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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儘管新聞工作者與新聞學者過去一向辯稱
「新聞中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沒有他物」，
新聞報導無可避免的是新聞工作者個人及組織對
這些事實的「轉換」或「再現」，經由大眾所熟
悉的符號或語言加以描繪而成。新聞內容所涵蓋
者固然仍是事實，但是這些事實經由轉換或再現
後，卻已是「加工」後的產品，因而無可避免地
加入了描繪真實時的直覺與感性，進而摻入了審
美價值與創作表現。

本計畫的重要性，即在於使用與傳統新聞學
研究不同之觀點，嘗試從美學角度觀察新聞傳播
活動，提供一個替換方式重新討論人類建構已知
世界的新模式。本研究首先延續過去美學討論中
的核心議題，試析「新聞寫作是否可以寫得與詩
一樣的美」。雖然新聞學領域中過去頗為執著於
新聞報導的真實反映功能，但本研究嘗試跳脫此
一桎梏，挑戰新聞報導中只有真實此一前提，而
識從新聞寫作與採訪過程中俱都與藝術創作有所
重疊之角度，強調新聞表現當得以美學概念加以
觀察。

本研究隨後簡短引述諸種美學典範的轉
變，藉以提出與新聞美學相關的內涵，如熱情〔的
投入〕、清晰〔的陳述〕、與情境結合〔以觀察
社會〕等，並在新聞報導中能發揮「移情作用」、
與「情景交溶」，達成「民胞物與」、「物我兩
忘」的最高新聞美〔哲〕學境界。此外，本研究
亦認為新聞學研究過去並未針對讀者如何接收進
行深入剖析，而此正是新聞美學所能超越之處。
尤其針對不同心理距離之讀者如何就新聞事件的
內涵而有不同涉入程度（包括美感與痛感），未
來最宜續予深究。

關鍵詞：新聞、敘事、美學、審美價值

Abstract

It has been a common proposition that all the
news reports must contain “facts, the facts, all facts,
nothing but the facts.” But since these stories are
written in a language that is familiar by both the
readers and news professionals, they are inevitably
“manufactured” about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not
objectified nor context-freed but rather involved with
personal feelings, perceptions, along with aesthetic
values.

The purpose, and importance, of this report is
therefore located in its effort to examine the value of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an attempt
rarely tri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either in
journalism or in mass communication. We begin our
report by briefl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and
discussed a central issue in the past aesthetic-related
issues: Whether or not a news story can be written as
beautiful as a poem, for example. We surely admit
and accept the past mythology that journalism still
maintains a major function to reflect social reality in
its daily task, but we wonder whether this has to be
sacrificed by the rejection of aesthetic ideas.

We then presented a number of paradigm
changes in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in
which key aesthetic concepts were also drawn in
order to see their fitness to the journalistic discussion,
including “passion,” “clearness,” “linkage to the
context.” We hope our discussion would show that
aesthetic values are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important to the profession of journalism, and futur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other similar aesthetic concepts
would help to advance development of our discipline.

Keywords: news, narrative, aesthetic, aesthet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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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本文嘗試超越（並非完全脫離）「新聞真實」
研究之桎梏，改由美學角度思考新聞報導的內
涵。換言之，本文旨在另闢蹊徑，改以新聞美學
為題，試問新聞報導內容在反映社會真實之餘，
是否也有「美」的成分可言？如有，這些美的成
分都展現何處？如何展現？

而如新聞工作者是否也應（能）像詩人般地
掌握文字（或符號）特性，傳達心靈之意象？現
象學者海德格曾稱，詩人是「一個勇敢的靈魂，
像一隻兀鷹，在風暴之前端預言性地飛翔，為將
到的諸神開路」，其特質就在於「多了一隻非俗
世所有的眼睛，能知一切溺耽於世俗中的人所不
知的事物」（蔡美麗，1991：11）， 此乃因詩人
對語言文字特別敏感，藉此得與眾人展開「對
談」，傾聽別人所言（或如蘇格拉底所稱，詩人
經常「玩弄文字以煽惑群眾，擁抱虛幻」；見傅
士珍，2000：21）。新聞記者的報導工作雖也廣
泛涉及了語言之寫作與對談，目的在於「滋養而
非抑制【眾人】情緒」（傅士珍譯，2000：29），
那麼記者能否也如詩人般地「操縱」或「裝飾」
語文，表達文化意涵並從中掌握或建構美感呢？

