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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正如前章所言，媒介處於商業與公共的矛盾是本世紀以來最大的爭議。雖

然古典新聞學不斷地強調媒體對社會的責任，應該是社會的公器，更強調問責

（accountability）的重要（Hodges,1986; McQuail,1997）；但媒體作為「商品」的

特性卻似乎有增無減。從商品的角度出發，內容偏向取悅消費者或廣告主，傳

統的監督、形成公共論域的角色已漸淡化，這種現象符合了商業考量，賺進了

利潤，卻也動搖了新聞存在的根本理由（McChesney, 2004）。在此情況下，媒體

很容易迷失了它既有的責任。 

 

本研究所關切的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產製及新聞人員的影響，正是我們檢視

媒體在商業主義之下，是否能堅守專業的重要指標。Hirsh（1977）曾提出分析

媒介組織的三層次模式：個人生涯職業模式（occupational model）、組織內部運

作模式（organizational model）及媒介組織與外環境之間關係的制度模式

（institutional model）。本研究將以此為分析的參考架構，以下將分五節說明：

第一節探討置入性行銷與新聞廣告化的源起與發展，第二節探討台灣的置入性

行銷與新聞的發展；第三節討論置入性行銷新聞內涵；第四節探討置入性行銷

對新聞組織運作的影響；第五節探討置入性銷對新聞工作者專業性認知的影響

及抗拒順從的策略。 

 

 

第一節  置入性行銷、新聞廣告化與新聞 

 
 
一、置入性行銷的源起與發展 
 

    置入性行銷的源起有很多不同的說法，目前探討此議題的文獻都認為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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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產業的發展關係密切。Tuner（2004）指出，美國廣播發展之初，其節目即

受廣告主影響頗深。在 1929 年有 55%的廣播節目由廣告主及代理商所贊助；1940

年晚期到 1950 年初，電視興起後，也將這種觀念帶進了電視，到了 1957 年有

三分之一的電視節目由廣告主及代理商控制。例如，駱駝香煙贊助由 Ralph 

Bellamy 主演的電視偵探影集 Man Against Crime，則由廣告主介入編劇、選擇導

演及演員等，並在節目中要求抽菸要抽得優雅，不可以抽得很緊張，嚴禁「不

可以有太多或任何不名譽的人吸菸，不可以把吸菸和不好看的場景連在一起。」

（Tuner, 2004：11）。 

 

廣告主對節目的控制不只在娛樂節目，1960 年以前也介入新聞節目中。最

典型的是 1949 年至 1956 年在 NBC 黃金時段播出、由 John Cameron Swayze 主

持的十五分鐘新聞節目【駱駝牌新聞現場】（Camel News Caravan），由駱駝牌香

菸贊助6，節目開場白即是：「香菸製造者將每天最新的新聞事件帶進你家客廳；

請點根菸，輕鬆坐，當個過去二十四小時歷史事件的見証人。本節目由駱駝牌

香菸贊助，NBC 製作」（The makers of smokes cigarerre bring the world’s latest news 

events right into your living room. Sit back, light up a Camel, and be a witness to the 

happenings that made history in latest 24 hours. Produced for Camel cigarettes by 

NBC）。整個節目進行時不只是中間插入兩段香菸廣告，在節目的現場布景中主

播的桌上還放著一根點燃的菸，當節目結束主持人向觀眾道別時，鏡頭還會拉

近（zoom in）聚焦到菸灰缸裡的那根菸（Tuner, 2004: 12）。 

 

這種作法引起了相當的爭議，因為它違反了新聞客觀的原則，直到 1953 年

Pat Weaver 接任 NBC 總裁後，才得以正視。首先，他將 15 分鐘的節目延長至三

十分或一個小時，引進「雜誌」的概念來取代每個節目由單一廣告商贊助，而

由不同廣告商一起購買廣告時段，但節目製作則由全權公司主導。到了 1968 年

                                                 
6 詳見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mel_News_Car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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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告商主導的節目已降到只有 3%，現在三大電視網仍然存在著少數標識「廣

告資訊節目」（infomercial）是由特定廣告商所主導（Tuner, 2004: 12-14）。 

 

此外，置入性行銷的另一個源頭則和電影有關。約在 1930 年代，為了節省

成本及獲取更多拍片的資源，電影的製作過程中就引進了品牌置入影片中。

Wenner（2004）分析，當時的品牌置入有幾種形式：一是當作背景；二是公司

的商標（logo）或其他可識別的特徵在影片中出現；三是廣告看板被當作是劇情

的一部份，四是有些廠牌的名稱被直接放在劇情對話中，像【阿甘正傳】中用

蘋果（Apple）來指涉電腦。7 

 

隨著置入形式的多樣，廠商介入電視電影製作的方式也愈來愈多元。例如，

汽車公司提供劇組汽車作為道具；DeBeer 提供鑽石，製造一種意象：它是「女

孩最好的朋友」；瓊克勞馥（Joan Crawford）在【慾海情魔】（Mildred Pierce）中

喝 Jack Daniels 品牌的威士忌。1960 年代以前，這樣的發展並不迅速，直到【外

星人】（E.T. Phone Home）的成功經驗才刺激了置入性行銷的普遍使用。1982 年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導演的電影【外星人】中使用了麗絲巧克力

（Reese’s Pieces），使其銷售一飛衝天，成長了 65%，廣告主才了解到這種行銷

模式的影響力，轉而積極尋求置入性行銷合作的對象（Galician & Bourdeau, 

2004）。另外一個有名的例子是，在電影【保送入學】（Risky Business）中，湯姆

克魯斯（Tom Cruise）戴的雷蒙（Ray-Ban）太陽眼鏡，也在這部電影推出後，

造成這個品牌的太陽眼鏡銷售量增加三倍。 

 

1990 年以後的電影置入的個案更多。例如，幫寶適紙尿布（Pamper）在【三

個奶爸一個娃】（Three man and a baby）中置入了產品，結果為其產品賺進了

50,000 美元；1998 年美國線上時代華納公司（AOL Time Warner）花了三百至六

                                                 
7 蘋果電腦的品牌正是「Apple」，編劇利用此單字巧妙地安排在對白中，置入了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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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美元，在梅格萊恩（Meg Ryan）及湯姆漢克（Tom Hanks）主演的【電子情

書】（Your’ve got a mail）中置入該公司的商標，編劇在電影中設計了一個情節，

只要有電子郵件電腦螢幕中即會出現 AOL 的笑臉，成功地為品牌行銷（Wenner, 

2004）。 

 

產品置入的手法在好萊塢電影中早已經常出現，但一直到 1980 年代才真正

受到行銷界的重視。這和 1980 年代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製作費用激增有關。為了

降低製作成本，製作人希望以產品置入的方式獲取業外收入。此外，不少製作

人也希望用產品置入作為交換條件，以免費借用汽車、飯店、百貨公司做為拍

片的場景和道具。汽車業者、飯店及百貨公司當然樂意以這種互利的方式，讓

產品品牌、公司名稱、飯店及百貨公司的設施出現在電影或電視節目中。於是

「產品置入」在 1980 年代開始盛行，到了 1990 年代，更發展成好萊塢製片業

的一種「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Wenner, 2004），企業界

每年花在產品置入的經費高達 5,000 萬至 10 億美元之間（Harrison, 1999）。 

 

除了製作費激增需靠置入性行銷降低成本之外，對廣告界而言，這種行銷

手法也是一種突破傳統的說服方式。廣告商認為採用置入性行銷有兩個優點：

其一是，這種方式有極佳的說服力，尤其在電影中置入，還可以透過電影的全

球發行對全球市場廣為宣傳。例如，【明日帝國】（Tomorrow Never Dies）用了整

合性計劃進行置入，參與此案的廠商有：思美洛酒（Smirnoff）、BMW、Visa、

及 Ericsson，此五家廠商總共花了 9,800 萬美金。其二是，可以增加名人背書的

果效，例如，馬龍白蘭度（Marlon Brando）在主演的電影【魔頭對捕頭】（The 

Formula）設計了一句台詞是：「吃點 Milk Duds 糖，對你比較好」，對廠商而言，

馬龍白蘭度從來不為產品代言，能藉此機會請到此大明星是非常難得（Karrh, 

199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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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發展可知，置入性行銷運用在傳播媒體中的普遍現象，就影視產

業的製作者而言，是為了節省成本；就廣告贊助商而言，是為了行銷產品。在

新聞傳播領域中研究置入性行銷的人相當有限；但從行銷領域中研究此課題的

論文卻相當多，因此，它似乎一直被界定在行銷的相關理論與實務操作上。甚

而，美國行銷界還設有置入性行銷獎（product placement awards）來表揚優秀的

個案，其重視程度可見一般（王毓莉，2005）。 

 

    不過，美國的影視產業雖然大量使用置入性行銷，卻並不是毫無遊戲規則；

早在 1934 年的傳播法中的第 317 條及 507 條（Sections 317 and 507）中，即對

置入有所規範，要求廣播電視所播出的節目若有直接或間接接受金錢、服務及

其他對價關係的考量（valuable consideration）時，必須揭露贊助者資訊，以確

保公眾知的權利；如違反規定電視台將受罰。8 

 

儘管置入性行銷在美國影視界盛行，也引發了一些負面的批評。首先，「產

品置入」是在觀眾不知情的情況下進行，因此對觀眾而言，是一種欺騙

（deception）。其次，「產品置入」也可能侵蝕藝術作品的尊嚴，造成劇情、節目

不連貫，或是置入的產品與劇情不符，因而引起觀眾的反感（Wenner, 2004），

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GA）在 2005 年所發表的白皮書中，

也針對置入性行銷泛濫的情況提出抨擊，認為這種現象常使得工作人員在工作

流程的最後階段，必須修改作品來「塞入」商品，剝奪了編劇的創作權（轉引

自劉昌德、羅世宏，2005）。 

 

    相對於美國的蓬勃發展，歐盟國家中除了奧地利之外，大多嚴格禁止影視

產品進行置入性行銷。根據 1989 年頒佈的「電視無國界指令」（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清楚明訂了廣告與節目分開的處理原則，英國的廣電主管

                                                 
8 http:// hraunfoss.fcc.gov/edocs_public/attachmatch/FCC-08-155A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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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Ofcom（Office of Communications）也有此相關規定。但是，並不表示置入

性行銷都不會發生，英國的商業電視台仍有此類的個案。隨著美國好萊塢的影

視節目大量進入歐洲市場、再加上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這種管制也很面臨

挑戰，業界開始有鬆綁的呼籲。自 2005 年起歐盟執委會及英國的 Ofcom 都著手

研議對此禁令的鬆綁（曹琬凌，2007；劉昌德&羅世宏，2005）。 

 

    歷經 18 個月的研議討論，歐盟在 2007 年 5 月修訂了「電視無國界指令」，

此新的指令更名為「影音媒體服務指令」（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AVMS, 

Directive），有條件地放寬了置入性行銷。在此指令中以正面表列的方式列出了

可開放的節目種類，包括：電影、劇集、體育、娛樂節目，但兒童節目、新聞

與時事節目仍然禁止（曹琬凌，2007）。英國 Ofcom 也針對置入性行銷的開放與

否進行了一項大型的諮詢計劃，經過深度訪談了 67 位各界代表後，在 2006 年

10 月公布了這項結果，發現廣電業者中，除了 BBC 表示擔心置入性行銷會影響

節目內容自主之外，其他的商業媒體均希望能有限度的開放；然而，消費者和

閱聽人團體持強烈反對，報告結論中指出，對於開放並沒有達成共識，但對於

新聞、時事及兒童節目不能進行置入性行銷，各界的看法相同，Ofcom 的立場

也傾向反對（Ofcom, 2006）。 

 

    無視於歐盟新指令的放寬精神，英國文化部長 Andy Burnham 在 2009 年 3

月卻公開宣布，拒絕商業電視業者開放置入性行銷的要求，直到 2010 年後再檢

討；並認為置入性行銷會混淆廣告與節目內容的界線，他進一步強調：「我的首

要考慮是確認能維持觀眾與電視台間的信任關係，並確保英國聞名世界的電視

品質」（Dowell,11 March 2009a）。此舉引起了英國商業電視業界正反兩極反應，

反對者最力的 ITV 考慮採取法律救濟（Dowell,11 March 2009b）。事實上去（2008）

年 11 月，ITV 以自律方式簽署了新的置入性行銷製播規範（product placement 

code of conduct），該規範是由製作人團體 Pact 所草擬，規範中建議在電視畫面

上揭露置入者之訊息，這顯示出電視台願意接受適度之規範，以換取容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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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置入性行銷以增加營收。但顯然仍然沒有被英國政府採納。英國的這項決

定連歐盟執委會資訊、社會和媒體的委員 Vivian Reding 都感到意外，她對英國

政府「反對增加創意媒體的營收」的決定，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美國

置入性行銷合法，美國電視節目在歐洲不受限制廣為發行」（Dowell,11 March 

2009a）。 

 

     由此以上的源起與發展可知，置入性行銷已經是個全球性的議題，不論是

全球化的浪潮的影響，或是科技匯流的趨勢，亦或是本地對於商業與利潤的需

求，都使得各國不得不面對這種廣告與節目界線模糊的行銷模式，及其可能的

影響。即便像管制較嚴的歐洲，在進行鬆綁時仍將新聞列入禁止之列。 

 

二、置入性行銷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從前述分析中可知，置入性行銷在實務界已行之有年。但到底什麼是置入

性行銷？其特性如何？它引起學界研究的興趣何在？以下將分幾點探討： 

 

（一）置入性行銷的定義 

 

「置入性行銷」源自行銷學上的「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又稱「品

牌置入」（brand placement）；行銷學者 Balasubramanian（1994）認為，自 1980

年以來在行銷界有一種新興的商業傳播模式，稱之為混合訊息（hybrid 

message），因為它結合了廣告與公開性（publicity）兩大元素。其特性為：它是

付費的，經過計劃且不突顯地將某些品牌產品置入於電視或電視節目中，以達

到影響閱聽大眾的目的，使觀眾在不了解商業企圖的情況下，影響觀眾以獲得

商業利益。但也正因為它是付費的，所以容許贊助者控制主要訊息，如內容及

形式。由於它偽裝了商業的目的反而使訊息本身看似客觀（objective）而且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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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高（credible）。 

 

  初期學者在觀察這種置入現象時，都把焦點集中在電視與電影兩種媒體

上，但是，後來的研究也發現各種媒體都可能使用此種行銷方式，如：音樂影

像（music vedio）、廣播、小說、歌曲、歌劇、電動玩具等（Gupta & Lord, 1998）。

同時，Karrh（1998）更進一步修正 Balasubramaniana 的看法而認為，置入的訊

息不一定是「不突顯的」，有時為了配合劇情的需要、彰顯某個角色的性格、或

場景布置的需求，產品也可能被明顯地置入。因此，他認為較好的定義應該是：

付費的產品品牌或產品識別標誌，透過大眾傳播的節目，以聲音或影像的方式

傳送給觀眾（Karrh, 1998: 33）。Neer（2004）認為，產品置入是行銷手法的一種，

目的在將產品、品牌名稱及識別、商標、服務內容策略性地置入廣播、電視節

目、電玩等各種形式的娛樂商品之中。王毓莉（2005）則指出置入性行銷與其

他行銷手法有兩個主要差異：（1）廠商付費；（2）未明示廣告主或贊助單位。 

 

由上述學者的定義可以歸納出，置入性行銷應有幾個重要的特性： 

1. 它必須是付費的； 

2. 其訊息內容必然是和產品的品牌或其他和產品有關的資訊； 

3. 傳播的手段不一定是將產品品牌或訊息以「不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現，有時

也可能突顯其重點； 

4. 置入的媒體無所不包，可以是電視、電影，也可以是音樂影像（music vedio）

廣播、小說、歌曲、歌劇、電動玩具等； 

5. 未明確標示廣告主或贊助單位。 

 

但是，英美兩國相關規範中的定義似乎對「付費」的概念有更廣的解釋。

英國的 Ofcom（2006）對置入性行銷的定義則是：廠商以金錢或其他有價值的

回饋方式，來交換產品或服務，以在節目中出現。美國 FCC 亦稱此為嵌入（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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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式廣告（embedded advertising），其形式有可能只是單純地品牌置入某節目

中，也有可能是將產品的某些訊息融入節目的內容、對話中（FCC, 2008, 

No.08-155）。由此觀之，置入性行銷似乎不一定非得有直接付費行為，「付費」

的概念似可延伸廣大解釋成「有價」的交換。 

 

 

（二）置入性行銷的形式 

 

至於商業訊息如何置入到傳播媒體的內容中？Balasubramaniana（1994）認

為這種由廠商付費的混合訊息可分幾種： 

1.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 

通常廣告商與製作人在節目製作過程中，即已商訂如何置入，有時在電影

製作之前，廣告商還會參與腳本的撰寫過程，以確保產品可以自然地融入情節

中。 

2.與節目聯結（program tie in）： 

用以廣告交換商品曝光。如 CBS 在 TV 101 節目中使用可口可樂的自動販賣

機，但可口可樂承諾會上大量的廣告在此節目。 

3.節目長度的廣告（program-length commercial）： 

也叫廣告資訊節目（imformercial）。亦即整個節目由廠商贊助，其訊息均與

產品有關。例如，以節目形式出現的消費性節目為主，情境喜劇及談話性節目

等均有可能。 

 

