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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新聞組織內常規及記者個人專業性的探討，來了解置入性行銷

對台灣電視新聞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商業力介入新聞產製的情形，已經從

過去市場導向的間接方式，進展到廣告主可以直接付費或以對價回饋方式主導

新聞內容。不但新聞部門與業務部門合作協商新聞的情形已屬常態，新聞與廣

告的界線也愈來愈糢糊。 

 

    這樣的發現的確讓人覺得悲觀，台灣電視新聞界似乎面臨了空前的危機，

愈來愈背離了新聞服務公眾、成為公共領域的理想。那麼，在置入性行銷已經

逐漸在新聞組織內被正當化、合理化的同時，還能有那些調整的空間，讓新聞

與廣告之間可以築起一道區隔的牆？本章將進一步針對新聞組織及政府政策提

出建議，同時，在第二節將提出本研究的限制，第三節說明本研究之貢獻與結

語。 

 

第一節 管理置入性行銷的建議 

  

    受全球金融海嘯的影響，台灣經濟在 2009 年進入了空前的蕭條，元月份進

出口負成長雙雙創下史上最大跌幅，民間與政府官員對未來憂心忡忡（賴昭穎、 

許玉君，2009 年 2 月 10 日）。媒體也受到影響，生存比賺錢來得更重要的論點，

似乎彌漫著整個新聞圈。此時，不少的媒體主管在受訪時，都不斷提醒筆者：

不讓媒體作置入性行銷是唱高調，是不切實際。 

 

    誠然，在新聞這個行業一直存在著理想與現實的落差，實務與理論難以無

縫接合的遺憾。導致學界與實務界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彼此的誤解愈來愈深。

本研究發現透過常規的建立，置入性行銷已在新聞組織內取得了正當性，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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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內成員皆認為這種新聞產製的邏輯是正當而可接受的時，記者在執行這項任

務時的專業即受到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尋找實務與理論之間的平衡，將置

入性行銷納入有效的管理，是解決此現象的重要方法。以下將分兩個部份討論，

其一是從 S 台及 B 台的個案經驗分析中，提出實務上的建議；其二是從政策面

提出建議。 

 

一、對新聞組織的建議 

 

S 台在 2006 年公共化後，即經董事會決議新聞不得進行置入性行銷。然而， 

作為一個商業電視台，廣告營收是主要財務來源，當置入性行銷成為市場操作

的主要方式時，S 台的業務主管坦承：「從業務的角度而言，怎可能拒絕收入？

沒有『業配』新聞對客戶提供服務，無法取得更有利的優勢爭取廣告，當市場

都這樣做時，你很難不照做！這是個很難解的難題！」（受訪者 S103）。 

 

    既要遵守董事會的決議又要爭取客戶，S 台在 2006 年起在業務部門另組負

責「專案」的中心，自己聘用專屬的採訪記者和攝影，執行「業配」和「專案」

的任務。既然要維持新聞部門的獨立自主，業務部門就得一切自己來，因此，

這套機制的設計是，由業務部門的業務員決定了需要配合的採訪，再由專案記

者完成任務，最後的編播均由專案中心人員完成，再以特定的時段播出（週一

至週五每天 5 分鐘），此時段雖然與新聞時段銜接，卻是一個單獨的節目，且以

非新聞的節目名稱播出。 

 

「區隔」是個重要的概念，從 5 分鐘的節目內容中，大致可以看出是個以

消費訊息為主的迷你節目。「雖然很多廣告客戶都不滿意，也很不解為什麼別台

可以新聞置入，我們不行。但是，這項服務對我們而言還是很重要，只是我們

無法爭取到更大的專案收入。」（受訪者 S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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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概念就好像在工廠中，有兩個廠房各自生產了不同的產品，負責的

人員所受的訓練不同，生產出的產品可以服務各自的目標對象。這樣的優點是

確保了新聞在不受干預的環境下生產，維持它作為信任貨幣（credence good）的

品質，也確保了記者的專業性。S 台的新聞部主管 S101 曾經在兩家有線台一家

無線台任職，對於執行置入性行銷的經驗「豐富」，也感觸良多，她表示：「我

在這裡（S台）非常快樂，我再也不要去煩什麼業配不業配的，這裡真的沒有一

個（業配）！沒有一個記者喜歡做業配新聞，沒有一個人心裡是沒有掙扎的，

不要以為我這麼愛做業配新聞。只是我不想再掙扎、不要再掙扎。所以把我放

在這個環境裡我很快樂！」（受訪者 S101）。S 台的地方中心主管 S201 在任職 S

台前也曾經在「接案量十分驚人」的有線台擔任記者多年，對於此類新聞只能

用「反感」、「有苦說不出」及「不堪回首」來形容，到了 S台來之後再也不會

有這種新聞，就算偶而配合公司活動而去採訪新聞時，長官的要求還是要非常

強調新聞價值，對於新聞的處理是「小心翼翼」。「長官的立場很堅定，不接受

業配，除非新聞有點我才會去做！過去那種採訪對我的專業是一種耗損，是在

降低我的新聞格調，在這裡就會覺得自己的專業可以發揮、可以成長。」（受訪

者 S201）。 

 

