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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為什麼在乎真實？ 

 

近年來，台灣新聞媒體發生各種爭議事件，烏龍報導層出不窮，不只專家學

者出書為文批評，這些批評的聲音也可見諸各大報民意論壇、媒體改造社團的網

路討論區、媒體識讀教育的各個場合與論壇，甚至坊間每一個人都可以指出各種

對媒體不信任、不滿之處。1從這些批評看來，新聞媒體造就的亂象幾乎罄竹難

書，各方聲浪不斷撻伐，指責媒體枉顧社會公益、缺乏道德良心、沒有專業倫理、

淪為政治打手、成為置入性行銷工具。新聞媒體的問題層層疊疊，人們幾乎忘了

新聞行業還有一項最根本的職責—報導真實。 

我的第一份工作正是進入這個宣稱「以報導真實為職責」的新聞行業。從事

記者工作兩年多之後，我發現「真實」經常淪為新聞常規的儀式化象徵，例如：

運用客觀語言來表現真實，其實是媒體的置入性行銷；強調拍照做為物證以展現

新聞的事實性，其實是狗仔隊用來看圖說故事的工具；利用 SNG 同步轉播的新

聞現場，實則是電視新聞在災難現場剝削當事人呼天搶地的悲慘狀況。在這種情

況下，沒有太多人真正在乎新聞是否報導真相，不只媒體如此，一般大眾也常以

瞭解公眾人物私生活真相為藉口，窺伺名人的隱私八卦。人們舉著「真實」的招

牌進行與真實無關的活動，「真實」反而被架空，成為媒體掛羊頭賣狗肉的號召。 

但是，難道沒有人在乎真實嗎？情況正好相反，人們在乎真實，只是宣稱報

導真實的新聞媒體經常令人失望，加上當代社會充滿不信任與懷疑的普遍情況，

使得許多人似乎都放棄追求真實，以漠不關心的態度來面對這種難以找出真實的

難堪情況。Fernández-Armestro（1997/2001）指出，人類歷史上對「真」的尋求

一直存在，對照歷史中人們求「真」的背景來看，現今的漠不關心反而是一個突

發的、不典型的危險狀態。 

英國劍橋大學紐罕學院院長 O’Neill（2002/2008）則認為，當代社會普遍充

斥的不信任與懷疑，並不是源自信任危機，而是社會充斥著懷疑文化。她指出「欺

騙」是信任的最大敵人，但是加強規範與查核行動，並無助解決懷疑文化的問題；

況且，誰又能保證查核人不會欺騙呢？這麼一來，反而造成真正的信任危機，過

多規範致使人們只依賴制度查核，不再相信個人的自律行為，進而腐蝕專業表

現，降低專業標準。另外，「有辦法」的行業卻可以逃過檢驗，例如「媒體」經

常報導別人的不可靠行徑，自己卻很少受到檢驗。她認為新聞界沒有合法欺騙的

                                                 
1 對於當前台灣媒體問題的批評可參見林育卉（2008）《媒體是亂源》、卓越新聞基金會編（2008）

《關鍵力量的沈淪》等書，以及各種媒體批評的意見。 



 2

執照，媒體必須提供讀者可檢驗與可查證的資訊，而不是以匿名方式處理資訊，

如此才有可能重建信任。她強調，面對種種的不確定狀況，除了付出信任，我們

別無選擇，因為我們不能不信任，所以只能盡量減少欺騙與懷疑文化。 

就哲學的層面來說，我們面臨的獨特困境乃是因為當代思想中有兩股顯著的

信念潮流：一種是對真理抱有強烈信仰，認為我們已經發現真理的基本教義派，

另一種則是對任何事都抱著普遍懷疑，反抗被愚弄、急切想看穿表象背後的真正

結構，以及在表象之下隱藏的動機，他們是不願意發現真理的相對主義者。這種

對真實的需求，以及對真相的排拒，在當代社會中是同時並行的兩股思想潮流。

這種現象不僅在政治中十分常見，甚至在社會科學或對自然科學發現的詮釋也經

常出現。對真實性的追求與對真理概念的懷疑，二者經常連在一起，因為對真理

