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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報紙在報禁開放十年以來變化快速，截至民國 86 年底的統計，台灣報紙家
數已由解嚴前的 31 家成長一倍以上。受到市場強大壓力影響，追求利潤變成報紙第
一要務。有關報紙新聞市場導向的問題，贊成和反對派都各提論點。本文提出市場
導向對新聞事業可能產生的相互矛盾的影響，並以市場模式探討台灣報紙走向市場
的環境、產生的現象及問題。結果發現，台灣報紙出現和國外報紙類似的發展：1.
廣告與新聞比率改變，廣告比率明顯增加；2.報紙增張擴版、篇幅增加，但主要為
副刊版面或軟性版面的增加。3.新聞主題和內容的改變：報紙前三版以政治新聞掛
帥的現象十年來產生改變，經濟新聞和社會新聞的重要性增加。4.報紙出現類似國
外的「新長度新聞」現象，也就是新聞篇幅愈來愈長，也出現更多分析稿，報導涵
蓋區域更廣，更重視「現在」以外的時間面向，引用消息來源更多，也常訪問未必
捲入新聞事件的其他消息來源等。這種新聞報導方式在適應報紙市場商業化走向，
由於讀者只選擇看一家報紙，報紙通常一次提供完整而權威的報導。

　　本研究另外發現，報紙在市場導向運作下，產生三種矛盾的命題：1.商業邏輯
與新聞邏輯的矛盾。2.選擇新聞資訊或娛樂的矛盾。3.視讀者為公民或是消費者的
矛盾。

　　根據深度訪談結果，報紙主管認為報紙市場導向是適應當下報紙產業結構變化
不得不然的作法，有些報紙仍相當堅持專業第一的報紙政策，有些報紙則表示為了
適應大環境的變化，已採取多角經營方式，追求綜效，把報紙變成主業之一，但已



跨足到其他產業的經營。這種作法，將對報紙內容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字：報紙、市場新聞學、市場模式、報紙內容、報禁

英文摘要

　　Since  the lift of ban on Taiwanese newspapers in 1988, evidence has
been   accumulating   that   journalism   is   undergoing   a   critical
transformation-a  move away from reliance on professional norms defining
what  in  newsworthy  and  how  to  report,  toward  a  journalism based
observing  the  marketplace.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argues  that  primary  news decision-about how to learn what is going on
from the outside environment-are quite complex.

　　This  research uses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editorial policies and format of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from  1988  to  1999. Take together, news selecting and decisions-making
take  places  both  in  a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context, combining some
mixture  of  a competitive market-based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analysis  finds out there are many content adjustments
and  newsroom  management  policies changing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order  of  market  and  newspaper
industry.  Thus  news  becomes  a  commodity  shaped  by a collection of
markets, an elaborate compromise.

Keywords: newspaper, news content, market-driven model, reader-oriented

壹、計畫緣由與目的

　　報紙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對所有電子媒介、網際網路而言，報紙屬於傳統媒體
，但隨著市場競爭加劇，報紙產業也面臨急速的改變，不僅對於新聞價值出現新的
判斷，對於新聞內容、包裝和規劃也無一不以「給讀者想要」的為目標。更精確的
說，報紙會根據市場法則、讀者調查來規劃新聞內容，甚至連報社組織也因應新的
需求增減部門、改變組織。甚至可說，報紙對市場的承諾，和堅守新聞專業的信念
之間，已經愈來愈模糊了(Underwood, 1995)。

　　雖然歷史悠久的報紙，在新聞傳播事業中仍扮演居龍頭老大的角色，但報紙的



黑暗面也愈見明顯。例如過去一、二十年來，報業最擔心讀者受新興電子媒體吸引
，日報閱讀率降低；報業併購和財團報的出現，使報紙更重視利潤和發行量；新科
技如衛星電視、錄影機、電腦的普及，也使報紙重新思考是否要納入多新科技於報
紙之中。

　　市場問題當然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台灣報紙也逐漸採取許多市場手法和策略，
例如在頭版出現新聞提要、組合式新聞報導、更多軟性新聞、具視覺吸引力的編排
形式，「讀者導向」或「消費者導向」的報紙乃不斷向讀者傾斜，更多服務類資訊
、更快速的導讀設計、摘要指引，都因應這種新的需要而生。

　　台灣報紙在解嚴十年以來變化快速，截至民國 86 年底，台灣報紙家數已由解嚴
前的 31 家變成 344 家(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出版年鑑，民 87)，受到市場強大壓力影響
，追求利潤變成報紙第一要務，讀者逐漸變成報紙的「顧客」，有些學者及業者對
此現象不以為然，堅持報紙商業考量不應影響新聞事業追求獨立、完整的專業標準
；但也有人不否認商業概念和技巧能幫報業起死回生，兩者可以相輔相成(Denton
&  Kurtz, 1993:37)。本研究探討那些因素影響解嚴後的報紙新聞走向？並經由內
容分析了解商業邏輯滲透台灣報紙的新聞室後，對新聞內容產生什麼變化？研究問
題如下：

