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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兼論廣告主導向新聞的內涵及其影響 

 

    經由第四章的量化問卷及質化訪談資料分析，探討了置入性行銷在電視新

聞中的樣貌，它對電視組織的常規及記者專業性認知的影響之後，可以發現置

入性新聞對電視新聞工作而言，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產品」，要生產這種「產品」

必有其特定的生產線、特定的規格，參與此生產的工作人員也要用特定的邏輯

來生產它。 

 

本研究將新聞置入性行銷稱之為「廠商導向」或「廣告主導向」新聞模式。

此種新聞的產製並非以閱聽大眾為主要考慮因素，而是廠商或廣告主喜歡什

麼，就生產什麼樣的新聞來滿足出錢者的需求。換言之，台灣電視新聞界除了

生產一般新聞之外，現在也生產了一種所謂的「廣告主導向」的新聞。本章要

針對第四章的發現與分析，進一步討論「廣告主導向」新聞的形成與內涵。首

先將討論新聞組織內常規的建立對廣告主導向新聞的形成有何種意義？其次，

再從新聞從業人員個人層次，討論電視記者專業性所受到的影響及因應策略。

最後提出廣告主導向新聞的內涵及影響。 

 

第一節 置入性行銷下電視新聞組織常規及其意涵 

 

一、置入性行銷的新聞常規 

 

    本研究依過去對常規研究的三大類：新聞產製常規流程分析（Bantz et al, 

1980; Berkowitz, 1992）、新聞組織建制（Tuchman, 1972，1973）、及記者採訪報

導策略（Tuchman, 1972; Anker, 2005）等，對電視新聞產製置入性行銷的常規進

行分析。結果發現，電視新聞組織為了產製這類新聞而形成有別於一般新聞產

製的常規，這套常規有以下幾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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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產製流程而言： 

在電視新聞產製的八個流程：「提出線索」、「採訪工作調度」、「獲取新聞素

材」、「統整新聞素材」、「編輯台作業」、「播出審查」、「播出」、「播後檢討」等，

電視新聞組織用不同的邏輯來處理這種置入式的新聞。其中，允許新聞部以外

的跨部門討論新聞重點是重要特色，這種跨部門的溝通往往決定了許多置入式

新聞的走向。此外，由外部（業務部門或廣告主）決定採訪對象、新聞長度是

必然的常規。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類新聞甚至會被廣告主事前審查並要求

修改。 

 

在每日的新聞工作實務中，新聞是一種選擇的過程與結果。當日所發生的

事件是否具有新聞價值，新聞強度如何，都在新聞室內經過比較權衡後才會被

編輯播出。但是，置入式新聞不必經過這樣的過程，和一般新聞不同的是，它

們不必與其他新聞競爭新聞價值，有採必播是主要原則，連播出的型式也是事

先決定的。 

 

（二）就組織建制而言： 

    常規的建立是為了讓組織運作更有效率，Tuchman（1978）認為，媒介組織

透過路線的分派形成了新聞網，來網住每天發生的事件。路線本身作為一種組

織建制，不但讓記者分工明確，也具有某種領域的專業性。 

 

    為了因應置入式新聞的生產，電視新聞組織內也形成了兩種建制： 

1. 專屬路線的分工： 

本研究所訪談的四家電視台中，有三家都有這種專屬的路線分工，它們大半

都以「專案中心」稱之，但隸屬的部門紛歧，有兩家屬新聞部，一家設立在業

務部之下。置入式新聞「量多」是組織設這種建制的考量，但是，背後卻還有

一些更值得深思的理由：專屬路線的記者除擁有較多處理這類新聞的技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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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被賦予專職「服務」廣告主的責任，他們往往與業務部門、廣告主互動

頻繁，並作為外部與新聞部溝通的橋樑。從另一個角度而言，在組織內等於劃

分了一個可以被協商的區塊，讓廣告主與業務人員在這個框架之下干預新聞產

製，以確保一般新聞的生產不受影響。 

 

2.獎勵制度到自負盈虧 

    組織為了激勵員工都會設立獎勵辦法。電視組織內為了執行置入性行銷而

設的獎勵辦法，卻與一般新聞的邏輯大不相同。此時，獨家或新聞採訪表現優

異已非考評的重點，而是「業績」是否達到目標。甚而，E 台的地方中心「自負

盈虧」的政策直接把新聞當作業務的概念經營，在不景氣的媒體環境中，反而

是一種更有效的激勵與同業羨慕的目標。 

 

（三）就報導常規而言 

過去的研究指出，客觀性報導是新聞記者最常使用的「策略性儀式」。依

Tuchman（1972）所指稱的客觀性報導四種策略性程序：正反並陳、引用證據支

持論點、使用引句（quotation marks）及倒金字塔寫作（將資訊依重點安置在不

同的段落）。本研究從三十位電視新聞工作者的訪談中發現，新聞室內發展出了

一套針對置入式新聞的報導策略，與傳統中的「客觀性報導」並不相同，形式

上雖然符合「引用証據」、「直接引述」等原則，但這類的報導在新聞組織內還

有三個重要的策略共識，分別是：利他（只報導對廣告主本身有利）、排他（不

得在內容中提及其他品牌）及避禍（避免被主管單位處罰）。 

 

這些常規及所形成的共識，貫穿在新聞生產的每個環節中，在這樣的產製

流程（見圖 4-3 與表 4-6）中，參與的新聞工作者，無論是新聞主管、記者、編

輯、製作人、後製人員、導播及主播，每個人都清楚了解在執行置入式新聞任

務時，自己該做什麼，該如何做；宛如一個工廠的生產線般，大家都心照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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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常規行事，生產出廣告主想要的內容。這正是 Nelson & Winter（1982）所

言，透過常規組織成員了解了他的工作。 

 

此時，常規對置入式的新聞產製而言，不再只是單純地建構事實而已，還

有著儲存組織內集體記憶、分享組織知識，並將其合法化的功能。以下將從新

聞工作的本質及新聞組織知識儲存與分享兩方面進行討論。 

 

二、新聞工作的本質 

 