但在 S 台也出現了另一個問題，資淺的記者對這樣的反省與認知比較有限，

反而不覺得新聞部門拒絕置入是件重要的事。本研究訪談的 E203 在 S 台工作了

一年多後即轉往 E 台發展，雖然從此也要接觸業配和專案，有時也覺得「有點

違背良心」，但她卻表示不會因為這個原因而留在 S 台，希望藉由轉換工作環境

而能拓展自己的視野。這是否顯示了置入性行銷所帶來的倫理衝突，對資歷淺

的記者而言，並不構成工作滿意度高低的要素？值得未來研究進一步釐清。 

 

相較於 S 台的作法，B 台只在組織建制上將專案記者獨立於新聞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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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編輯台作業、播出時段都與新聞部生產的一般新聞作業無異。雖然比本

研究所訪談的其他台，較能達到「區隔」的目的；畢竟仍是個半套設計，前端

的區隔也許是內部的自我保護，讓「記者專心跑新聞」，不受業務的影響；但對

觀眾來說仍然無法從這些設計中區別出「產品」的不同，B 台的主管也坦承：「業

配（或專案）不應該是新聞，對新聞單位來說它也不該視為正確的事，硬把這

樣的東西放在我的新聞時段播出，的確讓我覺得不怎麼舒服，最好的方式就是

這些通通不歸我管，全部都是兩套（流程），這樣對新聞專業的影響是最小的。」

（受訪者 B101） 

 

如果我們承認商業媒體必須放在市場的邏輯底下運作，它終究脫離不了既

有商品又有公共財的特性時，那麼務實地看待市場的供需，定出一種讓置入行

銷的干預不要粗暴地凌駕於新聞之上的秩序，似乎是比較能被實務界接受的方

法。因此，實務界應思考的是，把生產這種廣告主導向新聞的生產線，與一般

新聞區隔，S 台的作法是較可行的。然而 S 台的作法仍有改善的空間，該台生產

的這類新聞形式上和一般新聞類似，雖另闢時段播出，但仍然沒有標示「廣告

資訊」、「工商資訊」或「廠商贊助」等字樣，未來除了在生產線作一區隔之外，

也應在另闢之時段中，增加「廣告商情資訊」等標示，以提示觀眾「這不是新

聞」，由觀眾自行判斷是否需作為購買行為決策的參考。 

 

當然，實務上仍然會遇到一個難題：廠商要的就是新聞，如果不是新聞就

沒有公信力，廠商為什麼要花錢去買？這也是 S 台目前的困境，要靠這樣的區

隔來爭取更多的業績，有相當的困難度。作為一個研究者仍必須要有理想性，「區

隔」是為了築起新聞與廣告之間的牆，「標示」是為了對觀眾負責；本研究所提

出的是在實務與理想之間求取平衡的作法，既能滿足業配與專案的需求，又能

兼顧商業的收入需求；媒介組織如果不看重社會所賦予新聞的公信力，任由新

聞與廣告的界線模糊，那麼，最終受傷的仍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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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政府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電視新聞界對生產此種置入性新聞已有常規化的現象，要讓 

媒體組織主動將這種建制化的常規移除，是相當困難的，必須有外在強大的壓

力及強制力，才有可能改變。因此，寄望政府在政策上及立法上的明確宣示似

乎也成了社會上、甚至新聞工作者共同的期待。 

 

雖然本研究發現，多數電視新聞工作者比較願意接受政府的專案，也傾向 

於認為政府的政令宣導較具公共利益；但是，政府各部門大量地以預算買新聞

作政令宣導，其結果卻使得新聞該有的監督機制難得以發揮。此外，政府公然

買媒體的行為不但規避了新聞廣告化的處分，也會對商業廣告主帶來起而仿效

的作用，實不可也不應為！ 

 

    NCC 過去對新聞廣告化的情形已從嚴處分，定期公布受罰電視台與罰金。

這樣的方式仍很難杜絕置入性行銷。原因是，市場已視它為理所當然的一種行

銷手法，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執法從嚴可使新聞廣告化的情形降低，也就是重

罰之下，各個新聞單位無不在下筆寫新聞稿之前提心吊膽、戰戰兢兢，深恐一

個不小心就被重罰，得（置入的收入）不償失（被處罰的金額）！在訪談的三

十位記者中，沒有人不提到 NCC 的重罰對他們的影響，有些組織的主管會三申

五令地提醒記者勿觸「地雷」；有些記者甚而視這種重罰為和廣告主討價還價的

最佳擋箭牌。這顯示了「重罰」雖不是個治本的方法，卻仍是現階段治標的重

要手段。然而從立法著手似乎才是較長遠的辦法。 

 

事實上，美國 FCC 有鑑於這種「嵌入式廣告」（embedded advertisement）在

電視界已愈來愈普遍，在 2008 年 6 月 13 日公布了企業贊助標示與嵌入廣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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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原則（Sponsorship Identification Rules and Embedded Advertising Techniques）

