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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 職務 年資 在此公司年資 服務地點 主跑路線 
A101 主管 13 13 台北總公司 黨政 
A102 記者 12 4 台北總公司 財經 
A103 記者 11 8 台北總公司 民生、社福 
A104 攝影記者 13 13 台北總公司 財經 
A201 主管 13 13 地方中心 社會 
A202 記者 1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A203 記者 5 4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B101 主管 18 9 台北總公司 黨政、財經 
B102 記者 11 5 台北總公司 專案 
B103 記者 4 4 台北總公司 交通、消費 
B201 主管 10 2 地方中心 地方、社會 
B202 記者 5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B203 記者 10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D101 主管 17 7 台北總公司 社會 
D102 記者 7 6 台北總公司 專案 
D103 記者 3 1 台北總公司 專案 
D104 記者 4 2 台北總公司 體育、民生 
D201 主管 14 7 地方中心 社會 
D202 記者 10 3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E101 主管 20 5 台北總公司 政治 
E102 記者 5 5 台北總公司 黨政 
E103 記者 2 2 台北總公司 專案 
E201 主管 17 6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E202 記者 17 10 地方中心 專案 
E203 記者 10 2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E204 記者 3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F201 主管 20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F202 記者 21 2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S101 主管 19 2 台北總公司 交通 
S201 主管 9 1 地方中心 地方新聞 
 
非新聞工作者受訪名單 
編號 職務 年資 在此公司年資 服務地點 
S301 業務主管 19 2 台北總公司 
X101 公關業主管 10 10 高雄 

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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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問卷（記者）                   □□□□ 
 

1. 請問你平均一週會接到幾次的「業配」(業務支援)？ 
(1) □每天；(2)□4~5 次；(3)□2~3 次；(4)□偶而一次；(5)□幾乎沒有 

 
2. 請問你平均一個月內會接到幾次的「專案」(有經費的)？ 

(1) □超過五次以上（上個月平均_____次）；(2)□4~5 次；(3)□2~3 次；(4)

□偶而一次 

(5)□幾乎沒有 

 
3. 你最常做的「業配」來自那個單位？(請用 1、2、3 優先順序排列) 

(1) □政府單位； (2)□商業公司行號；(3)□公益團體：(4)□其他(請說

明)_________ 

 
4. 你最常做的「專案」來自那個單位？(請用 1、2、3 優先順序排列) 

(1) □政府單位； (2)□商業公司行號；(3)□公益團體：(4)□其他(請說

明)_________ 

 

5.你在做「業配」時，業務（行銷）部門會不會跟你討論新聞重點？ 

    (1)□常常會； (2)□偶而； (3)□很少；(4)□從不。 

 

6.你在做「專案」時，業務（行銷）部門會不會跟你討論新聞重點？ 

    (1)□常常會； (2)□偶而； (3)□很少；(4)□從不。 

 
7.你進行「業配」或「專案」與你的路線相關嗎？ 
    (1)□和路線相關；(2)□同一組的（如生活組）(3)□不相關 

 
8.執行的「業配」新聞是否「有採必播」？ 
    (1)□一定播出；(2)□常常播出；(3)□偶而播出；(4)□幾乎不播 

 

8-1 播出時段：(1)□重點和冷門時段皆有；(2) □重點時段；(3)□冷門時段 

 

9. 執行的「專案」新聞是否「有採必播」？ 
    (1)□一定播出；(2)□常常播出；(3)□偶而播出；(4)□幾乎不播 

 

9-1 播出時段(1)□重點和冷門時段皆有；(2) □重點時段；(3)□冷門時段 

 
10.執行「業配」新聞時，新聞部的自主權有多少？ 

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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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10-1 你執行「業配」時，那些內容是你有自主決定的？ 

【1】決定採訪對象：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2】決定採訪重點：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3】決定報導的長度：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4】報導內容是否被審查或修改： 

      (1)□經常會、(2)□有時候會；(3)□幾乎沒有； 

 

11.執行「專案」新聞時你的自主權有多少？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11-1 做「專案」時，那些內容是那些內容你有自主決定的？ 

   【1】決定採訪對象：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2】決定採訪重點：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3】 決定報導的長度：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4】報導內容是否被審查或修改： 