     在知識管理中，Ploanyi（1958）所提出的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

及默會知識（tacit knowledge）最常被提及討論。外顯知識是指可以用形式化或

制度化文字語言加以表達；默會知識也有人稱之為內隱知識，它常常是只能意

會不能言傳。有點像是匠師只知如何完成一件完美的藝術作品，卻不知如何把

他畢生的經驗化為文字傳授給別人。Nonoka（2005）更進一步把這兩種知識進

一步地闡釋，他認為，外顯知識較為客觀、可清楚辨認、保存，甚或可以透過

正式、標準化且有系統的語文傳遞；與特殊情境較無關聯性，容易與他人分享。

但內隱的默會知識卻難以明確化或形式化（fomalize），深植於個人的行為、經

驗、想法、價值觀中。Nonoka（2005）認為，默會知識涉及兩個層次，其一是

技術層次，個人有某些技藝，他知道「如何」（know how）做卻不知如何客觀表

達；其二是認知層次，亦即深植於個人心中的價值、認知基模，使我們視為理

所當然卻很難明確化（articulate）。 

 

那麼，在新聞組織內的知識管理又是何種面貌呢？這就涉及到新聞工作的

本質。新聞工作和機械工程的性質不同，機械工程作業有厚厚的、詳實記載操

作步驟的操作守冊，工程人員必須按部就班地遵循標準程序而行，才能確保產

品品質。但是，新聞工作的本質就是變化多端，今天有個大園空難，飛機誤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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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當跑道降落，民房毀了罹難旅客血肉橫飛，警方不知如何拉起封鎖線，記

者不小心就踩在屍塊上採訪拍攝，以前採訪空難的經驗完全不適用…….；明天

又來個前任總統因涉案開羈押庭，一開就是十小時，基於法庭內不准拍攝原則，

要如何把第一手消息在每個整點新聞時傳送出去？以前的司法新聞採訪中也從

未遇過必須整點更新資訊的前例！於是，每家電視台只好派兩個文字記者，一

個進法庭旁聽隨時出來接受另一位做連線的記者的訪問，大談法庭的檢辯雙方

攻防實錄。這樣的情形經常上演，在電視新聞的產製運作中，似乎很難用標準

作業手冊來處理這樣多變的新聞事件，在變中求變，在變中因應，也成了新聞

工作的常態。這樣的特性使得新聞工作難以有個標準的解題方式，往往是隨著

每個個案情境即興修改，因此，新聞組織內的知識儲存，大都不見於明文規定

的採訪守則中，而是個人透過經驗累積，形成一種默會的知識（張文強，1999）。 

 

    張文強（1999）的研究提醒我們：即便新聞組織的運作常以默會知識為主，

但組織內的成員對這種默會知識的分享卻很缺乏，亦即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經驗

承傳是沒有系統的。那麼，年輕的記者要如何習得這些知識呢？組織成員又該

如何了解那一類的新聞該如何採、編、製作呢？組織管理中對默會知識的看法

似乎提供了更寬廣的思考，Cavusgil（2003）認為個人的默會知識常常經由與組

織內成員共同合作，在合作的過程中產生了對事件的共同解釋與共識。也就是

這樣的知識是在集體的「做中學」中學習與分享的。 

 

那麼，接下來要問的是，在新聞組織的成員如何透過這種共同合作來產生

共識？有沒有一些機制讓成員可遵循進而形成這種共識，產生組織內集體的知

識呢？ 

 

     

三、常規對新聞工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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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chman（1972, 1973）使用了「常規」的概念，來描述在多變的新聞工作

中，媒介組織仍然必須經由這樣的常規性的機制設計，予以預測和適度的控制，

才能應付將新聞順利的產製。她最有名的說法就是，讓新聞成為「在常規的基

礎上發生的非預期事件」（1973: 111）。歷來研究常規的學者，都會把常規當作

是一種結構，「框」住新聞的偏向。因此，在 Tuchman（1972, 1973, 1978）的研

究中，所謂的常規包括：路線如何劃分、用何種策略來合法化自己的報導；後

續的研究中，更有學者從電視新聞產製的流程來研究常規如何形成（Bantz et al, 

1980; Berkowitz, 1992）。 

 

    常規為什麼在媒介組織中那麼重要？因為，常規雖是個結構，但它與明文

規定的制度是不同的。一個組織內明文規定的制度或規範，它具有公開的法律

效力，違反者必會受到公開及明文規定的懲處。例如，未經同意請假或逾假未

歸、被指派採訪任務卻未前往採訪屬業務重大疏失，依公司規定會被記過處分。

但是，常規卻不是明文的規範。社會學大師 Weber（顧忠華譯，1993）曾經對常

規有過這樣的說明：常規是在既定的社群中產生，而被視為一種「有效」的共

同意見，如果團體中的個人不順從常規的話，也會受到非正式的杯葛與制裁。

組織要有效的運作必然會採取一些常規來使成員得以遵循。即便是變動性極大

的新聞組織，常規比正式的明文規定更具彈性，在組織成員的共同參與過程中

也扮演著知識分享的角色。 

 

    然而，過去的新聞組織研究中，似乎很少從知識分享的角度來看待常規的

意義。Shoamaker & Reese（1996）雖然對媒介組織的常規有較多的討論，也指

出了常規的設定成了組織內一種標準化的建制，及一種達到組織目的的工具。

但是，這樣的說法無法解釋新聞組織內如何形塑集體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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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組織管理的研究認為常規是組織將複雜的工作予以例行化以達到組織

目的必要手段，而且，這種工作的常規久而久之會使組織僵化，影響組織未來

的發展（Levitt & March, 1996; Nonoka；2005）。某種程度也和傳播界對常規研

究所獲致的結論相似，新聞因常規而僵化了。但是，Cohen & Bacdayan（1994）

認為，常規是組織內成員不斷學習的過程，也是用來標示已經建立的組織行為

模式，組織內的成員藉著已建立的常規，將知識儲存在個人的程序記憶中

（procedural memory），每個人可以不假思索的回應所遇到的問題，並視其所處

理方式為理所當然。特別是對一些無法用語文表達的知識，常規提供了一種管

道來讓成員理解並遵循而行。依此，我們或可認為，常規提供了組織成員分享

知識的機制，尤其是默會的知識，更容易透過常規分享，讓新聞機構得以藉此

生產出該組織的「產品」（新聞）。 

 