行政計畫與預擬行政作為（Notice of inquiry/Notice of Proposed rule making），尋

求各界意見。在這份長達 22 頁的報告中，明白揭示：1934 年制訂的美國傳播法

第 317 條及 507 條規定，電視台播送贊助者以金錢、或其他有價服務贊助的節

目，需揭露贊助者，以確保公眾知的權利，讓社會大眾明白到底是誰在試圖說

明他們。FCC 就揭露廠商說明字體的小大、時間長短、要在節目開頭或結尾播

出等徵詢外界意見；同時也就此原則是否適用有線電視，及是否要放寬對兒童

節目限制的規定，也一併徵詢（FCC, 2008, No.08-155）。 

 

    此徵詢意見書公布後，成了各方角力的焦點，部分團體如編劇協會（Writer 

Guild of America West）希望即時（real time）揭露，即在置入產品時同步在畫面

標示。廣告業界則強力反對本方案，認為揭露資訊的方案是壞點子，使觀眾視

力分散與干擾，甚至有人認為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根據美聯社 2008 年 6 月 26

日的報導，FCC 以 5：0 通過了新的規定，要求電視台在播出有置入的節目時，

必須至少揭露贊廠商一次，其長度必須是觀眾可以看得清楚。否則則依法處罰

（John Dunbar, June 26, 2008）。 

 

    目前 NCC 正推動修改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已對置入性行銷有較明

確的規範，其中規定電視台「不得播送有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置入性行銷

且有候選人參加或以候選人為題材之節目或廣告，亦不得播送未揭露政府出

資、製作訊息之節目，避免政府藉公權力掌控傳播媒體，以落實黨政軍退出媒

體之精神」；及「增訂放寬得於節目中為商業性贊助及置入性行銷，但須揭露相

關訊息之規定，惟明文禁止於兒童及新聞節目中為贊助或置入性行銷」38。 

 

    從供給端（媒體）採取緊縮管制，是企盼需求端（政府部會）能轉而以其

                                                 
38 http://www.ncc.gov.tw/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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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來進行媒體宣導計劃，至於其他部會會不會照辦？那就很難說了。市場

的法則永遠是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只從供給端管制，卻未限制需求端對媒體提

出的「金錢誘惑」，並不能實質解決問題，反而會使供給流入檯面下操作，更難

管理。 

 

NCC 作為監理廣電媒體的主管機關，仍有它的難處。其中，最無法可施的

是如何協調各部會，不要再上網公告招標媒體宣導案，甚或在媒體宣導案中不

要再明列新聞置入或新聞配合等要件。政府作為廣告主，用金錢介入媒體的產

製實不可取，以文建會、農委會等部會的年度新聞標案為例，動輒上千萬元預

算，對媒體具有相當的吸引力，想賺錢的媒體很難拒絕這樣的「誘惑」。 

 

政治的問題需要政治力介入解決，以下提出兩個可行的方案供政府單位參

考： 

其一：由預算法立法來管制各部會對於相關預算的編列。由立法來禁止各部會

編列預算進行媒體採購等新聞置入性行銷計劃，讓政府的政令宣導能以其

他方式進行，而非「只要有錢」就可以不花腦筋讓記者不得不來採訪，讓

媒體不得不播出。當公務人員無法遵守此法時，則可送監察院進行調查及

糾正彈劾。 

其二：NCC 或研考會可扮演協調的角色，由行政最高首長進行政策宣示「政府

各部門不再進行新聞置入性行銷」，並願接受媒體及全民的監督。現任總

統馬英九在當選後曾經簽署承諾反對政治性置入性行銷39，並責成行政院

落實此政見。時至今日，顯然除了 NCC 加速了「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

的修訂之外，並未能遏止各部會的媒體採購案。總統政見要由研考會來追

蹤考核與列管，此一政見既已是對媒體及全民的承諾，NCC 及研考會應扮

演協調的角色，來要求各部會在今後的媒體宣傳案中，不再要求媒體新聞

                                                 
39 見網址：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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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至於弱勢部會常抱怨新聞上不了版面的情形，該部會應用獎勵來取

代「購買」的措施，獎勵的金額比購買的金額少，是一種補貼的用意，其

新聞內容掌控權仍在新聞單位。如果部會為了某特定政策必須進行大規模

的政令宣導時，仍應採取另闢時段明顯標示贊助單位的原則。 

 

    「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的修正過程還很漫長，其中尚須經過各方不同意

見的協商與角力。但上述的這兩項關於置入性行銷的立法精神，或可先反映在

電視台換照的審查上，要求各電視台於換照時說明每年承接置入性行銷的情形

及作法，從中要求電視台能落實不同生產線、生產不同產品、標示贊助等精神。 

 

然而，對主管機關而言，未來即便有法明訂禁止，如何執行仍是一大挑戰。

以美國最近著名的例子：Armstrong Williams 接受政府贊助製播小布希政府

的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系列節目，在節目中沒有揭露贊助者的名稱，FCC

卻在歷經了兩年半的調查後，才對播出該節目的兩家電視台開罰共 76,000 美金

（Kaplan, October 18, 2007）。未來即便政府在相關法令中明訂新聞不得進行置

入，如何執行與調查恐曠日費時。因此，民間的監督仍是重要力量。 

 

三、民間的監督與媒體素養培養 

 