Russell（1998）以訊息的傳遞形式將產品置入分成三個構面（dimentions）：

視覺呈現（visual appearance）、聽覺呈現（auditory presence）及情節的連結程度

（degree of connection to the plot），進而發展出一個概念架構圖（圖 2-1）。在圖

中，三個構面中又包含了三種不同的置入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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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螢幕置入： 

在螢幕中呈現某種單純的視覺影象，如品牌作為某場景的背景。此又分為

二，其一為創意置入（creative placement），巧妙地將品牌置入情節中，如，街

景中的戶外看版。其二是道具置入（on-set placement），將產品直接變成劇情中

的道具，如廚房中擺設某食品品牌。 

2.對白置入： 

     或稱腳本置入，此種方式是將產品名稱設計在演員的對白中，讓演員自然

地提及。 

3.情節置入： 

    將產品變成故事情節的一部份，在故事的發展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或透過此

產品塑造某劇中人物的特殊性格。這是最複雜的一種形式，例如詹姆士龐德

（James Bon）在 007 影片中，開著 Aston Martin 的跑車。 

 

 

 

 

 

 

 

 

 

 

 

   圖 2-1：置入性行銷的三個構面架構圖 （Russell: 359） 

 

Balasubramaniana（1994）及 Russell（1998）其實是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待訊

                 視覺呈現 visual appearance 

 
 

螢幕畫面置入 
（screen placement） 

情節置入 
Plot placement 

情節連結度 
Degree of connection to 
the plot 

對白置入 
Script placement 

聽覺呈現 
Auditory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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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置入的各種樣貌。前者強調的是訊息置入在節目中的形式，亦即從節目製作

端來看待；後者是以訊息本身的特性與情節的相關來區分，是比較聚焦的分法。

不論其形式為何，從上述的整理與分析可以發現，置入性行銷是一種節目製作

端與廠商之間共謀（合作）的行為，在產製的過程中（無論是劇本編寫、場景

布置等、事後剪輯），即容許廠商參與，等於是製作單位釋出了獨立自主的部份

的權力給提供經濟支柱的廣告商，以達成其廣告目的。Karrh（1998）也認為這

種雙方或多方結盟的現象，在好萊塢很普遍。 

 

（三）置入性行銷的相關研究 

 

置入性行銷在影視產業的普遍使用，也引發學界研究的興趣。過去國外相

關的研究，主要探討的重點都和產品置入的效果有關，其面向約有二： 

1. 閱聽人對產品置入的態度： 

例如：Nebenzahl & Secunda（1993）訪問了 171 位大學生，了解他們對置 

入性行銷的態度，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受訪者都表示十分厭倦傳統的廣告模式，

而比較喜歡這種不突顯廣告訊息的品牌置入。也有研究顯示，受訪者對置入性

行銷的接受程度高，不認為「置入性行銷是不道德的」（Ong & Meri, 1994）；但

是，在置入的產品上觀眾的反應亦有所不同，對於菸及槍械等產品，所持的態

度較負面（Gupta & Gould, 1997）。 

 

2.閱聽人對產品置入的記憶與認知 

也有研究針對產品置入的促銷效果與對品牌認知、記憶的影響（Karrh, 1994; 

Vollmers & Mizerski, 1994），亦或探討「呈現形式」（mode of presentation）或「顯

著程度」（level of prominence）與觀眾對產品記憶的關係（Brennan & Babin, 2004; 

Gupta & Lord, 1998; Russell, 2002）。但對於品牌到底能讓多少比例的人回想

（recall）起來，各個研究的看法不一，例如，Fischer（1996）發現閱聽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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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提及的品牌名稱，有 50%到 75%的認知效果；但主角只使用某種品牌而不

用言語提及時，其效果只有 40%到 60%（轉引自 Karrh, 1998）。  

 

3.置入品牌的內容分析 

    Fawcett（1993）研究美國四家電視台的節目進行內容分析，發現最常被提

及的品牌是汽車類，佔 18%；其次是一般公司名稱，佔 15%。亦有研究發現，

美國在 1991 年賣座前 25 名的電影中，平均一部片子會出現 11 個品牌，其中以

汽車及食品類最常出現（Englis, Solomon, & Olofsson, 1993）。 

 

（四）小結 

    

   由上述的文獻分析可知，置入性行銷是一個行銷界因應傳統廣告行銷之不

足，影視產業又因應製作費大量增加擴展財源之需，兩相結合之下，而形成的

一種行銷模式，也開創了有別於傳統的產製模式。從行銷面而言，乃為擴大行

銷的管道與效果，提高產品獲利；從媒體產製的觀點來看，則是一種開放廠商

參與產製過程、權力分享的新模式，在雙方講求「雙贏」的前提下，而達成的

一種結合媒體行銷與產製的新約定。 

     

    過去學術界的研究著重在閱聽人對於置入的產品的認知、態度等效果的評

估，主要原因乃源自於行銷領域的需求；其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對於置入性

行銷的接受度頗高，但對於道德性的訊息較為敏感，且置入的訊息較能增加消

費者對品牌的認知。 

 

檢閱國外產品置入方面的研究，幾乎沒有任何探討產品置入新聞的研究，

只有少數和廣告新聞化相關的研究，此將置於後節討論。其可能性應該是：新

聞的公正性與獨立性向來是民主國家社會所捍衛的，這種開放廠商參與新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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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分享權力的模式，並不見容於西方民主社會，Balasubramanian（1994）所指

稱的定義：「結合廣告與公開性，偽裝商業的目的使訊息本身看似客觀（objective）

且可信度高（credible）」，均與新聞的報導事實與中立客觀原則相違背。 

 

因此，布希政府曾經爆發的疑似新聞置入事件，即被喻為「醜聞」。2005 年

1 月美國報紙《今日美國》披露，布希政府花錢請政論家阿姆斯壯．威廉斯

（Armstrong Williams），在電視節目中宣揚布希的教育政策，此事引起各界撻

伐，不但威廉斯本人公開道歉，美國國會「政府責任監督辦公室」更組調查委

員會，在 2005 年 10 月 2 日宣布，此舉已違法，調查委員指出：此為打著新聞

名號的報導，除了政治目的看不出其他用處，已觸犯聯邦制定的公關禁令或宣

傳規定（鍾玉玨，2005）。布希總統甚至公開表示，教育部的作法是錯誤的，未

在內容中揭露「政府資助」訊息，是欺騙行為（張錦華，2005）。 

 

然而，這裡有個十分值得一提的現象：分析置入性行銷與媒體的關係時，

可發現相關的研究大半集中在影視媒體，如電視、電影、電玩等，對於平面媒

體的分析非常少。反而，對平面媒體與廣告之間的研究，則大半來自於「新聞

廣告化」的概念。因此，在談到置入性行銷與新聞的關係之前，似乎仍應處理

「新聞廣告化」的議題。 

 

 

三、新聞廣告化的源起與相關研究 

 

美國在 1980 年代起，雜誌已開始有新聞化廣告（advertorial）9及所謂類似

專題形式的廣告（feature ads）出現，而後再逐步擴展至報紙且成長快速。Stout

                                                 
9 Advertorial 也有國內的研究者將其稱之為「廣編稿」（彭恩賢、張郁敏，2008），或稱其為「新

聞廣告化」，在此本文仍維持原文字面上的意義稱「新聞化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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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1989）以美國四類八本雜誌作為分析對象，發現新聞化廣告（advertorial）

在 1980 年只有 8 篇，到了 1986 年已有 43 篇，其頁數從 116 頁成長到 556 頁， 

1980 至 1985 年成長了 171%，其中成長最大的是 1985 年，與前一年相較成長了

162%。Stout 等人（1989）更進一步發現，這類的形式的廣告出現的主題，前四

大類為：旅遊、美食、運動及健康等與消費生活相關者。 

 

這種新聞化廣告與台灣報紙所謂的工商服務極為類似，均是廣告內容以新

聞形式出現，且均是廠商付費。在呈現上比較大的區別常是記者不具名，有時，

會用很不突顯的方式註記上「廣告」（advertisement）的字樣（參見圖 2-2），Cameron 

& Ju-Pak（2000: 66-67）並進一步將這種形式的訊息歸納成以下的定義：「在付

費的商業訊息區塊（版面），刊載任何的主題（例如：產品、服務、組織、個人、

想法、議題等），以模仿該出版品編輯的內容的形式呈現：如版面設計／架構、

視覺／聽覺等形式。」 

 

相關研究分析，新聞化廣告的成長與廣告營收減少有關，此種介於廣告與

新聞的作法，可以用較優惠的價格吸引廣告主（Stout, al et., 1989; Cameron & 

Hale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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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報紙廣告化新聞的形式與標示（Cameron, 1994: 187） 

 

新聞化廣告相關的研究大體上與置入性行銷的研究很類似，學者們關心的

面向和閱聽大眾的接收效果有關。研究結論大半認為，由於閱聽大眾閱讀、收

視、注意新聞內容的時間遠超過廣告，即便這類的新聞化的廣告有標示「廣告」

的字樣，但觀眾不易查覺與記憶，因此根本無從分辨廣告與新聞的差異（Cameron, 

1994），因此新聞化廣告的目的在誘使閱聽大眾誤以為廣告訊息是新聞內容而予

以注意與收視（Stein, 1990）。而若干研究顯示，廣告新聞化的確有誤導閱聽大

眾、強化廣告訊息的功能；例如 Kim 等人（2001）發現新聞化廣告使讀者對廣

告訊息的涉入感較高，使讀者認為廣告訊息相關度較高，較注意廣告訊息，並

較可能思考與記憶廣告訊息。 

 

不過，在這個領域裡和置入性行銷不同的是，有部份傳播學者還關心專業

人員對這種廣告化新聞的態度。Cameron & Curtin（1995）採用問卷調查和實驗

法探討報紙編輯和廣告經理人員對「專題廣告」（feature advertising）的態度，

及「專題廣告」對讀者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發現，受訪編輯比廣告經理傾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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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刊登專題廣告不符合倫理，並會侵蝕報紙的可信度。在實驗方面，他們的研

究發現，是否在報上把報紙內容註明為「專題廣告」，對讀者的記憶有顯著的影

響。讀者對未註明為專題廣告的內容記憶較佳，對註明為專題廣告的內容記憶

較差。 

 

在進行了一系列的相關研究之後，Cameron 甚至稱這種新聞化的廣告是一種

資訊污染（information pollution），長此以往會導致新聞的公信力下降，並使原

已在新聞版面中出現的乾淨又可信的資訊受到污染，因而強烈建議廣告與新聞

應予以區隔（Cameron & Ju-Pak, 2000）。由此可知，這種新聞化廣告的做法是藉

由挪用新聞的公信力，為廣告背書，使閱聽大眾在不經意及毫無察覺的情況下，

誤以為它是新聞，進而閱讀與收視，給予較多的信任與記憶。 

 

對照其發展的年代，我們或可有此結論：當置入性行銷成為影視產業普遍使

用的行銷產製手法時，廣告新聞化的型態也已在平面媒體中興起，而今兩者成

為公關界與廣告界所普遍採行的方式。所不同的是，新聞化的廣告在版面的呈

現上，勉強還看得到區隔的蛛絲馬跡，例如不突顯的「廣告」字樣，或在新聞

版面中用邊欄、區塊處理；但置入性行銷則完全沒有這些標示。 

 

國內目前普遍採用的新聞置入性行銷，乃是新聞化廣告（亦稱新聞廣告化）

的變形，因為，它打破了各種形式的明顯或隱晦的界線，入侵了新聞領域，使

得廣告與新聞的界線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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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台灣置入行銷與新聞 

     

置入性行銷何時引進台灣？過去少有文獻能梳理出脈絡。民國 55 年開播的

台視【田邊俱樂部】10歌唱節目（後改名為【五燈獎】）可能是最早的廠商參與

置入的節目，不但名稱用的是廠商的品牌「田邊製藥」，連布景都有其商標（黃

國師，2005）。可見台灣有電視之初即已有這種品牌置入的現象存在於節目製作

中，但是並不普遍。隨著行銷學的興起，產品置入在 2000 年左右受到相當的重

視，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與偶像劇盛行有關（徐振興、黃甄玉，2005）。

目前較為人提及的成功個案是飾品品牌「金生金飾」在偶像劇【流星花園 II】，

投入 2,000 萬元的預算，將「流星對戒」系列商品置入於劇情內容中，藉著電視

劇的高收視，也使此一「流星」系列熱賣銷售金額達一億元，在兩個月內創造

了三分之一年營業額的業績，銷售量較前一年同期成長了 10%至 50%不等。手

機廠商摩托羅拉（Motorola）也在偶像劇【舞動奇蹟】中置入新的產品，希望能

在潛移默化中正面傳遞品牌精神，讓觀眾接受（溫佩妤，2003）。民視在鄉土劇

中獨家為「友露安」的產品「咳精」置入，，也讓廠商銷售數字有明顯成長（動

腦雜誌編輯部，2005 年 5 月）。 

 

    與國外的發展背景相同，置入性行銷引進影視產業，一方面使電視台得以

節省製作成本，一方面又可使廠商行銷的產品增加收入。甚而，台灣這幾年發

展出一種以廣告預算來介入節目產製的模式，例如：三立的【美食大三通】節

目結合維力食品推出「維力美食大三通」泡麵，使廣告主不但可以使用節目名

稱為產品加深印象，還可以將產品置入節目中、在該節目的廣告時段亦可密集

播出此產品廣告；這種「三合一」的宣傳行銷方式使三立整體廣告在 2004 年成

                                                 
10 民國五十五年日本田邊製藥台灣子公司「台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台視委外製作電

視歌唱競賽節目【田邊俱樂部——周末劇場】，初期其布景中的五個燈的燈號設計與該公司商標

幾乎一樣；此節目後來因新聞局擬訂改進電視節目廣告化辦法後，將名稱改為「五燈獎」，以避

免過度廣告化。此節目於民國八十七年停播。為台灣電視史上最長壽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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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了 10.57%（動腦雜誌編輯部，2005 年 5 月）；此種方式後來演變成電視台所

稱的「業務專案」，即電視台對外向廠商獨家爭取到一筆三到五百萬元左右的廣

告預算，對內則整合電視台的節目、廣告及新聞等資源，為該客戶量身打造一

個全面性的產品行銷策略。例如，中視曾獨家獲得 P&G 的廣告預算，在母親節

期間配合廠商宣導護媽媽公益活動，製作此活動之宣傳短片並密集地在中視頻

道中播出、安排該公司負責人上相關的綜藝與新聞節目宣傳該活動之內容與精

神，新聞部亦配合宣傳活動進行新聞採訪11。 

 

    廣告商運用置入性行銷的方式，為產品創造更大的價值，達到行銷資源極

大化的目的，並沒有引起太多爭議；特別是在廣告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代理商

與公關業者均認為，這是下一波行銷的重點（溫佩妤，2003）。但引起爭議的，

卻是在新聞中也採取置入性行銷的手法，招致學界的強烈抨擊，認為此舉將引

發新聞的信任危機（張錦華，2004；韓國棟，2004）。 

 

    以下，本文將就台灣新聞置入性行銷的源起、發展背景及現況作一分析與

探討。 

 

一、新聞置入性行銷的源起與發展 

 

（一）新聞廣告化的源起 

 

新聞置入雖然看似是個新名詞，但其源流可追溯到「新聞廣告化」及「工

商廣告」。陳炳宏（2005）認為，「新聞廣告化」12係指新聞報導所提供的資訊像

                                                 
11 筆者時任職於中國電視公司，並曾實際參與此案之執行。 
12 在許多文章中「新聞廣告化」及「廣告新聞化」都指涉同一概念，兩個名詞經常混用，本文

為求統一，一律採陳炳宏的定義稱之為「新聞廣告化」；然為了尊重原作者的原創性，於引用文

獻時仍然維持該作者對此之稱謂，故行文之間會有兩個名詞交錯的情形出現，但均指同一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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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一般，亦即廣告商依據新聞廣告模式，而要求新聞媒體製播包含廣告訊息

的新聞報導。亦是 Steinem（1990）所指稱的置入廣告資訊的新聞報導。 

 

國內最早一篇研究「新聞化廣告」的論文，是在民國六十六年由盧世祥所

寫的碩士論文，他在文中指出，「近年來『廣告新聞化』則變本加厲，除了公然

闢專版容納外，其表現方式亦由新聞報導進而為邊欄、花絮、甚至以大幅彩色

照片配合。產品種類亦由原先的一般商品或醫藥，演變成今日之電影、音響、

出版、房地產…無所不包。此種『廣告新聞化』不僅見諸小報、即（便）全國

性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亦不能免。」（盧世祥，1977: 3）可見在三十多年前這

種現象已存在於傳播媒體中，比照其年代，與美國雜誌界引進新聞化廣告

（advertorial）及所謂類似專題形式的廣告（feature ads）的出現，幾乎同時。 

 

盧世祥（1977）指出，「新聞化廣告」指的是一種類似新聞的隱名廣告，以

「本報訊」、花絮或專論等新聞報導方式，出現在國內報紙的新聞或工商新聞

版 ，內容係為廠商作宣傳，經常加入廠商地址及電話；它與一般廣告最大的區

別是：一方面消息來源變成了記者，或以記者的立場來說明廣告內容，至於誰

是廣告主，並未公開指名；再者，它不按一定費率收費，亦與一般廣告有異。

其與一般新聞的差別在於：新聞不必付費，但這種「新聞化廣告」則需付費或

提供其他酬報，如刊登廣告。 

 