    Cohen & Bacdayan（1994）也提醒，常規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換言之，組織

不斷在外在環境遽變的挑戰下，必須以更具彈性的方式來因應，才能生存並且

獲利，過往的機械式的僵化建制已不再適用，組織必須不斷地將自己視為一種

有機體（Daft, 2005）。因此，就此推論，組織內的常規也不會是一成不變的。它

是個動態彈性、隨時可以調整的結構。張文強（2004）以大學實習報為對象的

研究也發現，常規形成像是個人藉由不斷猜測、不斷朝向組織校準的過程。於

此過程中，新聞工作者不自覺地帶入自己對組織的想像，一次次地更為逼近組

織易於同意的做法。而這種在猜測中校準的過程，一方面反映常規形成時難以

描述的複雜特性，另方面也將組織與個人嫁接起來，兩者不再是獨立、無關連

的層次；常規有著組織層面考量，也為個人帶來有著組織調性的節奏。 

 

    從這個角度來重新檢視常規對新聞工作的意義，就不再只是框限新聞報導

的僵化建制；它更有著不斷諸存、更新組織集體知識以符合組織生存與追求利

潤的意義。當新聞組織在面對外環境的挑戰下，既有的常規無法適用時，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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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新的常規來因應變局。關於這一點，組織演化理論（evolutional theory）

提供了進一步的線索與支持証據。Nelson & Winter（1982）提出演化理論時，就

強調常規36是分析與觀察的最基本單位，因為組織在應付新的情勢時，會先改變

既有的運作常規，這些新的常規往往又與其他常規產生相互的影響，最終組織

中較沒有效率的常規會遭到淘汰，有效率的常規會被沿用、甚至移轉到其他部

門，進而產生組織的更大變革，這過程學習是個重要的因素（Mintzberg, et al, 2003

／林金榜譯）。 

 

四、置入性新聞常規的影響 

 

（一）常規將置入行銷合法化 

 

置入性行銷傷害新聞倫理至深已不容贅言，但這個現象不但沒有消失反而

愈來愈普遍，新聞界似乎也見怪不怪。羅文輝與劉蕙苓（2006）以問卷調查的

方式 771 位記者，結果發現：配合置入性行銷進行採訪報導頻率愈高的記者，

愈傾向於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行為，記者長久以來處在這種專業與倫理衝突

時，減輕認知失諧的方法就是採用「自我正當化」來改變對置入性行銷的態度，

將它視為一種可以接受的行為。這是從個人層次出發所獲致的結論，但終究難

以解釋為什麼它已被普遍接受。 

 

    本研究從新聞組織常規建立的傳統典範出發，放在外環境遽變之下，組織

如何透過常規的建制，來因應新的局面，分享因應新情勢的知識，進而形成組

織內集體的記憶。新的常規的形成似乎是基本的機制及分析觀察單位，組織成

員透過常規學習了如何處理新的情勢。這樣看來，我們就不難理解為什麼在電

視新聞組織內，會存在著兩種邏輯相互衝突的常規，生產著兩種外貌相似實質

                                                 
36 組織管理者多半翻成「例規」，都是指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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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同的新聞。 

 

如果，我們把常規視為一種處理新聞的邏輯，電視新聞生產過程如視為一

有形的生產線時，那麼，新聞組織中等於是在一條生產線上，用兩種不同的邏

聞生產兩種新聞。按常理而言，這兩種外形雖然相似，但內容不同的產品，應

該由兩個不同的生產單位來生產，才能確保品質滿足客戶（廣告主或觀眾）的

需求。但在大部份的電視新聞組織中，卻使用了大部份相同的人力與物力資源，

沿用了傳統生產新聞相同的模式與規格，來生產另外一種置入性新聞。一條生

產線上用同樣的資源與規格，同樣的邏輯來生產不同的產品，這其中的衝突與

矛盾必然會產生。 

 

    因此，當我們重新檢視 Shoemaker & Reese（1996）所提出的新聞常規關係

圖（見圖 2-8）時，可以發現，生產置入性新聞時的常規所受的影響已有所不同，

消息來源所處的地位已被廣告主所取代，而形成一種新的三角關係（如圖 5-1）。

在這個新的關係圖中，廣告主的地位顯然高於媒介組織及閱聽大眾，產製這類

新聞的常規則必須在這三者中求取平衡。 

 

 

 

 

 

 

 

 

 

      圖 5-1：生產置入性新聞的常規關係圖 （本研究製表） 

 
廣告主 

(供應商) 

媒介組織 

(製造商) 

閱聽人 

(消費者) 

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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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進一步要問的是：當電視新聞組織已形成了一種生產置入式新聞的常規

時，它又代表了什麼意義？新的常規既是因應新情勢而生，就表示組織有此經

常性需要，它不再是偶發事件。某種程度而言，正是將這種新的情勢的因應方

法予以合理化與合法化，對組織成員而言，才能藉此分享的知識，據以遵循。 

 

在本研究的訪談中，受訪者多以「成熟的新聞處理模式」及「必要的新聞

形式」來形容置入性的新聞，A101 在業界已超過 15 年，他的說法更直接：「我

做這事沒有罪惡感，它已是必要之惡」。D 台主管的「大家都知道自己該做什麼，

不必多說」更道盡了置入性行銷在電視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從量化的訪

談問卷回答中，更可看出電視新聞工作者對置入性行銷的接受程度。有 63.4%的

電視記者表示，贊成「業配」新聞的存在；有 73.4%贊成「專案」新聞的存在（見

表 5-1），不贊成的反而是少數，這代表了不論置入式新聞對公信力、對新聞專

業的衝擊有多大，大部份的電視新聞工作者仍然認同了它的存在。 

 

表 5-1：受訪者對置入性新聞存在的看法 

一、你贊成「業配」新聞存在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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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7%) 

17 (56.7%) 

5 (16.7%) 

6 (20.0%) 