    根據蘇蘅（2007）接受 NCC 委託，針對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一般閱聽大眾

之廣播電視廣告接收行為與態度所做的調查發現：有 32.4%的台灣民眾對於置入

性行銷表示不能接受，48.2%表示可以接受。這個結果代表了可以接受新聞中置

入廠商資訊的人比不能接受的人來得多，且以教育程度低者接受度較高。這顯

示了在媒體與民眾之間有著資訊不對稱的關係，換言之，置入性的新聞報導使

得訊息被包裝得不透明，一般民眾難以分辨，也無從判斷是否能接受置入，或

不該接受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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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有權力知道置入的新聞是被廣告主精心選擇與設計的，這也正是 FCC

制訂相關法律的精神。這點除了從政策面與媒體自律性進行組織改變著手之

外，民間的媒改團體更可扮演積極的角色，培養民眾對新聞置入與廣告的認識，

惟有這樣，閱聽人才有分辨與判斷的能力，公民團體才有更大的力量來影響政

府的決策。例如 FCC 此次修正對置入性行銷的規定，便有許多公民團體的力量。

23 個消保和健康團體聯合致函 FCC 表達，在 2007 年，在全國無線電視網黃金

時間的節目中，產品置入的次數增加了 13%，此現象應予正視。這些公民團體

在給 FCC 的函中說，「我們不容許電視節目變成木馬屠城記中的木馬，夾帶那

些遭公眾批評甚至於根本違法的廣告訊息」（Kaplan, June 23, 2008）。 

 

其作法可有以下兩個方向： 

其一：組成民間監督聯盟，定期公布媒體疑似置入之新聞，及政府疑似新聞置

入之媒體採購標案。 

其二：持續設計及參與媒體素養課程，增進民眾知識，才能判斷與選擇要不要

接受置入性的新聞報導。例如：教育部在 2010 年準備將媒體素養納入國

中小學的課程大綱中，目前世新大學及富邦文教基金會已深入各學校培訓

種子教師，未來應將置入性行銷納入素養的課程與教材中，從小教育做起。 

 

    也許有人會問：為什麼只提出對政府的管制，而未考慮商業置入的部份？

本研究認為政府作為一個政策制訂者及法令執行者，應率先守法與謹守倫理規

範，尊重媒體的自主與新聞人的工作尊嚴。近幾年政府幾乎成為各家電視台的

大廣告主，定期上網的標案成為電視台固定的財源；如此循環之下不但使媒體

喪失公信心及陷入監督政府與服務政府的兩難；更使政府部門不再用心思考如

何向民眾宣導政策，走上「用錢」「搞定」的捷徑。一個缺乏媒體監督的政府，

不會深切了解民眾需求，一個缺乏媒體制衡的政府，更容易落入執政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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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商業性的置入性新聞如何管理？NCC 除了繼續針對新聞涉及廣告化的

內容重罰之外，應該要求電視台以另闢時段以「商業資訊」節目的方式呈現，

並在節目中標示「本節目由 XX 廠商贊助」等相關字樣，以揭露商業資訊。但

此種「商業資訊」與目前看到的外製、在一個以上電視台播送的「廣告資訊節

目」（informercial）是否均視為廣告40？則可以邀及專家和業者進一步討論，並

納入未來「衛星電視管理辦法」修正中。 

                                                 
40 此兩種型態的節目在形式上及內容上仍有差異，前者內製的比例高，大半由專案記者負責，

雖依廣告需求而編採製作，內部仍有控管流程，其內容較為多元；後者大半屬外製節目，完全

由廣告主主導，廣告訊息明顯，且多為美容、醫藥等資訊，對民眾的影響大。 



 210

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置入性行銷對電視新聞常規與記者專業性的影響，其重要研究

發現已在第五章中討論，本節將針對研究執行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限制，進

一步提出說明。 

 

一、研究限制 

 

（一）、定義的困擾 

 

    本研究進行訪談時一直遇到在實務上很混淆的名詞界定：「業配」與「專

案」。有些電視台會主動把兩者作一區隔，前者指公關服務性質的業務配合新

聞，後者指廠商直接付費的新聞。但大部份的基層記者都把業配和專案新聞統

稱為「業配」，原因是基層記者並不清楚那些新聞是他所服務的公司已拿了廣告

主的錢？那些新聞廣告主並沒有直接付錢；對他們而言，接到「業配支援單」

就是要去配合業務部門執行相關新聞採訪的任務。 

 

    在初訪時這樣的困擾即不斷地出現，筆試圖進一步去釐清兩者的差別及影

響性，因而在正式進行訪談時，則採用雙軌並進的方式，並事先提醒受訪者本

研究定義中的「業配」與「專案」為何，請受訪者儘量就經驗中認知的「業配」

與「專案」來回答。由於這樣的區別本身很難涇渭分明，使得研究所收集到的

資料也會有含混之處，例如，當研究者提及「專案」時，直覺地聯想即是「業

配」，亦或把「專案」等同於「業配」。 

 

    但也因為這兩個概念的難以界定，在實務運作上常常會等同於一個概念：

它們都是「置入性行銷」，因而使本研究在置入性行銷的定義上得以擴增，將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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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行銷重新定義成包括直接付費的專案及不直接付費的業配。 