的欲望驅使了一種批判的過程，它削弱了任何一種可述說真相之保證，例如：對

歷史真相的懷疑、對科學知識權威的攻擊，二者之間的張力造就了一個重要的難

題：只要有人宣稱發現真理，就會有另一股聲音質疑它，那麼我們該如何安置對

於真實性的需求呢？（Williams, 2002:1-3） 

這種矛盾狀態使困惑的大多數人在兩者之間擺盪，一直希望有個值得追求的

真理存在，卻又不知從何找起，不知該如何回答來自這兩派極端的聲音。有些人

試圖在兩種極端之間找尋新的出口。二十世紀初美國心理學家與哲學家 William 
James（1913/2005）從信仰的角度探究真理的意義，探討真理如何被實現；他認

為在不斷變化的當代社會裡沒有絕對真理存在，真理只是暫時的，而非絕對的標

準，因此對真理的分析必須將人類經驗考量進去，並應用於對道德原則的討論。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家 Fernández-Armestro（1997/2001）從歷史角度來探究「人

群中的真理」（truth in society），他結合人類學、歷史、哲學來追溯真理概念在人

類文化中的改變與延續，探討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人們如何理解真理，並將這

些理解真理的方式關連到社會文化脈絡裡；他更進一步說明，這些理解真理的方

式又如何讓原本信仰它們的人們幻滅。英國道德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2002）

在晚年最後一本著作裡試圖追溯真理（truth）與真實性（truthfulness）的系譜，

從中探討真理的價值，以及關聯到真理的各種德行與活動。他們的目的都在闡明

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困境，希望這麼做可以幫助我們逃脫困境。 

我同樣屬於困惑的那群人。假使真理基本教義派說的是對的，真相就在那

裡，只是有待發現，但實際情況是新聞記者根本不可能（因為社會結構層層掩蓋

了真相）或者沒有意願（人們只把媒體視為商業機構的一環）追求報導真相；相

反地，倘若相對主義者所言為真，沒有真相存在，只有資訊需要傳播，只需要有

資訊發送的管道即可，則新聞行業根本沒有存在必要。更糟的是，無論上述那一

種立場為真，都在在質疑了新聞專業在當代社會的正當性。 

對於記者而言，倘若報導真實成為不可能，那麼從事新聞工作的目的何在？

難道它只是一份賺錢餬口的工作？儘管有人被迫向現實低頭，但我相信多數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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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如此，更多人是為了理想才進入這個行業。那麼，在上述兩種立場之外，還

有沒有第三條路存在？ 

不僅一般人、歷史學家、哲學家在乎真實，新聞專業更在乎真實。這關係到

新聞記者如何為自我的專業定位，以及在媒體環境日趨惡劣的現況下，他們如何

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實現的價值。我在乎「真實」，不只基於學術研究的興趣，也

因為自己曾經是新聞記者的身份，更是為了未來成為新聞教育者的角色。2基於

這些原因本文選擇以「真實」做為研究問題，探討新聞專業中的「真實」究竟意

謂什麼？所關切的焦點在於記者為什麼在乎真實？在乎真實又會對新聞專業產

生什麼作用？  

 

二、 自我的記者經驗做為個案故事 

 