1. 非常贊成 

2. 還算贊成 

3. 不太贊成 

4. 非常不贊成 

2  ( 6.7%) 

20  (66.7%) 

5  (16.7%) 

3  (10.0%) 

 

如果進一步將年資以五年為界線區分成資淺者與資深者，再將訪談者的回

答依「非常贊成」給予 1 分、「還算贊成」給予 2 分、「不太贊成」給 3 分、「非

常不贊成」給 4，「無意見」者給 0 分。以 t 檢定比較兩組的平均數，可以發現

年資淺記者（平均數為 2.00），比年資深的記者（平均數為 2.71）較贊成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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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平均數愈低愈贊成，愈高愈不贊成），其差異均達顯著水準（t＝-2.106, df

＝28, p＜0.05）；對於贊成專案新聞的態度亦相同（t＝-2.075, df＝28, p＜0.05）（見

表 5-2）。 

表 5-2：資淺與資淺記者對贊成業配與專案存在態度的 t 檢定 

 樣本數 資淺記者 資深記者 t 值 

贊成業配存在 30 2.00(0.707) 2.71(0.902) -2.106* 

贊成專案存在 30 1.89(0.601) 2.48(0.750) -2.075* 

註：1.表中括號前的數字為平均數，括號後的數字為標準差 

  2.* p＜0.05 （1＝完全贊成；2＝大部份贊成；3＝少部份贊成；4＝完全

不贊成） 

 

這顯示了資淺記者進入這個行業時，新聞室內產製置入性行銷的常規已漸

成形，他們在專業化形成的過程中，已在產製這種新聞的常規下學習、累積這

類知識，自然比資深記者更傾向於贊成這種新聞的存在。反之，五年以上的資

深記者入行之時，新聞室內尚未建立起產製這類新聞的常規，他們專業化形成

的過程是建立在產製一般新聞的常規下學習與累積知識的，2003 年後置入性新

聞進入新聞業，面臨了另一種新的常規形成、要在既有的知識體系下學習另一

種新聞產製邏輯與知識，衝突感自然加深，在有所比較之下，也表達出較不贊

成這種新聞存在的態度。 

 

組織理論提醒我們，組織內的常規會相互影響。在電視新聞組織內，用兩

套不同的邏輯來生產新聞，有些是可以容許外力介入的，有些則必須維持新聞

自主；有些是可以被指定受訪對象的，有些則由記者專業判斷；有些新聞是可

以用「利他、排他、避禍」的報導策略的，有些則引用客觀性報導的原則；有

些是可以用「業績」來獎勵的，有些則要用工作表現來贏得獎勵。那麼，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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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這兩種不同產製新聞的邏輯會不會在相互影響下，區隔新聞與廣告的界

線愈來愈模糊？進而影響了新聞工作者對於什麼是新聞內涵的認知？如果對照

資深記者與資淺記者對置入性新聞的態度的差異，當愈來愈多資淺記者進入這

個行業時，會不會有更多的新聞工作者贊成了它的存在，給予它更多合法的正

當性呢？ 

 

（二）組織文化是決定因素 

 

既然組織藉由常規將置入性行銷這種有倫理與專業爭議的價值，予以合法

化了；那麼，實務界似乎要註定接受這種「積非成是」的新聞操作嗎？本研究

發現，組織文化會影響常規。重視新聞甚於重視業配專案的新聞組織，成員對

於這類新聞的處理有較高的自主性和獨立性，在常規的設計上會儘量維護新聞

專業。例如：B 台的「專案」記者設在業務部而非新聞部，組織內的知名主播時

段拒絕此類新聞的播出，在新聞部內對此類新聞的報導策略，這些都比重視業

配專案的 D 台與 E 台更具獨立自主。B 台主管表示：「牆築得夠高，就可以持守

新聞的專業，讓新聞的歸新聞，業配的歸業配」（B101）。A 台的記者均表示長

官很有擔當，遇到不合理或嚴重違反新聞專業的置入性新聞，會據理力爭拒絕

播出，這使他們在採訪上較能發揮專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歸結，媒介組織的常規不但是一種「框架」用以建構真

實，也是一種知識分享的機制。電視新聞組織內發展出處理置入性新聞常規，

一方面發展了一套建構此類真實的框架（亦即它用新聞包裝了廣告及政令宣

導），一方面也提供了組織內處理這種新聞的知識分享及儲存，使得業配與專案

雖然涉及新聞倫理與專業衝突，也能讓成員遵循與接受；而這種原本游離於邊

緣、非主流的價值與主張，透過這些機制也取得了合理性與合法性。這樣的合

理性與合法性也增強了組織內成員的共識。然而，不同的新聞組織所形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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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仍然影響著常規的形貌，及業配專案在組織成員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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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置入性新聞下的記者專業性認知及其意涵 

 

    「專業性」是指某一職業成員共有的某些態度和信念（羅文輝，1995），在

探討了電視新聞組織因置入性行銷業務的增加而另設一套產製常規，及其對新

聞運作的影響與意涵之後，我們必須進一步從組織中的個人層次，來理解新聞

工作者在接受組織指派進行置入性行銷時，如何認知所持有的專業態度與信

念，這些認知的圖像又有何種意義？ 

 

一、置入性行銷下的記者專業性 

 

    誠然，新聞自主是新聞專業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過去的研究都提醒我們，

對新聞自主不應該有過份浪漫的想法，新聞組織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Weaver & 

Wilhoit, 1991; 1996；羅文輝、陳韜文，2004）。一個以追求利潤為主要目標的新

聞組織內，要求記者去執行置入性行銷的「賺錢」任務時，對記者的專業性會

有何影響？ 

 

本研究以最常為人提及的兩個專業性核心概念：新聞自主及公共服務，為

探討的重點，來了解記者在執行不同於一般新聞的置入性行銷任務時，如何認

知此兩個概念，當它們與理想衝突時如何因應。以下將就新聞自主與公共服務

的認知個別作一說明。 

 

（一）置入性行銷下的新聞自主 

 

本研究考量電視界執行置入性行銷的情形，把「新聞自主」修改成四個指

標：「決定採訪對象」、「決定採訪重點」、「決定報導長度」及「報導內容是否被

修改」。在量化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受訪的電視記者認為，做「業配」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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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專案」，有 73.3%的人認為執行「業配」擁有大部份或完全的自主；卻有