 

（二）、受訪對象（樣本）的更新 

 

    質化研究上常遇到的情形是，隨著訪談資料的更新，重新選擇受訪對象。

本研究在研究初期選擇的新聞組織原為 A、C、D、E，但由於訪談資料收集過程

中發現，B 台的情形更具有研究價值，C 台的情形和 A 台差異不大，因而選擇

放棄 C 台，而將訪談聚焦在 B 台。然而，由於 C 台的兩名記者訪談的資料甚具

參考價值，因此，在整體分析時仍然納入考量。這樣的過程與原設計並不相符，

但卻較能呈現出組織特性及其影響性。 

 

    另外一個變動則出現在要不要訪談專案記者的抉擇上。研究進行時發現，

如果要深入了解置入性行銷在電視新聞界執行的樣貌，一般的記者所能提供的

資料過於瑣碎模糊，且在有線電視新聞台除了地方中心之外，專案記者幾乎負

責了一半以上的置入式新聞採訪工作。因此，為符合研究目的，本研究也在各

台都訪談了一到兩位的專案記者，以收集更多的經驗資料作為分析的依據。 

 

（三）、量化樣本統計檢定的代表性 

 

    為了呈現受訪者對置入性行銷的看法，本研究在訪談每位受訪者時，均請

對方填寫一份問卷。這份問卷的樣本數雖達到統計上的最低要求，共有 30 位；

但是，由於它不是經由的隨機抽樣產生，因此，並不具有推論到母體的效度。

它只能代表受訪者對置入性行銷的看法。因此，在第四章分析時，僅使用百分

比來呈現出受訪者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然而，在第五章研究發現與討論時，本

研究嘗試進一步將資料進行統計檢定，來深化討論的議題，然而樣本不夠大，

及非隨機抽樣等兩項因素，使這樣的分析結果，僅能限於受訪者之間的差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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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並沒有推論母體的效度，本研究仍以質化分析為主。 

 

（四）缺乏精細的參與觀察 

   

    理想上，要研究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組織運作常規的影響，必須要進入電視

新聞機構，進行更仔細的參與觀察，了解產製過程中的人員互動、內容如何迎

合廣告主的需求、組織氣氛如何使記者學習生產此類新聞的共識等，才能收集

到更豐富的資料。但礙於置入性行銷議題的敏感性，筆者只在 A 台及 D 台訪問

時，曾獲准進行一個小時的產製觀察，在其他台都碰了軟釘子。未來的研究如

果能以參與觀察的方式進行，將能獲得更多資料。 

 

二、未來研究的建議 

 

    雖然過去已有數篇論文探討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界的影響，然而本研究所聚

焦的重點在於對媒介組織常規與記者專業性的影響，研究中提出之結論仍有需

要後續的研究進一步補充。以下謹提出未來研究的幾點建議： 

 

（一）組織與年資的影響需進一步量化資料 

 

    本研究在常規與記者專業性的分析中，都發現組織及年資的因素對它們的

影響。未來的研究可根據本研究的初步發現，設計較精細的量化問卷，進行系

統性抽樣調查，以進一步釐清組織與年資對記者專業性及常規的影響。 

 

（二）不同媒體的比較性研究 

 

    本研究只針對電視媒體進行的研究。然而，置入性行銷不只影響了電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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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產製生態，其他媒體亦受影響。例如，市場佔有率每況愈下的報紙，在經

濟的壓力下亦不得不接受廠商置入。不同媒體的新聞室文化不同，對新聞專業

性的認知也有程度上的差異，未來如能進行跨媒體的比較研究，對於我們深入

了解置入性行銷對不同媒體及新聞工作者的影響，將會有相當的助益。 

 

（三）釐清市場導向與廣告主導向的關係 

  

    本研究在進行訪談的過程中，不斷地有受訪者抱怨，每年被 NCC 處罰的新

聞案件，都不是「業配」也不是「專案」，但是仍然要背負「新聞廣告化」的嫌

疑；尤其 S 台早已宣示不做置入性行銷，但是董事會所延聘、由學者專家組成

的「新聞諮詢委員」在會議中，仍然不時地質疑它的民生消費新聞有「置入」

之嫌，使得 S 台的主管常常覺得受備受冤枉。 

 

歸結起來，置入性行銷為什麼這麼容易導入台灣電視新聞，與這十年來盛

行的市場導向新聞有關，商業的、民生的、消費的軟性議題，早在置入性行銷

滲進新聞之前，已成為電視台吸引觀眾提高收視率的策略。因此，此類新聞的

呈現和商業性的置入性新聞十分類似，往往很難區辨兩者的差異。例如，S 台曾

在連續休假前報導某家餐廳的美食，及某地的民宿吸引遊客；被董事會邀請來

的學者們抨擊是置入性新聞；事實上這些新聞乃新聞部內部自行企劃的，並未

收取商家一毛錢；但是，現在的商業置入的確有很多商家為了提升知名度，而

付錢給電視台要求採訪播出，兩者之間的差異應是產製過程新聞部門是否能獨

立自主，但內容呈現上如何區別「付費」與「不付費」有實務上的困難。 

 

