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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問題意識 

一、當代媒體的困境 

 

    媒體具有公共性與商業性的雙元特性，商業媒體無法擺脫商業力的影響，

已是現下傳播界普遍認同的現象，探討此類的論文為數頗多（Picard, 1989; 

McManus, 1992），都指出當代媒體的困境即是擺盪在商業與公共之間。 

 

    自 1980 年代起美國新聞界盛行「市場導向」或「讀者導向」新聞，使新聞

的本質是否還能維持其服務公共的價值，受到質疑；學者們紛紛指出，媒體過

份重視利潤使新聞已愈來愈像商品（McChesney, 2004; McManus, 1992）。台灣的

新聞界向來以美國價值為主，市場導向的新聞亦可見跡象（蘇蘅等，2000；鍾

起惠，1998；張耀仁，2002）；而今，台灣媒體界更需關注的，恐怕不只是市場

導向新聞的影響，而是置入性行銷入侵新聞產製的後果，它使得新聞更像商品，

可以任意買賣。 

 

當新聞成為一種商品用以行銷給社會大眾時，古典新聞學中所強調的專業

精神，是否也面臨了挑戰？Elliott（1986）指出，對社會負起責任（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是媒體的重要功能，因為媒體具有監督政府的責任，且有能力影響

社會中個人或團體的生活。因此，媒體應告知民眾他們必須了解的資訊。當媒

體屈就於市場及利潤的壓力下，凡事向錢看齊，只給消費者喜歡的資訊（例如：

緋聞八卦），最後消費者可能得到了他們想得到的資訊，卻不見得是他們需要的

（攸關公共利益的資訊），其結果可能導致消費者被誤導，在民主社會中也缺少

了監督的機制。Hardt（2000）即批評，理想上記者在採訪新聞時，腦海中想像

的應是「公共利益」、「公共福祉」及「公眾」，矛盾的是，媒體作為一個商業機

構，營利是首要目標，但營利的目標與公共利益卻未必一致，新聞工作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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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掌握專業性的定義時，就如同新聞銷售員只將消息出售，而忽略新聞的公

共價值。因此他悲觀地認為，在此前提下「公共利益」的概念正在迅速流失。 

 

一個失去監督功能的媒體，對民主社會而言毋寧是不完全的。McQuail

（2000）認為，媒體不是單純的「商業」，其公共特質乃源自於它在民主社會中

所承擔的政治功能。基於資訊、文化和觀念被視為眾人共有的財產，媒體在公

共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更為重要；因此，媒介「做什麼」或「不做什麼」，將對

社會造成影響。從此一脈絡觀之，媒體報導偏向取大眾或廣告主之所好，而不

善盡守望環境之責，對社會將有弊多利少的長遠影響。 

 

過去對媒體困境的研究關注焦點，多半放在重視市場與利潤的影響，新聞

內容產製偏向軟性新聞，媒體不再花精力挖掘不為人知的內幕，抑或從事調查

性報導（McManue, 1994; Courtin, 1999; Beam, 2003），但甚少有研究關切外部力

量直接介入新聞產製後，對新聞本質與記者專業性的影響。事實上，這樣的現

象在台灣已幾近成了常態，置入性行銷在新聞上的運用，已使得商業力直接介

入了新聞產製，影響所及是新聞的獨立與對公眾負責的專業受到質疑。天下雜

誌發行人殷允芃即曾指出，廠商買廣告但要求以新聞的方式刊出，連政府也要

求置入性行銷，「如此一來，媒體還有何信任可言？在民主社會中如果沒有信

任，那還有民主？」1 

 

    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產製的樣貌有何改變呢？以下從幾個實務上發生的例子

進一步說明。 

 

二、從幾個現象談起 

 
                                                 
1 參見中國時報 2004 年 4 月 12 日或聯合報同日文化版。 



 3

【現象一】 

     2006 年夏天 A 有線電視台連續一個月的時間，在新聞時段播出中部某遊

樂園的新聞，有精彩的外國表演團體介紹、有夜晚的煙火秀報導，甚至還有坐

雲霄飛車可以欣賞夕陽……連新聞播出時的文字跑馬都預告本週該遊樂園的活

動！（受訪者 D201） 

 

令人質疑的是：遊樂園的暑期活動，有什麼新聞價值可以讓一個電視台用

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報導？ 

 