高達 66.6%的電視工作者認為，執行「專案」只有少部份自主或幾乎沒有自主。

這顯示了「業配」因為公關性質大，給予記者的彈性大；但「專案」直接付費，

廣告主的干預也多，因此，有超過六成的受訪者認為，做「專案」時在「決定

新聞重點」及「新聞長度」上自主性很小。 

 

不論如何，在執行置入性行銷時，記者的自主權是受限制的，這種限制不

但來自於組織內部常規的要求，也是來自於新聞組織外部廣告主直接的干預。

但是，從訪談者處理這類新聞的經驗來看，卻可以發現新聞自主也並非截然地

「有」與「無」的零和表現，換言之，記者面對不同的情境，會對採取不同的

模式、不同程度的新聞自主表現方式。其中，「廣告主的主導性」與「記者對專

業的堅持」兩個因素影響著新聞自主的表現（見圖 4-4）： 

1.協商模式：在廣告主的主導性高、對新聞內容介入深時，對新聞專業堅持高的

記者會採取協商的方式，尋求雙方的妥協，也就是說在新聞自主與

廣告需求間雙方各退一步，尋找平衡點。 

2.主導模式：在廣告主的主導性低，對新聞內容沒有太多要求時，對新聞專業堅

持高的記者會把新聞自主的權力加以發揮，要求廣告主接受他做新

聞的理念，將報導重點轉向較具新聞價值的面向。 

3.順服模式：在廣告主主導性高，要求對新聞內容介入深時，對新聞專業堅持不

高的記者往往會放棄新聞自主，順服廣告主的要求。 

4.應付模式：在廣告主主導性低，對新聞內容要求不多時，執行置入任務對新聞

專業堅持低的記者通常會採取「應付」的策略，只求交差了事。 

 

    以程度來看，主導模式的自主性最高，協商模式次之，順服模式最低，應 

付模式根本不關心自主的問題。在實務上，最常被使用的是協商模式，主導模

式較常被資深記者使用，他們對新聞專業的堅持高，容易在工作上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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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廣告主手中拿回較多的自主；資淺記者反而容易以順服模式來處理廣告主

與他之間的自主權之爭。一般的「業配」新聞使記者最容易採取應付模式，對

記者而言，這類新聞的採訪價值不高，應付交差即可，自主權大小反而不是重

點。 

 

    雖然年資是記者向廣告主爭回自主權的重要變項，但是，研究也發現組織

對專業的重視，仍然會影響個人如何在執行置入性行銷任務時，如何發揮自主

權的重要因素。 

 

（二）置入性行銷下的公共服務 

 

    媒體在現代社會的民主過程中，扮演著服務公眾，監督政府與守望環境的

重要角色，因此，新聞工作者的公共服務應從「負責」與「公共」兩個概念出

發，本研究將問卷問題設計成兩個題項：「你認為做業配／專案可否達到公共服

務的目的？」「你認為做業配／專案能否達到對觀眾負責的目的？」。在量化問

卷資料分析中發現，受訪者一致認為不論是執行「業配」或「專案」都無法百

分之百地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也不可能完全對觀眾負責。其中，較多的受訪

者認為「業配」比「專案」較不可能達到公共服務、也較不能對觀眾負責。主

要的原因是，「業配」大半來自商業機構的廣告主，與產品促銷有關，難以具有

公共價值的資訊。 

 

    對電視記者而言，做「專案」新聞能不能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又能不能

對觀眾負責？在這兩個問題上，受訪的新聞工作者呈現了「大部份可能」／「少

部份可能」兩極的看法，兩種意見各居一半。主要原因是以「數量」和「金額」

論之，政府標案佔「專案」的最大宗，記者很容易將「專案」聯想成政府標案，

認為報導政府的公共政策是比較具有公共價值的；但仍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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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置入」就難以全然自主地負起媒體應負的公共責任。本研究也發現，受

訪記者會不自覺地把政府指定報導的政策等同於公共利益，反而淡化了新聞工

作應監督政府的角色。 

 

    再進一步探究置入式新聞的內容與公共服務之間的關係時，可以發現受訪

記者所認知的公共利益是在既有框架下被窄化的概念。電視新聞工作者被指派

報導這類新聞時，已有了前節所稱之既定常規的報導策略：「隱惡揚善」來「包

裝」廣告主的訊息，記者雖然設法找出「新聞點」來提供觀眾有用的資訊，但

對於負面訊息的忽略、新聞內容無法提供多元的觀點，都很難為「負責」的使

命自圓其說。 

 

    陳炳宏（2005）的研究發現，大半的記者雖不贊成這種置入性的新聞，卻

多半表達無意也無力阻止與反抗。這個結果其實是悲觀的，但本研究訪談的 30

位電視記者中，多半的人雖表示會順從長官指示，執行置入性行銷的任務，但

遇到「有問題」或「有爭議」的訊息時，卻會採訪消極的替代策略，如告訴線

上記者或在文稿中輕輕點出問題等，來略盡負責的義務。誠然，這樣的結果與

Borden（2000）及陳順孝（2003）的研究相較，是更悲觀了些，因為在大的「替

公司賺錢」的框架底下，「出錢者是大爺」前題便很難不讓記者在處理起這類新

聞時，自我先設限地採取迂迴的策略。 

 

    既然記者在執行置入性行銷時，他的專業性是可以被彈性調整、可以被框

限的，那麼，接下來要問的是：我們應如何審慎思考記者專業性的問題？當專

業無法抵擋利潤至上的壓力時，是否專業就已不重要了？以下將就組織面及更

大架構的社會層面來進一步討論記者的專業性問題 

 

二、組織、專業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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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前述分析，記者在採訪置入性新聞時，會在有限的自主之下，尋找可

