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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新聞報導中的「真實」 

  

在前述兩則故事中，做為記者的我之所以感到失落、不滿、沮喪，乃是因為

我對新聞的取捨與判斷，與報社組織內的資深記者、新聞主管、編輯的判斷不同，

而且媒介組織 終採取了後者的判斷做為刊出的新聞文本。儘管我無從得知主

管、編輯、資深記者對這兩則故事中的新聞處理是否有不同意見，也無法掌握他

們彼此如何消弭歧見、凝聚共識的過程，只能假定報上刊登的新聞文本代表媒介

組織認定 接近事件現場真實的新聞報導。那麼為什麼他們認定的「真實」與在

現場觀察採訪的我所看見的「真實」不同呢？ 

換句話說，當我們問：「新聞報導究竟是不是真實？」究竟「誰」的報導才

代表真實？是「我」的主張接近真實？還是「媒介組織」的主張更接近真實？從

前述故事來看，顯然「我」與「媒介組織」的判斷有著不小的落差，倘若我與組

織裡其他的新聞工作者都以追求報導真實為目的的話，為什麼「我」與「媒介組

織」對於「新聞真實」的判斷有如此大的落差呢？  

本章試圖藉由新聞傳播理論的觀點來分析這個落差如何造成。首先，從本地

新聞傳播研究的概念流變來探討新聞報導與「真實」的關係，該如何界定新聞報

導的「真實」與否？其次，倘若我在故事裡所主張的「新聞事實」不是真實，或

者不夠接近真實，那麼在新聞實作中，新聞報導如何盡可能地接近真實？這關係

到新聞常規的運作，以及新聞專業如何建構並完成接近真實的報導。第三，應用

新聞框架理論來解釋新聞產製的篩選與排序過程，建立一個分析個案的架構。第

四，藉由前述的分析架構，分別解析兩則個案故事裡「我」與「媒介組織」對於

新聞真實的判斷如何產生落差？ 後，指出分析新聞報導中的「真實」究竟讓我

們看到了什麼？又看不到什麼？ 

 

一、 新聞報導與「真實」關係 

 

林元輝（2004）分析本土學術史中「新聞」概念之流變，他指出台灣的現代

報業從 1896 年《台灣新報》創刊開始，歷經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政府的戒嚴時代，

「新聞」持續扮演著維護政權利益的載具，此時的新聞非由理性思辨產生，而是

服膺殖民主義或三民主義之教條；直到 1955 年新聞學者王洪鈞出版《新聞採訪

學》，以美國新聞學院採訪學的課本為經，才引進西方的「現代」新聞概念，並

且將新聞定義為「對足以引起讀者興趣的觀念或事情，在不違背正確原則下所做

的最新報導」，強調新聞準確、客觀、公正的原則。王洪鈞的說法也代表著客觀

新聞報導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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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客觀真實到建構真實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客觀新聞報導反映了實證主義思維下的「客觀真

實」，強調新聞的正確性，認為記者報導社會事件應力求「逼真」，新聞報導應當

做為社會的「鏡子」，藉此反映外在真實。秉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分析新聞報導後，

發現新聞經常有「錯誤」，而除了客觀的錯誤（誤植人名、地名、數字）外，多

數錯誤來自新聞工作者的「主觀性」錯誤，意即新聞記者或編輯誤解、扭曲了消

息來源的談話，或者是對事件或談話的意義在解釋上出了問題（徐佳士，1974）。

學者逐漸意識到新聞不可能成為徹底反映社會真實的「鏡子」，它必然對於社會

真實有所選擇或扭曲，這個選擇或扭曲的過程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這些批評新聞報導不可能反映客觀真實的聲音，使得傳播學者開始反思其他

真實觀的可能性。自 1980 年代開始，傳播學者借用 Berger 與 Luckman（1971）

「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觀點，企圖說明媒介如何

建構社會現實，26Adoni 與 Mane（1984）根據真實的不同類型，以及來自直接

經驗的社會要素之距離，區分出三種真實：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符號真

實（symbolic reality）、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試圖提供一個整體觀的取

向，做為理解大眾媒介在真實的社會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三種真實做為分析概念的區別在於：客觀真實意指不容置疑的真理，經常

指涉的是物理事實；符號真實則是指透過文學、藝術或媒介符號來表達的真實，

特別指從傳播者的角度來看待真實；個人主觀真實則是個人對於真實的瞭解與信

仰，多半是從閱聽人的角度來看待真實。 

本地傳播學者將前述概念延伸為社會真實、媒介真實、與主觀真實，企圖以

這三種真實涵括人類傳播活動涉及的真實面向。第一種真實是指外在客觀真實或

社會真實，意指社會事件的真相，研究者通常假設它存在，但社會真實經常撲朔

迷離，即使人們身在其中，也未必能夠全然掌握；第二種真實則是媒介真實，意

指媒介呈現的事件樣貌，媒介在報導社會真實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使得產製出來的新聞不可能完全反映社會真實；27第三種真實則是主觀真實，意

                                                 
26 Berger 與 Luckman（1971）的著作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文版譯為《社會實體的

建構》，從知識社會學觀點說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認識現實世界與周遭環境，社會現實是在

人們主觀化與客觀化的辯證過程中逐漸被建構，有人將它視為一種社會建構論的觀點。 
27 以科學新聞的產製為例，從社會脈絡來解析科學新聞的產製，可以發現從科學論述轉變為科

