必須彼此仰賴對方，與對方充分配合，才能獲取新

聞資訊，因此兩者的職業角色，在工作需求的前提下，發展成一種例行性的關

係。 

喻靖媛(1994)58將Gieber & Johnson的媒體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模式，又

細分為四種類型： 

1. 交換關係(表面接觸關係)： 

交換關係並不建立在人情基礎上，而是純粹以社會交換為原則，當消息來

源認為發布新聞對自己有利，而記者也認為消息來源主導的活動有新聞價值、

值得報導時，兩者互動才會開始。但在互動過程中，兩者皆會保護自己的資源

而以謹慎的態度接近對方。此類消息來源，通常不是記者主跑線上固定的消息

來源。喻靖媛解釋為表面接觸關係，本文依孫秀蕙(1997)的用詞，列為交換關

係。 

2. 對立關係： 

有人認為媒體與消息來源最理想的關係，應該是楚於利益與立場對立的狀

態(Rivers,1970)，身為第四權的大眾媒體，應該扮演監督、挑戰政府決策的角

色。當記者與消息來源因對方的舉動，而無法達成各自目的時，緊張情勢因而

產生。 

3. 合作關係： 

消息來源與媒體為了彼此的利益而合作，前提是彼此都對合作關係有正面

的認知，而且知道得結果有利可圖。媒體記者採取此模式，是因為可以方便的

管道取得資訊，甚至可以因為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而取得獨家新聞。消息來源

採取此模式，是因為可以透過長期關係的建立，將記者的認知甚至寫稿模式納

入消息來源的參考架構之下，讓自己取得某些議題的優先發言權與解釋權。 

                                                 

57 莊克仁以問券調查國內 64家博物館發現，四成五公關人員認為，除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為了雙方便利，應是需要發展出互信、互賴的關係。 
58 喻靖媛(1994)，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關聯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36 

林宏宜(2002)以台北市警察、消防機關為例，研究政府公共關係人員與媒

體記者之互動，發現消息來源與記者關係即多屬此類59。而當合作關係發展至一

成熟階段，媒體與消息來源便進入同化關係。 

4. 同化關係： 

同化的目標，包括了媒體解釋新聞的參考架構、價值觀、工作方式甚至個

人的認知等等(? 靖媛與臧國仁，1995)。同化關係常見於媒體與具有壟斷訊息

權力的消息來源，例如官方機構。此類消息來源經常提供新聞線索，及協助記

者取得新聞線索或內幕消息，可稱之為第一線的消息來源。 

張涵婷(2008)60認為，社會工作者與記者雙方的專業義理的差距，對案主隱

私保護的理念不同，很可能形成對立關係，或是表面接觸關係(交換關係)。然
而社會工作者與記者也曾因為協尋失蹤兒而互相合作，可見社會工作者與記者

的關係互動並非僵化、一成不變，可能有衝突但也有合作的。 

渥夫斯菲德(Wokfsfeld,1991)以「社會權力」來解釋消息來源與媒體之間

的關係，提出「競爭性共生模式」(Competitive symbiosis)的說法，認為新聞

工作者與消息來源之間關係，是一種彼此利用、互相依賴的過程，而在這一「交

往」的過程中，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都擁有某種「社會權力」，消息來源的媒

體框架與新聞記者的新聞框架，互相影響、彼此競爭，因而達成公共傳播的效

果。Wolfsfeld認為媒體與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取決於資訊及新聞報導

的交換，在交換的過程中，任何一方主控此過程就進而決定了雙方權力的平衡

關係。他並進一步以優勢力量(strength)與弱點(vulnerability)兩個相互對立

的概念來解釋上述權力關係的運作。新聞媒體已衍變成不同消息來源之間，以

及消息來源與新聞工作者之間的角力場所61。 

                                                 

59 林宏宜(2002)，政府公共關係人員與媒體記者互動之研究-以台北市警察、消防機關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60 張涵婷(2008)，當社工遇上媒體-論社工與媒體之互動關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新

聞研究所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61 彭家發，記者與訊源關係複雜，取自(2008/7/13網

頁)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40815_76_120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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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自莊克仁(1990)「我國博物館與媒體關係之研究」，台北市，國立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57。 

圖 2.9競爭性共生模式 

 

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的關係，孫秀蕙(1997)分別以媒體中心主義的觀點、
權力論的觀點以及消息來源中心主義的觀點加以研究： 