　　(一)市場邏輯若對新聞呈現產生影響，應該如何界定報紙新聞的商品化、或新
　　　　聞商業化的概念？
　　(二)市場導向是否壓縮報紙硬性新聞的空間？如何影響報紙的公共服務功能？
　　(三)報紙組織如何調和商業常規和新聞常規之間的矛盾衝突？那些是報紙適應
　　　　環境變化而強調的結果？
　　(四)這種調和或轉變對報社來說有多重要？
　　(五)報紙實際呈現那些新聞？在消息來源、主題選擇及新聞敘事又有什麼轉變
　　　　？不同報紙之間有差異嗎？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和內容分析等研究方法，文獻法將爬梳相關資料
，探討報紙產業結構的實質變化。

　　本研究以「市場模式」為觀察上述現象的切入點，以三種研究方法分析檢討此
一現象，三種方法為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和內容分析等研究方法，文獻法將爬梳相
關資料，探討報紙產業結構的實質變化。由於「報紙新聞商品化」不是獨自成立的
概念，而是媒介環境進入消費社會趨勢下因應而生的概念，因此研究報紙轉型，必
須在「環境變遷」或「市場」概念下探討才具意義。本研究第一階段除了蒐集國內



外有關台灣報業轉變、商業化、和新聞商品化的相關文獻，歸納文獻共同使用的概
念作相近或相關的定義，並以台灣報紙實際特質的交互參照比較之。

　　第二階段採內容分析，比較民國 77 年(即報禁開放前)和民國 87 年的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自立早報、中央日報、台灣日報、民眾日報等七家報紙的新聞
轉變和表現，並藉由一個歷史面的比較，得知媒介環境的改變對新聞主題選擇、新
聞釋義、呈現方式等，產生那些影響。

　　報紙內容分析完成後，則進行七家報社編輯採訪部門主管的深度訪談，以了解
組織決策者、閱聽人和廣告三者，在實作上如何影響報紙表現，訪問所得是歷史動
態分析的素材，更可彌補內容分析的不足，提出研究發現的進一步解釋。

參、結果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爬梳了新聞市場導向的各家概念或定義，發現受訪報紙主管和報
紙實際內容的呈現，大抵上趨近國外報紙類似的市場導向，各報主管認為是勢所必
然，但影響為何，則意見不一。他們大約從幾個方向觀察：新聞特色、新聞形塑、
促銷方式等來探討這種變法。如美國學者 Bogart 即說，雖然他自承無法預測新聞經
濟結構的未來發展或內容必然走向，但已經可以看出新聞實務工作者和新聞機構有
能力、也實際應讀者選擇的需要，加入更多商業文化的包裝。

　　從文獻分析來看，台灣報紙十年來的環境變化包括：
　　一、新報設立家數激增，報業市場結構改變。報禁開放十年來，相較於報系報
　　　紙的穩定生存，新報則面臨激烈競爭，多的是開辦不久的新報就結束營運。
　　二、財團辦報蔚為風氣，市場競爭激烈。目前除了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仍屬報團
　　　經營，自由時報、台灣日報、自立晚報、勁報都屬於財團經營。而自由時報
　　　的商業促銷手法，更迫使報團經營的報紙不得不採取商業促銷手法，產品和
　　　促銷都用短線經營方式。
　　三、報系報的廣告營收仍占優勢，但大報營收比率下跌，出現危機意識。

　　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報紙也採取增張改版策略，嘗試各種變革：
　　一、報紙增張改版，擴增新聞與非新聞版面，以吸引更多讀者。
　　二、重視視覺效果，重新設計版面。
　　三、各報改版亦步亦趨，彼此模仿移植。

　　內容分析方面，報紙出現類似美國的新長度新聞報導方向，報紙使用更多照片
、更大標題，人物照片和特寫、中景照片增多，都力求增加視覺吸引力。以抽樣分
析的七家報紙而言，民國八十七年的新聞報導字數明顯增加，新聞套稿和話題新聞



組合方式也與十年前不同，新聞多會配合相關新聞、照片和圖表一起出現，提供讀
者一次即了解新聞多面向的閱讀便利性。此外，新聞主題也與過去不同，政治新聞
中，議會、黨政新聞比率增加，經濟新聞以工商產業新聞增加較多，司法、警政、
犯罪新聞已比過去為多，因此可知報紙新聞的量與質皆出現明顯變化。各報的編輯
政策不盡相同，使不同報紙內容出現一些差異，但商品文化包裝的現象則為報紙共
同變化的方向。

　　深度訪談結果發現，報紙主管皆認為市場變化帶給報紙許多新挑戰，一方面增
加了報紙新聞的創意，但也必須在新聞和娛樂之間取得妥協。其中最複雜的層面即
在如何維持新聞專業形象和可讀、易讀之間取得平衡，但也有些主管非常強調報紙
商業化是必然趨勢，而報紙競爭不過電子媒體也是事實；如此，新聞決策者對於新
聞的定義出現更多異質的看法，各報為了市場區隔、掌握的資源、報紙的市場定位
，主管仍對新聞類屬和內容各有其特定看法，不同報紙之間有很大差異。另外，發
展電子報則是共同趨勢。