曾任經濟日報總編輯及社長的盧世祥認為，此種「廣告化新聞」源自於財

經類報紙（洪雪珍，2003）。《經濟日報》副社長顏光佑認為，該報創刊之初，

台灣有半數以上出口產業根本不在台灣本島做廣告，報社在廣告量有限的情況

下，虧損了六、七年，直到成立這個「工商服務部」業績才轉好（林照真，2005）。

因此，國內兩大財經報紙：《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為了服務廣告客戶，

均設立「工商記者」，每日針對廠商需求發稿，刊載於「工商服務版」，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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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領佣金的業務人員，卻以記者的名義發稿。 

 

而後，影藝類報紙也複製了財經報紙的經驗，實行「新聞化廣告」；綜合性

報紙引進「新聞化廣告」則在 1999 年前後，與報業廣告下滑有關。洪雪珍（2003）

的研究發現，自 1999 年到 2002 年，國內三大報全國單版的「新聞化廣告」篇

幅，成長了 22%。除了原有的「工商服務版」之外，還增加了所謂「編輯式廣

告」、「專欄」及「廣告專輯」等形式；此外，在編排形式上也更為多樣，新聞

式廣告（即廣編稿）也入侵新聞版面。 

 

「新聞化廣告」雖然以新聞報導形式出現，但卻與一般新聞報導或版面有

所區隔，通常都會冠上「廣告」、「工商服務版」、「特刊」、「專輯」等作為識別，

勉強稱得上是一種負責任的作法。但是，2000 年以後興起的「新聞置入性行銷」，

卻更進一步突破了「標識」的區隔，直接將廣告的訊息置入在一般的新聞及專

題報導中，使觀眾無從分辨，嚴重違反了廣告與新聞分離的原則。 

 

（二）政府的新聞置入性行銷 

 

一般在提及「新聞置入性行銷」，都認為它源自於 2003 年，以新聞局為首

的政府部門編列十一億元大筆預算，透過中央信託局，統一採購文宣廣告，並

於招標文中明確要求媒體實施「置入性行銷」；其中，要求電子媒體在戲劇、綜

藝節目或談話性節目加入政府宣導內容；並要求平面媒體以包括專題報導、專

欄或系列報導、特別企劃及座談會等方式，呈現和政府施政相關的議題（蕭衡

倩，2003 年 3 月 13 日）。此為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置入性行銷」的名詞，

而後由媒體界或學術界據以引用，成為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詞與概念。 

 

然而，在此之前，政府早已介入了新聞的產製，民國七十年代在中視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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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性節目「新聞眼」即接受新聞局經費補助製播，但當年除了重大政策宣

導之外，對節目的內容與製播干預並不深13。根據媒體的統計 2001 年及 2002 年

新聞局均曾編列預算委託電視台製播相關政令宣導的節目，其中不乏新聞及新聞專

題置入；例如，以「新聞雜誌」、「新聞專輯」、「新聞深入報導」等型態，包裝新聞

局政令宣導的節目，在九十一年度包括台視二季共 26 集【新聞風報】、二季【新聞

宅急便】，民視 13 集【台灣大國民】、以及年代新聞台 14 集【台灣全紀錄】等（陳

志平，2003 年 4 月 8 日）。 

 

在這一波置入性行銷的「採購」中，電視新聞儼然是政府的重心。根據台

灣採購公報網的統計，2003 年中信局的標案中，得標最多的五大媒體分別是：

東森、八大、年代、台視及民視，此五家媒體的得標金額都在數千萬元（見表

2-1）14。政府儼然成為媒體資本市場上最大的買方，媒體成為賣方。媒體不只

賣廣告時段，也賣綜藝、戲劇時段，更賣起了新聞。例如，交通部觀光局曾以

「政策專輯」為名義，買下華視新聞「晨間 20 則、午間 27 則、客語 10 則、晚

間 8 則及夜間 35 則」；華視晚間新聞也曾被新聞局指定播出教育部的「教育改

革專輯」，並在當晚的【四面八方】節目及隔日的晨間新聞重播；民視所屬與新

聞相關的談話性節目【坐南向北】、【關鍵政策】、【政策挑戰】及新聞雜誌【民

視異言堂】，在 2003 年也曾替九二一重建會、內政部、衛生署、…等單位政令

宣導；其中【頭家來開講】更以一集 15 萬的價錢，供政府「置入」政令宣導（羅

如蘭，2003 年 12 月 4 日；陳志平，2003 年 4 月 8 日）。 

 

                                                 
13 早期的主持人與製作人是胡雪珠，筆者當時曾參與該節目製播，每集內容雖以新聞議題之深

入探討為主，但新聞局並非每集都過問，只有在政府需要宣導重大政策議題時，才會來電關切

與指示。 
14本表來自研究者於工作中所得之資料，業界可經由訂購取得「台灣採購公報網」資料，此網站

部份內容並不對外公開；此標案中細項十分繁複，置入性行銷的形式很多，新聞只是包含在標

案中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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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03 年政府委託中信局招標之置入性行銷經費估計 

招標單位 得標單位 得標金額（千元台幣） 

中央信託局購料處 東森 402,980 

中央信託局購料處 八大 283,630 

中央信託局購料處 年代 161,100 

中央信託局購料處 台視 242,120 

中央信託局購料處 民視 272,850 

合計  1,362,680 

 

新聞局雖然於 2005 年宣示不再於標案中執行置入性行銷（姚文智，2005）

，但是，置入性行銷並沒有從新聞中消失。尤其，在中央政府的率先帶動下，

這幾年地方政府辦大型活動時，也都會編列預算公開招標，使活動內容置入新

聞中。投標媒體甚至有新聞從業人員當面承諾將來得標後如何調派時段、記者

及 SNG 連線來「配合」委託單位（吳統雄，2005 年 11 月 19 日）15。各部會仍

編列預算進行新聞置入的招標，例如：2007 年農委會林務局「96 年度農林業電

視新聞專題、塊狀節目及宣導短片製播」招標案，總金額為 1,950 萬，在廠商投

標廠商評選須知中明訂： 

 

播出則數：每週播出 7 天，每天 1 則，首播總計 365 則。 

播出長度：每則播出長度至少為 90 秒以上。 

播出時段：每天新聞時段播出，首播原則訂於晚間 18 時至 22 

時之黃金新聞時段播出 1 則，並於非固定時段及頻 

道重播至少 1 次以上。 

 

                                                 
15地方縣市政府編列預算進行新聞置入性行銷，在新聞同業間人人知曉，筆者因曾於業界服務，

對此亦有所接觸。其方式經常是 XX 博覽會或 XX 節舉辦期間，在某新聞台中播出三至五天以

上，開幕時常以 SNG 連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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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文建會的全年 650 萬、預計播出 366 則文化新聞的「文化資訊節目」

招標案中，亦明訂節目的播出時段需求為：「每天新聞時段『定時』、『定頻』播

出，每天首播固定為晚間 6 時至 9 時，並於其他時段重播至少 1 次」，且投標廠

商的基本資格是「經許可領有証照且目前已有製作播出新聞節目之無線電視事

業、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16。 

此外，就單一個案進行新聞宣傳上網招標者，亦已成為各部會的常態，2007

年 2 月 5 日，教育部長杜正勝原訂出訪南美洲的巴拉圭和秘魯，卻在事前上網

公告採購媒體製播標案，要求隨行採訪的電視台每家要製播八至十則新聞，由

民視和三立電視台以總價兩 238 萬 8 千元得標，平均一則新聞「要價」近十五

萬元。這項採購案並非以最低價者得標，而是採「徵選」方式，要求投標的電

視台必須送出包含「節目宗旨及目標」的「媒體服務計畫」，由委員評選排出

優勝序位，而教育部也會「適時提出部分主題及簡要內容」供節目製作之用（薛

荷玉、江聰明，2007 年 2 月 5 日）。  

 

政府機構用納稅人的錢把政令宣導「置入」新聞中，引起學界強烈的批評，

認為此舉已違反了台灣現行法規所謂「廣告與新聞」分離的原則（翁曉玲，2003

年 3 月 15 日）；更重要的是新聞的社會角色從監督政府變成了服務政府，背離

了新聞的客觀、獨立與自主。 

 

（二）商業性的新聞置入 

 

政府帶頭以公開招標方式所進行的新聞置入，已經從中央到地方普遍使

用；更嚴重的是帶動了商業的置入行銷入侵新聞。 

 
                                                 
16 資料來源：台灣採購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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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視業務部經理洪坤榮表示17，2000 年以前這種廣告主要求置入新聞的件數

很有限，而新聞部門的抗拒程度也相當高；2000 年以後政府開始進行新聞置入

後，加上業界的景氣不佳，促使經營高層政策調整轉而鼓勵此作法，甚而為主

管們訂定業績額度，使得新聞置入的作法變得更有彈性。18 

 

廣告主為什麼對於新聞置入擁有高度興趣？凱絡媒體服務公司副總經理黎

創富及公關業者廖炳勳也承認，雖然戲劇、綜藝節目已經可以置入，但產品要

有公信力，就要搭配新聞的專題置入，或是讓廠商以意見領袖的身分接受訪問

（林照真，2005 年 2 月）。筆者過去任職於媒體時，即負責業務配合之窗口，經

常協調新聞部配合業務部承接之廣告專案，要求新聞部同仁進行相關採訪。通

常這種專案約有數百萬預算，電視公司把廣告檔次及秒數、替對方拍攝宣傳片、

及新聞配合採訪等全部涵蓋進去，並在企劃案中強調「獨家提供，無線超值」

等字樣。曾任台視業務部經理及華視副總經理的高武松即表示19，這種型態的業

務推廣已是現在電視台的常態，往往可以為公司每個月增加千萬以上的收入。 

 

三、新聞置入發展的背景 

 

    如前所述，置入性行銷在新聞上的運用，應在 2000 年前後開始普遍，為什

麼這個時間點導致政府採用此法？新聞界又接受用錢來交易新聞呢？以下將從

政治與經濟兩個面向予以探討： 

 

（一）政治力的鬆綁後國家機器再介入 

 

                                                 
17 洪坤榮曾任職中視業務部 15 年，從基層營業員作起至副理；本談話乃接受研究者訪談。 
18 研究者任職期間新聞部採取較開放的態度來接受置入性行銷，亦源自於 2000 年後，經營高層

甚至下達業績令，給予每個二級主管每年的「業績額度」，本人分配到的是一年 200 萬元。 
19 研究者訪談時任華視副總經理的高武松所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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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台灣媒體雖大都是商業營運模式，但是，受政治力的影響一直存在。

國民黨自民國三十八年敗退來台，國際政治局勢不穩的內憂外患下，政策上宣

布實施戒嚴，對大眾媒體也以黨政軍三頭馬車實施控制，新聞內容更是常常受

到政治的干預，尤其是廣電媒體充其量只是國家機器的意理喉舌（李金銓，

1993）。威權體制下的國家機器，常透過意理教化，灌輸「反共」、「國家安全」

等意識形態；並制定法令、影響媒介組織人事、進行情治監控及下達編採指令

等方式，來進行新聞的產製控制（陳順孝，2003）。 

 

    民國七十六（1987）年解除戒嚴、1988 年廢除報禁後，政府對於報紙的控

制逐漸解除，市場上除了《中國時報》及《聯合報》大報之外，《自由時報》也

於當年創刊，以不同的意識形態、不同立場的經營方式，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

地；2003 年五月香港《壹傳媒》來台創立《蘋果日報》，台灣的印刷媒體言論逐

漸擺脫政黨的控制，鼓吹台灣獨立、批評國家元首等言論，已不再是報紙的報

導禁忌，呈現較多元的面貌。 

 

    然而，政府對廣電媒體的控制卻並未隨著解除戒嚴而鬆綁，無論是頻道資

源的控制、所有權的掌握，1990 年以前的台灣，仍然是黨政軍所控制的台、中、

華三家無線電視台獨佔的天下，以文工會為主的政治力對新聞的介入仍然十分

常見，筆者於 1988 年進入電視新聞界，亦曾經歷過黨政高層干預新聞的時期，

最明顯的是 1990 年後隨著李登輝政治權力逐漸穩固，國民黨高層指示三台晚間

新聞頭條必播李登輝總統的相關新聞20，「澄社」於 1993 年出版《解構廣電媒體；

建立廣電新秩序》一書，集結十位傳播學者進行慎密的研究與分析，呼籲政府

重視廣電媒體結構壟斷的問題，促使台灣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20 1993 筆者升任中視採訪中心副主任負責新聞調派與編輯台編務，當年即接到指令所有新聞必

以李登輝為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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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九十二（2003）年 12 月 9 日，廣電三法在立法院三讀修正通過，明

訂政府、政黨、黨務、政務與選任公職人員等，不得投資廣播與電視事業，政

府、政黨須在廣電三法公布施行後二年內退出投資，解構廣電媒體的呼聲才算

落實21。但台灣的廣電媒體在 1994 年政府公布實施有線電視法，使得有線電視

合法經營後，有線電視新聞台一一成立，逐漸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1997 年

民進黨人士掌控的民視開播，台灣的電視新聞已經步入百家爭鳴激烈競爭的時

代。根據《中華民國廣告年鑑》22的統計，1998 年五大媒體的廣告市場分配比例，

無線電視仍有 36%，有線電視佔 21%；然而到 2000 年無線電視下滑至 22%，有

線電視則上升至 30%（見圖 2-3）。

 

圖 2-3：1998 年至 2007 年五大媒體廣告佔有量比例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第 17 輯、19 輯及 20 輯；研究者自行製表） 

 

再由 A. G. B.Nelson 收視率調查的資料顯示，1997 年有線與無線的收視比為

                                                 
21

中視於 2006 年完成股權轉移、台視於 2007 年完成釋股、華視於 2006 年公共化，黨政軍形式

上退出對媒體的影響。 
 
22 目前廣告收入所能引用的公開資料均以《動腦雜誌》及《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為主，其數字

與業界的實際數仍有差距。但《動腦雜誌》歷年的統計出入較大，《中華民國廣告年鑑》雖也有

每年數字變動不盡相符的情形，但仍較《動腦雜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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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比 50%，但 2000 年以後兩者的比例逐年拉開，由 43%比 57%提升到 2007

年的 21%比 79%（見圖 2-4）。隨著有線與無線電視在市場的消長，政黨能控制

的範圍已不若過去這麼大，商業力的競爭反而是主導內容的關鍵。 

 

 

圖 2-4：1997 年至 2007 年無線與有線電視收視率比例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廣告年鑑》19、20 輯；研究者自行製表） 

 

2000 年政黨淪替後，言論市場進入了一個新的局面，民進黨執政後政黨所

能控制的電視台只有台視與華視，中視的大股東是國民黨，自然扮演了「監督

政府」的反對角色。此時，無線電視在市場上的優勢已不再，政黨的控制能發

揮的效應不如過去；有線電視的廣告市場佔有率持續上升，從 2000 年的 30%到

2002 年以後的超過 40%，但有線電視台並未有政黨持股，加上商業競爭激烈，

製作新聞的取向以利潤為考量，新的執政團隊想要介入媒體，企圖影響言論的

力量就不像國民黨執政時代這麼強大了；再加上毫無執政經驗就任之後，急欲

取信於民，利用媒體宣傳就更為迫切。 

 

民進黨政府在此時以置入性行銷來進行政令宣導，企圖用金錢「買」新聞，

自有其歷史因素，而 2000 年的媒體生態與經濟環境也給了民進黨政府進行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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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此時的國家機器藉由經濟為誘因，介入新聞內容的產製，媒體在生存

的壓力下，紛紛棄守專業轉而接受「服務政府」的任務。現在，置入性行銷成

為一種新型態的政治干預與控制，用金錢來達到政治的目的。 

 

 

（二）經濟外力的衝擊 

 

如前所述新聞置入並不是新興現象，它與媒體本身的財務及盈虧息息相

關。有線電視台興起之初，即有業者採用這種操作方式來爭取更大的預算，但

2000 年以前，有線電視仍非市場主流，其影響力亦不受重視。1996 年文建會即

曾以推動文化資訊傳播為名，上網公開招標製播文化新聞，得標的即為民視新

聞，次年為環球新聞，其他無線電視台並不在乎此區區數百萬元的預算，參與

熱度不高23。 

 

2000 年以後外在經濟景氣下滑，市場競爭愈來愈激烈，造成媒體的營收有

了較明顯的板塊移動，無線電視不再是獨佔鰲頭、報紙也不再有優勢。就整體

廣告量而言，市場也呈現了萎縮的現象，自 2000 年到 2007 年傳統的五大媒體

（有線及無線電視、報紙、廣播及雜誌）的總廣告量約衰退了 169 億（見表 2-2），

有線、無線及報紙等三大媒體，在分配的比重上，產生很大的變化：無線的市

場佔有率持續下降，從 2000 年的 130 億元一路下滑至 2007 年只剩 40.94 億元；

有線在 2003 年以前持續成長，而後也呈現衰退，2007 年時已較 2003 最高峰時

下降了近 105.8 億元；而報紙在 2000 年後的八年內也萎縮了 50.78 億。2004 年

後新興媒體如戶外媒體、活動行銷、展場廣告及網路等，在廣告量上均有大幅

成長，也使得傳統的五大媒體廣告受到影響。 

                                                 
23 訪談負責此業務之前文建會二處處長林登讚，當年民視剛開台節目收入並不理想，非常需要

這種業外收入來補其營業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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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996 年至 2007 年五大傳統媒體廣告總量            (單位：億元) 
 1996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TV 182.75 221.35 130.02 115.6 98.17 87.86 56.91 43.53 41.25 40.94
Cable 60.31 126.97 176.68 161.44 223.6 246.28 181.93 166.78 149.06 140.48
NP 128 211.57 187.46 164.14 125.38 151.21 180.96 155.47 147.71 136.68
Mag 39.87 58.87 72 65.1 66.16 75.69 63.95 65.45 63.59 64.45
Radio N/A N/A 23.1 22.2 25.22 26.92 34.62 30.76 39.66 37.71
OD N/A N/A N/A N/A N/A N/A 27.17 28.33 36.62 33.51
Total 410.94 618.76 589.26 528.46 538.54 587.95 545.54 490.32 477.89 453.77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第 17、19、20 輯；研究者自行製表） 