學新聞的過程中，亦即在「專業化」到「通俗化」的過程，因為受到了科學社群的知識建構、科

學記者的關係網路、科學專業與新聞專業的衝突，還有兩種文類之間語言使用的差異，甚到受到

政府機構、經濟利益、文化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使得科學新聞無法或不可能被「正確」報導

（鄭宇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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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認知，但閱聽人的主觀真實並不是媒介真實的翻版，觀

眾的主觀認知可能來自媒體報導，或從個人經驗及人際傳播所得到的資訊綜合而

成的判斷結果（鍾蔚文，1992: 2；翁秀琪，1993: 114-117）。於是，鍾蔚文（1992: 
2）強調：「從社會真實到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的過程，正是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 

因此，自 1990 年代迄今的本地新聞傳播研究，一直穿梭流連在這三種不同

的真實情境中。根據林元輝（2004）對於本地新聞傳播的分類來看，從 1989 年

迄今，新聞工作者認定的新聞「真實」，既包括客觀真實部分，也有主觀真實的

成份，但是客觀真實部分不可能全然得知，主觀真實部分則是由建構或模擬來

的，新聞報導成為記者詮釋事件、對於現場事實的建構結果。 

即使外在世界的客觀真實存在，但媒介報導不可能全然得知社會真實的全

貌，只可能透過新聞工作者的主觀掌握，像篩子一樣層層篩選以傳遞及建構某種

程度或面向的真實， 能代表此一觀點的理論為「新聞框架理論」。鍾蔚文等人

（1996）的研究，將「框架」定義為不同真實轉換的結果，認為社會真實、媒介

真實、主觀真實都有各自的框架，每一個框架又分為高層、中層、與低層的形式

要件，在社會真實轉換為媒介真實，再轉換到主觀真實的過程中，每一次的轉換

都會選擇不同的形式要件並重新組合，社會事件因此得以再現，言說意義也因而

建構。林元輝（2004）則以「傳真」來形容此時期的新聞報導與真實的關係。 

 

（二） 新聞語言如何建構真實 

 

另一種觀點則試圖透過語言的分析來說明新聞與真實的關係。研究者認為社

會真實具有多重樣貌，他們關心的是新聞報導的語言再現或建構了那些真實，社

會真實於是成為「複數」，有多種版本的社會真實同時存在。 

鍾蔚文（2004）分析本地新聞傳播研究中的語言研究，指出解嚴之後的傳播

研究展現了流動的語言與真實觀：藉由言說分析或語言學方法來解構原先認定的

社會真實，像是解構媒介報導中既有的性別、認同概念，以及主流媒體對於美麗

島事件或二二八事件認定的唯一真實（翁秀琪、陳慧敏，2002）；或者是從批判

的觀點來揭露新聞報導背後的意識型態或權力關係，包括對性別、認同、族群的

歧視或偏見（翁秀琪，1998；倪炎元，1999）。林元輝（2004）認為這類批判觀

點否認現有的媒介真實，認為既有的新聞報導「失真」，是權力的傳聲筒與意識

型態的宰制工具，它消除了弱勢者的聲音。 

這類觀點認為既然現有的媒介真實是社會所建構的，透過語言論述建構的媒

介真實，當中呈現的不公不義、歧視與壓迫，亦可同樣地藉由語言分析解除社會

建構當中的意識型態宰制與權力壓迫，並透過不同的語言使用，重新建構一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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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平正義的新聞報導方式，也就等於建構新的「媒介真實」。此時，新的媒