從真實性來談新聞專業的問題，本文並不是特例，像是 Merrill（1977/2003）

從存在主義觀點探究新聞倫理的問題，強調記者個人的自主性以拒斥服從集體路

線的傾向，他呼籲記者應當追求真實性（本真性）以挑戰集體主義的壓迫。但是，

存在主義必須從個體內在的存在焦慮出發，一旦它變成由外而內的呼籲，反而容

易淪為空洞的道德口號，不但無法貼近個體的存在事實，也難以發揮它所希望達

到的作用。 

 因此，本文必須從個體的實際經驗來探討新聞專業的真實性問題，於是問題

變成：如何進入新聞專業的田野場域？什麼是合適的個案才能讓研究者看到新聞

專業中的「真實」呢？一般來說，當事情進展很順利的時候，我們通常難以察覺

一個順利完成的活動如何可能，但當一件事情進行不順利時，我們才會清楚體認

到某個東西對我們的作用是什麼。 

研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也是，假如記者能夠順利報導真相，他通常不會

察覺到新聞運作中有什麼問題，當記者想要報導真相卻不可能時，我們才會看見

這個「不可能」到底是那個地方出了問題，才能認識到新聞專業中的「真實」究

竟意謂什麼？因此，本文選擇記者想要報導真相卻不可能的情況為研究個案，目

的在於探討究竟是那個環節出了問題使記者無法報導真相，記者又如何面對這些

受挫經驗與感受，進而採取某些作為。 

                                                 
2 本論文的書寫背景為解嚴十多年之後的台灣新聞媒體環境，兩則個案故事發生於 2000 年前

後，此時不再有威權統治者需要記者挑戰，但卻有商業力量的干預；報禁早已解除，記者卻常有

不知為何而戰的困惑；有好幾個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新聞頻道，民眾卻覺得電視充滿政治口水、

以及不斷重複的 SNG 畫面；媒體競爭激烈，但是整體營收下降；狗仔媒體盛行，民眾邊看邊罵…。

這是一個媒體問題叢生的當代社會，新聞專業者面臨的挑戰卻不曾稍減，希望本文的討論能夠提

供新聞傳播工作者一條另類思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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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很難向他人啟齒說出自己受挫的真正感受，而會尋找理由或藉口來

合理化自己的處境，記者也是，有些記者會說「媒體老闆只在乎收視率及閱報率，

根本不在乎真相」或者「政治新聞早就成為政客放話、炒作、攻擊對手的工具，

根本不可能報導真相」。記者以這些理由來合理化自己為什麼不能（或無法）找

出真相，藉此轉移說出報導真實受挫的感受，希望從一般訪談中讓記者說出內心

的真正感受，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嘗試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進入田野場域無效之後，我只能以自己做為研究

對象，透過說出自己的記者經驗，呈現記者在現實情境下的猶豫、掙扎與自我懷

疑的過程。難以啟齒說出真正感受是人之常情，曾經做為新聞記者的我也是，除

非我能首先誠實向外界說出一切，坦然交代自己面對新聞報導無法追求真實的受

挫經驗，我才有可能期待他人向我坦白說出一切，否則連研究者都不能誠實地說

出真相，如何能寄望受訪者會對我說出更多呢？於是，以我自己過去的記者經驗

為研究的田野資料，便成為唯一且必要的個案選擇。 

選擇書寫個人經驗做為本文的研究個案，目的不僅在於收集新聞專業的田野

資料成為後續的分析對象，也不只是為了說出我的個人感受而獲得情緒緩解，更

重要的目的是透過我的真實故事，探討個人面臨與真實性相關的倫理情境時，因

為無法達到真實而感覺到焦慮不安，這種情感矛盾的狀況從何而來，個人如何在

交錯的情緒掙扎下做出最終抉擇。透過說出自己的真實故事，我才能理解這段經

驗對於自身的意義何在，以及「真實」在我生命裡所佔據的重量。 

奠基於現象學傳統的敘事倫理（narrative ethics），藉由當事人說出自己的故

事達到療癒、照護與關心的目的，借用海德格（Heidegger）的說法，存有的特

徵正是「關心」（care），而經驗是唯一且最根本的方式，讓我們意識到在世存有

的位置，說出自己的經驗使得世界的客觀性向我們揭露其自身，並讓我們負起責

任（Ellos, 1994）。 

醫療人類學家 Arthur Kleinman（2006/2007）在《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 :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一書中，3敘述一群平