 

就報紙而言，1991 年的閱報率有 75.1%，1999 年下降至 62%，2003 年起只

剩下 50%，2007 年跌破了 50%只剩 44.8%（見表 2-3）；影響所及就是廣告收入

大不如前，報紙走下坡，造成不少媒體組織內部人員減縮、裁併；抑或停刊，

如 2001 年中國時報裁撤中南部編輯部門，1999 年 1 月 21 日《自立早報》停刊、

2006 年《中時晚報》及《民生報》也相繼停刊。2002 年報紙整體廣告收入衰退

15%~20%，迫使報紙必須尋求跨媒體行銷專案來爭取更多的業績，有些報紙不

得不逐步開放廣告版，包括頭版報頭旁、第三版或第五版等都成了熱門廣告版

位（動腦雜誌，2003 年 7 月）。2004 年以後報紙的整體廣告收入雖有成長24，在

五大媒體中又站回了 30%的比例，但是，2007 年收入的總量與 2000 年相較，仍

然是萎縮的，下降了 50.78 億元（見圖 2-5）。 

 

表 2-3：報紙歷年閱報率 

年 1991 1996 1999 200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閱報

率 

75.6% 71.2% 62% 57.0% 50.8% 49% 50% 45.8% 44.8%

                                                 
24 根據《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的分析，2004 年報紙廣告的上升乃是受到蘋果日報創刊的影響，

該報以讀者導向的採編方式，使發行量上升，帶動了廣告主投入較多的廣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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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廣告年鑑》9、17、20 輯；研究者整理製表） 

 

 

圖 2-5：1998 年至 2007 年報紙廣告收入的曲線圖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第 17、19、20 輯；研究者自行製表） 

 

 

就無線電視來說，2000 年以後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的市場佔有率差距拉

大。根據動腦雜誌（2003 年 7 月號）的統計，2002 年是台灣電視史開播 40 年

來一個特殊的年份，老三台的台視、中視及華視首度出現同步虧損的窘境，至

2006 年止這種營收遞減的現象並未停止（見表 2-4）。 

 

表 2-4：無線四台 2001 年至 2007 年廣告營收推估表 

年度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台視 21.00 16.00 16.00 21.08 13.0 11.7 12.28 

中視 25.25 22.94 20.20 18.15 15.0 12.75 13 

華視 24.00 19.50 19.00 17.10 11.09 9.42 10.1 

民視 21.97 22.33 21.40 21.40 21.6 19.4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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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料來源：《動腦雜誌》，2003 年 7 月；2005 年 5 月；2007 年 7 月；2008 年 6

月；本研究整理） 

 

雖然相較於報紙及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的廣告量在 2003 年以前均有成長25。

但有線頻道的競爭激烈，經營面的業務操作更具新聞廣告化，也是獲取利潤的

方法。有線電視聯誼會理事長鄭資益表示，有線電視成長的原因是，第一，整

體收視成長，第二，有線電視為客戶量身定做的專案很多，每一年都在成長，

簡單來說，客戶原本有一千萬預算，要分配給各種不同的媒體，剛好有一家有

線家族去提一個專案，談下六百萬個案，本來客戶在有線電視只放三百萬的預

算，談成後就拉高到六百萬，無形中就多拿了預算（動腦，2004 年 2 月：43）。

置入性行銷大受歡迎，「夠厲害的話一個月可以賺上千萬的專案收入」（動腦雜

誌，2005 年 2 月: 25）。 

 

例如，民視能有效利用有線與無線頻道的雙重優勢，同時供新聞與戲劇時

段置入議題，就成為政府及廠商相當重視的媒體資源（林照真，2005）。2002 年

東森行銷的整合性案例，即是透過一到二分鐘的新聞專題報導及跨媒體的廣告

宣傳，和縣市政府合作，介紹當地美食及觀光景點，並與政府網站連結，邀請

各地縣市長在東森購物台現場 live 播出，促銷當地農特產品，而縣市長政績更

可透過網站、新聞報導，廣增各縣市府知名度，並透過網路及活動與民眾互動

（動腦雜誌，2002 年 2 月: 35）。 

 

經濟面的影響造成新聞專業堅持的鬆動，此時適逢政府釋出了 11 億元的置

入性行銷「利多」，因而引發了媒體界的爭奪「置入大餅」；廣告商及代理商也

                                                 
25 根據《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的統計，有線電視的廣告在 2004 年以後逐年下降，但根據《動腦

雜誌》的分析，有線電視的廣告應在 2005 年以前都有成長，其後才走下坡；兩者的分析與數據

不盡相同，本文以《中華民國廣告年鑑》的數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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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此種方式亦可強化廣告效果，對媒體提出的要求也愈來愈多。各家媒體

均開始成立專責部門進行專業操作，為公司爭取更大的業務及預算（黃國師，

2005），媒體機構中「專案中心」、「整合行銷」及「行銷開發中心」等名稱不一

的組織應運而生，均是為了投入更多人力製作精良的企劃案，向商業客戶提案，

亦或標得公家機構的標案。以華視為例，政府標案的金額在 2003 年有 5,323 萬

元，2004 年成長至 6,229 萬，2005 已達 1 億 1,996 萬元26，2006 年以後因公共化，

在自律的大前提下主動放棄接受任何形式的新聞置入，故而未從此管道賺取如

此大規模的金額。 

 

三、新聞置入的形式與客製化規格 

 

鑑於新聞置入的有利可圖，置入的形式也有所不同。蔡樹培（2006：5）認

為，電視新聞的置入分成四種形式： 

1. 策劃報導：代理商直接贊助某一電視新聞雜誌節目，作一項專題報導，詳細

介紹產品的品質、功能、特色，或是產品生產的過程，乃至於產品使用者的

體驗等。在報導內容中，企業主管可能以發言人的角色，針對產品做輔助性

的介紹。 

2. 與公關活動搭配：記者錄製或現場報導產品的上市或說明會等活動，在新聞

報導中直接露出產品活動的畫面。往往這些活動畫面具有相當醒目的聲光效

果，可供多重角度的拍攝，或請來名人在活動中發言或表演，以強化新聞性。 

3. 新聞話題置入：電視主播報導一項新聞話題時，用某一產品品牌作例子，將

這個品牌與新聞話題結合，此一手法也可能會報導一些其他的的相關品牌，

以表現平衡報導的樣貌，而骨子裡卻是只以某一產品品牌為主題。 

4. 談話性節目置入：在各類電視新聞談話性節目中，主持人與來賓都可能不經

意地提到某個產品品牌，描述他們使用這個品牌的親身體驗，或由主持人與

                                                 
26 華視內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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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賓共同討論。 

 

此外，為了配合廠商的需求及便於「販售」，各家媒體也進一步將新聞視「商

品」，予以規格化或客製化。商業行銷機制中的所有可能均出現在新聞中，如「買

一送一」：「買廣告送新聞」，「買一則新聞送一次重播」等（林照真，2005）。都

使得新聞成了一種準商品，在市場上有相當的議價空間。 

 

    無論是從蔡樹培的置入形式分析，或是目前相當零散的論文中都提及新聞

是可議價的商品，只能窺見新聞置入性行銷的部份面貌，仍然無法更深入地了

解實務界對於新聞置入行銷上的運用。蔡樹培的分類前兩者乃就置入的來源而

分類；後兩者則就內容呈現而分類，似乎無法全然涵蓋新聞置入的形式與類別；

因為，來源本身有其政府類與商業類的不同，不同的來源性質在置入的要求上

是否會有差異？就內容呈現的形式而言，「話題置入」或「談話性節目置入」兩

類亦無法窮盡目前的新聞置入形式。 

 

    置入性行銷在新聞上的運用，一般外界的理解都是「花錢買新聞」，事實上

多年來業界為了執行置入性行銷，已發展出一套操作方式，這套操作方式為何？

代表了什麼樣的意涵？過往的研究並沒有有系統地予以收集和分析。因此，本

研究嘗試藉以為此建立有系統的資料與記錄，相信對於了解台灣的新聞置入行

銷發展及對實務面的影響將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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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置入性行銷新聞的特性：廣告主導向 

 

    在分析完了置入性行銷、新聞廣告化的發展歷程，及其在台灣特殊的時空

背景下，將置入性行銷的概念引進新聞產製後，本節將進一步釐清幾個看似模

糊又相關的概念：市場導向新聞和新聞置入性行銷在內涵是否有差異？ 

 

一、市場導向新聞的內涵 

 

    本地在討論新聞置入性行銷的幾篇文章中，都會引用市場導向新聞的概

念。誠然市場導向（market-driven）或讀者導向（reader-oriented）新聞，自 1980

年代起衝擊著美國新聞界，市場競爭、利潤降低是主要原因。 

 

McManus（1994）在《市場新聞學：公民自小心？》（Market-based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一書中指出，市場導向新聞應追溯至 1960 年代晚期的電

視地方新聞，地方電視台發現他們如果聽取一些媒介研究者，亦即作秀專家

（show doctors）的建議，經由精巧的設計以吸引廣大觀眾，那麼新聞就可以同

時滿足聯邦通訊委員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又能獲得極大的利潤。地方電視新

聞和報紙最大的不同是，他們並沒有傳統新聞的束縛，反而可以放手創新，結

果創造出一種更關注大眾需求的新形式新聞，有別於傳統報業新聞所強調的公

共價值。在 1980 以前，美國三大電視網及報紙仍然堅持傳統的新聞價值，提供

公眾一種不同於地方電視新聞的選擇，但是隨著地方新聞愈來愈受歡迎，獲利

情況愈來愈好，傳統新聞逐漸下滑，包括主流媒體如《紐約時報》及 CBS 新聞，

也難免受其影響（McManus, 1994: 6）。 

 

    在 McManus（1994；1995）的研究中，市場取向的新聞重視娛樂化、瑣碎

化，低成本高獲利成了主要指導方針，不重視有深度的調查性報導，致使娛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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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業間的界線也愈來愈模糊了。 

 

就報紙而言，Stepp（2000）即指出，1964 年平均的閱報率，18 歲以上的成

人有 81%，1970 年代起閱報率持續下降，至 2001 年時只剩下 54%；廣告大餅被

其他媒體分食的情況日益嚴重，因而迫使報社進行一連串改變以吸引讀者。曾

經身為資深新聞工作者的 Underwood（1988）由於自身經歷過報業新聞室的變

革，更加關注這個議題，並以報紙作為研究的主題。他發現 1970 年代以降，美

國報業在發行量下滑的低迷中，為吸引讀者以求取利潤，引進了 MBA 的管理方

式，使編輯愈來愈像經理人，市場調查等方式在編輯室內的新聞決策中愈來愈

佔上風，注重市場需求的報紙則規劃、包裝妥當，內容依讀者意見調查的結果

調整，給「讀者想要的」、「吸引讀者」等觀念嚴重衝擊著傳統的新聞理念

（Underwood, 1993／林添貴譯，2000）。這種「讀者導向」的報紙，為了吸引讀

者，會採用「友善讀者」（Reader freindly）的編排方式，例如，用大量的圖片及

視覺版面設計、圖表等，幫助讀者閱讀，反而縮減了新聞文字的內容（Beam, 

2003）。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的新聞專業自 1980 年中以來，正在歷經一場本質的改

變，亦即傳統記者依同業及道德界定何事具新聞價值、如何報導；現在已變成

了「以服務市場為基礎」的新聞學，新聞的定義從「我們決定什麼是新聞」轉

變為「讓觀眾決定什麼是新聞」。其結果是：新聞成為一種「商品」，觀眾成為

「消費者」而非「公眾」（McManus, 1994,1992）。 

 

無論是「市場導向」及「讀者導向」關切的都是新聞內容的改變及其爭議，

例如：Beam（1998: 3）認為它至少有三大缺失：（1）不強調嚴肅內容，轉而只

報導瑣碎無聊、娛樂資訊；（2）損害機構中新聞與商業運作之間新聞倫理的防

火牆（fire wall）；（3）報導公共事務減少，無法實踐新聞業對民主社會應有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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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台灣的媒介競爭激烈，也不免走向「市場導向」的新聞特質。過去幾年，

不少研究都在探討「市場導向」下的新聞走向娛樂化（張耀仁，2002），也有從

單一新聞事件的報導個案分析（鍾起惠，1998）；蘇蘅等人（2000）則從更大的

歷史架構中，分析民國七十七年至民國八十八年，台灣報紙受市場法則影響的

轉變，發現：報紙為了適應內外在環境變化而調整版面，歸結出三種特色：（1）

報紙增張改版，擴增新聞與非新聞版面，以吸引更多元的讀者；（2）重視視覺

效果，重新設計版面（3）各報改版亦步亦趨，彼此模仿移植。 

 

市場導向新聞或讀者導向新聞強調的是，市場需要什麼樣的新聞，讀者喜

歡什麼，就給讀者什麼樣的新聞，而不論其新聞最終服務公眾，作為公共論壇

的宗旨為何。McManus（1994: 4-5）、Beam（1998）及其他學者如蘇籲機（1997: 

217）都沒有全盤否認它的價值，認為以讀者為考量的新聞產製，新聞界仍然有

追求好新聞的動機；可以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也可以減少編採人員處理新聞

的偏見等。其產製過程雖唯市場、讀者是問，但是，編輯室內仍保有相當的自

主性。然而，置入性行銷的新聞在內涵上卻未必如此，不盡然能用市場導向的

理論意涵來解釋，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其特性，再提出新的視角與觀點。 

 

 

二、新聞置入性行銷特性：廣告主導向 

 

台灣 2000 年起新聞置入性行銷的普遍使用，引發了更多比「市場導向」或

「讀者導向」更值得關注的議題。國內的新聞走向受市場法則的影響，似乎已

不單純只是「市場導向」，更進一步摻雜了「廣告主導向」的產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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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性行銷在性質上與市場導向或讀者導向新聞內涵不盡相同，置入性行

銷是新聞廣告化的變形，陳炳宏（2005: 223）稱其為「新聞專案」，即泛指廣告

主（政府機構與民間企業）或廣告代理商出資購買或以其他付費方式取得媒體

新聞時段，來播放其要求的特定資訊或內容，亦即廣告化新聞。如前所述，市

場導向新聞雖強調市場對新聞內容的影響，但基本上仍然是以讀者或閱聽大眾

「想要的內容」為產製的出發點；但是，置入性的新聞則不見得是以閱聽大眾

為主，它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廣告主。  

 

因此，置入性行銷的新聞內涵不應該只單純從「市場導向」或「讀者導向」

觀之，因為「廣告主」的主導性可能勝於「讀者」與「市場」，應可稱之為「廠

商導向」或「廣告主導向」的新聞模式。此種新聞的產製閱聽大眾並非主要考

慮因素，而是廠商或廣告主喜歡什麼，希望生產什麼樣的新聞，就生產什麼樣

的新聞來滿足出錢者的需求。甚至在生產的過程中，廠商或廣告主的意見可以

介入其中。 

 

   更進一步地說，廣告主導向新聞在本質上比市場導向新聞更具「商品」的特

性。McManus（1992: 788-789）曾用圖 2-6 說明了新聞這種「商品」（commodity）

在市場上如何被交換。他認為：消費者因獲取新聞供應者提供的資訊，而付出

了注意力或金錢，新聞機構再將這種閱聽人的注意力販賣給廣告商（它們可能

是收視率或是閱報率），而這種注意力在商業社會中是非常值錢的。因此，新聞

也成了一種可以買與賣的「商品」。 

 

以廣告主為主的置入性行銷新聞，更具有雙重商品的本質。第一重是上述

McManus（1992）所提及的「資訊／注意力」與「金錢／公眾注意力」的商品

交換價值；第二重則是它本身（新聞資訊）就是一種實質的商品，被量身打造、

被制訂價格、被設定主題，專為特定目的（政治或商業）進行的說服傳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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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社會大眾所賦予新聞的公信力，來影響消費者或閱聽大眾的認知、態度與行

為。 

 

 注意力／$ 

Attention/$ 

 公眾注意力 

Public attention 

 

新聞消費者 

News 

consumers 

新聞供應者

News 

providers 

 廣告主 

Advertisers 

 資訊 

information 

 $  

圖 2-6：新聞作為一種雙元商品被交換的形式（McManus，1992: 200） 

 

      

 由此觀之，市場力對台灣新聞產製介入的現象，已經不單純是傳統市場導向

新聞學所假設的「讀者（觀眾）」即「市場」、以讀者（觀眾）想要的為產製依

歸等概念可以予以解釋，置入性行銷新聞的廣告主導向特性使媒體將閱聽大眾

視為次要，而以出錢贊助的廣告主喜好為產製內容的優先考慮。這樣生產出來

的新聞內涵為何？實有必要進行更系統性的分析，才有助於我們對新聞置入性

行銷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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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置入性行銷與媒介組織常規 