未來的研究亦可走進實務場域，對於此兩類不同目的的新聞採訪與呈現，

進行比較；並針對新聞工作者進行深入訪談，以提出一種既能擺脫置入嫌疑，

又能維持客觀的軟性新聞報導策略。此外，這種軟性題材的製作邏輯是否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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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與置入性新聞的邏輯接合？值得未來的研究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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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貢獻及結語 

 

一、本研究貢獻 

 

    本研究從商業力對媒體的影響、媒介組織常規、及記者專業性等三個概念

出發，對相關理論進行文獻的爬梳及從新聞場域中蒐集到資料的分析，對於相

關理論有以下三點貢獻： 

 

（一）重新定義電視新聞置入 

 

    過去國內的幾篇研究對於置入性行銷的研究概念均源自於行銷界，與

本地電視新聞的實務運作仍有差距；其中較大的差別是「付費」的概念，過去

的研究都界定「廠商付費」才是「置入」，但本研究從電視新聞界的經驗中發現，

「付費」的概念已不足以解釋台灣的置入性新聞，應採用較寬鬆的「對價關係」

的概念，將公關成份較重的「業配」納入其中，因為現在的「業配」可能等於

未來的「專案」，有些「業配」是夾帶大量廣告的附帶條件，廣告主可能以間接

的方式干預新聞產製，也可能用若有似無的「幽微」方式讓記者不得不報導對

他有利的訊息。如果我們不把「業配」放進置入性新聞的概念中，那會輕看置

入性行銷對電視新聞組織與人員的影響，因為「業配」天天有，「專案」不見得

可以經常爭取到。 

 

因此，本研究認為電視新聞場域中的置入性行銷應可定義為；由廣告主直

接付費或以其他方式回饋給媒介組織，且以廣告主設定之重點為採訪、報導、

製作的新聞；廣告主直接付費且較常介入產製者稱之為「專案」新聞；廣告主

不直接付費但以其他方式回饋給媒體、且較少介入產製者稱之為「業配」新聞。

其目的為在新聞內容中置入廣告主之產品或服務訊息，且以服務廣告主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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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廣告主導向」新聞概念 

 

    置入性新聞到底是不是新聞？這個問題很難有明確的答案，但是，它以新

聞的形式出現在每天每節的電視新聞時，我們很難說它不是新聞，但也很不願

意承認這種以廣告主特定目的為訴求的訊息也叫做「新聞」。過去的研究與新聞

學相關論述都強調新聞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服務公共利益，1980 年代以來市場導

向及讀者導向新聞出現，也引起學者關切；但本研究為區分公共利益導向、市

場導向新聞的不同，進一步提出將這類置入式新聞稱之為「廣告主導向」，此為

新的概念。從字面之義即可明瞭這類新聞的目的是以服務廣告主為優先，它與

傳統新聞不同的是從新聞產製的上、中、下游都可見到廣告主介入的痕跡；與

其說它是新聞，倒不如說它的本質是廣告，但被包裝成「新聞」。 

 

（三）賦予媒介常規更豐富的理論意涵 

 

    Tuchman（1972, 1973, 1978）是研究媒介常規最著名的學者，她所提出的客

觀報導的策略性儀式、或是新聞網的概念，主要目的是強調媒介建構社會真實

的特性；而 Shoamaker & Reese（1996）則擴大了 Tuchman 的常規內涵，認為媒

介常規是組織在有限的資源下增進效率的一種設計與建制，這樣的建制使得常

規成為影響媒介內容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則更進一步從組織管理取徑，指出常規不但具有框限媒介報導的功

能，更具有累積默會知識、儲存組織集體知識的功能，藉以使組織內游離的價

值取得正當性。在現代社會中，媒介組織也面臨著外環境劇變，及新科技不斷

挑戰舊傳統的情勢，媒介常規應視為動態的、不斷地變動的產物。一個新的常

規的形成即代表了組織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以迎接新的挑戰。置入性行銷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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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組織而言正是一個外在環境所帶來的新變動，它影響了電視新聞常規，使得

一個新聞室內不得不用兩套常規來因應不同的新聞生產；這套產製置入性新聞

常規的形成，不但使得組織成員有了可以依循分享的知識，也使這類符合廣告

主要求的新聞邏輯，在組織內有了合理性和正當性。這是過去研究所未關注和

探索的層面，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貢獻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常規雖因組織目標

而設，卻不見得符合社會的道德與倫理價值觀，這是實施置入性行銷之電視新

聞界所遇到的兩難與困境，但卻是媒介組織研究中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結論 

 

    實務界總是疑惑：為什麼要研究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的影響？不管怎麼研究

置入性行銷都可能不會消失，商業力對媒體的干預也將有增無減！這種論點在

本研究進行期間，不斷地被受訪者提出，也成為筆者個人在思索此議題時不斷

反思的問題。在進行質化研究資料分析的過程中，這些疑惑的答案逐漸浮現：

那是因為我們（不論是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或身在學界的研究者）對於新聞

還有憧憬，還有理想，還有願景。受訪的新聞工作者面對置入性新聞的問題，

不論他如何地陳述或合理化自己的作為，字裡行間總是會不經意地透露出（置

入性行銷）「最好不要，但必須接受」的態度，進一步可以推論：大家仍然嚮往

沒有新聞置入的工作環境。學術研究者所能做的，即是把這些態度、影響透過

系統化的分析與整理，客觀地呈現，冀望能對現有的現象發揮一點影響，那怕

是十分微薄的力量。 

 