介真實比舊的好，例如：過去的新聞報導將同性戀者污名化，新的媒介真實可以

展現出同性戀者更真實的生活面貌。有時，批判觀點也接受同一起事件可以有多

重的「社會真實」存在，例如：根據不同族群、性別的口述歷史，可以看到二二

八事件有不同的社會真實同時存在。 

此外，有些傳播研究則直接探究新聞事實的語言邏輯。翁秀琪等人（1998）

探討新聞報導如何呈現超經驗事件，認為記者職責固然在於表現事實，但一般人

日常生活中的事實卻有許多層次，記者所處理的新聞事件往往包括了可查證的經

驗事實和無法查證的非經驗事實，她們將這樣的事實分布稱為「事實光譜」，28記

者在呈現事實時，會依自己相信程度的高低加以評估，以新聞行規的事實語言來

呈現經驗事實，而以日常生活的事實語言（相對不明確的語詞）來呈現非經驗事

實。這篇文章的探討擴大了新聞「事實」的認定範圍，不再侷限於可由人類感官

經驗所察知的經驗事實，也將撞鬼、顯靈的超經驗事件納入新聞報導的「事實」

範圍。  

鍾蔚文等人（1999）則在另一篇文章裡進一步宣稱，新聞事實是語言的產物，

它未必反映外界的真實，因為一般人相信事實存在於客觀的世界裡，於是報導事

實成為一種利用語言機制遊說讀者接受事實的過程，讀者則是利用語言為線索作

為判斷事實與否的依據，新聞則透過「擬真」與「定位報導者」的方式來對讀者

進行遊說，因此即便新聞報導表面上反映了實證主義的語言機制（如：客觀中

立），但本質上只是在執行遊說的功能。29林元輝（2004）將這類研究定位為「擬

真」，認為新聞報導使用事實式語言，僅是為了營造真實氣氛，目的不在於真實

本身，記者只是運用語言策略來模擬真實、說服讀者相信而已。30 

 當我們承認媒介真實已經不可能如同鏡子一般反映社會真實，那麼該如何界

定新聞報導的「真實」與否？或者我們應該問：對於同一則事件的新聞報導裡，

那一種真實比較好？一般而言，研究者多半同意新聞報導能夠盡可能接近客觀真

實或社會真實是 理想不過的情況，也就是愈「逼真」愈好，但是學者也同意社

                                                 
28「事實光譜」意指從記者可查證到無法查證的經驗事實類型，事實程度由高到低，分別是可查

證的經驗事實（經驗世界的人、事、地、物）、介於非經驗與經驗之間的事證（如：幽浮的報導

或見證，經常是透過照片等有物質基礎的事物，來見證其存在）、 後到無法查證的非經驗事實

（如：鬧鬼、顯靈等，記者無法透過感官查知的事實）（翁秀琪等人，1998）。 
29 鍾蔚文等人（1999)從語言的角度提出「新聞事實的邏輯」，認為新聞報導是透過事實語言的機

制，將對事件的描述組織為常人容易接受的事實模式，例如：科學語言與敘事語言，以接近一般

人心目中的事實模式，達到擬真的效果，並透過語言定位報導者及消息來源的可信度，使讀者接

受新聞報導為真。 
30 在林元輝（2004）對本地「新聞」概念的分類中，還有一類後現代的「造真」的新聞，包括

綜藝味新聞、網路新聞、個人新聞台，他認為這類新聞沒有既定的真實，而是在寫作當下製造了

真實，這類新聞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只在乎娛樂自己、分享自我，這類新聞很難有所謂的「專業

記者」或規範，對於它們是否為「新聞」也仍有爭議，暫不列入本文討論的新聞專業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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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真實的面貌難以全盤掌握，因此若不能以客觀真實或社會真實做為參照基礎，

該用什麼標準來界定新聞報導夠不夠逼近真實呢？ 

從新聞框架理論主張的「傳真」立場來看，框架篩選後的媒介真實，若能展

現原有社會真實的面向愈多愈好，代表所傳遞的真實更接近外在真實。從批判觀

點來看，除了揭露原有媒介真實裡的意識型態宰制之外，更希望重新建構一個更

平等、公義的媒介真實，也就是認為建構新的媒介真實會比舊的更好，或者是同

時採取多元主義的立場，承認同一起事件會有好幾個版本的媒介真實。 

 無論採取上述那一種觀點，本地新聞傳播研究的「真實觀」仍不脫離相對主

義的立場，總認為有一種比現況「更好」的媒介真實存在，這個「更好」的真實

便是有待新聞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標。至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新聞專業或傳播

研究者相信，可以透過新聞實作對於每個作業步驟的特定要求來達到目的，像是

採用特定的資料收集程序（客觀中立、平衡報導、多方查證），或特定的報導方

式（第三人稱報導、倒寶塔體寫作方式），這些程序的操作使得新聞報導能夠更

接近社會真實，或者說能夠建構一個更好的媒介真實。 

 

二、 新聞實作中，新聞報導如何盡可能地接近真實？ 

 

從新聞專業的理念來看，新聞應該盡可能報導真實，但實際操作上未必能夠

完全地報導真實，那麼記者如何可能接近社會真實、報導真實呢？新聞專業又如

何建構或完成接近真實的報導呢？這些問題都指向了新聞記者採訪與報導的專

業操作程序，包括如何尋找線索、觀察、採訪、查證、平衡、報導等環節，以使

新聞報導更加接近真實。 

另一方面，這也涉及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對於無法直接在現場觀察

的事件，記者必須透過消息來源所提供的線索，多方拼湊出事情的真相，因此消

息來源成為影響新聞是否正確、詳實的一個重要因素。31 

但是，倘若新聞報導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真實，每一則報導都只能掌握某

種程度的真實，究竟從「誰」的觀點所認定的真實才比較接近真實呢？是記者認

定的真實？或是消息來源認定的真實？還是編輯32認定的是真實？或者 後由

                                                 
31 早關於新聞報導的「正確性」研究，認定新聞報導的真實與否，主要從消息來源的角度來

判讀，新聞文本是否符合消息來源的原意（徐佳士，1974）。 
32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到過現場的內勤編輯、資深新聞主管，難道就不可能比到過現場的

記者更瞭解真實嗎？戴定國（2005：70-75）從編輯的觀點出發，認為編輯室現場進行的其實是

「虛擬真實」的工作，由這個觀點來看，編輯與記者的功能互補，記者的觀察是「直接」的，比

較像是文化人類學家到田野調查的現場進行參與觀察，而編輯的觀察是間接的，如同史學家雖不

在現場，卻能針對「間接知識」進行推敲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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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組織33所認定的真實，遠比其他的「真實」更為真實呢？ 

 

（一） 新聞常規的運作 

 