能的因應策略，這種策略是動態且具彈性的，它永遠存在於廣告主宣傳的意圖

與記者個人對新聞專業堅持的拉鋸之中，在這樣的拔河中，也有了不同的可能

性，給予記者「因地制宜」的處理空間。這樣看來，我們對於置入性行銷下的

記者專業性，應該不至於太過悲觀。但是，對照記者認知另外一個重要價值：「公

共服務」時，卻又令人憂心。由於「置入」的限制性已然存在，常規已然形成，

因此，新聞工作者是在這樣的大框架下，來認知他所執行的工作與任務；於是，

所謂的公共服務也成了被窄化的概念，在政府類的置入性新聞中，觀眾看到的

是政令宣導；在非政府類的置入性新聞中，閱聽大眾看到的只是「有新聞點」

的訊息，至於什麼是公共利益？就很難釐清與界定了。 

 

    這個現象必須回到組織面來探討。Shoemaker & Reese（1996）提醒我們，

常規形成了一種組織內的標準化與建制化，因而也影響了組織內對專業的界

定。Tuchman（1978）也表示，專業是一種如何採訪新聞以符合組織需求及組織

標準的知識。在媒介組織內的運作一直是政策目標與新聞專業交相作用的結

果，例如，公司的政策是要新聞部全力配合業務單位的置入行銷任務，新聞組

織的目標是要做好新聞、追求高收視、服務觀眾；個人新聞專業的目標是要追

求新聞自主及服務公共利益。結果是，這三個目標未必能並行不悖，衝突的產

生也就是可預期的。 

 

儘管如此，McManus（1994: 61）還是認為，新聞專業與商業利益衝突時，

商業的原則會勝過新聞專業的原則，記者雖不願意承認，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

遵而行之。許多研究都從組織控制或社會化的觀點，來解釋記者如何在潛移默

化中了解組織目標，進而順從而行（Breed,1955/1997; Hirsh,1977）。因此，自我

審查的情形就十分平常了（Gans, 1980; McChesney, 2004／羅世宏譯；蘇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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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本研究的發現，電視記者在執行置入性行銷時，不自覺地限縮了對公共

利益的維護，而採取「隱惡揚善」的一元觀點，顯示了外力與組織的雙重壓力

下，自我審查的存在。 

 

   然而，就此斷定記者的專業性就完全無伸展的空間嗎？Bantz（1997）從組織

衝突的角度出發，他認為在電視新聞組織中存在著五種衝突：（一）新聞工作者

與消息來源在傳播觀點上的不信任與質疑；（二）專業規範（norm）和商業規範

間的衝突；（三）專業規範與娛樂規範的衝突；（四）記者之間及記者與組織之

間因競爭所產生的衝突；（五）電視新聞訊息的結構。這些衝突常常在新聞組織

運作中上演，他認為應該把這些衝突視為常態，在這種常態性的衝突中也形塑

了組織文化。 

 

Bantz（1997）的觀點為當前電視新聞組織內存在著商業與專業的衝突，找

到了有力的詮釋。換言之，這些衝突的拉鋸，反而給予新聞工作者更多的彈性

與自由度，來因應情勢的變化，不論是執行業配專案或一般新聞；組織成員也

藉由這樣的衝突過程彼此相互影響，來增進未來解決衝突的模式。 

 

在本研究的訪談中，B 台的經驗可以進一步解釋這樣的情形。B 台在執行置

入性行銷之初並未設專案記者，但專業與商業的衝突始終困擾著組織內的成

員，記者對於執行這類任務抱怨連連，於是專案中心成立了，有專屬的記者專

責置入性業務；然而在新的建制實施之後，卻又覺得專案應與新聞業務區隔，

以築起一道更高的牆來維護新聞專業時，又採取了將專案中心改隸屬於業務部

門的新措施。於是，在訪談 B 台的 6 位記者時，除專案記者之外，其他記者共

同展現的是對專業性的堅持比其他台記者來得高。 

 

尤其，在量化資料中，本研究將四台新聞工作者的回答，進行進一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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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比較發現，B 台記者被問到「專案是否能達到公共服務」時，經統計其平

均數為 3.17，比其他三台都高（分數愈高即表示愈不可能），經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檢定發現，有顯著差異（F＝5.822, p＜0.01）（見表 5-3）。

這顯示了 B 台記者執行專案時，對於「公共服務」與「政令宣導」間差異的認

知，比其他台有更高的敏感度，經雪菲（Scheffe）檢定後發現，B 台記者的認

知和 D、E 兩台有顯著差異。B、D、E 三台雖都是有線電視新聞台，但是，D、

E 兩台受訪的新聞工作者都相當高的比例認為他們所服務的公司是「新聞與置

入」並重的機構，B 台的受訪者則有超過六成認為他們的公司是「重視新聞」（見

表 4-8）。由此可知，組織對新聞與業配專案重視的程度，形塑出的組織文化，

影響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認知與態度。 

 

 表 5-3：四台受訪記者對專案是否能達公共服務認知的變異數分析 

 A 台 B 台 D 台 E 台 F 值 

專案公服認知 2.43 3.16 2.33 2.14 5.822 ** 

註：** p＜0.01 （1＝完全可能；2＝大部份可能；3＝少部份可能；4＝幾

乎不可能） 

 

李金銓（2004: 232）在分析香港媒介的結構與專業主義時，也曾關照到自

我檢查及新聞專業的兩個相連又矛盾的現象。他認為，香港媒介的自我檢查並

非出於自願，而是認為沒有更好的選擇，只好順從外在的要求，談不上進展到

認同或內化，使行為和價值一致。在香港的特殊政經環境下，「專業主義雖是一

個不完美的理想，卻可以把空間撐大一點，使記者日常工作免受外界侵犯。」

於此，本研究發現，置入性行銷在常規的建制下，已經使記者的日常工作受到

不同程度的侵犯與干預，但新聞自主有其彈性空間，使記者可以游走伸縮，專

業性也可以撐開一些空間，讓新聞工作者在這撐開的空間中，發揮新聞人共同

認知的專業理想與目標。其中，年資與組織是兩項使「空間」撐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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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廣告主導向新聞的內涵及影響 

 