【現象二】： 

    2007 年夏天中部某縣要舉辦一個大型的兼具休閒與運動的活動，縣府官員

打電話給各台中部中心記者，言明每家電視台編列 9 萬元預算，鼓勵記者前來

採訪報導。這個起因是，前一年縣府只編列了 20 萬不到的預算，委請 G 台拍攝

報導，消息傳出引起地方其他電視台記者的「義憤填膺」群起抗議，因而，今

年縣府寬列預算希望每台九萬元，既能「皆大歡喜」，又能擴大曝光。（受訪者

F101） 

 

    令人不解的是：這項活動其實頗具新聞性，即使沒有錢記者應該會去採訪，

為什麼這些地方記者們知道同業拿了錢後，反而集體抗議表態？而不是共同唾

棄 G 台的作為違反新聞倫理呢？ 

 

【現象三】： 

    2007 年 2 月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客家桐花祭多元傳播招標案，共有三家電

視台提案，S 台的傳播行銷規劃案中並未加入新聞配合，當場評審即問，前兩家

的提案中都有新聞則數的配合，以提供即時性的報導與消息傳播，你們為什麼

沒有？有沒有可能加進去？堅持不做新聞置入的 S 台只好再次委婉聲明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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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又深怕得罪了評審及官員們。最後此標案由 D 台得標，該台的新聞置入

空間很大，向來也以此為得標優勢（受訪者 F101）。 

 

    多元傳播不一定非得用「新聞報導」這項管道，但是，參與標案的人都能

意識到，招標單位對於「新聞」的情有獨鍾，似乎也假設了「新聞」才是「致

勝」的關鍵。 

 

【現象四】 

    2006 年 5 月引發爭議的三立新聞台「二二八走過一甲子」特別報導中，引

用非 228 事件之殺戮畫面，作為二二八事件場景一事，NCC 在 5 月 18 日做出決

議，除將對該頻道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以新臺幣 100

萬元之罰鍰外，也在調查中發現這個系列乃接受新聞局的經費，有置入新聞之

嫌，NCC 於文中強調「該公司收受政府之對價製播新聞，違反新聞應迴避商業

與政治利益的基本守則，且對於置入的新聞節目報導，未於報導同時，善盡告

知閱聽大眾之義務。」2 

 

    令人質疑的是，NCC 這類的處罰只針對三立電視台，卻無視於提供經費的

政府單位：「新聞局」，其實，自 2000 年起政府各部門這種指定新聞報導的採購

（媒體服務）招標案很多，好像也沒聽說過政府單位被糾舉！三立不應該，新

聞局難道沒有責任？ 

 

                                                 

2 國家通訊委員會新聞稿(96 年 5 月 18 日)「NCC 針對三立新聞台「二二八走過一甲子」特別報

導之處理」，詳見網址：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type=news&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1&pages=11&

sn_f=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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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五】 

    2008 年夏天某廠商推出新款乳酸菌，除了依往例給各大媒體廣告之外，還

選了幾家媒體給了額外預算，要求配合新聞採訪報導，希望能透過新聞報導強

調此產品的特性，有別於其他競爭對手。Y 台記者為了平衡，在畫面呈現上多

拍了其他廠商的產品，播出後引來該廠商不滿，揚言要抽掉廣告。新聞單位在

壓力下，只好提出再做一則新聞「補救」（受訪者 F102）。 

 

    令人懷疑的是，記者平衡報導乃是新聞專業本能，有何錯誤？但卻在公司

害怕收不到錢的壓力下，只好再做一則新聞；這種新聞有何價值需要做第二則？

對閱聽大眾而言有何幫助？ 

 

    上述這些現象都是這幾年發生在新聞實務界的實例，其共同特點都是：政

府或企業出錢，新聞單位配合報導出資者想達到的宣傳目標。在業界，一般稱

為「業務配合」、「編業合作案」或「專案」（劉蕙苓，2005），即指「有收入」

的新聞專案；學界有人稱之為「新聞專案」（陳炳宏，2005），近幾年來最常見

的稱呼則是「置入性行銷」。 

 

    置入性行銷在行銷界並非陌生的名詞，新聞置入的作法雖非新興現象，類

似的概念如「新聞廣告化」，過去實務界和學界均有過批評；但這麼普遍地被用

於新聞界，卻是 2000 年以後才有的。其起源乃自 2003 年，以新聞局為首的政

府部門編列大筆預算，透過中央信託局統一採購文宣廣告及其他媒體置入性行

銷案，引起外界極大批評，不但違反了新聞與廣告分離原則，甚至使新聞產生

信任危機（韓國棟，2004；蘇秀慧，2003）。2005 年的中華傳播學會年會中，當

時的新聞局長姚文智曾經指出，已在 6 月 4 日宣示停辦置入性行銷，日後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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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媒體集中採購通路」執行的文宣計劃，一律用純廣告的方式呈現3。 