    Hodge（1986：14）提醒我們，媒體除了要「負責任」（responsibility）之外，

還應有「問責」（accountability）的態度。前者是我們期待記者對社會需求能負

起何種責任？（To what social needs should we expect journalists to respon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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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指社會如何要求記者對賦予的責任提出他們如何表現的說明。（How might 

society call on journalists to account for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given them?） 

 

Hodges（1986）認為記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源頭有三： 

1. 指定的責任（assigned responsibility） 

被法律所指定應負的責任，但民主社會的國家很少指派記者執行這種責任。 

2. 約定的責任（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社會的共識是新聞界可以提供社會所需的意見與資訊，此假設是社會約定俗

成的，也是無形的契約；對記者個人而言，他不但對組織有契約，對閱聽大

眾也有著契約關係，後者尤其重要。 

3. 自我賦予的責任（self-imposed responsibility） 

記者個人對成為傑出工作者的期許，使他們對高標準的表現有所承諾並負起

的責任 

 

McQuail（1997）認為除了 Hodges 所指出的三項之外，應該再加一項：「拒

絕的責任」（denied responsibility），也就是媒體為了避免或反駁社會各界的指控，

對於不應為或不適宜的行為，應有排除與拒絕的責任。他認為媒介自由、責任

與問責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圖 6-1 表示。依此圖，問責（accountability）在責任

（responsibility）之後，先有責任，後要能進一步問媒體如何負責。媒體對社會

有責任，並以指定的、約定的、自我要求的及拒絕的四種形式展現義務，因此

它在法律上、社會的、道德上應負起責任，落實在實務面則是：媒體對所造成

的傷害負起實質的責任，而對於無形的媒體表現品質好壞也應負責任地向大眾

說明。 



 219

 
圖 6-1：媒介自由、責任與問責之間的關係（McQuail, 1997: 518） 

 

不論是 Hodge 或 McQuail 的分析，都顯示「責任」是媒體對社會最基本的

職責，但是「問責」則是期待媒體本身，能有更深一層的反思能力，不只是為

造成的實質傷害負起責任，可能是賠償或道歉；更積極地是對什麼是好的媒體

表現負起責任。 

 

至於媒體應如何問責？Bertrand（2000）曾提出三種問責機制（MAS, Media 

Acountabilty System）：內部問責(internal MAS)、外部問責(external MAS)、協同

問責(cooperative MAS)。內部的問責機制設計主要是影響組織內成員的實務工

作，例如倫理道德規範、公評人（ombudsmen）或讀者代表，能在組織內部關注

到閱聽人權益；外部問責則是從新聞組織以外的機制來監督媒體的表現，例如：

非營利組織發表媒體觀察報告、學者專家的研究報告等；所謂協同問責則仰賴

新聞人員與非新聞人員雙方的合作完成，例如：新聞評議組織等。 

自由的媒體 
                           有 
                            
                      以下三種形式的責任（義務 obligations） 
 

指定的      約定的      自我強制(要求)或拒絕的 

 
                        這些責任在 
 

法律的、社會的、道德的 

 
                          向媒體問責 

問責的形式為以下兩種： 
 
對所造成的傷害應負實質責任   或是  媒介表現品質向大眾提出說明 
（liability）        （answ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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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nd（2000）非常仔細地為這套問責機制提出了許多建議與想法，但是，

這樣的設計看起來理想性高於現實性，Keith（Newton, Hodges & Keith, 2004）

就批評，這些設計實行起來成效不見得好，尤其是組織內的倫理規範及公評人

制度，往往流於形式。彭芸（2009）也提醒我們：問責機制必須考慮台灣市場

因素，不能一味地浪漫化及理想化。即便是如此，在現階段置入性行銷仍盛行

於電視新聞界時，要求媒體問責仍是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落實在台灣現實環

境中，雖不見得能全盤移植 Bertrand 的想法，但本研究認為有幾點可以先進行： 

 

1、就媒體內部而言： 

要求媒體每年至少應召開一次倫理會議，這點與目前公廣集團實施的新聞諮

詢委員會議類似，但是，公廣集團的諮詢會議的參與者集中於學者專家，這樣

的視野或許窄了些，未來應納入公民團體或觀眾代表，共同參與討論與交流，

並將此會議過程上網公布，讓社會大眾週知。就置入性行銷而言，雖然 NCC 推

動修改「衛星廣播電視法」草案，未來將明訂禁止新聞置入性行銷，但修法時

程漫長變數很多；在此項法案尚未通過前，且大環境仍無法改善的現在，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討論出此類新聞的處理方式？如何讓觀眾的收視權益獲得保

障？如何對社會大眾負起倫理責任。而這點在 NCC 在衛星及無線電視每六年的

換照、每兩年期中評鑑時，即可列入附帶決議，要求媒體落實。 

 