     

如前所述，置入性行銷的特性乃允許出錢的廠商干預新聞內容的產製，對

於標榜獨立的新聞組織無疑是個衝突。要深入了解廠商如何干預新聞產製進而

影響新聞內容的轉變，必須從媒介組織的相關研究中予以分析。 

 

一、媒介組織對新聞內容的影響 

 

媒介組織對於新聞內容的影響，多年來已有相當多的研究。Sigal（1973）

即指出，新聞的生產不是在真空中進行的，它是一種共識的形成（consensus 

formation），媒介組織中的成員在共同的價值脈絡下，選擇了某些事件成為新聞。 

 

Shoemaker & Reese（1996）在《Mediating the Message》一書中，以五個層 

次的架構來分析影響媒介內容的因素： 

第一層是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個人的態度、價值觀、信仰及專業背景與 

經驗。 

第二層是媒介常規層次（media routines level）：指媒介組織運作時所形成的常 

規，便於應付一些可預測的新聞事件之採訪。 

第三層是組織層次（organization）：媒介組織如何經由控制產生守門效果。 

第四層是媒介外層次（extramedia level）：亦即來自於閱聽人與廣告商的影響。 

第五層是意識形態層次（ideological level）：係指社會意識形態對媒介內容的影 

響。 

 

這兩位學者並把這五個因素用圖 2-7 來表示，在圖中顯示每一層的影響是 

由內而外，愈來愈大愈來愈複雜。兩位作者其實是在提醒我們，媒介內容的產

出，主要受組織內外環境的影響。但 Shoemaker & Reese 似乎更看重媒介組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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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影響，他們認為：媒介內容是組織的產物，它影響著個人及常規（routine），

傳統的媒介研究者視守門 

 

              圖 2-7：媒介內容的影響（Shoemaker & Reese, 1996: 64） 

 

過程為線性的，但事實上，應把組織視為一個整體，守門過程是個複雜的整體

過程，很多複雜的新聞決策，都是由團體、一群人所決定，所以，守門的過程

非個人與個人的行為決策，而是整體組織的決策，因此，有幾個問題必須思考： 

1.組織的角色為何？ 

2.組織如何被結構的？ 

3.政策為何？如何被執行？ 

4.這些政策如何被強制執行？ 

 

    1970 年代以降的媒介組織研究，都指向組織對內容有不可忽視的影響

（Bantz,et.al, 1980; Sigal, 1973; Soloski, 1989）。這和 Weaver & Wilhoit（1991: 25）

的主張十分吻和，他們認為，記者的個人的年齡、性別等人口學變項，對新聞

意識形態層

媒介外環境層 

媒介組織層

媒介常規

層次 

個人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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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內容的影響，遠不如來自組織常規與限制。兩位學者延續了 20 年前

Johnston 等人在 1970 年代所做的美國新聞人員的調查，發現美國社會愈趨多

元，記者的各項特質也呈現出多元面貌，但組織對記者的影響力仍不可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Shoemaker & Reese 兩人花了相當大的篇幅分析組織中的常

規對於媒介內容的影響，他們顯然認為，常規在組織與個人的互動間扮演了相

當重要的角色，常規也是促使組織中的個人，達到組織預期目標的重要工具。

要了解新聞內容的改變，就得先從組織常規著手。 

 

二、媒介組織與新聞常規 

 

媒介機構是個龐雜的組織，和所有的公司行號一樣，為了達成組織的目的，

必須進行分工，平行單位如業務部門、新聞部門、節目部門等，即便在新聞部

門中，也有著科層組織的特性：明確的指揮系統與分工制度。以電視台而言，

有負新聞全責的新聞部經理、有中階層的主管負責採訪調度（採訪主任）、負責

編輯製作（製播中心主任）及各節新聞製作人；基層工作人員則指記者及編輯。

為了使組織內的工作能順利且有效率的完成，常規的建立十分重要。 

 

（一）常規的理論源起 

 

常規（routine）的探討有兩個不同的理論取徑。其一為組織理論取徑，其二

是媒介組織研究中所採用的社會學觀點取徑。關於組織理論的常規討論將留在

後段再進一步討論，以下先談在媒介組織研究中所討論的常規。 

 

社會學者在討論人與工作的關係時，認為組織內常規化（routinization）使

工作得以獲得控制（control）。人在工作的場域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也隨時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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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解決問題的情境，因此，會透過一連串的機制來控制工作的流程及可完成的

工作量，使工作順利完成。Hughes（1958）在其經典著作《Men and their work》

中指出，工作可分為例行性（routine）的或緊急性（emergency），例行性的工作

解決工作場域中的一般性問題，可增加人對工作的支配感，對於這類工作情境

的問題解決深具信心；但是，無法用例性的常規解決時就會造成緊急情況，緊

急性的工作是非尋常的、很少發生的獨特問題，如果我們要將緊急狀況也能處

理得沈著泰然自若，那就得設立一種常規機制，使其能確保控制緊急狀況。這

個概念也可應用在突發性、非預期的緊急事件上，例如：火災、法律訴訟、醫

療行為等，似乎都有其常規可循（Tuchman, 1973）。這也是 Tuchman 在提出媒

介組織常規化所據以引用的源頭。 

 

    與消防人員、醫生等行業相較，新聞工作每天所面對的變動與非預期性事

件亦不遑多讓。Tunstall（1971）稱新聞部門的工作性質為「非常規性」

（non-routine），意指在日常工作中，它所遭遇到的例外事件或突發事件比其他

部門來得多。為了處理這些突發的例外事件，媒介組織中的新聞作業（從採訪

到製作的過程）也必須予以「常規化」（routinized）。Tuchman（1973）認為，媒

介組織不可能毫無系統地處理這些非預期的事件，它必須加以分門別類，把這

些事件與因應的方式加以常規化，才能應付新聞的突發特性。 

 

（二）新聞常規的特色 

 

常規既是新聞產製作業中不可缺的一環，那麼，常規是什麼？Tuchman 雖

然在 1970 年代把這個概念用來解釋媒介組織的運作，但她並沒有把這個概念

說得很清楚；反倒是 Shoamaker &Reese（1996: 105）為它下了一個比較明確的

定義：媒體常規是指媒體工作者在工作時採用的一套模式、慣例及重複的行為

或型態，它是他們工作時所依循的脈絡，使媒介工作者在常規中執行任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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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常規完成他們的工作，就某種程度而言，也是他們在媒介組織工作的限

制。新聞室內的常規又有何特色呢？Tuchman（1978）認為常規的建立有幾個

特色： 

1.就採訪新聞而言： 

在有限的空間條件下，採訪新聞像是個撒網捕魚（news net）的過程，而

非地毯式的搜尋，新聞組織會有路線的設計，而且常依賴官方單位。 

2.就新聞的分類而言： 

為了配合新聞作業的節奏（rhythm of newsmaking），新聞組織必須善於規

劃時間，一方面遵守政府辦公時間採訪，所以下了班之後的事件，除非極為重

大通常不會被採訪，此外，也因此而將新聞類型化（如：硬性新聞及軟性新聞），

以便於資源的安排與調配。因此，常規化在某種程度上也定義了新聞，不在常

規內的事件很難成為閱聽人眼中的新聞。所謂的新聞其實正是 Tuchman（1973: 

111）所形容的「在常規的基礎上非預期的事件」（unexpected events on a routine 

basis）。 

3.就報導的方式而言： 

因為記者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來証明他們所獲取的資訊是「真相」（truth），

因此，客觀性的報導就成為抵擋外界批評很好的策略。Tuchman（1972）稱此

為儀式性（ritual）的策略。記者會傾向於依賴官方及專家成為消息來源。儘管

非尋常事件發生，記者仍然依常規運作來採訪報導它們。因此，新聞工作者發

展一致的策略來處理緊急事件，如災難及其他非預期事件，如此才能符合組織

常規的需要。 

 

過去的研究大半依循著 Tuchman 提出的概念，對新聞組織及報導策略進行

分析，例如：新聞報導客觀形式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認為，客觀性的策略可

以使記者擁有自主權選擇新聞，也可以使媒體合法化（Gans, 1979；Hallin, 1989）， 

這些典型的常規容許官方描繪自己成為社會秩序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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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代以後，也有少數學者跳脫了 Tuchman 的常規框架，從產製的流程

來觀察電視新聞的產製作業的常規。Bantz 等人（1980）對於地方電視台的研究

提出「新聞工廠」（news factory）的概念，在新聞工廠內工作分成五大塊（large 

pieces）：提出新聞線索、採訪工作調派、採訪獲取新聞素材、統整新聞素材、

新聞播出；新聞作業依流程而行，使新聞的產製像個生產線（assemble line），每

個步驟的工作規則具有建制性（institutionalized）及自我強制性（self imposed），

這正是常規化的象徵，在此常規下新聞產製變得呆板而沒有彈性。 

 

Berkovitz（1992）研究電視新聞的常規如何處理突發新聞時，也以產製流

程的常規作為觀察的重點，再輔以類型化（Typification）常規特性的分析，發現

新聞工作者在面對這種非預期性的事件時（此研究以墜機事件為例），除了會自

動將新聞予以類型化之外，在新聞採訪到播出的產製運作流程中，也會將這些

突發事件予以常規化。 

 

這樣看來，新聞室所形成的常規，無論是新聞採訪與報導、甚或新聞產製

流程，都宛如一個結構，它框架了新聞工作的形貌，也在無形中形塑了記者的

專業態度，來作為執行任務時行為取捨的依據。例如，記者雖為二十四小時待

命的工作，但下了班後發生的新聞如果不是突發的重大事件，就不會成為版面

上的新聞；國慶日的慶祝活動，新聞組織行禮如儀地發展出一套採訪的模式：

中樞慶祝儀式、國慶慶祝大會、僑胞回國新聞、民間遊藝表演、民眾的感想等

等，每年的新聞取向幾乎一成不變；空難發生時，除了有救援的現場之外，還

要採訪家屬悲愴的場面、失事原因調查等。在此框架下的才叫做新聞，但框架

的本身也成了一種侷限與盲點，讓新聞工作的彈性變小，讓新聞內容有著某種

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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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maker & Reese（1996: 106）認為，任何一個組織都或多或少需要常規

化來增進其效率，新聞組織也不例外。每個守門者都要在常規中工作，透過常

規新聞得以標準化及建制化，使常規與媒介專業密不可分。 

 

    在 Shoemaker & Reese 的觀點中，媒介組織的常規是受三種因素的影響：媒

介組織、消息來源及閱聽大眾，常規必須在這三者之間求取平衡，其關係如圖

2-8。媒介組織常規的形成必須回答下列三個重要問題：（1）那些是閱聽人（消

費者）可接受的？（2）那些是組織有能力處理的？（3）那些素材（原物料）

是可以從消息來源（供應商）處取得的？ 

 

 

 

 

 

 

 

 

 

    圖 2-8：新聞常規的關係圖（Shoemaker & Reese, 1996: 109） 

 

這樣的概念似乎把早期 Tuchman 的想法更進一步地細緻化，並擴大了早期

對新聞常規的解釋與看法，他們綜合歸納了新聞常規共有下列幾項： 

（1）就閱聽人而言： 

為了使消費者能對這項產品有興趣，新聞的產製會發展出「新聞價值」判

斷的常規；為了取信於大眾，記者的報導會使用客觀策略，會採取倒金字塔的

寫作形式使觀眾易讀易懂，也會形成一種以觀眾為主的新聞價值作為選取新聞

 
媒介組織 

（製造商） 

消息來源 

（供應商） 

閱聽人 

（消費者） 

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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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考框架。 

（2）就媒介組織的產製而言： 

為了處理新聞有效率，新聞部門會發展出路線、新聞類型之分，會有截稿

的時間壓力，也會強調獨家與內幕、不同媒體間還會有相互依賴的關係。 

（3）就消息來源而言： 

新聞機構會依賴官方及專家作為主要消息來源。 

     

Shoemaker & Reese 對常規的看法，已經跳脫出 Tuchman 的框架，將常規從

社會建構論的觀點，進一步認為常規乃是媒介組織在內外環境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所形成的一種增進組織工作效率的機制。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

繼續探問：外在環境變遷使組織目標調整時，常規是否會隨之改變？又如何改

變？這些改變代表了何種意義？如果外在環境改變了，媒介組織的目標調整

了，那麼新聞組織如何因應變化而重新建立或修正原有的常規呢？這樣的修正

對新聞工作又有何意義？這個問題卻是 1990 年以來媒介組織所面對最重要的問

題。 

 

三、常規的變遷與調整 

 

    組織被界定成社會、正式的、通常也是經濟的整體，使媒介工作者得以製

作內容，它也界定了邊界區別誰是圈內的「自己人」、誰又是圈外人。組織通常

有明確的目標、由相互合作的部門組成，有結構性的科層組織進行專業分工，

並與其他組織相互競爭外在資源（Truow, 1984）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部份的媒介組織最主要的目標是經濟的，也就是要

賺錢，其他的目標則是建立在此之上，如製作好的產品、服務公眾、達到專業

的認同。很少有人把賺錢列為次要目標；然而，最引起關注的是，這種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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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目標如何影響了新聞內容？ 

 

    早在 1970 年代，媒介社會學家就已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1970 年

代以後，報業面臨了財政惡化的窘境，使得利潤考量愈來愈重，外在商業的壓

力嚴重影響了內容；這種獲取商業利益為優先的組織目標也成為編輯決策上的

限制（Sigal, 1973; Gans, 1979）。Sigal（1973）在研究紐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新

聞產出的組織文化時，即以「經濟上的限制」（economic constraints）稱之，他

認為新聞工作者很難在滿足讀者需求及廣告收益之間求取平衡，大部份的媒介

組織都想賺錢，但組織結構的本身就像是個橫在組織經濟需求與新聞工作常規

中間的柵欄或濾網，對新聞產製的流程與內容產生了種種限制，使媒介組織內

常為了資源不足而爭論。 

 

從組織理論的觀點來看，當外在環境變動大，不確定因素增加時，組織內

部必然會透過各種方式的調整，來因應環境需求獲取資源（Daft, 2001）。Cohen & 

Bacdayan（1994）也認為，外在環境與科技的引進，將會使得組織常規改變。

Bantz 等人（1980）也提及新聞常規受組織利潤導向的影響甚鉅，當公司高層對

於新聞節目、收視、銷售、形式等都感到高度興趣時，新聞的常規也隨之調整。 

 

因此，我們或可這樣認為：在媒體偏重市場法則的現象愈來愈嚴重時，媒

體的常規也會隨之調整。綜合 1990 年以來的研究，以下就兩個部份進一步說明： 

 

（一）、新聞室獨立之牆漸崩 

 

獨立自主的產製是新聞專業十分重要的元素，但在利潤導向的大環境中，

新聞室內的運作也隨之改變，最大的爭議在於採取了跨部門的工作團隊。

Shoemaker & Reese（1996）認為，1980 年代以來外在環境改變，「讀者導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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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興起，及 MBA 引進新聞室內的現象，在追求利潤的前提下，使得組織的決

策無可避免地必須和商業邏輯一致。原本媒介組織應該是確保新聞自主的，但

是，現在這道新聞與商業的牆已漸漸腐蝕，犧牲新聞自主成就商業利益已愈來

愈普遍。甚至有些報社編輯已願意成為兩者的橋樑，原本業務不相往來的新聞

部門與業務部門，現在兩者之間的整合與協調已常見。 

 

Beam 自 1996 年起對於報紙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對新聞機構的影響

進行了一連串的研究。他認為市場導向下的媒體必須學習如何了解他們的兩大

顧客：消費者及廣告商，因此，傳統由新聞專業者判斷何謂新聞的新聞產製及

決策，轉向由讀者需求來決定。為了進一步驗証市場力的影響，他在 1998 年的

研究中，引用了 Kohli 及 Jaworski（1990）所發展出來的評估組織是否具市場導

向的判準：（1）一個以上的部門從事消費者需求的研究；（2）部門間分享對

於讀者的了解；（3）不同部門參與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活動。他透過問卷題項

來收集新聞人員的意見，將樣本中的組織分成高市場導向及低市場導向。這份

調查向全美 215 個日報發出 893 份問卷，受訪者均是組織高層或具主管職的資

深編輯，這些人對公司的運作甚為熟悉。此研究共回收來自 182 個組織 406 份

有效問卷，回答率為 45.5%，組織回收率為 84.6%（Beam, 1998）。 

 

Beam 在這項研究中發現，傳統上新聞單位都企圖獨立決策，不受其他部門

的影響；但在市場導向的組織目標下，新聞的獨立自主已經受到影響。在問卷

中受訪者被問到該組織內跨部門的互動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市場導向高的報

紙跨部門解決組織問題、跨部門討論內容改變的會議、跨部門開會討論、及新

聞部門代表與廣告業務人員討論新聞內容等四種現象的頻率都高於市場導向低

的報紙。 

 

這也印證了 Undrewood（1993／林添貴譯，2000）批評：在向錢看的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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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下，報紙編輯部的組織結構起了變化，主事者對行銷倫理的信守，已經使人