 

    然而，時至今日，政府的置入性行銷標案並沒有停止，毋寧說它是以化整

為零的方式散見於各單位各種形式的招標中，金額比起集中採購動輒數千萬而

言，減少了許多，也減少了外界聚焦的目光。但並不表示置入性行銷從此銷聲

匿跡。各個政府部會仍然以不同主題、不同形式的方式公開徵求媒體宣傳企劃

書。例如：2007 年 8 月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文化資訊節目企劃書徵求文

件」上網公告，以半年 650 萬元徵求廠商製作「當日即時性之文化新聞訊息」，

於「每天新聞時段『定時』『定頻』播出….」，此案由 N 台得標，於其晚間時段

固定播出與文建會政策相關之新聞（見附件一）。2008 年的標案金額與規定亦相

似。從這些政府招標及前述的五種現象的描述，即可顯見置入性行銷在台灣新

聞界的普遍性。 

 

 

三、弔詭的說法：公共利益可以置入 

 

2005 年中華傳播學會年會的第一場座談會，即以「置入性行銷中，新聞與

廣告的楚河漢界」為題，邀請實務界及學界進行對話。有趣的是，與會的前新

聞局長姚文智與兩位業界代表：中國時報總經理黃肇松及民視新聞部經理胡婉

玲，都不約而同地認為，與「民生相關的公共議題」如：家暴、客委會桐花季、

腸病毒防治等，可以適用於新聞的置入性行銷！4 

                                                 
3 亦可參見《動腦雜誌》2006 年，351 期，

http://magazine.sina.com.tw/brain/351/2006-01-09/21531147.shtml 
4此座談名為「置入性行銷中，新聞與廣告的楚河漢界」，舉辦日期為 2005 年 7 月 14 日。參加者

有前新聞局長姚文智、中國時報總經理黃肇松、民視新聞部經理胡婉玲、凱絡媒體服務公司副

總經理黎創富，及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研究者全程參加，上述資料乃由現場錄音整理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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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出現了一個弔詭的問題：似乎新聞是可以有條件被「置入」的。其實，

這種說法在新聞實務界十分普遍，媒體和出錢要求媒體置入的廠商或政府官

員，均為「新聞的置入性行銷」找到了一個強而有力的理由。尤其，政府單位

常辯稱花錢請媒體製播的新聞，均是符合「公共利益」，是「好新聞」；例如：

國民健康局的「九十四年度癌症防治宣導」採購案中，即要求在電視宣導的內

容中，必須包括「二分鐘系列一週新聞報導：以安寧居家療護為主題…」，5 此

案總經費高達 2200 百萬元，雖然新聞只是需求之一，但參與競標的廠商為了獲

得此案，無不「要五毛給一元」地增加相關新聞報導的則數，某電視台的提案

中，即安排防癌相關新聞專題，於本案執行期間將播出 25 則！（見附件二）4 

 

「防癌」是公益且有利健康的資訊，政府出錢請媒體製作新聞有何不可？

然而，我們如何分辨這些出錢支持的新聞，那些是符合公共利益？那些又可能

只是必須接受全民監督的「政令宣導」？當政府可以假政策或宣導之名「買」

新聞時，新聞還是新聞嗎？新聞所服務的公眾、公共利益還存在嗎？ 

 

置入性行銷不能在新聞中使用，涉及的是新聞本質的問題。美國赫金斯委

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1947 年對報業所提出名為《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

新聞界》的研究報告，已揭櫫了媒體作為傳遞資訊、提供公共論壇、啟蒙公眾

等社會責任的重要性（Hutchins Commission, 1947）。歷來新聞專業價值觀的研究

中，關心的核心問題即是「什麼是負責任的新聞實務？」（Schwartz, 1978; 

Johnstone, Slawshi & Bowman, 1972），一個可以隨時向「錢」妥協，允許外力干

預新聞產製的媒體，如何擔當起「負責任」的重任呢？當這樣的價值觀普遍存

                                                 
5
摘自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網公告之「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九十四年度《癌症防治宣導》