　　研究者最後比較十年來的變化，並提出建議：
　　一、有遠見的新聞工作者必須關心大環境的變化，及市場力量帶給報紙的衝擊
。台灣的媒體環境複雜多變，除了經濟力量外，還有政治力的介入運作，就報紙而
言，多數主管體認新聞實際走向仍以公共議題為最重要的目標，但從長遠來看，報
紙也須注意市場變化使得報紙新聞品質逐漸惡化的過程。短期看來似不嚴重，但由
於內容和管理目標的改變，這種變化應在媒體之間產生辯論討論，以時時體認診斷
或防範未然。

　　二、產業力量的集中，帶給報紙更多經營的便利和效率，但是對於報紙最重要
的維繫民主政治表意自由、品味，提升社會生活等目標，不能因此受到動搖。這類
複雜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既有體系是否要改變？如何變？都需要相當的想像和彈
性，但維持既有現狀則不能帶來這種改變。

　　三、報紙政策會影響產業的變化，就報紙而言，出版法廢止以後，新聞局似乎
不便再干涉報紙內容，但對於廣告的規範、新聞倫理道德的亂象，應該以整體架構
規約，而不是零散、片段的角度來看，也並非從個別媒體的角度論其缺失。無論報
紙表現好或壞，它都是整個媒體結構的一部分，報業體系需要更好，需要在不斷的
監督、評估和診斷下，讓其保持痛苦而清醒的自覺和自省。

肆、計畫成果自評

　一、與原計畫相符程度：大抵相符，但對於報紙如何履行公共論壇的角色，未來
還可透過個別類屬新聞的內容分析，如政治新聞、經濟新聞、社會新聞等，以個案



實例討論分析之，本研究內容分析僅限於觀察十年來較為宏觀的內容變化趨勢。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本研究已達成預期目標，即從文獻、內容分析和深度訪
談的資料中，發現市場導向確實使台灣報紙產生質變與量變，但也認為研究方法和
發現有所不足。首先、目前研究只限於一家報紙訪問一位主要主管，無法掌握十年
來不同階段中，不同報紙決策者所體認的重要轉折關鍵因素。其次、內容分析以量
化為主，不能深入觀察新聞言說敘事的轉變，也未觸及報紙新聞品味變化的問題。
第三、未能進行讀者調查，不知讀者對於市場導向的認知及接受情形。第四、報紙
市場走向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研究並未探討報紙產業政策未來應該的走向，並分
析其可能的影響。

　三、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本研究為國內第一個以報禁開放前後十年的內
容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為題進行的研究，從理論和實務兩個面向一起探討產業結構、
內容和決策的變化，對於學理和實務應用有相當參考作用。

　四、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者已整理前半部分文獻探討資料，已在《新
聞學研究》第 64 期刊出(民 89 年，頁 1-32)。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資料正在整理，預
備另外整理一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五、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
　　(一)台灣報紙於報禁開放後，為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已大幅調整版面和內容
，因應讀者選擇的需要，加入更多商業文化的包裝。

　　(二)台灣報紙十年來的環境變化包括：1.新報設立家數激增，報業市場結構改
變。2.財團辦報蔚為風氣，市場競爭激烈。報紙對於新聞本身、發行等都改採商業
促銷手法，產品包裝和促銷都出現短線經營方式。3.報系報的廣告營收仍占優勢，
但大報營收比率下跌，出現危機意識。

　　(三)內容分析方面，報紙出現類似美國的新長度新聞報導方向，報紙使用更多
照片、更大標題，人物照片和特寫、中景照片增多，都力求增加視覺上的吸引力。
民國八十七年的新聞報導字數明顯增加，新聞套稿和話題新聞組合方式也與十年前
不同，會配合更多相關新聞、照片和圖表一起出現，提供讀者一次即了解新聞全貌
的閱讀便利性。更重要的是，幾類主要新聞均展現民主政治開放的民間活力，政治
新聞中，議會、黨政新聞比率增加，經濟新聞以工商產業新聞增加較多，司法、警
政、犯罪新聞已比過去為多，因此可知新聞的量與質皆出現明顯變化。

　　(四)深訪談結果發現，報紙媒體主管皆認為市場變化帶給報紙許多新挑戰，報
紙改版即代表報紙必須不斷展現創意，但也必須在新聞和娛樂之間取得妥協。部分



報紙主管新聞似乎不再堅持新聞專業形象，而更重視新聞的可讀、易讀性。為此，
新聞決策者除了對時效、影響、顯著性仍保持共同看法，也各有其特定看法，不同
報紙之間有很大差異。

　　(五)研究者最後提出三項建議：1.有遠見的新聞工作者必須關心大環境的變化
，及市場力量帶給報紙的衝擊。2.報紙仍須以維民主政治表意自由、品味，提升社
會生活等為最重要目標，但作法上，需要相當的想像和彈性，但不可維持現狀。3.
報紙政策會影響產業的變化，就報紙而言，應該以整體架構來看，不能以個別媒體
報紙表現的好壞來論，報業體系需要更好，也需要在不斷的監督、評估和診斷下，
讓其保持清醒的自覺和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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