在新聞實作中，為了使新聞報導盡可能接近真實，新聞專業發展出一套可重

複操作且成為慣例的工作程序，也就是記者用來收集資訊的特定方法與步驟，包

括以特定形式進行觀察、訪問、拍照、報導與寫作，這套程序可稱為「新聞常規」，

使新聞專業工作者能夠反覆操作，以確保收集到的資訊能夠更接近真實。一般來

說，新聞常規意指「客觀性新聞報導」的程序，也是目前大眾媒體 常採用的新

聞操作原則。 

在新聞記者的例行工作中，「路線」便是一項重要的新聞常規，記者必須每

日與路線中重要機構的消息來源聯絡，也就是「守線」，這也使得新聞經常被批

評偏重官方及權威的消息來源（臧國仁，1998:10-12）。其他的新聞常規還包括

截稿時間、寫作方式、平衡報導、多方查證、寫作形式、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等。 

學者將新聞常規的特定程序視為新聞專業的「儀式技術」，意指在新聞紀律

的框架及約束下，新聞工作者被教導一套默識與言說規則，因此「儀式技術」是

新聞的「編織事實之網」，它決定了什麼是新聞事實，強調事實性、客觀性與專

業主義的「新聞本質」，記者被要求以一種抽離、客觀與中立的事實語言來報導

新聞事件，以產生匿名效果，並排除記者個人的心理認知，如：意見、價值與個

性（紀慧君，2002）。 

新聞記者在日常實踐中逐漸接納了新聞專業運作的特定儀式與常規，它被視

為新聞專業化的過程。記者在接納這一套特定操作程序的同時，也接受了新聞專

業的價值標準，因此「新聞」被定義為新聞工作人員根據一套外在標準（新聞價

值）以及內在工作程序（組織常規）所生產的資訊成品。 

                                                 
33 本文所指的「媒介組織」有二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指報社發行人、社長、行銷管理、編輯

部等全體員工，視為同一媒介組織成員，此時媒介組織的意義包括其做為商業機構的身份；第二

層則指以編輯部為主的新聞室組織文化，包括總編輯、採訪主任、記者、編輯等人組成的新聞工

作團隊。在一般情況下，第一層意義的組織（報社/公司）與第二層意義的組織（編輯部/新聞室）

通常會目標一致地朝向共同利益的方向而努力，但有些時候編輯部也會抵抗來自媒介組織的壓

力，此時便是新聞專業意理與商業組織利益導向的價值產生衝突之時，例如：編輯部抵抗報社/
公司的置入性行銷要求。 

本文個案故事裡指稱的「媒介組織」，主要是指「編輯部」為主的組織，也是記者一般 常

面對的組織壓力—直接來自新聞部主管的要求，儘管其中不能排除第一種組織的影響，如：考量

本報讀者可能特別關心股市消息。但在個案故事中，第一種組織（公司）及第二種組織（編輯部）

所追求的目標一致，對記者來說，它們是一體的，因此本文並沒有處理這二種組織目標不一致的

狀況，在後續個案分析中所指涉的「媒介組織」，主要是指「新聞編輯部」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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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也是一種重要的常規建立。一般來說，

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記者與消息來源分屬不同社

群，彼此獨立、平時互不往來，像是突發事件的受訪者；第二，是記者與消息來

源在傳播角色上互相合作，並認同彼此的功能，常見於記者與公關人員的互動關

係；第三，記者與消息來源是同化或支配關係，這類型 常見於記者與負責路線

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政府單位的消息來源，因為記者必須長期接近這類消

息來源，特別容易受到對方的觀點影響，並傾向接受他的說法；研究結果證實新

聞記者很難超脫消息來源的影響（翁秀琪，1993: 117-118；臧國仁，1995）。 

早年的新聞研究認為，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由於經常受到資訊提供者（消

息來源）直接干預或間接影響，因而新聞行業逐漸發展出道德倫理規範，以維護

資訊品質，這套規範通常稱為「專業意理」（professional ideology）。專業意理不

僅可協助記者抵抗來自消息來源的干預，也能協助記者對抗來自組織內部的報老

闆壓力。李金銓（1981: 43）認為，新聞記者或編輯室守門人的專業意理有相當

大的自主性，他們有它自己的規律，不見得會完全屈服於媒介組織（如：報老闆）

的要求，這種專業意理是長時期培養出來的價值系統，內化為記者日常新聞製作

的指引。34 

專業意理當中的「客觀性」信條是為保障新聞工作人員正當權威的利器，35

強調公平、平衡、公正、客觀等崇高理想，避免記者的報導被干擾，因此「新聞

專業化」的理想與「新聞常規」的主要內涵，直接影響了新聞記者對於新聞價值

的判斷（翁秀琪，1993: 119-110）。臧國仁（1998: 20-25）認為，客觀性、追求

新消息及其他的專業意理， 初都是因應實務工作需求，後來卻將其轉變為新

聞行業的崇高信條，反而以手段（客觀主義）駕馭了目的（再現真實），難怪新

聞學的研究逐漸陷入封閉性思考的泥沼。 

 

（二） 專家與生手記者的區別 

 

根據新聞行業的專家與生手研究，記者從生手變專家的過程中， 大差別在

於對新聞常規的理解與掌握，特別是專家記者具有處理模糊性情境知識的能力，

這種能力經常反映在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過程（例如：如何發問、套話），以

及如何找資料及運用語言呈現等面向，使專家記者更能順利完成新聞工作的任務

                                                 
34 從專業意理的角度來看，媒介組織（資方）不應干涉新聞編輯室對新聞的立場，一旦媒介組

織因商業利益等其他因素試圖干預新聞報導方向，專業意理往往會突破傳播組織（資方）的限制，

例如：記者據此反對報社刊登一些自我宣傳文稿，或是記者反對在新聞中置入性行銷。 
35 國外學者曾探究客觀原則與報業發展史之關聯，認為「客觀」原則是報業為了迎合都市讀者

所發展出來的行銷策略，目的在擴大訴求與減低開銷。客觀原則既可滿足都市裡背景差異廣泛的

讀者，這種寫法也較不會攻擊到任何組織成員，因而較不易引起訴訟（李金銓，1981: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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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蔚文等人，2001；鍾蔚文等人，2002）。 