採購案～採購需求暨評審標準」，此文件並非公開流通，研究者經由業界取得。網址為：

http://web.p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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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新聞界時，不但新聞機構失去了公信力，對於新聞從業人員而言，也難保

新聞專業倫理價值觀產生質變。 

 

三、在理想與現實掙扎的新聞工作者 

 

    置入性行銷不但引發媒體的信任危機，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更為深遠。以

下，筆者想藉由個人的一段經歷來陳述與說明： 

 

一位年輕的記者在我的部門已有三年的資歷，在一次執行完「業配」回來 

後遞出辭呈，原因是：再也受不了出錢是大爺的「廠商」在採訪現場對他的「指

揮」，對方關心的是他的「長官」能不能「露臉」，至於記者在意的「新聞價值」

則分文不值！他失望地離開新聞界，因為在新聞界再也找不到「自主」。這是我

十分心痛的一幕，當下，我佩服起他的勇氣，卻難以割捨我所熱愛的新聞，繼

續留在工作崗位上。 

 

    在業界工作的後三年，那幾乎已經是個常態，業務部門總是帶著厚厚的行

銷企劃案，到我的辦公室與我溝通如何「不違背新聞專業，又可以幫客戶行銷

產品」，也就是說我必須「挖空心思」找到「新聞的角度」，也必須「苦口婆心」

地說服記者接受他即將被我指派的任務。初期，記者總是苦著一張臉，氣不過

時對著我拍桌子，彷彿我是背叛那曾經視為神聖理想的新聞。久而久之，我們

彼此都習慣了，編輯台也默契十足地把這些新聞編在「安全」時段，不會被抽

掉。甚至，在公司實施利潤中心制度時，我的部門還能因此而把「業配新聞」

的質與量換算成「業績與金額」。 

 

    在靈魂深處的不安逐漸隨著我的業績增長而浮現。終於，在一次為國民黨

製作置入專題時，因某黨務高階主管要求審稿，當場不但百般挑剔我們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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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對著我及同仁破口大罵：「你們真是不懂專業！」當下我終於決定，維持自己

作為長期為理想堅持的新聞工作者的最後一點尊嚴，選擇掛冠求去。但午夜夢

迴時時惦念的，卻是更多仍在理想與現實掙扎的新聞同業…… 

 

筆者個人的經歷或許有其獨特性，或許也有普遍性。根據羅文輝與劉蕙苓

（2006）的調查發現，配合置入性行銷報導頻率愈高的新聞工作者，工作滿意

度愈低，未來留在目前工作單位的意願愈低。因為置入性行銷使新聞工作者或

媒介組織放棄視為核心價值的「獨立自主」與「新聞專業」，而將定義新聞的「自

主權」交由提供經費使組織獲利的廠商主導。這些「廠商」不只是商業機構，

政府部門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因此，想要宣傳的機構只要投注龐大經費，不管

內容是否具有新聞價值，是否對公共利益有所助益，均可以在媒體「買新聞」、

「買版面」，新聞工作者無法自主地以專業判斷被「買」的新聞是否具有價值，

便可被刊出或播出。這樣的產製邏輯和理想中的新聞專業並不相符。 

 

基於對實務界的關切，這幾年學術界陸續有研究以此為題。羅文輝與劉蕙

苓（2006）的調查發現，53.98%的記者表示，他所屬的工作機構會要求記者配

合專案或廣告業務進行採訪，其中有 66.3%記者表示執行過這種業務配合的採

訪。陳炳宏（2005）的研究也指出，有超過九成的記者看過或聽過新聞專案報

導，其中 60.2%的受訪者表示，曾參與製作新聞專案；這份研究進一步發現，有

71%的記者不贊成新聞媒體製播這種有置入的專案新聞，但多半表達無意也無力

去阻止或抗拒。 

 

2006 年 1 月號《目擊者》雜誌報導，2005 年底三合一選舉，中國時報系的

地方記者已成了「三合一」作業模式：採訪、寫稿、拉廣告。報社不但要求地

方記者拉廣告，也要像業務員一般，到處向採訪對象推銷自己報系所主辦的各

項藝文活動的「門票」，使記者淪為長期以來為人詬病的工商記者（黃欣，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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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裡透露出一個十分令人玩味的現象，初期媒體在承接這種有經費的專

案，大半是由新聞部以外的單位，如業務部、行銷部向外延攬專案，再交給新

聞部門執行；但現在卻出現媒體機構要求記者主動去「拉業務」，難怪前文所指

的「現象二」中沒有拿到「經費」的記者們會「群情激憤」，因為他們除了跑新

聞之外，都有「業務」的壓力。 

 