不論學術界喜不喜歡，願不願意承認，置入性行銷在國內新聞界已屬「平

常」的一種新聞手法（彭芸，2008）。本研究從新聞組織常規及記者專業性著手，

發現經由組織的常規設計、記者自我審查的重新定義新聞，進一步提供了系統

性的資料來證實國內電視新聞組織，的確已將生產業配與專案視為常態。換言

之，台灣的電視新聞除了生產一般新聞之外，也生產了另一種廣告主導向的新

聞。 

 

至於廣告主導向新聞和一般新聞有何差別？鑑於當代新聞受商業力影響已

是常態，本研究捨棄一般新聞的籠統界定，而將公共利益導向新聞、市場導向

新聞及廣告主導向新聞作一比較。可以從表 5-4 中看出，廣告主導向新聞的服務

對象以出錢的廣告主為主，對新聞自主的影響大，新聞價值的考量以出錢的廠

商為優先，題材和消息來源也由廠商設定。一般新聞從採訪到被刊登或播出，

必須經過許多新聞產製過程專業的考量，如：消息來源的合適性與是否接受採

訪、故事本身的重要性及趣味、它是否符合新聞價值與客觀報導的原則等等

（Gans, 1980）；但是，這類廣告主導向的新聞在產製的過程中，不需經過新聞

價值的層層篩選（沒有稿擠不能播出的問題）、並與其他新聞競爭新聞重要性，

可以直接確保播出的可能性。其目的乃是媒介組織將賺錢的目的擴大後，以利

潤為主要考量，在這種邏輯之下生產的新聞，是被框限的，是先為廣告主服務，

而後考慮觀眾、公眾的。 

 

表 5-4：公共利益導向、市場導向及廣告主導向新聞比較 

 公共利益導向新聞 市場導向新聞 廣告主導向新聞 

服務對象 公眾 消費者 廠商或廣告主 

新聞室自主 較大 外力干預存在 外力干預大 



 194

新聞價值篩選 以公共價值為優先 

採訪了不一定播出 

以收視率及利潤優

先 

採訪了不一定播出

以廣告主利益與利

潤為優先 

採訪了一定播出 

新聞題材 由記者專業判斷 雖由記者專業判斷

但趨向軟性題材 

廣告主設定 

新聞來源 由記者專業判斷 由記者專業判斷，

但因過份重視消費

者需求，可能產生

某些偏向 

廣告主設定 

 

    從歷史的發展來看，以公共利益出發服務公眾是新聞的核心價值，但是，

1980 年末期市場導向（或稱讀者導向）的概念襲捲商業媒體後，即已稀釋了新

聞服務公眾的「純度」了；以收視率與利潤作為製作及選擇新聞的優先依據，

使得新聞的商品特性愈發顯明，公眾議題被忽略（Beam, 2003; Gade, 2006）。儘

管批評聲浪不斷，但這個走向似乎沒有被修正，只能說在這樣的架構裡，新聞

室內勉強維持了自主，好歹也是由自家人決定如何處理新聞，如何面對市場競

爭。因此，新聞題材與新聞來源雖由記者專業判斷，但由於過份重視「消費者

需求」，仍然會產生某種偏向而強調軟性題材。值得一提的是，置入性的新聞在

2000 年後的不到九年的時間，漸漸地被電視新聞組織接受，成為正當的生產方

式之後，已經進一步地更加淡化了媒體傳統作為公共服務的角色。廣告主導向

與市場導向新聞這兩股力量勢必對未來的新聞內涵產生相當的質變。 

 

於此，儘管從內涵來看，以廣告主導向為主的置入性新聞離傳統的新聞定

義愈來愈遠，但是，我們似乎很難漠視這三種不同導向的新聞（公共利益導向、

市場導向及廣告主導向）同時存在於台灣的電視新聞界的事實，公共利益導向

的新聞繼續成為支撐新聞之所以存在於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使媒體還能據以

發揮監督的責任；市場導向新聞被視為競爭激烈的媒體業求生存的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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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迎合廣大閱聽大眾的口味，提高收視率增加廣告收入；而廣告主導向新聞

則被賦予了「增加利潤與業外收入」的任務，廣告主的廣告宣傳的訊息，藉由

直接或間接的付費方式，被新聞人員生產（包裝）成所謂的「新聞」。 

 

這樣看來，置入性行銷之於台灣電視新聞界，似乎已走入一種無法矯正的

死胡同了，陳炳宏（2005）所作的調查就悲觀地指出，有超過八成的電視記者

認為，這種置入性行銷的專案在有線電視台會愈來愈多，加上蘇蘅（2007）的

調查發現，有接近一半（48.2%）的民眾其實是可以接受新聞置入。那麼，新聞

從此沒有了「純度」（彭芸，2008）後，我們還能期待媒體對這個社會扮演何種

角色呢？本研究以組織常規及專業性兩個面向進行分析，其結果雖然驗證了本

地電視新聞組織透過常規的建制，使新聞工作者有了產製此類新聞的依循模式

與知識分享途徑，進而賦予置入性行銷在組織中的合法性及正當性，但是透過

專業性的分析，也看到了新聞工作者在組織正式認可置入性新聞產製的大前提

下，專業性的伸展空間仍有發揮的可能。將在第四節進一步對此提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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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結構、新聞場域與專業性 

 

常規是一種透過標準化、建制化的方式，讓組織成員習得如何達成組織目

標的知識、進而產生集體行為的機制，透過常規的運作，組織成員對曾經不能

認同的邊緣價值（例如：新聞可以用錢買賣），也能漸漸順從且習以為常。專業

性是一種新聞工作者共有的態度與工作價值，它賦予新聞工作者自主與彈性，

使其可以在組織的框架下，撐開空間發揮新聞業共有的理想，據以服務公眾。

這兩個概念放在一起，來討論置入性行銷對台灣電視新聞界的影響，似乎又走

進了結構與人兩個向度的討論中。 

 