專家記者具備比生手記者更好的專業能力，在於他能夠瞭解新聞常規裡既有

的資源與限制為何，並具有將其整合在一起的能力，以完成報導真實的任務。因

此，未必是專家比生手在新聞現場看到更多真實，而是專家比生手更有能力把他

所見到的真實展現在新聞工作的成果裡，生手儘管跟專家看到同樣的場景、同樣

的訪問、同樣的資料（假定二者看到同樣的社會真實），卻未必有能力將其全盤

展現於他的新聞報導之中。 

從這個角度看，判斷專家記者是否具備專業能力，關鍵在於他能否掌握與運

用新聞常規，這一點其實與他所看到的「真實」多寡並沒有絕對關係，有時候專

家記者即使沒有到達現場，也能比生手記者寫出更接近真實的報導。因此，對於

新聞實作的研究指出新聞專業運作有那些常規，每個操作程序都有必須考量的因

素，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只能讓我們認識新聞實作的程序步驟與專業要求，卻不足

以解釋為何資深的專家記者比生手記者的新聞報導更有可能接近「真實」？ 

換言之，原本新聞常規及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等手段是為了確保達到新聞行業

的目的（報導真實），但過度依賴新聞常規與操作程序來檢驗新聞記者的「專業」

與否，反而無法判斷他是否達成目的（接近真實的報導）。如此一來，顯然在實

際的新聞採訪情境裡，還有一些未被深刻察覺的因素正在起作用，後者才是確保

新聞專業能達成或更接近「目的」的原因，那麼這個因素又會是什麼？ 

 

三、 應用框架理論解釋新聞產製過程 

 

從 1990 年代開始，國內傳播學術界興起以「框架理論」分析新聞產製過程

中的選擇、扭曲、偏頗，藉以解釋新聞工作者、媒介組織、閱聽人如何選擇性的

報導或認知新聞事件，新聞框架理論迄今仍為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用來解釋新聞報

導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36 

「框架」（frame）一詞來自美國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用來說明個人如

何詮釋周遭情境，人們在什麼情況下會認為周遭事物是真的？他認為，人對於情

境的定義乃是依據社會事件的組織原則，以及主觀上個人對於社會事件的涉入所

建構成，而「框架」則是影響人們定義情境的基本要素，他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來說明人的經驗如何被組織，若框架不存在，則我們無法瞭解周遭之

                                                 
36 解嚴之後，國外思潮大量而迅速地引進台灣，國內傳播學術思想也開始有所轉變，不再只有

三民主義新聞學及客觀新聞報導兩種思維。國外傳播學者自 1980 年代開始將框架理論應用於分

析新聞報導，國內學者鍾蔚文、臧國仁等人自 1990 年代開始運用框架理論來解釋新聞報導，迄

今國內已有數十篇碩士論文應用新聞框架理論來分析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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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Goffman, 1974: 10-11）。 

當個人認知到某個特定事物時，會傾向以原初框架（primary framework）或

詮釋基模來解讀與反應，之所以稱為「原初」，是因為這些框架的使用並非依賴

或參照先前已存有的解讀方法。事實上，原初框架的作用即在將事物的一些無意

義面向賦予意義，允許人們用來標定、感知、辨識、標籤一個具體發生的事物，

個人可能根本無法意識到或去描述這種原初框架的存在。人們認識周遭環境的方

式，便是經由原初框架層層疊疊、環環相套，加上框架的不同變形，37才使人們

能理解日常生活的多重現實（ibid., 21-26）。 

簡言之，框架意指「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解釋與思考結構」，包括「選擇」

與「排序」兩個作用，也包含了個人對於事件或資訊的感知、辨識與標示之基模，

它決定了人會「看到」什麼、「忽視」什麼，進而影響人的理解與記憶（臧國仁，

1998；林元輝，2004）。框架理論認為，每個人不只擁有一個框架，而是擁有一

連串組合後的認知框架，這一連串的框架決定了個人會重視什麼或忽視什麼，因

而人的認知框架是多重篩子組合後的結果。 

 

（一） 新聞框架理論的概念意涵 

 

新聞框架理論以社會建構論為基礎，認為新聞報導在再現社會真實的過程中

受到框架影響。臧國仁（1999）將「新聞框架」定義為新聞工作中的建構「真實」

概念，意即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與編輯）將原始事件轉換為社會事件，並考慮

此事件的公共性質與社會意義後，再將其轉換為新聞報導；在轉換的過程中，新

聞工作者一方面以自己的經驗（框架）將事件從原有的情境中抽離，另一方面將

此事件與其他社會意義連結（再框架），產生新的情境意義。38 

 新聞框架理論假定真實世界所發生的社會事件為客觀真實，但是新聞不可能

完全再現客觀真實，必然透過記者、編輯的主觀認知去掌握客觀真實，因此新聞

產製必然經過層層守門人篩選、忽略、凸顯、排序等過程，這些個別的新聞工作

者（記者、編輯、主編、組織）各有不同的特定框架，他們運用各自的框架判定

何者是組成新聞「真實」的重要依據，用以過濾及排序與新聞事件相關的種種線

                                                 
37 框架有兩種主要變形（transformations），第一種變形是調（key)，意指一組慣例，在原初框架

下，它已是具有意義的活動，但透過這組慣例轉換成衍生自這活動的另一種模式，因此就活動參

與者來說，看到的往往又是另一回事，這個轉變的過程稱為「轉調」（keying）。第二個變形是編

造（fabrication），致使人對正在發生中的事物產生錯誤認知（falsefication）的力量，通常有不良

企圖在作用，希望藉此誤認世界中的某事。因此，轉調與編造也可作為框架變形的兩種模式。

（Goffman, 1974: 43-44, 83-84）。 
38 國內新聞傳播學者臧國仁於 1999 年出版《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眞實建構之論