    處在這種不得不向錢低頭的環境下，正如前述筆者個人的經歷，迫使新聞

從業人員時時處在一種認同危機與矛盾中。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都在去與留、

理想與現實間擺盪渡過煎熬。此現象實有必要進行系統性研究，提出更有力且

可行的解決方法。 

 

四、本研究之目的 

 

這幾年國內已有幾篇新聞置入性行銷的研究，有從置入的新聞內容進行分

析（蘇蘅、王泰俐，2007），或是對新聞人員的專業態度影響的分析（陳炳宏，

2005；羅文輝、劉蕙苓，2006）、及閱聽人對置入的新聞可信度的認知（彭恩賢、

張郁敏，2008）。本研究認為這些研究尚有幾點不足：其一，無法了解廠商介入

新聞產置的模式與類型；近年來在經驗的累積下，置入性行銷存在於新聞中，

已有不同的形式且「日新月異」，急需對此進行系統化的研究。其二，如果我們

視媒介組織是個專業自主的單位，過去的研究仍無法釐清置入性行銷如何大量

地被新聞室接受的歷程，是否也因此影響了整個新聞產製的運作；其三，無法

了解新聞記者在面對此專業衝突環境下，其專業性受影響程度為何？其四，如

果我們將新聞的編採過程視為動態，記者在執行置入性行銷的過程，面臨專業

衝突時如何因應？過去的研究似乎並未觸及此層面，所得到的結論是否有所不

足？而認為記者無意或無力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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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不足之處均和媒介組織運作及記者研究有關。過去對於新聞記者的

研究，比較偏重在一般輪廓的描述及他們對專業價值的態度（Johnstone et.al, 

1976; Weaver & Wilhoit,1991; 羅文輝、陳韜文，2004），對於記者如何面對外部

壓力的研究較少。此外，媒介組織的運作往往是影響記者專業性的重要因素，

重商主義下的媒介組織樣貌為何？這幾年談論的人多系統性的研究少。眾所週

知，新聞實務是個動態實踐（practice）的過程，置入性行銷在每日的新聞實務

運作中，必須被納入組織運作中才能被記者執行採訪、報導進而完成其目標。

這種動態的實踐過程，較常被研究者忽略。當代的社會科學研究開始有學者反

省，必須從整體看待研究現象，即所謂「向實踐轉向」（practical turn）（Stern, 

2003），強調研究場域中的行動者（agent）的行動，及其如何與環境互動的重要

性。其中，Bourdieu（1977）所提出的習癖（habitus）與場域（field）概念，更

為人重視。 

 

Bourdieu 曾經提及「場域」的概念，他認為，場域不是僵硬的結構或空洞

的場所，場域可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網絡（network），

或形構（configuration），人們在場域中所要爭取的資本有四種：經濟的、社會的、

文化的和象徵的，誰握有資本愈多，就能把持場域中的特定利益（李猛等譯，

2004）。如何決定與行動的關鍵，正是「習癖」（habitus）所在。習癖也就是一種

生存心態，也是即興之作（Bourdiou, 1977），Bourdieu 認為每個人對世界都有一

種實踐知識（practice knowledge），都能將它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在面對問題與

情境時，會有不假思索地自然反應或行動（李猛等譯，2004）。換言之，也就是

一種「稟賦」，一種經由環境而形成或被加以塑造的行為傾向，它同時透過歷史

與社會的脈絡來支配或被支配的行為體系（舒嘉興，2001）。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所處的新聞場域比過去複雜，受市場競爭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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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過去更大；現在既要維護新聞專業，又要執行置入性行銷任務，他如何自

處？他所服務的機構在面對這麼複雜的環境時，如何透過日常的運作來影響

他？ 

  

現在在實務界「業配」的字眼很「平常」，只有對圈外人談起時才覺得「敏

感」；令人憂慮是：在這麼頻繁而平常的執行業配的工作環境下，記者會不會愈

來愈覺得置入性行銷是「可接受的」、「理所當然的」？透過對新聞組織運作與

記者專業性的分析，本研究企圖更進一步回答這樣的疑問。 

 

故本研究的目的有四： 

（一）探討置入性行銷新聞的內涵 

（二）針對電視新聞界執行置入性行銷的方式進行有系統的整理與分析 

（三）了解置入性行銷對電視新聞組織內運作的影響 

（四）分析置入性行銷對記者專業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