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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旨在延續我們過去的研究
主題，探討記者行業的知識特性，並
針對記者工作中的三項重點 -- 查
証、訪問、與寫作--進行分析，以了
解並討論記者行業中的專家與生手之
知識基礎有何差異。

本年度的計畫內涵主要在於發掘新
聞查證與整個新聞工作表現背後的知識
基礎與內涵。我們以未曾受過任何採寫訓
練的新聞系一年級學生、曾受過採寫訓練
且在報社實習過的新聞系四年級學生為
受試對象，進行實驗並蒐集相關資料。並
且對目前任線上新聞記者與資深記者（專
家）進行深度訪談。

我們並以過去幾年所發展的研究架
構，作為分析記者查證與新聞工作表現能
力的基本理論。

除了依據本研究過去累積出來的表
意、作人、作文分析三個層面架構外，本
計畫在經過數個研究個案與訪談，與檢閱
整理相關文獻後，提出倫理(ethics)作為新
聞工作中的重要思考面向，為好的新聞成
品的重要特質，也是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
的重要關鍵。
關鍵詞：訪問、查證、寫作、記者能
力、知識、倫理

Abstract:

Following on the research them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continued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nature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f any, 
between novices and experts along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news writing, news interview, and 
ver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s 
gathering.

To explore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and 
interviews were designed to tap the 
knowledge and strategy employed by 
our research subjects.

In addition to the analytic 
framework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developed in our earlier projects, 
ethical issue was added to analyze  the 
type and nature of expertise involved in 
verification. Data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how subjects represent reality, 
develo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chieve textual coherence, and resolve 
the dilemma they confront.

Keywords: interview, verification, 
writing, journalistic competence,
knowledge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旨在延續我們過去的研究
主題，探討記者行業的知識特性，並
針對記者工作中的三項重點 -- 查
証、訪問、與寫作--進行分析，以了
解並討論記者行業中的專家與生手在
知識基礎上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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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提

首先，本研究對記者工作所使用
的知識基礎，有以下三個基本前提：

（一）記者的工作能力通常顯現
於記者與情境的互動，以及記者在其
中的選擇。

（二）決定記者高下的知識多半
屬 於 難 以 察 覺 的 「 默 識 」 (tacit 
knowledge)，以及其主動考量與選擇
的過程及結果。

（三）新聞知識有其獨特性，其
他領域之專家研究結論，可能難以用
來解釋新聞工作所面臨的特殊情境。

分析架構

由於體認新聞工作所使用知識之
獨特性質，過去幾年來，我們特別致
力於分析記者工作的特性，並據以發
展和建立適當的分析架構(鍾蔚文、臧
國仁、陳百齡、陳順孝，  1997；
Chung， Tsang， Chen， & Chen，
1998)。在這個架構中，我們從策略、
事件表徵和長期知識基礎三個層次來
分析和描繪記者的知識本質 (見《圖
一》)。                   

與情境
工作的互動

                 á
策略

事件表徵：
目標、限制

長程知識基礎：
領域知識、社會智能

圖一  記者工作所使用知識的結構

   更進一步，我們也可從三個互動的面
向來看知識的本質，並進一步區分出專家
和生手的差異：

（一）情境：包括組織環境、文化環境
與社會環境。例如記者在查證上
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特性。

（二）個人：在面對情境與工作要求
時，記者個人如何認知與選擇，
並藉此採取何種行動。

（三）工作：新聞工作的特性與要求。

   此外，以往的新聞工作研究大都從新
聞工作的規劃、蒐集、查證等方面切入，
偏重工具與效率上的討論，僵化新聞工作
中極重要的新聞倫理(ethics)面向，並忽略
新聞記者在新聞工作中的創意與創造
性。因此，本計畫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逐漸
發展出一個研究新聞工作專家能力的架
構如下：

研究問題

本階段所提的計劃，即在根據上
述分析架構，進一步探討以下兩個問
題：

（一）針對新聞工作中所涉及的
查証、訪問與寫作等工作，其知識類
型和內涵為何？專家與生手之間有何
差別？

（二）新聞查証、訪問與寫作等
工作中涉及哪些新聞倫理考量與選
擇？這些倫理考量與選擇的情境及內
涵為何？專家與生手之間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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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為計畫的第三年，此時重點主
要擺在發掘新聞查證工作與表現背後的
知識基礎與內涵，並找出專家生手在新聞
訪問上的差異。但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本
研究逐漸發現新聞倫理（出現在情境、個
人與工作三個互動面向上，同時作人、作
文與表意三層次上也有不同的倫理考量）
是好的新聞工作之所以為好，專家之所以
為專家的一個重要特質。