看不清他們對新聞工作究竟持什麼觀點。市場壓力導致報業出現一種新品種的

編輯人，兼有編輯及行銷人員的特色。根據「報業一體」的觀念，報紙的編輯、

業務部門主管應協調合作，把報紙當作一個完整的產品行銷。 

 

1990 年代學者們所指出的現象，似乎愈來愈普遍，1998 年的美國的一項調

查也發現，在 192 家報紙中有 57%的行銷團隊中均有包含編輯部成員，編輯宛

如行銷人員（Coyle, 1998）。到了 2000 以後，Gade（2004, 2008）所做的一連串

研究更驗證了這個現象。首先，Gade（2004）在檢視這種市場導向趨勢對媒介

組織影響時，即特別指出這種跨部門合作已在美國各報社相當普遍，及它對組

織文化與記者專業性的影響。幾年後，Gade（2008）以郵寄問卷的方式訪問了

全美 274 位報紙編輯發現，大部份的編輯對於跨部門團隊整合製作新聞的方式

都能認同，而且都認為自己能在新聞部門與非新聞部門扮演好橋樑的角色。這

項研究顯示在美國報界已在進行組織變遷，而組織強調獲利也成為美國報社組

織變遷一個十分有利的預測指標。 

 

以《洛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為例，該報的跨部門團隊包含了廣

告、編輯、行銷及研究部門，希望能藉此達成更強的行銷共識。也因此該報引

發了實務界和學術界爭相討論的爭議事件：1999 年時報和史丹柏中心（Staple 

Center）達成協議在週日版製作專題，且由記者執筆，時報因而獲得了 2 百萬的

廣告預算；消息傳出後震驚各界，發行人針對此事件道歉，在三百名員工的連

署下，由普立茲獎得主的資深記者大衛．蕭（David Shaw）受命進行調查而落幕。

《洛杉磯時報》的作法也被質疑將使新聞與商業間的那道高牆消失（Borden, 

2000；Mitchell, 1999）。  

 

在《洛杉磯時報》爭議事件後，美國《編輯與發行人》雜誌（Editor &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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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全國的編輯與發行人進行調查，結果發現大部份受訪者雖譴責《洛杉磯時

報》的作法，但有 51%的發行人卻認為這種行為可以接受，但只有 19%的編輯

認可這種作法；而且大部份的受訪編輯和發行人都認為，新聞部與行銷部門的

密切合作，已是每日新聞工作的常態。這個結果顯示，傳統上新聞部門與業務

部門各自獨立的高牆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低矮、可親近（a low, approachable 

wall, made of glass）的玻璃牆（隨時可跨越、可打破）（Mitchell, 1999: 20）。 

 

（二）跨部門合作對內容產製的影響 

 

當新聞與業務之間的高牆倒下，區隔的邊界愈來愈糢糊時，新聞部門就更

難獨立掌握所要報導的內容。Courtin（1999）曾對 21 位記者和編輯進行深度訪

談的結果發現，自 1980 年中期廣告收入下滑後，業務壓力的確使得媒體內容產

生重大變化，題材和內容的選擇常依廣告大客戶偏好而作調整，結果發現有

41.8%的受訪者認為，廣告商偶而或經常給予新聞組織壓力，以報導他們所喜愛

的新聞。只有 2.2%回答此種現象從來不曾發生。 

 

Soley & Craig（1992）以郵寄問卷的方式訪問全美 250 家日報編輯，在回收

的 147 份問卷中發現，88%的受訪者回答廣告主曾企圖影響新聞內容，71.4%的

編輯認為，廣告主曾企圖封殺新聞，93.2%編輯表示，由於某些新聞的報導，使

得廣告主曾以撤廣告來威脅報社，而且有 89.1%回答，廣告主曾經以撤廣告來回

應報紙報導的內容，36%回答廣告主的確曾成功地影響了內容，55.1%受到壓力

去撰寫或修飾新聞內容取悅廣告主，研究證實，發行量小的報紙的確較無抗拒

的能力。 

 

國外並無置入性行銷對媒介組織影響的文獻，然而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

現，廣告主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的確存在；置入性行銷是以廣告主導向的新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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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其影響應該不亞於市場導向的新聞產製運作。 

 

在國內的研究也發現了新聞部門與其他部門協商新聞產製的情形，馬岳琳

（2000）以深度訪談的方式訪談了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民生報、大

成報及中時晚報等六家報紙的消費版記者與編輯，以分析廣告主對消費新聞的

影響，結果發現，各報成立消費版的目的皆為帶進廣告利潤，廣告主因握有廣

告預算，且視各報社的市場導向程度，而對消費新聞進行程度不一的控制，各

報業務部廣告主及編輯部消費組之間，也有著輕重不同的新聞處理默契。例如，

消費版的主編配合廣告部門給予某廣告主較優惠的版面報導。編輯部較強勢的

報社，廣告部門則以委婉的方式「打招呼」，委請關照廣告主，但在業務部門較

強勢的報社，廣告主對編輯部的干預簡直可用明目張瞻來形容（馬岳琳，2000: 

35）。 

 

國內針對置入性行銷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目前有兩篇研究稍有觸及。蕭肇

君（2004）則訪問 8 位新聞從業人員，企圖了解置入性行銷對於新聞專業的影

響。結果發現置入性行銷通常由報社高層對採訪中心下令，透過採訪中心要求

記者執行，而置入性行銷與新聞最大的差異是，媒體允許委託主公然介入新聞

產製，委託主常介入守門過程，從文稿到版面都有權提出修改意見。陳炳宏

（2005）的研究將置入性行銷以「新聞專案」稱之，針對五家電視台記者所做

的問卷調查發現，有 69.9%的受訪者認為，專案委託者（出資的廣告商）的意見

重要或非常重要，「出錢是大爺」的說法完全適用於新聞專案，廣告商的意見幾

乎是產製專案新聞時的最高指導方針。 

 

不論國外或國內的研究，都發現了當媒體愈來愈依賴廣告主時，容許外力

介入干預新聞產製的情形愈普遍。換言之，一向標榜維持獨立自主的新聞室，

在追求利潤的組織氛圍中，商業與新聞邊界已漸糢糊，允許外力介入協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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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與內容的呈現也可能是常態；例如：跨部門（新聞部與業務部門協調）

討論新聞內容、新聞人員愈來愈具賺錢的概念勝於公共利益的概念，對於行為

與道德的規範也較寬鬆。 

 

如果這個前題成立，那麼，在產製這種廣告主導向新聞時，組織運作的常

規樣貌如何？是否有別於一般的新聞產製？目前相關的研究似乎還缺乏更細緻

的描繪。在媒介組織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及常規時，多半在討論常規對內能使媒

介組織提高工作效率，對外使媒介建構社會真實的架框；這樣的討論會侷限在

對媒介內容偏向的解釋上，無法更深入地了解新聞組織中，到底如何形成了這

種內容的偏向？新聞工作者如何藉由常規運作，來產製新聞內容，達到組織的

目標？從前述文獻中發現在商業衝擊下的新聞組織，常規的改變與調整似乎正

在發生，這些改變與調整對新聞工作又有何影響？過去，在媒介常規的研究中

似乎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以下，就從組織理論中常規的討論來進一步探究。 

 

四、組織理論中的常規意涵 

 

組織理論中對常規的討論最常被提及的是 Nelson & Winter（1982）在提出

組織演化理論（evolutionary theory）時所使用的核心概念，兩位學者認為要觀察

組織的演化，應以組織常規為觀察的基本單位，因為常規是組織的集體行為形

態，具有穩定性及重複性，成為組織日常活動的表徵。Nelson & Winter（1982）

認為組織的改變是動態的，當組織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時，必定會先形成新的常

規加以因應。它在企業組織中被界定成一種經常性及可預測的行為，其優點是

增加效率節省決策成本，但常規一旦形成也容易造成組織僵化。 

 

自從 Nelson & Winter（1982）提出 routine 這個概念作為組織變遷的分析單

位後，對於概念本身的討論，一直有著定義糢糊的爭議。Becker（2004）在爬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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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組織理論學者對常規的定義後提出，所謂常規是一種組織行為形態，它具有

重複性、一致性、集體性；而且這種行為是依附於情境中，使組織中的每個人

不需經過慎密的決策過程（亦即不假思索）即可行動。常規的存在使組織運作

形成慣性，可以協調、控制，降低組織運作的不穩定性。Ldman & Pentland（2003）

更指出，常規是組織成員在行動中相互影響下，所呈現出來的結果，它具有四

個特色：重複出現（repetition）、可辨識的行動模式（recongniable pattern of 

action）、集體參與（multiple participation）及相互影響的行動（interdependent 

actions）。不過在討論常規時，常常會把「習慣」與「常規」混為一談，因此，

Becker（2004）認為：屬於集體行為的應稱作常規，屬於個人個別行為的才稱做

「習慣」。 

 

組織理論學者強調常規可以解釋組織行為，因為常規即是組織集體記憶，

Nelson & Winter（1982：100）認為組織成員都明瞭自己的工作（knowing one’s job）

是因為大家都遵循常規而行，也知在何種情況下要遵循常規。常規可以儲存組

織的經驗，使組織能快速地把這些經驗用在新的情況上。當這些經驗被轉移到

組織所面臨的情況上時，常規不只提供了組織回應熟悉或不熟悉的外在環境刺

激的決定因素，它也能有效地降低決策的成本。如果沒有常規，組織中的集體

行為變得沒有效率（Cohen & Bacdayan, 1994）。 

 

常規在此脈絡下成為研究組織行為中重要的對象，強調組織常規是一連串

行為學習的過程，它有別於標準作業程序，並沒有明確的規範和精準的守則；

然而，它卻可以呈現出組織行為的獨特性（Cohen & Bacdayan, 1994）；此外，常

規化對組織成員而言，是帶著強制性的，它不但框限了組織成員的活動，也累

積了組織的經驗；因而常規也是組織集體知識的儲存，而且，大多數的時候常

規形成的是一種默會的知識與習慣（Cohen & Bacday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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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常規有如此深刻的討論，在組織研究的領域中，常規研究仍然有相

當的困難，除了定義的糢糊之外，Cohen & Bacdayan（1994）更指出它的三種特

性使研究難以突破：其一是常規並非單一個人行為，而是多數人行為相互影響

所形塑，使得研究者難以掌握與觀察；其二是常規並非經由組織明確的決策形

成的，往往是多數人從經驗中摸索學習而得，對研究者而言很難釐清這些集體

行動的背後的因果。其三，很多常規所儲存的組織集體知識，已內化成成員的

隱性知識，大家只知道應該這樣行卻很難說清楚為什麼，這也會增加研究上的

困難度。因此，組織研究中常規經常歸在組織學習或組織行為研究中，較重視

外顯集體行為的觀察與測量；Cohen & Bacdayan（1994）是少數用實驗設計來驗

證，組織成員的確透過了常規將知識儲存在個人的程序記憶中（procedual 

memory），讓個人可以遇到狀況時不假思索地作出符合組織要求的行為反應。這

個研究也顯示常規是組織內集體學習、集體儲存知識的機制。 

 

在媒介組織的研究中，對常規並沒有這樣細緻的討論，這可能是媒介研究

者較關心內容對社會的影響，甚或將新聞組織內成員的社會化過程歸因於組織

文化，而忽略了常規可能是媒介組織控制、施行權力的重要機制。透過常規使

組織成員得以不假思索地回應情境，滿足組織的需求與目標。正因為它的研究

困難度高，相關研究也較為零散，綜合過去的文獻，大致可以有以下的幾個發

現： 

 

就新聞產製的常規而言，McManus（1994）以田野觀察的方式實地了解美

國三個不同市場規模的地方電視台，在新聞產製的三個階段：發掘新聞、選擇

新聞、及報導新聞，如何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他認為在市場導向的新聞室中，

市場邏輯也會轉換成例行的產製常規，進而形成組織文化。其特色如下： 

1.以追求最大利潤最小成本的原則來發掘新聞，因此，地方電視台大量依賴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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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新聞來源，或跟著報紙做新聞，大部份的新聞發掘並非主動積極的。 

2.在新聞的選擇上，以「吸引力」作為指標，娛樂性的新聞比目標導向（orientation）

新聞更吸引人，容易被選取。 

3.在新聞的採訪上，地方電視台採訪建立了一套符合此邏輯的規則：追求影像勝

於理念、追求煽情勝於分析，如果必要，則誇大某些面向來增加吸引力，及

避免過度的採訪以浪費成本。 

 

就報導的策略而言，Tuchman（1972）指稱客觀性是新聞報導中「策略性儀

式」的常規，既可指引新聞的採訪與收集方向，又是媒體遭受大眾的批判時的

防禦武器。儘管新聞客觀性早已為人批評，似乎仍是新聞實務界援引的工作指

南。但是，隨著環境愈來愈複雜，記者在處理新聞時是否仍依循著這種策略性

儀式的常規報導，似乎也令人存疑。近幾年有幾篇研究都和記者報導的客觀性

常規變遷有關。Tisdale（2000）研究引用安德魯颶風侵襲路易斯安那州造成 440

人死亡的事件時，記者目睹此悲劇產生了移情作用，進行所謂觀察性報導

（observational reporting），以補充正式報導的不足。因此，新聞工作者會將災難

性事件的採訪定義為非比尋常的新聞，允許在呈現上有更多彈性。 

 

Anker（2005）在研究 911 事件後的媒體報導時，也發現記者打破了客觀性

報導的儀式性策略，建構了一種聳人聽聞的敘事形式（melodramitic），聚焦在打

擊犯罪、讚許英雄主義，而非傳統上以尖銳的問題來質問政府的作為與責任。 

Singer & Durham（2006）針對 2005 年 8 月底侵襲美國東南部的卡催娜颶風，CNN

及 Fox 電視台記者所做的報導進行分析，也發現傳統上新聞常規中所使用的官

方消息來源、客觀報導形式都已被打破，記者們目睹如此慘劇都以參與式的報

導方式來處理這些新聞。 

 

從這些零散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新聞常規並非一成不變的，它是個動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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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往往隨著組織內外環境的改變而調整。因此，當新聞組織愈來愈重視市

場導向時，電視新聞的產製常規即處處都隱含著經濟邏輯；當突發事件已超過

新聞工作者能處理的常規框架時，記者開始跳脫傳統的報導常規，企圖建立新

的常規來因應眼前的需要。但這樣的調整對新聞組織與新聞專業而言，代表了

什麼樣的意涵？ 

 

其實，McManus（1994）在分析市場導向新聞產製時，並沒有對常規的概

念多作討論，他的分析、觀察歸納出這些組織成員集體行為的特色，但對他而

言這樣的集體行為似乎又與組織文化息息相關。這其實也是媒介相關研究共同

的問題，似乎「常規」在研究中成了一種「名詞」，卻很難加以概念化與操作化，

更遑論試圖將它與組織運作與社會控制等現象聯結在一起，討論其影響性。 

 

然而，近十年來媒介組織面對商業力的介入產製的挑戰已是事實。在媒介

組織中，常規的建立既是作為管理與控制的必要手段，然而，誠如組織研究者

所言，常規也會形成組織集體記憶，讓組織成員迅速了解每個人的工作內容，

那麼，研究者更應該進一步探問：當新聞組織進行置入性行銷，使外部力量直

接干預新聞產製過程已成為一種常態及可預期的因素時，編輯室內如何建立起

一種常規來處理這類新聞？依此，如果新聞室內因應置入性行銷建立了一套常

規，使新聞工作者可以遵循，那麼，它對新聞組織有何意義？對台灣的新聞內

涵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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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置入性行銷與記者的專業性 

 

    我們了解了媒介常規如何使記者的工作在一種可預期和控制的範圍內進

行，同時，在媒體普遍接受新聞置入性行銷，因而可能建立起一套常規時，接

下來要問的是：對記者的專業性造成的影響為何？ 

 

一、新聞專業性的概念與內涵 

 

職業社會學中對專業性的探討，被引用到新聞行業已有相當長的討論。 

Schudson（1978）在《發現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中從歷史的脈絡歸結，新聞

記者是在 1880 年代才成為一項正式的職業；1890 年以降美國「世界報」帶動的

黃色新聞氾濫引發社會省思，新聞專業的討論和研究因而興起（何穎怡譯，

2001）。 

 

新聞到底是不是一種專業？雖然學者們有不同的看法，各自的論點也都有

其根據；但是許多新聞工作者都認為自己是專業人員，也都認可某些價值與意

理是專業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觀點（Shoemaker & Reese, 1996）。Hausman（1992

／胡幼偉譯，1995）的說法進一步支持了這個論點，他認為：專業是新聞工作

的根本問題，它是某種職業中有責任感的承諾，這種承諾將影響著個人如何選

擇報導、如何與消息來源接觸，及該向誰負責？Soloski（1997）也認為，記者

採訪新聞事件、如何選擇消息來源及如何報導內容，都由（記者及組織的）新

聞專業決定，新聞專業可分為兩個系統：新聞倫理規範和工作回饋系統。 

 

也由於各方對於新聞是否是專業仍多所爭辯，在專業性的討論裡始終會遇

到一個定義含混不清的困境（Weaver & Wilhoit, 1996；Deuze, 2005），有時也會

發現幾個名詞間很難區隔也常代表了相似的意義，如：專業倫理（ethics）、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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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norm）、專業意理（ideology）、專業價值（value）。羅文輝（1995：20）

認為，「專業」（prfession）是具有某種特質的職業，而這些職業足以使之與其他

職業有所區別；「專業化」（professionlization）則是指某一職業取得專業特質，

轉化成為專業的過程；「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則是指某一職業成員共有的

某些態度和信念。 

 