凡人物（包括他自己）在人生不同時刻認為的最重要價值如何促使他們面對無可

迴避的存在焦慮，去掌握不確定與危險的經驗，他們採取行動的勇氣令人動容。

Kleinman 認為這些故事可以提供我們對於「倫理」的全新想像，倫理必須從經

常變動與不確定的「真實道德經驗」中去瞭解，才能提供社會更適切的價值觀，

也才能因應生活中的變動與衝突，並重建自我與世界的力量。 

                                                 
3 本書的‘a moral life’意指無法事先訂出規範，也無法以明確的道德準繩來衡量的作為，而是個

體將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價值具體化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並且遵照這些感受行事，因而‘a moral 
life’與倫理概念有密切的關係，作者期望能建立某種超越地域性並能引導我們生活的價值觀。為

了有別於一般常見「道德」，本書譯者將‘a moral life’稱之為以「真實道德」（Kleinman, 2006/ 
2007:51-53）。 



 5

我們必須這麼去理解人們說出的真實故事：「當我們說出自己親身經歷的點

點滴滴，不只是為了能清楚地瞭解到它們，更是因為它們使我們感慨萬千，又不

知從何說起。因此，它們的深不可測，而不是它們的是非真假，迫使我們必須用

說故事的方式來揭露。…在敘事中，所有的困境會在我們的感動之中自行顯示其

意義。」（蔡錚雲，2004a:38-39） 

本篇論文所說的一切，都源自我的兩則真實故事，以及它們做為個案所開啟

的分析與探究。這是我記者生涯裡印象最深刻的經驗，儘管它們看起來似乎微不

足道、不值得一提，是每位記者隨時都會遭遇到的平常事件，起初我並不明白它

們對我的意義究竟為何，直到開始寫下故事，它們才逐漸展現強大的情緒張力，

因為我知道自己不僅在說出十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試圖說出這兩次經驗為

什麼對我有重大影響。4 

 

三、 以系譜學方法記載研究歷程 

 

即使寫下我自己的記者經驗做為田野個案，透過理性的科學分析方式研究個

案故事中的「真實」是什麼，但是「我在乎」是一種個人感受，它無法用科學方

式分析，於是如何探究人的感受便成為另一道難題。 

況且一個人「在乎」與否顯然不是他口頭說了就算，當一個失戀的人說他根

本不在乎愛情，可是卻每天藉酒澆愁，那麼他所說的「不在乎」難道真的是不在

乎？還是因為太在乎而以「不在乎」為藉口來欺騙自己呢？這個時候我們還能相

信人們口頭上對於「在乎與否」的陳述嗎？即便他主觀上沒有意願欺騙他人，會

不會他也無意間欺騙了他自己？究竟該如何探索「記者在乎（或不在乎）真實」

的實際情況，強調理性的科學分析方法顯然難以解決這個難題，那麼問題到底出

在那裡？ 

葉啟政（2008: 346-352, 356）提出以「特殊例外」做為思考架構的社會學解

析。他指出要求建構普遍律的實證科學思維看重的是「整體」社會事實，其實所

描述的最多只是「常態」的社會事實，這樣的描述卻被膨脹為具有全稱意義的社

會事實，將人的概念以平均類型的方式均質化，原先在一定範圍內的諸多「差異」

被「無差異化」處理，每個人被視為「理應」具有同樣的屬性特質，以這種實證

主義科學立場做為接近世界的依據，本身是誇大而虛幻的，甚至當一個社會學者

                                                 
4 我記者生涯的兩則真實故事完成於 2008 年 5 月底，之後除了改正少數錯別字與贅詞外，我未

曾修改故事的內容與結構，讓它維持最初寫下的樣貌，以保留其中的情緒張力。也必須如此，它

才能做為我後續分析的依據，因為真實故事裡飽和的情緒，正指向我多年來內心焦慮不安的感

受，我必須回到當時情境下理解這些情緒從何而來，才有可能在後續分析中指出面對及解決倫理

焦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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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然科學實證主義主張推到極點時，他自己便成為一種方法決定論者。 