      (1)□經常會、(2)□有時候會；(3)□幾乎沒有； 

 
12.執行「業配」新聞時你抱持的心態是是： 
   (1)□滿足廠商的需求；(2)□找到觀眾可以獲取資訊的新聞點；(3)□應付就好。 

 

13.執行「專案」新聞時你抱持的心態是： 
   (1)□滿足廠商的需求；(2)□找到觀眾可以獲取資訊的新聞點；(3)□應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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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你覺得做「業配」可否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5.你覺得做「專案」可否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6.你覺得「業配」新聞可以達到對觀眾負責的目的嗎？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7.你覺得「專案」新聞可以達到對觀眾負責的目的嗎？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8.你曾經拒絕過長官或業務部的「業配」或「專案」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19.如果遇到你不想做的「業配」或「專案」時，你會採取何種方式？ 
   (1)□從未有此狀況； (2)□雖不認同但仍會去執行；(3)□即便做了也不掛自

己的名字；(4)□找藉口不做； (5)□以違反新聞專業公然拒絕 

 

20.你執行的「專案」有被廠商審查的情形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21.你覺得這種「業配」算不算是「新聞」？ 
   (1)□百分之百算；(2)□大部份仍然算；(3).□仍有少部份新聞成本；(4)□根

本不算；(5)□無意見 

 

22. 你覺得這種「專案」算不算是「新聞」？ 
   (1)□百分之百算；(2)□大部份仍然算；(3).□仍有少部份新聞成本；(4)□根

本不算；(5)□無意見 

 

23.你贊成「業配」新聞存在嗎？ 

   (1)□非常贊成、(2)□還算贊成；(3)□不太贊成；(4)□非常不贊成；(5)□無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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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你贊成「專案」新聞存在嗎？ 

   (1)□非常贊成、(2)□還算贊成；(3)□不太贊成；(4)□非常不贊成；(5)□無

意見 

 
25.你的公司或你是否有訂定一套採訪製作這類新聞的原則？ 
   (1)□有明確的規範與原則； (2)□沒有明確規範，但大家都有些共識； 

(3)□完全沒有規範也無共識，隨個人經驗而行 

 
26.同事會常常討論如何做「業配」或「專案」新聞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27.你覺得你的公司對於利潤與新聞的重視如何？ 
   (1)□重視新聞； (2)□新聞與業配、專案同等重要； (3)□重視業配與專案 

 
28.請問你進新聞界的年資有________年，在現在的公司有__________年 
 
29.你主跑過的路線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你是新聞相關科系畢業嗎？(1)□是；(2)□不是 

 

31.你服務於(1)□台北總公司；(2)□中部中心； (3)□南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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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問卷（主管）                   □□□□ 

 
1 請問你平均一週會接到幾次的「業配」(業務支援)？ 

(2) □每天(        )則；(2)□4~5 次；(3)□2~3 次；(4)□偶而一次；(5)□幾

乎沒有 

 
2 請問你平均一個月內會接到幾次的「專案」(有經費的)？ 

(3) □超過五次以上（上個月平均_____次）；(2)□4~5 次；(3)□2~3 次；(4)

□偶而一次；(5)□幾乎沒有 

 
3 你最常做的「業配」來自那個單位？(請用 1、2、3 優先順序排列) 

(4) □政府單位； (2)□商業公司行號；(3)□公益團體：(4)□其他(請說

明)_________ 

 
4 你最常做的「專案」來自那個單位？(請用 1、2、3 優先順序排列) 

(5) □政府單位； (2)□商業公司行號；(3)□公益團體：(4)□其他(請說

明)_________ 

 

5.你在做「業配」時，業務（行銷）部門會不會跟你討論新聞重點？ 

    (1)□常常會； (2)□偶而； (3)□很少；(4)□從不。 

 

6.你在做「專案」時，業務（行銷）部門會不會跟你討論新聞重點？ 

    (1)□常常會； (2)□偶而； (3)□很少；(4)□從不。 

 
7.你進行「業配」或「專案」新聞指派時如何選擇記者？ 
    (1)□和路線相關；(2)□同一組的（如生活組）(3)□專案組優先；(4)□盡量

與路線不相關 

    (5)□隨機，看誰有空即請他支援 

 
8.執行的「業配」新聞是否「有採必播」？ 
    (1)□一定播出；(2)□常常播出；(3)□偶而播出；(4)□幾乎不播 

 