述》，可視為本地新聞傳播學者對框架理論探究之代表理論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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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39此外，與新聞報導相關的其他人，像是不同消息來源各有自己的框架，他

們與新聞工作者在產製新聞的過程中彼此互動、傳遞訊息，透過個別組合而成的

框架篩選並再現了新聞，因而 終產出的「新聞」等於是不同人的認知框架篩選

後的結果。 

學者常以「層層疊疊的篩子」來比喻框架概念下的新聞產製過程，臧國仁

（1999: 153）整理了新聞框架的基本內涵，經由林元輝摘要簡述之後，大致可呈

現新聞框架篩選的過程如下： 

 

 

 

 

圖一：新聞框篩過程簡圖（林元輝，2004: 74） 

 

 

                                                 
39 「守門人」意指傳播過程中，從記者報導、編輯篩選修改、各版主編、總編輯決定的過程中，

每一層關卡的守門人決定這則稿件是否刊登或該如何修改，因而守門人經常是影響新聞正確性的

主要因素（徐佳士，1974）。「守門人」概念被用於新聞傳播領域的研究始於 1950 年代，研究者

分析當時美國的報業，發現記者撰寫的稿件 後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比例被刊登，且內容比例嚴

重失衡，只著重於少數類型的新聞，而守門人不刊登稿件的理由相當主觀，認為不值得登、已經

登過同一事件的類似新聞、或者是編輯自行認定的其他理由（翁秀琪，1993: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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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框架的實質內容 

 

新聞報導再現社會真實的過程中會受到不同框架影響，「媒介組織框架」意

指媒體在報導某類主題時，只選某些屬性報導或強調，甚至媒介組織之新聞框架

常以「套裝」的方式呈現，意即在新聞、評論、漫畫等不同形式之媒介內容中呈

現類似且一致的詮釋方向（臧國仁，1999: 111-113）。有時候，不同媒介組織處

理相同議題時，由於動用不一樣的框架， 終框篩出來的新聞便不一樣，使得他

們所定義的「媒介真實」不同。40相反地，在許多社會事件或議題，不同媒體幾

乎都以同樣或類似的框架來報導事件或人物，例如：王建民為台灣之光、xxx 為

捷運之狼、外勞容易逃跑，意即多數媒體共享了對事件詮釋的相同框架。 

「新聞價值」41的選擇也可視為一種「媒介組織的框架」，代表記者對新聞

事件有類似判斷，且守門人習慣以此標準來篩選新聞。新聞價值的標準包括：影

響性、接近性、及時性、顯要性、異常性、衝突性，以及人情趣味（李利國等譯，

1995: 8-9）。學者對新聞價值的分析發現幾項特性：新聞通常涉及「重要人物」

的談話、重視消息來源的「權威性」、強調時間上的「新奇性」與「關聯性」、經

常以都會區的報導為主、符合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的期待與刻板印象等（翁秀

琪，1993: 109-110）。 

簡單地說，新聞報導 好有「重要人物」或「權威消息來源」的談話；而且

它必須是突發的「全新」事件，或者比昨天的報導有「更新」的發展；不然，它

得符合新聞記者的例行期待與刻板印象，這個刻板印象經常是新聞偏見，意即媒

體習慣以特定框架去解讀事件，例如：強調精神病患在街上隨意傷人的危險。學

者認為，造成新聞偏見的主要原因包括：新聞組織的流程與常規、新聞工作者的

意識型態，這些偏見容易影響新聞框架的形成，像是系統性地偏向官方意見、記

者習慣以社會正義者自居、對於社會案件以特定類型的方式報導等（臧國仁，1998: 
37, 49-51）。 

由媒介組織框架過濾、篩選後的新聞線索，經過記者重新排序重組之後，必

須以新聞文本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此「新聞文本框架」則意指「新聞報導的形式

結構」，包括新聞標題、摘要、導言、故事本體、情境、意見等元素，其中的每

一個元素都可稱為「新聞基模」（news schema），例如：新聞常見的「倒寶塔體」

                                                 
40 近年來，在政治議題或事件上，不同媒體經常出現完全相反的框架來解釋，也被外界稱為「泛

藍」與「泛綠」媒體之別。許多碩士論文從此角度出發，研究不同媒介如何建構不同的「媒介真

實」，例如：邱宜儀（2008）。《「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馬英九不同從政時期新聞報導之比較》。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論文。張玉玲（2007）。《台灣報紙對 319 槍擊事件新聞報導之

硏究：比較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41 新聞價值的由來，原本是為了新聞工作者在收集資料上的技術需求而形成的， 後變成一種

儀式化行為（Tuchma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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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能充分體現新聞基模結構，倒寶塔體寫作要求將 重要的事放在導言，並