這種作法是社會學者憑藉著科學「理性」光環所建構出的科學知識，以為這

樣才是經得起科學檢驗的經驗「真實」，但是這樣做忽略了人具有豐富的想像與

感受能力，除了理性之外，想像與感受力難道不能是一種接近真實的途徑嗎？ 

在此可以用 Pascal 區分人的兩種心智狀態來說明：一種是幾何式心智，另一

種是纖細式心智。前者透過嚴謹的抽象定義進行推理，強調的是種種規則條理分

明的思考方式，卻與日常用途相去甚遠，經由這種程序建立的知識總是顯得僵直

而沒有伸縮空間，最典型的代表是數學知識；相對地，後者其本上是柔軟、富彈

性、屬於直覺的，它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應用的心智。實證主義的作法基本上是

以幾何式的心智來分析人類社會的問題，但是這樣的作為難以接近那些涉及人類

存在意義的種種不可用邏輯理由來解決的問題，也漠視了纖細性心智在探索社會

現象意義時可能發揮的作用（ibid.,354-358）。5 

葉啟政認為以「想像－感受的詮釋模式」做為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基架，研究

者憑藉著想像力與敏感性，對意義進行具創造性的文化－歷史意義的詮釋連結，

這種作法基本上像是 Derrida 所說的寫故事一樣，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創作，重點

不在於作者寫下了什麼，而是超乎文本自身由人們予以相接的部分，意義的彰顯

正在於文本何以如此連接、或者原本要連、卻未連上的部分，這些堆砌連結所構

連出的意義正是一種接近人類社會真相的可能方法。若以文本為比喻，過去社會

學家所關切的「結構」問題就像是文本中的「語言」，它是可見、具普遍承認意

涵的部分，對個體行為有著制約的力量，但在文本語言之外所留下的「空白」部

分往往被社會學家所忽略，它或許才是今日值得關心的重點（ibid., 358-363）。

這個「空白」所指的正是個體不受結構制約的可能性所在，也就是那些「特殊例

外」所隱含的意義。 

從這個觀點來看，探索人類社會現象時不僅需要以理性邏輯來分析與建構知

識，也需要透過想像與感受來詮釋人類存在的意義，無法用理性邏輯分析的感受

不應該被排除在社會研究之外，它反而是我們瞭解社會現象的重要線索。因此，

本文便是藉由想像—感受的詮釋模式做為接近社會真相的一種可能途徑，接下來

的問題是：實際在田野場域探索「記者在乎真實」該如何進行呢？ 

在研究的初始階段，我嘗試透過一般質化方法描述了幾個新聞倫理個案，卻

                                                 
5 除了兩種不同的心智狀態，人面對現實處境下的諸多問題也有兩種不同的提問方式，一種是不

可以用邏輯理由來解決的散發性（divergent）問題，另一種則是可以用邏輯理由來解決的聚合性

（convergent）問題。生命基本上是由散發性的問題所維繫著，多數問題都是懸而未解，但是聚

合性問題可說是人類最有用的發明，做為一種發明，它是經由一種抽象程序被人所創造出來，一

旦問題得以解決，解決方式就可以被寫下來並傳授他人，使他人不再需要重新摸索即可立即運

用，像是物理與數學知識所處理的便是聚合型知識。但是，面對人類社會的種種問題，一旦社會

學者堅信只有用聚合性的提問方式與幾何式的心智來探索問題才是正當途徑的話，那麼也就遠離

人們真正生活裡所關懷的意義問題（葉啟政，2008: 355-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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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有隔靴搔癢的困難，儘管可以從新聞報導中勾勒新聞事件被建構的過程，記