就組織面而言，比起組織內明文規定的規範與法令，常規屬於較隱晦糢糊

的結構，它以這種不甚明確的方式嵌進新聞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情境中，一方面

使組織的權力得以運行，一方面也使個人可依此來調整自己工作達成組織目標

的可能性。正因為它的模糊與隱晦，反而留下了較大的空隙，讓新聞工作者有

了專業性伸展的空間。本研究中發現，新聞工作者面對置入性行銷時，會依情

境不同而產生四種不同的新聞自主表現，即是具體的展現。換言之，當常規所

編織的網有縫隙時，新聞專業就可以撐出一片天地；當縫隙太密時，新聞工作

者只能順從而執行產製置入性新聞任務，但卻不一定能全然達到 Kelman（1958）

態度三歷程所言的認同、或同化。在質化訪談中，大部份的新聞工作者雖然贊

成這種新聞繼續存在，究其原因都是「因為公司要賺錢」，但進一步問如果能有

所選擇時，大家的回答都是「最好不要」。其中，受訪者 A103 的回答更有著對

專業的期許：「我是這樣安慰自己的，如果一個星期做 10 則新聞，有 3則必須

要犧牲專業，有 3則要妥協，但其他四則我還可以發揮一點新聞工作該有的理

想與責任，我就對得起這份工作，對得起新聞這樣一種有使命感的理想了...」

（受訪者 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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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啟政（2006）在討論當代西方社會學理論處理結構與行動困境時，也提

到了體系化社會雖然佈下了操控的天羅地網，但對在空隙中求取生存區域的一

般大眾而言，往往有著因地制宜的游擊戰術、因為他具備了高度的靈活機動性。

他反而對人的「修養」37寄予厚望，人是有能力透過自我的體會與覺悟來配合既

定的結構，即所謂「順手推舟」、「借力使力」。本研究發現，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面對這樣的結構時，往往能掌握情勢「借力使力」地從廣告主手上爭得更多自

主空間；B 台因新聞工作者持續不斷地向組織表達不願意採訪置入新聞，而使專

案中心從新聞部移到業務部等現象，都證明了新聞工作的專業性的重要價值，

這或許面對台灣新聞界同時生產了三種不同價值、不同目的、不同導向的新聞

時，新聞工作者可以自處的重要支撐。 

 

但是，我們仍然不該對專業性有過於浪漫的想法。在數位匯流的時代，新

聞場域所處的環境已愈來愈複雜。Kunelius & Ruusunoksa（2008）用「專業想像」

（professional imagination）取代傳統稱之的「專業性」，來探討新聞工作者在新

聞場域中對專業的認知，及每日的工作實踐。他認為經濟、文化、科技及政治

等因素都會對新聞場域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想像有所影響，對芬蘭而言，由科

技與經濟是影響新聞專業的兩大重要力量。Singer（2006）的研究也指出，在數

位匯流的新聞室中，廣告與新聞的界線模糊，媒體工作者要實踐公共服務的價

值愈來愈困難。這些結論和本研究進一步探究新聞工作者執行置入性行銷任務

時，對公共利益的認知無形中被框限的現象，十分相似。 

 

Kunelius & Ruusunoksa（2008）用 Bourdieu 的「場域理論」來分析新聞專

業受到的影響，給我們一個新的啟示，他認為，場域理論強調兩個相互關聯的

文化面向：變遷與權力（change and power），當我們將新聞視為一個場域時，必

                                                 
37 葉啟政談到了「孤獨」與「修養」兩個概念，認為是個人面對社會結構很重要的核心能力，

因不是本文想深入討論的範圍，讀者有興趣可參考葉書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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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同時觀察場域中結構的如何變遷及誰掌握了論述的權力。新聞場域中結構的

變遷會受外在的客觀條件影響，而場域裡雖有主流價值與秩序，但總還有些遊

戲（game）的成份，讓個人可以和主流價值周旋；在新聞場域中除了變遷之外，

還牽涉到動態的權力關係，對新聞場域來說，就是誰掌握了主流論述，來定義

新聞能做什麼？又該做什麼？這些也決定了場域中的內在秩序。 

 

他以芬蘭新聞界為例，在科技與經濟需求日增的外在客觀環境下，比起過

去，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專業的認同也變得愈來愈多元（diversity）了。就經濟面

而言，當新聞自主愈來愈向經濟場域屈服，使得愈來愈多人把新聞當作是一種

生意，也形成成了新聞專業上的衝突與辯論。這可被視為是場域內內在秩序的

改變，提供了新的代理者（agent）如廣告主更多權力，削弱了新聞工作者對新

聞專業論述的權力，這將會影響新聞工作者對專業性的想像。 

 

從此一觀點來看台灣獨特的置入性行銷對新聞業的影響，可以發現，商業

力量的介入，使新聞場域內的內在秩序為之改變：原來在新聞產製場域中擁有

較大權力的新聞機構，在生產廣告主導向新聞時，由於允許廣告主介入，在無

形與有形中賦予了廣告主更多的權力，來主導置入性行銷的新聞操作及其合法

性。久而久之，反而漸漸弱化了在新聞傳統中對於公共服務的論述能力，致使

新聞工作者對公共服務的認知窄化了。當新聞產製的場域中，廣告主擁有了更

多的權力，會不會也掌握了更多的發言權？影響了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的論述

與想像？進而逐漸取代新聞傳統中的專業價值？ 

 

Kunelius & Ruusunoksa（2008）對芬蘭新聞界的看法並不悲觀，他認為新聞

界有些核心價值是不會改變的，它宛如新聞業的「基因」，只是在大環境變遷的

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想像」更富彈性與多元罷了。本研究認為，儘管

芬蘭的環境、文化與台灣不同，新聞界面臨的考驗也有差異，但從歷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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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市場導向新聞興起以來，過去二十年來媒體或許在追求利潤的前提下，

將迎合大眾的產製邏輯放進了新聞生產線上，但並沒有完全取代了媒體服務公

共利益的使命，服務公共的新聞比例或許不盡如人意，卻並未缺席；而今，台

灣媒體在生產這兩種新聞之外，又生產了第三種「基因變形」的置入性新聞，

但此類新聞在比例上及份量上，仍難以取代前兩種新聞。只是，在同一個廠房

要生產邏輯迥異的「基因變形」新聞，而且使用了幾乎相同的機具設備、人力

資源，必然是格格不入，而在如此格格不入的產製環境中，新聞工作者對專業

的認知必須要更能「因地制宜」地具彈性，來與場域中的權力者遊戲、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