依重要順序排列後續段落，此種文本結構不僅限制了新聞寫作的格式，也影響新

聞事件的呈現樣貌（林元輝，2004；臧國仁，1998）。換言之，「新聞基模」正在

形塑新聞報導中「媒介真實」的內涵。 

 因此，圖一「新聞框篩過程」展現了新聞框架研究者對於新聞報導中「真實」

的認知方式，他們認為真實世界的新聞現場有著諸多雜亂、零碎的事實，必須透

過媒介組織中的各個參與者（包括新聞記者、編輯、主管等）的框架層層篩選，

將過濾之後所得的資訊，再經由新聞文本的框架予以重組，也就是運用新聞基模

的結構寫作一則新聞。 

以倒寶塔體的新聞寫作為例，媒介組織根據新聞價值，選擇了 重要的新聞

元素做為新聞標題及導言，然後再把事件中其他元素依其重要性高低依序鋪陳，

藉由這樣的新聞文本向讀者說明社會事件發生的緣由及其意義，也就構成了「媒

介真實」。讀者也會依個人的認知框架，判斷解讀這則新聞事件的意義，形成對

於事件認識的「主觀真實」。 

 

（三） 修正框架：分析個別記者框架如何融入組織框架？ 

 

 然而，圖一的架構儘管解釋了媒介組織中的工作者會利用一致、類似的框

架，卻無法說明個別新聞工作者的認知框架如何在新聞產製過程中發生作用，個

體的認知框架在過程中往往被消弭、融合為組織的認知框架。雖然新聞框架理論

強調每一個個體保有個別、獨特的認知框架之可能，但是對新聞框架的研究經常

以「新聞文本」的框架為分析依據，再藉此回推媒介組織的框架內容。如此一來，

使得媒介組織中的「個人」認知框架，被消弭為一個「集體」的組織認知框架，

難以看到個人框架與組織框架之間的對立、矛盾、同化、融合的轉變過程。 

在前述的個案故事裡，我對於新聞報導中的「真實」認知，顯然與媒介組織

的認知不同，也就是說我與媒介組織採用了不同的框架來報導該則新聞事件。但

圖一的框架分析架構卻無法說明在一則新聞事件中，每位新聞工作者 初對事件

認知的框架為何，以及在新聞處理的流程中，個人的認知框架如何逐漸同化、融

合為媒介組織框架的過程。 

為了分析我與媒介組織對於新聞事件的認知落差從何而來，本文修正了圖一

的新聞框架過程，增加由「記者（個人）框架」到「組織（集體）框架」的階段，

分析「我」的認知如何不同於「媒介組織」，藉此理解「我」個人的認知框架如

何從對立、矛盾到部分融入（與部分不融入）組織框架的過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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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個人認知框架如何融入組織框架的過程 

 

四、 兩則個案故事的分析 

 

本節藉由圖二的架構分析前述兩則個案故事中，記者個人框架與媒介組織框

架有那些不同，說明二者之間如何產生落差。儘管在先前的故事裡，我說明了自

己在新聞事件發生前後的認知與情緒轉折，但我並無法掌握當時每一個相關當事

人（如：資深記者、主管、編輯）各自用那些框架來認知事件，僅能以呈現在報

紙上的新聞文本框架為依據，推論媒介組織之集體框架為何。藉由對比「我」（記

者）的個人認知如何不同於組織的集體認知，分析此一認知框架的差異如何造成

我與組織對於新聞報導中「真實」的認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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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故事一：實習記者的不夠專業 

 

在第一則故事裡，做為實習記者的我 初感到的不滿情緒，乃是因為我認為

「新聞報導不在乎老榮民的真實生活處境」，媒體呈現的報導與我在現場所見的

「真實」有所差距。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我」究竟在新聞現場看到了什麼？報

導那則新聞的「資深記者」（代表媒介組織立場）又在現場看到什麼？才會造成

雙方對於新聞報導是否真實的認定不同。 

藉由圖二架構分析「我」與「資深記者」在第一則故事的發展過程中，各自

使用的新聞框架如何轉變，並且將這一則新聞的採訪報導過程分為四個階段：新

聞現場的觀察重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記者對自我角色的認知、新聞價值

的判斷與選取。我與資深記者分別歷經上述四個階段的框架轉換，選擇以不同的

框架來篩選新聞線索， 終形塑出的「真實」面貌為何？ 

 

表一：第一則故事的新聞框架分析 

新聞事件的發展階段 記者（我）的個人框架 媒介組織的集體框架 
（以資深記者為代表） 

1.新聞現場的觀察重點 老榮民的生活實況，包括

居家環境及其心境。 
社會局長陳菊探訪日前

新聞報導中的老榮民。 

2.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老榮民向我表達他的心

聲，感覺孤單、希望有人

陪他聊天。 

記者同時訪談陳菊、老榮

民的看法，採取平衡報導

的作法。 

3.對自我角色的認知 我認為自己是老榮民談

話的直接對象，因而同情

對方處境。 

記者的主要任務是旁觀

與記錄陳菊與老榮民對

話的第三者。 

4.新聞價值的判斷選取 沒有。 強調新聞事件的「 新」

發展、重要人物的談話。

受前述框架影響， 終形

塑的「真實」樣貌 
老榮民生活孤單，社會局

的處置無法幫助他解決

此一問題。 

陳菊關切老榮民的生活

狀況，指示社工多探訪、

協助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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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時我認為自己已盡責達到新聞實習的目的，認真觀察與學習記者的採