者刻意忽視或突顯某些面向，使整起事件呈現特定的真實樣貌。但是，我卻難以

說明為什麼記者選擇這麼做，即使以追求收視率為理由，在過程中記者難道沒有

猶豫、掙扎、懷疑嗎？這些記者在日常實踐的價值取捨過程，不僅難以從媒體報

導中得見，甚至透過深度訪談或參與觀察的方式也未必能夠掌握。 

探討「記者為什麼在乎真實」所處理的是人的感受問題，此時現象學描述是

一條進入經驗場域研究的可行途徑。由於現象學對於感覺性知識的敏感性，使它

能突破理性思維的限制，透過現象學描述接近經驗事實的真相，它仍然是一種知

識的追求，但不受思維形式的節制，而是回到事物自身，以保有內在的邏輯結構

（蔡錚雲，2005: xiv）。 

現象學強調「回到事物自身」，意指人在描述事情時，不要用解釋的脈絡窮

追猛打，而是將它們放下，也就是存而不論（epoche），用我們的平常心看看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此時所看到的與先前所看到的沒兩樣，不同的是先前所看到的

被我們視之為當然，此刻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事物自身。在這二者之間，東西本身

倒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意義卻截然不同，前者所看到的夾雜了許多我們不自覺或

自以為是的看法，讓被看的事物自身被遮蔽在種種的說明方式之中，後者則在我

們腦海一片空白之際，由被看的東西自行地彰顯出來，因此現象學描述才具備事

物自身的明證性（蔡錚雲，2004b: 11）。 

從現象學的觀點探討「記者在乎真實」的問題，將關心焦點由「真實」是什

麼暫時轉移到「記者」身上，記者才是意向的出發點，一旦要考察記者意向，就

必須將記者的信念暫時放入括弧之中，透過現象學還原方式考察意向性的作用。

因此，在自我書寫個案故事的過程裡，我盡可能透過現象學描述的方式，將事件

發生的經過與感受述說出來，不預先做判斷與推論，也不急於化解矛盾或合理化

各種情緒。6 

透過現象學描述所呈現的個案故事，讓我們回到當時記者面臨的倫理情境，

看到記者追求報導真相的過程，經由存而不論來考察主體的意向性，重點不在於

主體的感覺是什麼，而是主體對於社會真實的追求，這才是主觀意向。從這個角

度來理解記者在追求報導真相的實際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才使得報導真

相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儘管現象學描述讓研究者進入新聞專業的田野場域，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怎

麼對這樣的故事進行分析與探討？ 

                                                 
6 這種說法並不是指受過現象學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現象學描述，還原事件發生的真相，而是指研

究者有許多用來解釋事件何以發生的各種「知識」，這些「知識」經常成為他在進行現象學描述

的阻礙，不自覺地以某些方式來解釋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反而使他的描述難以回到事物自身；

相對地，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一般人因為沒有這些「知識」障礙，有時比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更容

易說出事件發生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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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說明記者在經驗場域中如何認知到什麼是真相，才能進一步探討記者