實際執行工作中，主要採用實驗方法
與深度訪談法，發展標準化的研究程序蒐
集資料，以比較不同背景之受試者（即接
受過採訪寫作訓練與否，以及是否為線上
記者）在新聞查證能力上的差異。

受試者
1. 來源：a. 大學生受試來源主要為

台北縣市各大學新聞系或傳播科
系新聞組學生；徵求方式為在系
辦或系版上刊登徵人廣告；b. 記
者受訪者主要是以滾雪球的方式
募得。

2. 組別：a. 大學生受試者依照受過
採訪訓練與否分成兩組：（1）受
過採訪寫作訓練，且曾於報社實
習過的新聞系四年級學生；（2）
未受任何新聞採訪訓練的新聞系
一年級學生；b. 記錄記者受訪者
的工作資歷。

研究程序
（一）大學生實驗
1. 請受試者扮演記者的角色，針對研

究人員給予的新聞工作任務展開
模擬查證工作。模擬查證工作內容
包括預計連絡哪些單位（或消息來
源）、連絡內容、所需資料以及搜
尋資料的來源等。

2. 模擬查證過程結束後，針對受試者
所擬的查證過程與內容，以及其所
撰寫的新聞內容，詢問查證時的諸
種考量與選擇的原因。

（二）線上記者深度訪談

1. 給受訪記者一個關鍵個案的基本
線索後，詢問他在此新聞上會作
哪些查證工作，如何進行，以及
進行時的情境考量與選擇。

2. 再給受訪記者該關鍵個案的新聞
稿，請他評估該則新聞的查證過
程與表現。

研究結果
如前所述，在整個研究進行過程中，

研究者依相關文獻與研究分析所得，逐漸
發展出納入新聞倫理與創意面向的研究
與分析架構，全面擴展知識本質的思考方
式，並得以藉此深入研究專家知識特質與
行動特色。本研究結果重點涉及以下幾個
面向：

（一）知識的運用：查證與新聞寫作及訪
問一樣，同樣涉及長程知識的累積
與運用。這裡所謂的知識不但包括
領域知識與社會智能，也包括語言
的知識與推理的能力。從本研究的
分析結構上來看，個人必須在情境
與工作條件限制下做出當下的選
擇。這裡的選擇不但涉及作人、作
文與表意上的三難，更關乎新聞工
作中最重要的新聞倫理問題。然
而，這些知識並非靜態不變的知識
庫，而是動態、具變化可能性，並
且會隨情境與個人選擇而增長的
知識長河。每一個支流都是許多知
識、價值與自我期望的匯集抉擇。

（二）查證是內外不斷循環的過程：查證
不僅只是記者個人內在心理推理
的歷程，更是記者個人與社會情境
及工作要求（包括組織、新聞專
業、時間壓力等）等外在環境互動
下的產物。這些互動過程給予記者
個人有限的查證管道與資訊選
擇，但記者還是需要在這些資源條
件下做出選擇。因此本研究主要在
探究這些有限資源條件為何，以及
專家與生手在此環境下的認知與
選擇過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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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證是多方資訊的平衡：新聞記者
如何在有限的資訊中做出最適當
或當下最正確的判斷？其根據的
原則或考量點為何？專家如何在
多方資訊下求取平衡？如何在少
量資訊下求得最大的可靠消息？

（四）查證過程中的技巧與藝術。
（五）查證結果與文字表現間的關係。

四、計畫成果自評

按原訂計畫，本研究最後除了就
個案實驗所蒐集到相關資料加以分析
受試者之策略、表徵和長程知識基礎
外，也在了解專家生手於新聞訪問能
力之差異。

不過，從初步分析發現，新聞訪
問的內涵及背後所牽涉的知識基礎，
遠比我們原先想像複雜許多，且許多
部份是前人尚未討論的。

儘管分析架構還在修正中，但相
較於以往關心新聞訪問的研究，本研
究將語言學中關於對話分析方面的文
獻納入，使我們對新聞訪問的了解遠
遠超過過去層次，且已將原先新聞訪
問的概念更加擴充與深化；此為本研
究最大的貢獻之一。

此外，本研究群針對記者工作的
本質與內涵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計畫，
已持續多年。在過程中，研究成員包
括十多位大學教師與研究生，以每週
舉行一次例行會的方式，固定投注資
源於本計畫，迄今仍無間斷。未來我
們將會朝向原訂計畫目標繼續努力，
以期達到先前所揭示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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