1. 媒體中心(media centric)的觀點  

媒體中心論者認為，要評估資訊的社會效果，不能不從資訊製造的來源—

媒體組織與媒體記者兩方面來觀察。因此，大眾媒介攝定並「管理」議題，他

決定一個議題可能被討論的方式，因而影響大眾對該議題的認知與態度。 

Hall(1981)認為媒介往往受制於新聞產製過程中的兩大機制：新聞產製的

時間壓力，以及媒體須遵守公正、平衡、客觀等原則。從更廣層面來看，許多

新聞媒體與財團或廣告主等消息來源的利益糾葛，會使得新聞記者有意無意之

間更加仰仗官方或制度化的消息來源來製造新聞。在Herman與Chomsky(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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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價值  

公關技巧  

組織情境  

權力位置  

 

提供消息  

回  饋  

發言人或政策制定

引述者  

公關部門  

當事人、舉發人、業

務承辦人  

旁觀者、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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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模式中，大眾媒體的報導經過好幾層濾器(filters)的篩檢。 

第一層是報業老闆的特定政治背景與媒體本身的商業利潤導向色彩。 

第二層是廣告對於新聞報導的影響。 

第三層是不同消息來源在新聞記者份量各有不同。 

第四層濾器是媒體對於可能會「放砲」(producing flak)的消息來源心

存畏懼。因為媒體記者會顧慮，若是某一正義性議題採取明確立場，可

能會遭致反對團體發動投書，或運用權勢，直接向媒體高級主管抗議。 

2. 「消息來源-媒體」權力論的觀點 

Cobb and Elder(1983)認為，消息來源與媒體之間互動應該以權力關係來

解釋。主張權力論者認為，在不同社會系統中，消息來源與媒體之間的整合度，

存在許多差異，同時也影響到媒體報導內容的呈現。有效公關(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的先決條件，不是組織與公眾之間的對等性，而是作為消息

來源的組織，必須充分利用媒體資源，發展完善的訊息策略。 

3. 「消息來源中心」主義的觀點 

「消息來源中心」論者認為，「媒體中心」論對於媒介支配並決定新聞內容

呈現的論點過於武斷。他們認為：社會由相互競爭的社會團體所組成，沒有任

何的團體可能永遠的屬於主導地位。媒介組織是有限的組織體系，享有相當的

自主權，不受政府、政黨及壓力團體干預。媒介的控制權掌握在具有自主能力

的管理菁英手中，對於媒體人員也給予相當的彈性62。 

 

三、 國內研究文獻 

在國內博碩士論文中，探討與媒體關係的文獻，多以公部門(林宏宜2002；

趙伯良2002；張涵婷2008)或私部門(邱金蘭1988；林睿俐2001；蕭為隆2003)

為主，較少研究非營利組織與電視媒體的互動關係。國內文獻討論公部門、私

                                                 

62 Curran and Gurevitch,1977；轉自張錦華1991，16。 



 