為什麼在乎真相。人在現實經驗中的認知方式並不是透過科學知識的清楚程序來

獲得（像在教室上課一樣用清楚明晰的方式來說明），而是基於他在經驗中的現

實條件（material condition），也就是說經驗知識的客觀性與認知的程序無關（即

邏輯推論的一致性），而由實際發生的事實所決定。7這種經驗知識的建立方法如

同傅柯的系譜學知識，強調的是在現實經驗中實際發生的事件與主體所處的實質

條件（蔡錚雲，2005；2008）。 

正如傅柯在說明系譜學方法時指出，對權力的分析可以仿照馬克斯主義對於

經濟的分析著手，唯物論重視的是下層結構運作的現實條件，系譜學工作正是將

權力的衝突與矛盾的現實條件予以揭露出來，而不是以邏輯一致的清楚概念予以

說明（Foucault, 1976/1980: 87-90）。 

探討個案故事中做為記者的我為什麼在乎真實？它既是個別經驗的問題，關

係到個人的獨特感受，也是普遍知識的問題，關係到什麼是新聞報導的真實。面

對現實的個別經驗與概念化的普遍知識之間的矛盾，一般科學知識以消除差異的

方式來解決二者之間的落差，但這麼做等於抹除了人的個別存在處境，人的存在

經驗才是知識得以可能的前提要件。傅柯以系譜學方法來連結個別性與普遍性之

間的關係，他認為這才是對於過去實際發生事件的真正記載，系譜學所呈現的正

是一種歷史的知識。 

相較於科學知識的明證性，我們的現實經驗其實是偶然、雜亂、重複、不連

貫的經驗知識，這些瑣碎知識卻是形成科學知識之前提要件，傅柯稱為權力知識

（power knowledge），只有在知識實際發生效用的狀態下，我們才能辨識什麼是

權力知識，因此權力知識是一種非中心化的理論生產，其有效性不是建立在思想

的認可上，而是能夠有效處理個別的具體處境，它只能透過系譜學的方式來說明

其實效歷史（Foucault, 1976/1980; 1971/1984）。 

因此，用系譜學來處理普遍性與個別性的矛盾關係，在我的故事裡至少有兩

層意涵：就主體或身份認同的層面而言，我既屬於集體記者當中的一分子，我跟

其他人一樣都是經由機構化的規訓過程成為記者，我們表現出類似的思考與行為

模式，但我又是獨特的我自己，我的倫理焦慮只能是我個人獨特感受。普遍記者

概念下的集體身份，不完全等於現實經驗中的我自己，它是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對

彰，也是普遍性（universal）與獨特性（singularity）之間的矛盾關係。 

就知識或經驗中認知的層面而言，這是普遍知識（general knowledge）與特

殊知識（particular knowledge）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傅柯所稱的科學知識（learning 
[connaissance]）與經驗知識（knowledge[savoir]）之間的區分，普遍的科學知識

                                                 
7 人在經驗中的認知方式，就像是我們認為感冒應該要多補充維他命 C，這種認知方式並不是經

由科學知識的邏輯推演而來，而是經由權威告訴我們，而且被我們接受與操作，因此這種經驗知

識無所謂邏輯上的真假與否，而是取決於人是否在現實經驗中運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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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取代個別的經驗知識，前者是概念清楚明晰、可寫下來傳授給他人的知

識或規則，其客觀性展現於邏輯歸納的一致性，但後者卻只能由主體自己在實踐

中犯錯、修正得到的經驗知識，它是無法說清楚、也不可能直接轉移給他人的素

養能力，它是一種主體性的客觀知識，其客觀性展現在實效歷史的脈絡中。 

這也是本文何以採用傅柯系譜學進行研究的緣故。不像一般從概念上追問知

識如何可能，關切的是找出真理的方法，像是如何判斷命題的真假；傅柯系譜學

採用科學史的作法，從現實經驗中探問知識如何可能？他關注焦點不在於概念上

邏輯一致的科學知識，而是主體如何在經驗中實際操作的經驗知識。傅柯這麼做

的目的並不是否定科學知識，而是強調必須有個別主體的經驗知識為基礎，才可

能成就普遍的科學知識，也就是主體必須經歷反覆練習、試誤、修正等實踐過程，

才可能自由地運用科學知識，這才是對於科學知識的真正掌握。另一方面，藉由

傅柯倫理系譜學的架構說明個體存在經驗的獨特性如何成為個人突破集體限制

的動力，這也是良心不安何以能將人自己打造成為道德行動主體之可能，它是一

種由內而外的轉變過程。 

探討「記者為什麼在乎真實」所處理正是個別經驗與普遍知識之間的矛盾關

係，「我在乎」是一種個別的感受經驗，而「真實」是什麼則是一種普遍知識的

問題。面對這樣交錯複雜的關係，本文很難用單獨一種方法進行研究，只能隨著

問題意識的發展與變化，隨時採取不同方式進行分析與探究，每一種方法都只能

揭露所探索問題的部分真相，但同時掩蓋了另一部分真相，每一次的分析嘗試都

是下一步探索的實質條件，沒有前面的挫折失敗，就不會有後面的洞見發現。 

本篇論文的知識基礎正是建立於研究者不斷地摸索嘗試，因此只能以系譜學

方法記載研究探索的實踐歷程，才能呈現本文最終的研究結果。 

  