過去的研究「專業性」大半延續著量表式的測量，而發展出專業性的幾個

構面，其中以 McLead & Hawely（1964）所發展出來的專業性測量指標應用的

最廣泛，McLead & Hawely（1964）的量表顯然是將新聞「專業性」的概念放在

與一般職業的比較上，他們關心的是新聞人的「專業導向」（professional 

orientation），且量表本身能否真正測出新聞專業導向，也引起學者的批評（羅文

輝，1995）。從量表的題項看來，似乎並未觸及新聞人員共有的專業意理與共享

的態度價值。 

 

後續的學者修正這個量表繼續發展專業性的內涵。例如：Nayman（1973）

認為專業性應該包含四個特性：「專業知識」、「自主權」、「承諾」及「責任」；

Ruotolo（1987）則將專業性又分成「公共服務」、「自律」、「對工作使命感」及

「自主權」等四個面向。一方面將量表由單一面向往多面向補實，另一方面則

更能接近新聞專業領域的核心價值。 

 

羅文輝（1995）依據 Nayman（1973）的專業性特性，以知識、自主、承諾、

責任發展成八個面向的專業性概念（如圖 2-9），並訪問了台灣 1,015 位電視、報

紙、廣播新聞從業人員，建構台灣本地的量表。這個量表及其發展的專業性概

念，是把專業性視為多種面向，也認定了新聞人員在各種專業性面向上（知識、

自主、承諾及責任），會依其個人不同的認知與態度，而呈現出不同程度的屬性。

某種程度而言，也讓專業性的研究有了更寬廣及更具動態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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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後續的很多研究，大半以量表或專業意理的概念從各種不同的面向來

探討記者的專業性，如路線與專業性的關係（蕭蘋，1989；陳欣宏，1999；單

文婷，2004）、也有從媒體屬性的角度出發來了解記者的專業性（韓香芸，1992；

孫沛芬，1998；黃旭磊，2001）。但都是修正國內外量表的反覆測試。 

 

                  

 

 

 

 

 

 

 

 

 

 

              圖 2-9：羅文輝提出之專業性概念架構 

                （資料來源：羅文輝，1995: 24） 

 

     

大體上來說，量表的測量是為了預測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程度，量表的分

類愈精細或許有助於測量的效度；但就新聞專業本身而言，仍然有研究方法上

的侷限性，因為，量表本身框限了記者的認知思考，也很難看出當代科技匯流、

市場結構變遷下，新聞工作者本身對於專業性的看法有何改變？又為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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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二十世紀新聞專業化的歷史，也有學者認為新聞應是職業意理共識形

成的過程。這派學者將新聞專業視為一種專業意理（ideology），也就是記者如

何認知他們工作的意義（Schlesinger, 1978; Golding & Elliott, 1979; Soloski, 1990; 

Zelizer, 2004）。Deuze（2005）更進一步將其內涵梳理出幾個面向：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客觀性（objectivity）、新聞自主（autonomy）、立即性（immediacy）

及相關倫理（ethics）等，並認為這些專業意理影響著新聞工作者的每日新聞實

踐。 

 

錢玉芬在梳理國內外文獻、針對台灣學界與新聞工作者進行了多次焦點訪

談後，重新將新聞專業性的概念化繁為簡地分成兩大類：「專業倫理」與「專業

知識」，其中專業倫理又區分為「專業自主」和「社會責任」；而「專業知能」

則包「專業知識」與「專業能力」（見圖 2-10）。 

 

 

                               

 

 

 

 

 

 

 

圖 2-10：錢玉分提出之新聞專業性的概念結構 

（資料來源：錢玉芬，1998: 131） 

 

錢玉芬（1998）的研究是擴展了 1955 年 Breed 所提出的概念，Breed(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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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專業新聞規範分成兩類： 

技術規範(technical norms)：關於如何有效採訪、寫作及編輯的技術。 

倫理規範(Ethical norms)：關於對讀者、同業的義務，如：負責任、公平、正確、

客觀。 

 

    這兩大類大體上來說是專業意理與專業技術的區分，後者是一種呈現在新

聞內容產製過程中明顯可辨別的技巧，是外顯性的；前後者則是一種成員間彼

此共享的集體價值與信仰體系，往往也是新聞記者區別行內與行外人的重要指

標。Sigal（1973）形容這種新聞專業是一種共識（consensus），共識的形成並非

發生在真空中，而是在新聞同業間共享的一種價值脈絡下形成的。這些都是新

聞工作者認為理所當然，且是工作意義的所在。Kunelius & Ruusunoksa（2008）

乾脆捨棄了傳統的專業性概念，直接用「專業想像」（professional imagination）

來稱之。 

 

    不論是「專業想像」或「專業性」，都指涉了這些抽象層次的新聞意理是一

種價值體系，它指導著新聞工作者如何落實在每日的新聞實踐技術層面中。不

論是從建構量表的角度出發，或是從民主社會中新聞本質的探討出發，如果我

們重新整理過去相關的研究（見表 2-6），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於專業性的定義幾

個共通處：「新聞自主」幾乎是學者們一致的看法，其次是「社會責任」、「公共

服務」與「專業知識」。再進一步分析，「專業知識」屬於較具象的「知能」層

次，亦可歸類為新聞這個行業所需具備的知識體系與能力。執行新聞的置入性

行銷仍是在新聞的產製的體系下運作，所需具備的知識體系和能力與一般新聞

的差異不大，本研究不擬探討置入性行銷對「專業知識」的影響。 

 

「新聞自主」、「社會責任」與「公共服務」則較接近抽象層次的價值與態

度，亦即專業性的意理概念。其中，「社會責任」與「公共服務」雖各自擁有其



 74

發展的論述與哲學，但兩個概念似乎又有一定程度的相關性，在當代的媒體環

境中，媒體服務公眾與服務商業的角色混淆之下，釐清「公共服務」的價值似

乎才能要求媒體負起「社會責任」。由於置入性行銷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新聞人員

的自主與公共服務的認知與態度，本研究也基於對此的關切，希望能以「公共

服務」及「新聞自主」作為深入探究的重點。 

 

 

表 2-5：學者對專業性面向的看法比較 

 Nayman Ruotolo Deuze 羅文輝 錢玉芬 

新聞自主 ☆ ☆ ☆ ☆ ☆ 

公共服務  ☆ ☆ ☆  

專業承諾 ☆   ☆  

自律  ☆    

社會責任 ☆ ☆  ☆ ☆ 

專業知識 ☆   ☆ ☆ 

客觀性   ☆   

立即性   ☆   

其他倫理   ☆   

                                                （本研究製表） 

     

事實上，專業性作為新聞同業間共同的認知與價值，它的強制性反不如自

願性與自我承諾性來得大，這也就是很多學者認為新聞是次專業（subprofession）

的原因之一，外在的力量也影響著專業性的認知。Kunelius & Ruusunoksa（2008）

就指出經濟、文化、科技及政治是影響專業性的重要因素。Weaver（1998）集

結了全球二十三地區的學者，自 1991 年到 1994 年的各地記者研究結論也顯示，

雖然新聞自由與新聞自主是各地記者都希望追求的，但是新聞專業性是否具有

普世價值，仍然值得商榷；因為各國各地間仍然存在著很多專業道德與價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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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 

 

此外，而現代社會的科技發展及多元文化型態，也使傳統所認知的專業性

受到挑戰，其內涵也有些微的轉變（Deuze, 2005）。對台灣本地的研究而言，更

關心的是：在商業與利潤的影響下，如果廣告主導向的新聞模式產生了，如果

傳統產製新聞的常規改變了，記者專業性的認知是否也跟著轉變？以下將就組

織面及經濟面加以探討。 

 

二、媒介組織與新聞專業 

 

（一）媒介組織常規下的新聞專業 

 

    新聞專業雖是一種同業間的共識與共享的價值，卻也是一種策略性的儀式

（strategic ritual），作為面對外界批評時最好的盾牌。因此，在談新聞工作者專

業性時不能忽略組織的因素，它往往被媒介組織用來控制記者的一種有效又經

濟的手段。Soloski（1997）認為，對於新聞採訪的決策是快速的，並沒有太多

時間多做討論，新聞部的結構要有足夠的彈性才能應付不斷改變的新聞環境。

因此，新聞專業便設定了一套標準和規範，使媒介組織可以透過這套規範來控

制新聞工作者的行為。 

 

    不過，在 Soloski（1997）的觀點中，新聞專業宛如兩面刃，一方面提供了

組織內部控制的機制，另一方面也使得新聞工作者擁有相當的自由度藉此與組

織對抗。為了有效地達成組織的目的，新聞室內的政策便成了與新聞專業相互

交織的控制力。 

 

    Breed（1955）最經典的《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已將新聞記者個人與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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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作了清楚的釐清，組織當中有很多政策是隱晦的，甚而和新聞專業規範相

互矛盾，但在新聞室中的成員都可經由組織運作中習得那些是可做的，那些又

是不可為的，並且遵循著這些規範而行。現實的壓力形成了記者每日工作的價

值與實踐形式，因而使我們了解到在新聞機構中，組織的規範是如何地潛移默

化地影響著個人。 

 

Tuchman（1972）提出「常規」的觀點，其實是進一步延伸了 Breed 對於「控

制」的概念。組織藉由常規化的行為，使新聞工作者有可遵循的模式，藉以了

解如何選擇採訪對象、該問什麼問題、該如何報導，無形中也形成了記者的專

業價值。因此，專業是一種如何採訪新聞以符合組織需求及標準的知識（Tuchman, 

1978）。換言之，常規在媒介組織中形成一種如傅科所言的規訓的力量，無所不

在地框住了記者的所作所為（張文強，2005）。 

 

常規對記者個人的影響可從幾個研究進一步得到佐證：Bantz（1980）等人

對電視新聞的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的流動性大，新聞組織必須發展出統一的

結構（uniform structure）及常規的方法（routine method），使新人快速融入新聞

團隊。其結果使新聞部像個有生產線（assemble line）的新聞工廠，而且是高度

常規化，缺乏彈性、新聞工作以生產力來評估、組織的常規和個人的專業目標

也往往不一致。 

 

Hallin（1992）的研究發現，高度現代化之下的記者，已經習慣接受在新聞

室內的科層組織結構及專業上的限制，他發現現在的記者比起 1930 年代，很少

抱怨編輯干預他們的新聞判斷，他將這種形態形容為「建制內的新聞」

（establishment journalism），意即現在的記者已經內化了這些專業上的限制而無

所察覺。因為媒介組織在內容產製的過程中，行使了許多科層組織的控制

（bureaucratic control），在這些控制之下，也限制了記者的專業性（Shoema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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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e, 1996）。 

 

限制性的專業性呈現何種樣貌？本研究將重點放在「新聞自主」與「公共

服務」兩個面向進一步討論。主要原因是：（一）「新聞自主」乃專業性討論中

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最重要的價值，對於本研究關切的置入性行銷新聞而言，

尤其影響甚鉅；（二）「公共服務」是新聞人員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且對本研究

而言，置入性新聞涉及的是在服務廣告主時如何服務公眾的衝突與兩難，因此，

本研究把「公共服務」列入分析的重點。 

 

以各方對專業性內涵中，研究共識最多的新聞自主而言，學者們都認為它

是新聞工作者自我認知中最重要的基礎，用以避免外力的干預（McDevitt et al, 

2002; Deuze, 2005）。Johnston 等人（1976）在進行美國新聞人員調查時，曾經將

新聞自主定義為：（1）有選擇採訪題材的自由；（2）有決定新聞該強調的重點

的自由；（3）媒介組織中有無受指派採訪；（4）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他們發

現 1970 年代有超過半數的新聞工作者在這四個面向上，都認為擁有相當大的自

由，其中以 75.9%的記者認為他們有決定該新聞強調重點的自由。然而，Weaver 

& Wilhoit（1991）等人在十年後所做的研究卻發現，1980 年代記者的自主權已

不如從前；尤其在決定新聞強調之重點上從過去的 75.9%下降了 12%；且他們的

稿件未被修改的情形比過去更少，由十年前的 60%下降到 29%。 

 

Weaver & Wilhoit（1991）也發現組織因素是影響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認知、

專業倫理的重要因素。因此，現在的記者已不再對於管理階層干預新聞的現象

而抱怨連連，反而視為理所當然也就不足為奇。 

 

1990 年代的美國記者自主權繼續往下降，Weaver & Wilhoit（1996）繼十年

前的研究進一步發現，新聞人員無論是在新聞題材的選擇上或是報導重點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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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上，都感到自主權沒有過去來得高。他們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新聞自主受

到三種限制：其一是媒介組織內部的限制，包括人手、時間和新聞篇幅的不足、

對利潤的追求又高於對新聞品質的追求及新聞政策等；其二是外在限制，例如

政府、廣告商及公眾；其三是專業方面的限制，例如，客觀性可能阻礙自己工

作的自由度等等。總結而言，兩位作者認為，整體環境不佳、廣告收入減少，

新聞界缺乏資源，是主要原因（轉引自羅文輝，2004）。 

 

亞洲地區的新聞自主權的研究，是在 1996 年至 1997 年由羅文輝及陳韜文

（2004）進行的台、港、大陸兩岸三地的新聞人員調查，學者們發現在 1990 年

代末期三地的新聞人員都對工作自主性感到滿意，多能自訂採訪題目並選擇報

導角度；相較之下，台灣的新聞人員認為新聞自主是增加的。研究也指出新聞

機構的組織力量是影響自主權的重要因素。羅文輝（Lo & Gurevitch, 2006）針對

1994 年及 2004 年的記者調查比較發現，整體而言，記者對於工作自主權的認知

2004 年比 1994 年略高，就個別媒體的比較卻發現，電視記者的自主權是媒體中

最低的。但在這樣的比較中，作者並沒有針對十年來媒體環境改變，對新聞自

主權的認知有何影響，進一步作出解釋與分析。 

 

就公共服務而言，多數學者雖然都認為它是新聞工作者的重要價值，也是

其實現理想的所在，新聞記者被喻為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以服務公眾、

維護公共利益與公眾福祉為目標（McQuail, 2000）。這個概念散見在各種新聞組

織及相關協會的倫理信條中（例如美國編輯人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都揭櫫公共服務是新聞工作的核心價值，是民主社會中新聞

工作的重要功能，也是新聞人與非新聞人的區別的邊界所在；因為新聞不只是

單純的娛樂，特別是它具有告知觀眾的公共服務使命，而不只是取悅他們（Winc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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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媒體競爭激烈、愈來愈集中化的複雜環境下，媒介組織似乎並不

鼓勵新聞工作者追求公共利益（Hardt, 2000），尤其是在市場「極大化」（maximize）

的商業邏輯下，媒介在服務公共與服務市場之間拉鉅，其衝突也必然存在

（McManus, 1992）。甚而 McChesney（2004）批評當代的新聞專業已將商業目

的及所有人的價值偷渡到媒體內容中。Siger（2006）的研究雖然不直接處理服

務公共與服務商業的衝突，但他從公共服務的角度出發，在四個媒體機構所做

的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也發現，數位匯流下的媒介組織，為了因應科技與經濟

的壓力，在新聞產製的運作上，尤其在新聞的正確性、激情化或娛樂化的新聞

走向、及過度把新聞當作宣傳工具等面向上，都使記者對於公共服務的目標產

生了憂慮。 

 

從以上的研究與論述中可以發現，似乎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無法不受到組

織的政策與文化的影響，專業價值內涵已受到挑戰，而呈現出一種與組織內外

環境緊張與拉鉅的相對性。這某種程度也正反映了 Sigal（1973）所提及的媒介

組織科層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下的一種討價還價（bargaining）似的協商

過程。如果對照 Hallin（1992）所指稱的「建制式的新聞」，當代的新聞專業是

在組織目標允許下所認知的專業，往往是在組織目標與個人理想間協商中產生

了動態性的價值觀。 

 

 

（二）、利潤導向下的新聞專業 

  資深的美國《華盛頓郵報》新聞工作者 Leonard Dowine Jr.及 Rober G. Kaiser

（黨翠生等譯，2005）在其所撰寫的《關於新聞的新聞》一書中，為了梳理出

近 20 年來過份重視利潤而對新聞專業的損害，曾經採訪過二十多位報紙編輯；

他發現追求利潤及賺錢，使得編輯們感受到強大的經濟壓力，利潤取代了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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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大部份的編輯在這種壓力下，感受到處於被圍困的狀態，大家一致地意

識到商業力不斷地在挑戰新聞的底線，新聞專業受到的影響至鉅。 

 

  近二十年來媒體所面臨的經濟與公共之間的矛盾，的確使得新聞專業是否

仍具有亙古永恆的價值倍受質疑，編輯們成了「商人」（黨翠生等譯，2005）；

新聞人變成「新聞銷售員」的批評已散見在各種學術文獻與評論中。McChesney

（2004／羅世宏譯，2005）認為，美國高度重商主義下，使商業以兩種形式滲

透到新聞專業：其一是把傳統的新聞區塊（news hole）開放刊登商業訊息，廣

告可以被綁在頭版、可以凌駕於編輯評論，《紐約郵報》甚至發生過編輯向廣告

商兜售廣告附送新聞的情形；甚或記者為廣告主寫專欄評論。其二是記者使用

他們的特權去報導有利於他們雇主的商業投機或投資。 

 