8-1 播出時段：(1)□重點與冷門時段都播；(2) □重點時段；(3)□冷門時段 

 

9. 執行的「專案」新聞是否「有採必播」？ 
    (1)□一定播出；(2)□常常播出；(3)□偶而播出；(4)□幾乎不播 

 

附錄三 



 247

9-1 播出時段(1)□重點與冷門時段都播；(2) □重點時段；(3)□冷門時段 

 
10.執行「業配」新聞時，新聞部的自主權有多少？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10-1 你執行「業配」時，那些內容是新聞部門有自主決定的？ 

【1】決定採訪對象：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2】 決定採訪重點：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3】 決定報導的長度：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4】報導內容是否被審查或修改： 

      (1)□經常會、(2)□有時候會；(3)□幾乎沒有； 

 

11.執行「專案」新聞時新聞部的自主權有多少？ 
    (1)□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11-1 做「專案」時，那些內容是那些內容是新聞部門有自主決定的？ 

   【1】決定採訪對象：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2】決定採訪重點：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3】 決定報導的長度： 

(1) □完全自主、(2)□大部份自主；(3)□少部份自主；(4)□幾乎沒有自主； 

(5)□無意見 

   【4】報導內容是否被審查或修改： 

      (1)□經常會、(2)□有時候會；(3)□幾乎沒有； 

 
12.執行「業配」新聞時你會期許同仁抱持的心態是： 
   (1)□滿足廠商的需求；(2)□找到觀眾可以獲取資訊的新聞點；(3)□應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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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執行「專案」新聞時你會期許同仁抱持的心態是： 
   (1)□滿足廠商的需求；(2)□找到觀眾可以獲取資訊的新聞點；(3)□應付就好。 

 
14.你覺得做「業配」可否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5.你覺得做「專案」可否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6.你覺得「業配」新聞可以達到對觀眾負責的目的嗎？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7.你覺得「專案」新聞可以達到對觀眾負責的目的嗎？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乎不可能； 

   (5)□無意見 

 
18.你曾經拒絕過長官或業務部的「業配」或「專案」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19.如果遇到你不想做的「業配」或「專案」時，你會採取何種方式？ 
   (1)□從未有此狀況； (2)□雖不認同但仍會去執行；(3)□即便做了也不掛自

己的名字；(4)□找藉口不做； (5)□以違反新聞專業公然拒絕 

 

20.你執行的「專案」有被廠商審查的情形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21.你覺得這種「業配」算不算是「新聞」？ 
   (1)□百分之百算；(2)□大部份仍然算；(3).□仍有少部份新聞成份；(4)□根

本不算；(5)□無意見 

 

22. 你覺得這種「專案」算不算是「新聞」？ 
   (1)□百分之百算；(2)□大部份仍然算；(3).□仍有少部份新聞成份；(4)□根

本不算；(5)□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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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你贊成「業配」新聞存在嗎？ 

   (1)□非常贊成、(2)□還算贊成；(3)□不太贊成；(4)□非常不贊成；(5)□無

意見；(5)□無意見 

 

24. 你贊成「專案」新聞存在嗎？ 

   (1)□非常贊成、(2)□還算贊成；(3)□不太贊成；(4)□非常不贊成；(5)□無

意見；(5)□無意見 

 
25.你的公司或你是否有訂定一套採訪製作這類新聞的原則？ 
   (1)□有明確的規範與原則； (2)□沒有明確規範，但大家都有些共識； 

(3)□完全沒有規範也無共識，隨個人經驗而行 

 
26.同事會常常討論如何做「業配」或「專案」新聞嗎？ 
   (1)□常常；(2)□偶而；(3)□從來不曾 

 

27.你覺得你的公司對於利潤與新聞的重視如何？ 
   (1)□重視新聞； (2)□新聞與業配、專案同等重要； (3)□重視業配與專案 

 
28.請問你進新聞界的年資有________年，在現在的公司有__________年 
 
29.你主跑過的路線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你是新聞相關科系畢業嗎？(1)□是；(2)□不是 

 

31.你服務於(1)□台北總公司；(2)□中部中心； (3)□南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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