四、 本文架構與書寫策略 

 

本文從新聞記者實際個案故事裡的倫理焦慮出發，探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

意謂什麼？所關切的重點並不是新聞專業的倫理道德規範，而是人們實際從事的

道德行為。當記者面臨想要報導真相卻無法報導真相的困境，為什麼令他感到焦

慮？假使記者在乎真實，這件事可能會什麼樣的影響？假使記者不在乎真實，它

又會有怎麼樣的後果？對新聞專業而言，「真實」究竟意謂著什麼？ 

整篇論文的結構都圍繞在「新聞追求報導真實」做為新聞專業理想的基本前

提下，透過不同面向的探詢，質問這個理想在現實經驗中是否還有落實的可能，

倘若它可能落實的話，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實現。基於以上種種緣由，這篇論文

的鋪展架構與書寫策略，呈現的是一個研究者探索與思考研究問題的實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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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部呈現的是研究者從個別經驗探索問題意識的過程，如何在研究者的推動

下，讓問題意識逐漸由清楚變得模糊，再轉向清楚的過程，亦即不斷對研究問題

予以問題意識化。 

第貳章透過現象學描述呈現記者的兩則真實故事，目的在於進入新聞專業的

田野場域，看到記者想要報導真相卻無法報導真相的實際情況。第參章則是利用

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探討這個問題，科學知識固然解釋了新聞報導中的真實如何

構成，卻無法說明做為記者的我為什麼在乎。於是，第肆章透過反思分析檢查自

己原先思考的盲點，意識到在現實經驗中的我自己，並不完全等於普遍概念意涵

下的新聞記者，此時才能說明何以前一章的解釋途徑遇到瓶頸，科學知識的普遍

概念無法說明個別經驗的獨特性。 

因此，本文認為探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問題，關注的焦點應該從新聞報

導中的「真實」轉向新聞記者在乎的「真實性」，前者問的是 what 的問題，後者

問的是 why 的問題，也就是記者在現實經驗中所關切的「真實」意義。面對前

半部採用科學分析方法及反思分析所指出的困境，本文後半部則透過傅柯的系譜

學連接個別經驗與普遍知識之間的關係。藉由傅柯的權力知識觀點及系譜學方

法，試圖讓模糊不清的經驗知識成為可被說明的系譜型知識。 

第伍章從個別記者的良心不安談起，說明記者如何施展自我技術將自己打造

為倫理主體的過程，透過倫理系譜學探討造成個體倫理焦慮的由來。第陸章則進

一步推論個體的倫理焦慮（即真理意志）如何可能發揮作用，使主體能夠逾越限

制，創造出不同的可能性，此時則是從真實性的角度反思新聞專業如何可能。 

 另一方面，透過系譜學方法記載研究探索的實踐過程，可以讓研究者回頭檢

視每一章分析背後所隱含的認識論及方法論預設。特別指出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

說明知識型式如何造成研究者的思考盲點，以及如何突破思維型式的限制以探索

真相。至於何以造成這個思維型式的盲點，則與本文最後要說明的真實性相關。 

 從知識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第參章說明的是新聞專業的科學知識

如何構成；第肆章則指出科學知識的客觀型式如何將主體對於知識的意向摒除在

科學知識的討論範圍之外，以及概念上的應然無法解釋經驗中的實然情況；第伍

章則透過倫理系譜學闡述新聞專業的倫理主體如何構成，說明倫理技術如何做為

一種主體性的客觀知識；第陸章則試圖說明真實性如何可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讓

記者成為自由運用科學知識的主體，這一章的部分推論則奠基於想像力的作用。 

 經過這些反覆圍繞於真實與真實性的討論中，或許可以讓讀者瞭解為什麼記

者在乎真實，以及真實與自我的關係為什麼重要。最後一章，則是說明本研究的

定位，以及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新聞專業的意義，本文認為真實性仍然是新聞專業

不可或缺的理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