 39 

部門與媒體記者互動模式之研究，整理如下： 

表 2.7國內公部門、私部門與媒體記者互動研究之文獻整彙 

研究生 校院系所名稱/

論文名稱 

摘要 

邱金蘭 

1988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研究所/我

國主要企業公

共關係負責人

角色認知與新

聞界接觸關係

之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國內主要企業公共關係負責

人角色認知，與其和新聞界接觸關係的關聯性。研究

結果發現，公關負責人角色認知與新聞界接觸關係，

僅有與新聞界接觸態度及對記者同化程度兩項有影

響，角色認知程度愈高，則與新聞界接觸態度就愈積

極主動，並且對記者同化程度也高。本研究亦發現，

各人口變項與角色認知關係中，僅有年齡一項有影

響，年齡愈低者，其角色認知程度愈高。而各人口變

項與新聞界接觸關係中，僅有不同老闆重視程度在與

新聞界接觸態度上有差異；以及有無公關部門與接觸

頻率有關聯性。 

崔皓恩 

2000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研究所/表

演藝術團體與

新聞傳播媒體

之互動研究 

分別針對表演藝術團體與新聞傳播媒體進行問卷調

查，瞭解其對雙方互動的看法與現狀；也透過對不同

屬性表演藝術團體、媒體的深度訪談，瞭解當前表演

藝術團體與新聞傳播媒體的處境，探討表演藝術團體

與新聞媒體的互動關係、現況、彼此需求與期望。 

研究結果發現，表演藝術團體媒體公關宣傳與新聞媒

體藝文新聞處理過程間，的確存在某部分認知不一致

的差距。表演藝術團體期望傳播媒體能提供更多空間

容納表演藝術訊息、增加團體曝光率，以推廣藝術；

但新聞媒體記者受限於大環境與工作職責，對於表演

藝術環境與公關宣傳做法，不見得抱持樂觀態度；儘

管如此，兩者對於當前互動關係仍多持珍惜肯定的態

度，並期許在相互尊重專業的基礎上，發展更好的互

動關係。 

林睿俐 

2001 

大業大學工業

關係研究所/企

業負責人、公關

人員與媒體從

業人員之公共

關係互動模式

之研究 

本研究便是針對企業主、公關人員與媒體從業人員之

間互動關係進行探討，尤其著重在企業主與媒體從業

人員之間的直接互動，以及華人社會中最常運用的人

際關係公關運作模式，是否會影響企業公共關係的順

暢運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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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宜 

2002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研究所/政

府公共關係人

員與媒體記者

互動之研究-以

台北市警察、消

防機關為例 

本研究發現交往狀況與來源特質對形成何種互動模式

關係是有關聯的，但交往狀況及來源特質與互動關係

對新聞產製是沒有影響的。在現況新聞處理方式的認

知上，似乎警消公關人員，對新聞處理方式，僅重視

態度呈現上的有利或不利。媒體記者處理警消新聞方

式，總體上，消防新聞處理態度的方式明顯的偏向有

利，較警察新聞高出甚多。 

趙伯良 

2002 

大業大學工業

關係研究所/閱

聽人、媒體及發

言人互動之研

究－以軍事發

言人為例 

研究發現如下：(一)軍事發言人應具條件，包括新聞

專業背景、英文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公關能

力、軍事素養、參與決策等。(二)軍事發言人按古魯

尼的公共關係發展的四個模式，可歸類為「雙向不對

稱模式」，傳遞訊息給媒體，並接受媒體回饋，發佈新

聞以說服為目的，能發揮新聞查證和新聞服務功能。

(三)軍事發言人的角色包括窗口、行銷者、消息來源、

告知者、橋樑、訊息整合者，符合公共關係中「溝通

協調者」、「訊息傳佈者」、「行銷者」的角色。 

張心宇 

2002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大眾傳播

研究所/報紙影

劇新聞記者與

消息來源互動

關係研究－以

「搖頭性派對」

事件為例 

研究發現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有

「同化模式」、「競爭性共生模式」及「表面接觸模式」

三種。 

蕭維隆 

2003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大眾傳播

研究所/證券業

公關與媒體互

動模式之研究 

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國內證券業如何與媒體互動，其模

式為何？儘管Grunig強調其公關四模式中的「雙向對

等」是一個雙向互利、權力對等的互動模式，也是公

關與媒體理性溝通互動的理想。不過在授權不夠、專

業不足、資源匱乏，以及國內證券產業企業文化的種

種限制下，證券業公關與媒體記者的意欲達到「雙向

對等模式」恐怕不易。 

張涵婷 

2008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新聞研究所深

度報導碩士論

文/當社工遇上

媒體-論社工與

媒體之互動關

研究發現，社工與媒體關係大致上可分兩類，一為社

會工作機構因個案曝光報導，被動地接受媒體的採

訪、回應媒體問題；另一類則為社會工作機構為了理

念、形象宣傳或是募集款項而主動接觸媒體，希望獲

得媒體能見度。張涵婷認為前者情況多發生於公部

門，後者主動近用媒體情形以民間機構較為積極且成

果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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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公部門的研究方面，林宏宜(2002)發現台北市警消公關人員與媒體記者
關係，多為合作關係。趙伯良(2002)按古魯尼的公共關係發展的四個模式，將
軍事發言人歸類為「雙向不對稱模式」，傳遞訊息給媒體，並接受媒體回饋，發

佈新聞以說服為目的，能發揮新聞查證和新聞服務功能。張涵婷(2008)研究社
工與媒體關係，公部門的社會工作機構因個案曝光報導，經常被動地接受媒體

的採訪、回應媒體問題。 

至於私部門方面，蕭維隆(2003)認為證券業公關在授權不夠、專業不足、
資源匱乏，以及國內證券產業企業文化的種種限制下，與媒體記者的互動欲達

到「雙向對等模式」恐怕不易。另外，張心宇(2002)研究報紙影劇新聞記者與
消息來源的互動模式，發現有「同化模式」、「競爭性共生模式」及「表面接觸

模式」三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