    但是，對於利潤導向與專業性之間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太多的系統性的研

究著墨。Underwood 的觀察發現，被 MBA 管理整飭後的編輯部呈現了以下的面

貌：記者還沒寫稿就被編輯耳提面命新聞要如何處理，整個新聞產製的哲學轉

變了。他引用報業總編輯協會對 212 名編輯人作的調查發現，編輯人的壓力來

自新聞價值與公司利潤目標衝突，迷戀包裝，行銷、文章輕薄短小、使得編輯

經常要求記者朝這種市場取向而行，記者抱怨在家做乖乖牌在外就很難質疑權

威（Underwood, 1993／林添貴譯，2000）。 

 

Grade（2004）從組織發展的取徑出發，針對美國十七家報紙的管理階層及

基層員工所做的調查發現：報社的組織文化正在改變，愈來愈重視利潤的結果，

而使記者覺得自主權變小，商業與新聞之間的界線愈來愈模糊，傳統新聞意理

中的獨立公信力等，已經漸漸過時了。組織因應讀者導向所做的種種改變對新

聞倫理及新聞獨立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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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anus（1994）對於市場導向新聞的研究發現，市場邏輯影響著新聞產

製的邏輯，在這樣以利潤為主的新聞室內，常規反而把這種市場邏輯隱藏了起

來，形成一種文化，雖然記者都說不屑於為錢跑新聞，都認為自己是為了公共

服務；但是，所作所為卻又充滿著這種市場邏輯，而忽視了客觀性等新聞原則

已受破壞（他所研究的個案中有百分之六十的新聞都不符合客觀性原則）。影

響所及是新聞工作者不自覺地合理化自己的行為，掩飾了新聞部門使公共利益

屈從於投資者利益的事實。 

 

國內目前有幾篇從商業導向探討新聞專業的文章。王姝琇（2004）以《自

由時報》消費版新聞為例，研究新聞專業與商業利益的衝突。她結合了參與觀

察、深度訪談及個案分析等方式發現：消費版的記者仍有相當大的自主性，獲

利是組織不能不避談的議題；但是，新聞專業與商業利益的妥協過程，新聞專

業並未受到踐踏，編輯部仍然會以讀者利益為優先考量，在不影響讀者權益下

加入商業考量，以平衡兩者差距。王姝琇（2004）的研究談的是比較傾向於讀

者導向或市場導向下的媒介組織運作，並非特別將置入性行銷區隔來看，且以

「消費版」為研究對象，終究有其版面的特定性與侷限性，這樣的結果是否過

於樂觀？也令人憂慮。 

 

吳佩玲（2006）則以 3 家報社 7 位地方記者為研究對象進行深度訪談，地

方新聞的採訪一向給予人較多利益考量的印象，商業化的情形較總社來得嚴

重。其研究發現：在執行報社開源政策、增加業務合作案等指令時，使記者在

傳統上必須關照讀者知的權利的角色已經漸漸被稀釋，轉而變成了報社利益的

蒐集者、活動的促銷者。質性研究雖未有樣本大小的嚴格限制，但可惜的是，

這個研究訪談的對象僅僅 7 人，且以地方為主；所收集的資料難免無法一窺目

前涵蓋全國的普遍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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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置入性行銷著手的兩篇量化研究卻有了更具體而令人擔憂的結

論。羅文輝與劉蕙苓（2005）訪問了 771 位報紙、廣播與電視記者，其研究顯

示：新聞記者配合廣告業務進行採訪報導的頻率愈高，會傾向認為自己的工作

自主權愈低。且收入、工作地點與配合業務採訪報導之頻率是預測新聞記者對

工作自主權認知的顯著變項，其中又以配合業務採訪報導之頻率為最有力的預

測變項。收入愈低、在總部工作、配合業務採訪報導頻率愈高，愈傾向認為自

己工作自主權較低。 

 

他們進一步提出解釋：收入較低、在總社工作的記者認為自己的自主權較

低，可能因為薪資與年資有密切相關，收入低的新聞人員通常年資較低。資淺

的記者在工作表現及專業領域上尚未建立權威，對新聞的判斷與處理，較仰賴

上級的意見與指示，對工作的自主性相對較低。此外，總社是一個媒體機構的

核心單位，對於新聞產製訂有較嚴謹的規範，主管直接控管並指示新聞報導方

向的情形較分社（地方）多。因此相對而言，記者的自主性較小。 

 

陳炳宏（2005）的研究也觸及了這類的問題，他以問卷調查訪問了 295 位

電視記者發現：多數記者對於這種置入性行銷式的專案新聞，大都存在有一種

既愛又恨的矛盾心理，因為，一方面在產製這類新聞時，得面臨新聞專業意理

的挑戰，但另一方面又不得不正視媒體市場日趨競爭所帶來的經營壓力，只好

合理化自己的行為。 

 

    綜合過去的研究對於專業性的討論可以發現，新聞自主的研究與討論最

多，似乎是過去累積的文獻多，「自主權」比較容易測量與概念化；然而「公共

服務」的概念則比較少人進行系統性的探討與研究，過去也少有學者就此建立

一些測量的指標。然而，在媒體普遍重商的大環境中，所謂在「專業」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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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求得平衡，就不得不提及「公共服務」的概念，因為它標示著新聞的本質

與價值。如果我們認為新聞專業是在組織目標與個人理想中討價還價中而產

生，它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那麼，其具體面貌為何？對此，目前的文獻缺

乏較有系統的研究與討論，卻是我們觀察當代新聞組織變遷對新聞人員影響

時，相當重要的資料，亦是本研究欲探究的重心。 

 

三、衝突、反抗與順從 

 

既然新聞工作有這麼神聖的使命及專業認同，理想上新聞工作者應為理想

而奮鬥、而抗爭；但是，文獻卻顯示：記者的專業價值正在逐漸轉變中（Grade,2004; 

Singer, 2006）。林照真（2006）甚至用了《記者，你為何不反叛？》為書名，來

抨擊利潤為導向下的新聞工作者。她感嘆現在的記者內心，已經漸漸找不到昔

日那種理直氣壯的精神了，媒體成了商品，記者的工作似乎只是為老闆賺取更

多利潤，而喪失了監督權力階層的角色。 

 

為什麼記者甘於接受這樣的限制？ 

 

媒介組織的目標與記者專業目標不相符，導致新聞工作者必須在兩者之間

求取平衡，已是現階段新聞工作的樣貌。Bantz（1997）認為，新聞組織文化被

商業規範所宰制、記者一方面想堅持專業規範，一方面又不得不遵循組織所設

定的規範，因而媒介組織中的衝突已呈常態。Bantz（1997）進一步認為，專業

和商業規範間不協調，會造成下列幾項影響： 

1.新聞工作者離開其工作機構，尋找和自己所受的訓練較一致的組織。 

2.改變自己的想法和預期，符合工作機構的要求。 

3.把專業和商業衝突視為常態（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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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正如 Breed（1955）所言，組織的政策及資源的限制，會使得個人

的行動受到限制。但是，畢竟不是每個人都可以用辭職來做為手段。相關的研

究似乎都顯示，記者作為媒介組織的一員，對於這種商業力介入導致新聞工作

上的限制很少公然反抗（Soloski, 1989; Borden, 2000）。Borden（2000）針對美國

中西部的地區型報紙所作的研究顯示：記者有時希望能公開抗議新聞廣告化的

作法，尤其堅持不要由記者去執行、而由廣告部門自己去做那些具商業性的報

導；甚或，當廣告部門堅持在這版的報眉上放「由 XX 贊助」時，編輯部門能

堅持撤去相關的專題報導。但是，這些都很少被公開倡導，記者較常採取的作

法是透過協商妥協的過程，採取一些策略性的抗爭，Borden（2000: 162）甚至

認為：「妥協並非不好的字眼，只要它能守住專業，比全然放棄要好多了！」 

 

妥協雖不好，但妥協要到什麼樣的程度？什麼程度又是不能妥協的底線

呢？在探究新聞室內的抗爭與衝突時，大半的研究者會從抗拒策略的角度出

發，試圖給予新聞工作者較樂觀的看法。 

 

從這個觀點來看，陳順孝（2003）的記者「反控制策略」就顯得有意義了。

陳順孝（2003）從威權時代、黑道威脅及報老闆監控等三方面著手進行研究，

發現記者對於有權者的控制與威脅，並非有一套固定的反控策略，而是靈活地

運用自身的資源和侷限，不斷審視環境的威脅和機會，化解阻力、尋找助力，

來達成「記實避禍」的目標。他並進一步指出，記者常會利用控制者「時強時

弱、有密有疏」時，以一種「能屈能伸、避實擊虛」的手段因應；換言之，儘

管組織或外環境的結構框限、甚或控制了記者執行新聞專業，但記者總能因地

制宜地進行反控制的策略，表現出隨機應變的靈活行動；這一系列的研究也證

實，相關文獻中所謂「明星記者」擁有較大反制的資源。 

 

陳順孝（2003）的研究多少讓悲觀的新聞界產生了些許的寄望，正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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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資深記者 MacDougall，他曾任職於洛杉磯時報與華爾街日報，而後轉往

大學任教，他後來透露：自己在維護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華爾街日報任職時，

仍巧妙地規避了組織的控制，為文撰寫左派立場的報導。其策略有二：其一是

假借客觀報的形式，卻引述支持左派的專家的意見；其二是避免直接使用左派

術語，轉換成右派能接受的新詞（Reese, 1997; MacDougall, 1994／王俐容譯）。 

 

但上述的研究是集中在於政治控制的情境中，與當代媒體受到商業力控制

本質上仍然有所不同，是否也能採取這樣的手段？是研究者需要進一步關切與

探究的重點。Borden（2000）的研究著眼於商業力對新聞專業的影響，他在田

野研究中歸結出記者在面對組織壓力時，會有四種反抗策略，他並以專業與組

織目標為兩個構面，發展成圖 2-11 的四種抗爭型態： 

1.類型一：宣告式的抗拒（declared resistance）：在組織目標不明確的情形下， 

    記者可明確地表現出對新聞專業的堅持，公開地反對商業力干預並 

與組織抗爭。 

2.類型二 a：策略性抗拒：在組織目標壓力下，可使用此王牌策略（trump card），

亦即當組織的要求違反新聞報導的公信力，而將招致批評時，記者

可以運用「新聞規範」作為「王牌」，反抗商業上的限制。 

3.類型二 b：策略性抗拒（原則性妥協）（principled compromises）：在組織目標

壓力下，記者對專業性的堅持以間接的方式表達，尋求小事妥協以

維護最主要的新聞目標。 

4. 類型三：私下抗拒（破壞性行動）（sabotage）：在沒有組織目標壓力下，記者

對專業的堅持又以隱藏性的方式表現時，便會以有技巧的作手腳來

抗拒，如不採用某些爭議性照片或避掉商標（logo）等小動作，來

破壞商業的企圖。 

 

Borden（2000）並認為在新聞組織中最合適使用的是第二類型，也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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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衝突時優先考慮的方案，即透過協商來達到維護新聞專業目的；公開的抗

爭的零和對峙反而較少見。王姝琇（2004）的研究基本上是依 Borden（2000）

所發展出的抗拒策略，進行《自由時報》消費版新聞工作者對商業力的抗拒的

分析，所得的結論支持了 Borden 的看法，組織內成員雖運用了此四種策略（王

文增加了一種「合作策略」），但公開抗爭的情況少，組織內透過協商與溝通達

成目標才是常態。 

 

 

但是，Borden（2000）的分類仍然有商榷的餘地，例如，避掉商標（logo）

等小動作歸類為「破壞行為」，似乎不盡然如此；在本地的新聞實務中它或許代

表了某種避免新聞廣告化的作法，這會不會是新聞工作者的原則性妥協？或「王

牌策略」呢？此外，這樣的立論的假設是：新聞專業可以透過抗拒而從組織及

外力中爭得空間與權力；如果，新聞專業無法爭回時怎麼辦？放在台灣本地的

凡事以廠商為主的置入性行銷情境中，會不會過於樂觀？仍然需要進一步檢視。 

 

陳炳宏（2005）對置入性行銷的研究似乎悲觀了許多，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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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表現 

對專業的堅持 

隱藏性表現 

對專業的堅持 

沒有組織壓力下 Type1 

宣告式的抗拒 

例：公開抗爭 

Type3 

私下的抗拒 

例：破壞性行為 

（最起碼的倫理底線） 

組織壓力下 Type2a 

策略性抗拒 

例：王牌策略 

（最高的倫理指標） 

Type2b 

策略性抗拒 

例：原則性妥協 

  圖 2-11：新聞組織中的抗拒策略模式 
                    （Borden, 200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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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抗拒。羅文輝和劉蕙苓（2005）的研究更進一步指出：參與置入性行銷愈

多的記者，對工作的滿意程度愈低，愈想離開現有的工作。 

 

儘管置入性行銷對當前新聞工作者的衝撃是如此之大，但是，記者是一種

理想性崇高的行業，卻也是一種謀生的「工作」，在浪漫的英雄情懷下，任何一

個新聞工作者仍有必須面對現實的一面。羅文輝和劉蕙苓（2005）的研究顯示：

愈常執行置入性行銷的記者愈傾向於認為置入性行銷是個可以接受的方案。兩

位作者從個人心理層次的「認知不和諧」及「鈍化效果」（desensitization）加以

解釋。 

 

從「認知不和諧」的觀點而言，由於配合置入性行銷進行採訪報導的行為

已經發生，減輕認知失諧的方法之一，是用「自我正當化」來改變自己對置入

性行銷的態度，因而把置入性行銷視為比較不違反新聞倫理、比較可以接受的

行為。「鈍化效果」指大量暴露在某一刺激物下，會造成人們對該刺激物的反應

變得較為遲鈍；較常配合廣告業務進行採訪報導的記者，也比較可能對置入性

行銷產生「鈍化效果」，而認為置入性行銷不是嚴重的違反倫理行為，或較不關

心置入性行銷對新聞專業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如果從 Kelman（1958）所提出的的態度改變三個歷程觀之，或許可以提供

另一種面向的思考。Kelman（1958）認為個人態度的改變會經歷順從、認同及

內化三個歷程。「順從」指的是一種工具性投入，個人不見得贊同某種意見，但

順從卻是為了得到讚許避免懲罰；「認同」是團體中的互惠角色關係，藉由此來

表明自己是團體中的一份子；「內化」則是相信某種意見且納入個人的價值體系

中。就組織的觀點來看，「內化」則表示個人的價值觀和組織一致，個人覺得身

為組織的一員感到非常光榮。這種歷程的轉變組織的成員可能渾然不知，這點

可從「自我審查」的現象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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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s（1980）在研究美國 NBC、CBS 晚間新聞及兩大週刊 Newsweek、Times

的產製過程中，即發現了「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的現象，他認為，自我

審查卻是一種淺意識的，記者自然而然地順從外來的壓力。李金銓（2004）更

進一步認為，自我審查可涵蓋三個範疇：直接間接對媒介組織施加外在的壓力、

媒介組織內部的壓力，及記者吸收了若干價值。三者交互作用形成了新聞室的

社會控制，將組織的規則變成了自己的信念。 

 

McChesney（2004／羅世宏譯，2005）也指出，美國的重商主義使得企業管

理階層致力於將新聞部門商業化，使得記者們接受了這些企業的價值觀。他進

一步引用了佩優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00 年公布的一項針對

300 位記者所做的調查，發現近半數的受訪者承認有時會自覺得涉入自我審查，

以便服務僱主或廣告主的商業利益，其中只有四分之一表示自己從來沒有遇過

這種情形。 

 

蘇鑰機（2007）在跨十年的新聞工作者調查中也發現：香港傳播媒體的公

信力下降、自我審查上升，新聞專業主義的信念不能得到完全的貫徹，新聞工

作來自機構層面的壓力，使新聞工作者感到無奈，專業主義成了記者的一種自

我選擇的理念。 

 

這種自我審查到底是順服？認同？還是內化？李金銓（2004）並不完全同

意所有的自我審查都會達到 Kelman（1958）三個歷程（順從、認同及內化）中

的「認同」或「內化」。他的研究指出，香港媒介在面對中共強勢的權力時，自

我審查往往非出於自願，而是沒有更好的選擇，只好順從外來的要求，以達到

工具性的目標。在他的觀點中，專業主義反而能撐開些許的空間，在這個空間

中記者可以少受些干預與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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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業性與商業壓力的討論脈絡來看，似乎又回到了組織結構框架與個人

行為的兩個向度的關係中。雖然有學者的看法悲觀並且憂心記者無力回應與反

抗後，反而出現了自我審查的現象，但是，部份的研究也支持了記者的確在組

織內透過協商與溝通，維護新聞專業的可能；研究結論的紛歧也顯示了我們對

於組織與專業性之間的關聯，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由此觀之，記者在執行以廣告主導向的新聞置入性行銷時，久而久之是否

會自動地自我審查而不自覺呢？同時，如果專業主義可以撐起空間，在這個空

間中記者對專業性的認知又是何種圖象？ 

 

置入性行銷是一種有別於市場導向新聞的運作模式，它對組織的影響及新

聞工作者個人的影響，是否能依據過去的理論與研究來加以分析與解釋，仍是

一個問號，本研究從過去對媒介組織、商業利潤、專業性三個概念及其關聯性

的文獻出發，希望藉由田野實務中資料的蒐集與分析，來深化媒介組織與新聞

專業性理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