2、就媒體同業而言 

    目前電視台有兩個類似自律組織的同業公會：無線電視台組成的：「中華民

國電視學會」及有線新聞台組成的「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

會」，兩個公會都曾就傳播內容訂出自律公約，前者在 2000 年訂有《節目製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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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律公約》41，後者在 2005 年訂有《新聞媒體自律執行綱要》42，就這兩種自律

公約的內容與精神，都在約束同業或會員不做羶色腥及暴力新聞、如何在新聞

產製過程中保護受害者及未成年兒童等。但沒有任何一條觸及處理這種以廣告

主為導向的新聞，該有何原則？在何種情形下新聞部門應該拒絕接受置入的任

務？誠然，這看起來像每個媒體的「自家事」，但卻關乎著媒體與消費大眾之間

資訊不對稱所造成的問題，也關乎著新聞工作者專業性與社會責任能否實踐的

重要課題。現階段兩個公會應該在定期會議中，針對置入業務的範圍、新聞報

導的容忍底限與規範，經由同業間的討論與協調，達成「使民眾傷害最小、對

新聞專業傷害最低」的處理共識，促其會員遵守，並向社會大眾公布，以達到

問責的基本精神。 

 

3、就媒體外部而言： 

   公民團體仍應針對新聞界涉及倫理的議題進行監督與定期公布，外部的監督

是促使媒體內部改革的力量，特別是在媒體愈來愈向商業低頭的今天，新聞工

作者往往忘了最需要問責的對象其實是他們服務的閱聽人，因此，公民團體持

續對置入性行銷的關注，將有助於媒體的問責。台灣這幾年有不少公民團體如

媒體觀察基金會、卓越新聞獎基金會等，對於媒體監督產生了相當的影響力；

如果這些團體能夠將重心放在置入性行銷對閱聽人的影響上，持續對媒體進行

監督並對政府進行遊說，必能加速此問題的解決。誠如前節所述，美國 FCC 在

2008 年修正通過對於廠商贊助節目的標識規定，是因公民團體的強烈主張和要

求，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團體的監督是促成媒體改變及政府採取必然措施的重要

手段。 

 

                                                 
41參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9%9B%B
B%E8%A6%96%E5%AD%B8%E6%9C%83 
42 見 http://www.stb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9&Item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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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界的責任： 

   雖然強化新聞教育的倫理課程是老調，但卻是最基本的方法。學界應該繼續

在相關議題上進行研究及研討，使置入性行銷成為學術社群共同關注的問題，

這樣可以形成一種共同的意見，來影響媒體督促相關人員、並教育閱聽大眾。

尤其，寄望學界能本於置入性行銷對新聞本質的傷害，拒絕參加政府各部門主

辦的各類與新聞置入相關的標案審查，即便參與審查，亦能在招標審查過程中，

適時與政府官員溝通，強調對新聞專業的尊重。 

 

此外學術界可以進一步與業界合作，以工作坊或座談會的形式進行實務與

理論的對話，一方面了解實務界的困境以作為未來研究思考的參考，一方面也

能藉由知識的分享來改變業界的看法與實務工作上的盲點。特別是在置入性行

銷仍無法自新聞產業中移除的今日，新聞工作者面對這樣專業與倫理的衝突常

常茫然無助，他們大多渴望學界能提出更具體的建議，協助他們走出困境；也

期待政府訂出遊戲規則，使他們能有所依循。工作坊與座談的互動形式可以激

盪出更多解決困境的方向，也能產生實務與學術的良性互動，共同來面對這個

棘手的難題。 

 

   

儘管從實務面來看，台灣的電視新聞界似乎已經生產了三種不同的新聞產

品，透過常規化的建制，置入性新聞在新聞組織內取得了合理的地位，但是，

本文仍要強調的是：置入性行銷在新聞界所引發的爭議及影響，是我們全體社

會必須共同承擔的。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即是新聞自由與媒體監督。如果，媒體

監督的對象可以出錢來影響新聞內容；如果商業利益可以直接介入影響新聞報

導的客觀與多元性，讓新聞所傳達的資訊摻雜了包裝精良的「廣告」，那麼，媒

體的監督跛了腳，這樣的後果不單是對新聞界及新聞工作者的衝擊，對社會整

體的負面果效更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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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Manus（1992）稱新聞為信任貨幣（credence good），意指民眾在消費新

聞這項產品時是因著對新聞的信任而消費它、相信它，但卻難以判斷其品質與

真偽。置入性新聞涉及的是對這種信任貨幣的傷害，也是對社會大眾道德的傷

害，因為它利用社會大眾對新聞的信任，以片面的訊息掩飾了廣告主的宣傳意

圖。這種新聞不但無法提供觀眾多元且正確的資訊判斷，媒體也無法負起守望

與監督社會的責任。在無法負起這些責任的媒體環境中，繼續地讓置入性行銷

存在於新聞，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它不但在新聞組織內有了正當性，也被社會大

眾視為理所當然，此時，我們所認知的新聞內涵將產生質變，當「新聞」不再

是新聞，或者只成為一種單純的在商言商的「服務業」時，這個社會將去得更

大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