由此，本文旨在試析新聞與美學的關係，
論辯以下觀點：當我們慣於接受新聞寫作必須客
觀、真實、正確之餘，是否也可開始思考「新聞
如何才能寫的美」此一論點？或延伸 Silverman
（1987）所言，美與真能否並存於新聞報導中？

三、結果與討論
　　

嚴格來說，美學的真諦並不全然僅能適用於
討論虛構或想像的創作活動（如戲劇、電影；參
見蔡琰，1999），其範圍亦可包括對美的哲學思
辨，以及解釋、分析作品產製的動機。此外，美
學討論亦常辨別一件作品的形式方法特徵，並應
用該特徵為度量標準以評比作品之高下優劣。換
言之，因為美學範圍與製作有關（如新聞報導），
其內涵實則涉及了「創作者（如新聞記者）」再
現世界時如何選擇符號、是否確實或「合宜地」
表達符號象徵的訊息。此外，賞析者是否具有美
學素養亦提供了批評與解讀一件創作品（如新聞
報導）的起點。

新聞報導本非藝術創作，傳統上也不講求藝
術之美，但新聞的確是由符號與語言構成。我們
可從新聞媒介運用符號傳播的過程，發展出與傳
統社會科學傳播典範不同的思考取向，此處暫且
名為「新聞美學」。事實上，美學近年的思考早
已承認沒有什麼對象可被排除在審美領域之外，
因為每一種對象都有其固有性質，而美是在本質
上與其有所連結的概念（《美學的思索》，1987）。

其次，新聞報導方式似又與藝術有重疊之
處。新聞記者本就是符號或語言的主觀創作者，
與藝術家同樣講求選擇適當的美學表現工具傳遞
（達）真實（此即「再現真實」之過程）。兩者
之創作結晶也都須為人接受，但此接受程度則又

端視接收者是否感受或沾染到來自符號、文字、
或語言的創作「能量（如互動性、相通性、和諧
性）」與「可鑑賞性（指可經得起邏輯分析與理
性考驗）」（引號內皆出自姚一葦，1973 用語）。

然而新聞當然不是藝術，但兩者透過中介
（不一定是大眾媒介）進行再現的過程極為接
近。如姚一葦（1973）即稱，藝術家/歷史家/文學
家所闡述/表現的形式雖然不同，但其所使用的「嚴
密【創作】邏輯（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作者）」則
很相近。如下列有關藝術的定義就與新聞再現之
本質極為接近：

任何主體，將其對客體世界所
認知或體驗而得的個別性或特殊性
情感，經由內在意識與心靈的活動
過程，轉化為一般性社會情感與思
想，再透過任何符號與象徵而予以
表現或傳達出來，使第三者能夠從
主體情感的再現與認同，而獲得快
感與美感的工作或活動，是為藝術
（陳秉璋、陳信木，1993：9）。

有趣的是，在有關新聞如何再現社會真實的
著作中，與上述定義類似的討論亦隨手可見。如
翁秀琪等（1997: 2-3）就曾指出，「新聞是在主、
客觀辯證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真實，是社會真實
的一部份」，一方面，記者受到社會結構與組織
常規的影響須客觀地反映社會真相，另方面記者
透過專業化過程將意識型態內化為日常工作的規
則，主觀地依此規則建構新聞。而在翁秀琪等人
的另篇研究（1999）中，更強調新聞之記實工作
乃透過語言達成：新聞報導中的語言機制雖然無
法直接指稱某些事情為真或事實，但卻會藉由修
辭技巧、文法結構具體與鉅細靡遺地描繪現場一
舉一動（模擬真實），以加強新聞內容的「真實
感」，即使這件社會真實屬於「超經驗事件（如
該文所分析之「在祖師廟上香」活動）」亦然）。

總之，新聞記者以主觀的心智處理語言或符
號，將外顯世界的活動紀錄、報導、呈現，自然
得以在某些程度上與詩人或其他文學創作者共享
美學技巧與概念。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或可簡述新聞美學所應
討論的內涵包括：首先，具有工作熱誠（情）的
新聞工作者選擇「合宜的」或美的題材加以報導
（當然此一「合宜的」標準亦可能涉及倫理學的
「善」的考量），而後在報導中思考（或直覺感
應）如何以讓讀者感動或快樂的再現方式（或策
略）找到適切受訪對象。在撰寫部分，新聞工作
者同樣需用心（意識/知覺）考量如何選擇清晰、
明白、簡潔、完整且「合宜的」文字或符號（圖
像），以便目標讀者或觀眾能讀來或觀後能產生
「快感」，樂於進入報導情境。在接收層面，則
閱聽眾與新聞報導之事件的心理距離感（含物理
距離）會影響其注意程度、聯想、理解、幻覺（如
美感或痛感）、或涉入程度（如移情作用、同情
感、或甚至行動的產生）。以災難新聞為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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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觀眾常透過此類事件之揭發報導而感到人生
之可貴，因而較平日更為珍惜所有；或者因同情
受害者而有「痛感」（Eaton, 1997: 357）或「惡感」
（朱光潛，1993）。

此處亦可回應 Wittingstein 之言，美學在新
聞領域之運用應格外講求「生命形式」之呈現（引
自 Silverman, 1997: 250）， 協助人們在新聞報導
中獲取精神上的感動與滿足，從而超脫心靈培養
有意義的人生。透過某些外在目的與內在情境，
新聞報導的美學內涵應力求提升人的價值感，讓
人們感受到有趣，且在情緒及思考上與新聞內容
連結成有意義的人生。而新聞美學之技巧，就在
提供辨識，表達、創造、以及互動所需的感覺（Eaton,
1997: 357），或者在於呈現「一系列物（作）品
其最佳共同性質的抽象化，以及具體【地】呈現
這些性質的形象產物（如新聞影片）」（引自傅
士珍，2000：81）。換言之，新聞美學的討論範
疇理應遵循 Ingarde（見廖炳惠譯，1991：36）所
界定的美學界限，包括創作者（新聞工作者）、
聆賞者（新聞閱聽眾）、作品（新聞報導）三者
所產生、接觸、或共鳴的基本事實。

四、計畫成果自評

為了因應公元兩千年的來臨，英國出版商
Sage, Inc. 特地新增期刊《新聞學 Journalism》，
以擴大視野，重新省視新聞與社會的關係。在其
創刊號中，多位新聞傳播學者共同檢討了新聞學
的過去發展與未來展望。主編 B. Zelizer（2000: 9）

在引言中曾經提問：「一百年後，新聞【學門】
要何去何從呢？… … 如果我們【新聞學者】不在
現階段做些研究與教學的應變，未來【鐵定】不
會是件快樂之事（nowhere pleasant）」。

在該專刊中，文化學者 J. Carey （2000）亦
曾針對新聞學門過去未曾受到人文學者青睞而感
到憂心，同時，傳播學者 Glasser（2000）則提議
新聞研究者應重新眷顧 W. Stephenson 的【大眾傳
播 】 遊 戲 理 論 （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以瞭解新聞之功用如何提供一
種「滿足私人與個人」的過程。這些討論都顯示
我們在歷經過去六、七十年的新聞學研究後，未
來亟需改弦易張，始能調整理論面向，獲取新的
觀察社會與新聞的角度。

如以 Jauss 舉出的文學批評四種典範演進觀
之（見董之林譯，1994），九零年代之新典範之
特色，即在以「美學或次美學」角度探索且闡釋
不同之研究對象（Jauss 曾指出，在純文學與通俗
文學之外，大眾傳播媒體亦適用新的典範），成
為社會科學中的較新分析方式。本文所呈現的新
聞美學討論，或可就此視為是類似觀點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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