訪工作，但從上述分析看來，相較於資深記者在不同階段所選取的框架反映了她

對新聞專業的熟稔，我所選取框架正好反映了我還未能掌握「新聞專業」運作的

常規。 

我在事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以「一般人」的認知框架來面對新聞現場

的人、事、物，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 先與我接觸的對象—老榮民身上，忽視了

新聞焦點必須每天有「 新」的發展，也沒有意識到新聞價值特別強調重要人士

或權威消息來源講話，而且我過度依賴「客觀性新聞報導」的原則，忘了還有別

的寫作方法得以展現記者主觀的觀察與感受。42這意謂著儘管我在學校已學習並

認識了記者工作的各個環節，可是到了現場卻未能適當地轉換角色，還無法將自

己從「一般人」的身分抽離出來，因此才會造成後來強烈的衝突感受。 

因而，我當時其實不是以「專業記者」角色來面對受訪者，當我與老人交談

時，我忘卻自己的記者身份（以致於根本沒有考慮到「新聞價值」的問題），只

是以「一般人」的情感互動方式來思考，關心他在言談舉止所流露的情緒，重視

人際談話相互往來的回應與交流。儘管我沒有使用專業記者的框架來認知我跟老

人的互動關係，卻因為實習記者角色的限制，不能繼續待在那裡與老人聊天，因

為自己無法同等回報老人給予的真誠，感到內疚與惆悵，甚至認為資深記者冷漠

無情，新聞報導忽視老人的真實處境，這一切更讓自己覺得懊惱與愧疚。 

如今反過來思考，這起事件的資深記者難道真的對老人的處境麻木不仁嗎？

顯然也不見得。倘若「報導真相」是記者的職責所在，那麼沒有新聞價值的真相

該不該報導？老人孤單的生活處境固然是新聞現場的真相，但是這個真相沒有更

「新」的新聞價值（昨天已經報導過類似狀況），在新聞運作的常規裡，這樣的

真相勢必被排除在外，假使記者覺得它仍然值得再報導一次，為了努力說出這樣

的真相，記者必須運用其他新聞價值包裝這個真相，以使它能被新聞常規接受，

才有讓這則報導再次被讀者看見的機會。因此，當時資深記者用不同的新聞價值

包裝，加入重要人物的訪視與談話內容，不也正是為了認真地回應在現場所見的

一切，想要讓老人孤單生活的真相再次被讀者看見所做的努力。43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位資深記者的初衷與我的想法並沒有太多不同，只是她

                                                 
42 客觀新聞報導的傳統受到新新聞學的挑戰而有所鬆動。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意指新聞

開始融入類似小說的筆法，一反傳統過度依賴消息來源的作法，容許新聞記者到新聞現場運用自

己的觀察能力與採訪技巧，進行深入的觀察與採訪，做主觀的描述，而非只是客觀的報導。 
43 這裡的反省其實不只是根據新聞框架的分析結果而來，而是因為先前的故事鋪展了我在當下

的情緒變化，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情緒轉折其實是伴隨著我對事件發展的認知變化而來，我才能透

過反思的方式理解自我的不滿與對資深記者的氣憤從何而來。一旦理解當時資深記者作為的可能

目的之後（儘管她自己未必能清楚覺察），我便能釋懷為何我與資深記者彼此對新聞現場真實的

認知不同，也就在我對於新聞專業的掌握與理解的增進過程中，我與資深記者之間的落差也會逐

漸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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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新聞專業的方式，選用適當的框架與寫作方式來呈現所看到的東西；但是當

時我沒有足夠的能力與熟悉的技術，無法將所見所感融入新聞寫作中（只記得客

觀新聞報導的限則，不應夾雜個人的主觀情緒與感受，忽略還有其他寫作方式的

可能），才會造成我有著無法回應對方真誠的內疚。 

 

（二） 故事二：個別記者報導的真實不夠全面 

 

在第二則故事裡，我 初感到氣憤是因為自己所寫的新聞被媒介組織任意更

改文字、扭曲原意，但不久之後察覺到新聞被更改是因為我在現場看到的片面真

實，比不上媒介組織掌握的全面真實，且後者顯然比前者更為「正確」，我因此

對自己沒有能力掌握更多真實而感覺失望、挫折與沮喪。我想要問的是：為什麼

「我」在新聞現場看到的真實只是「片面」的？新聞主管所看到的「更全面」的

真實又是什麼？究竟如何造成彼此對新聞報導是否「真實」的認定不同？ 

不同於第一則故事的新聞重點在於描述當天現場狀況；第二則故事的關鍵則

在於如何掌握新聞事件後續發展的可能變化，所涉及面向遠比第一則故事更為複

雜。以下將新聞事件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對於當天股市及財政部的情勢判斷、

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記者對自我角色的認知、對於事件新聞價值的判斷與選

擇、新聞文本的框架，以及 後由形塑出來的「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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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第二則故事的新聞框架分析 

新聞事件的發展階段 記者的個人框架 媒介組織的集體框架 
（以編輯部主管為代表）

1.對於當天股市及財政

部情勢的判斷 
當天股市下跌不嚴重，判

斷財政部不會宣布有關

股市的重大措施。 

股市連續慘跌引起高層

關切，政府對股市採取的

重大決策可能是「直接撤

換財長」。 

2.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財政部官員是我在整起

事件唯一的消息來源，也

是上級指定採訪的對象。

主管同時與多重消息來

源互動，包括股市傳言、

政府高層、立委等。 

3.對自我的角色認知 我認為固守自己路線的

本份就好，不需要特別知

道其他記者回報的消息。

主管彙整各路線記者回

報的各種線索，從中綜合

研判事件的可能發展。 

4.新聞價值的判斷選取 我認同官員的說法，不會

採取特別護盤措施，也沒

有護盤底限可言。（沒有

特別重要的新聞價值） 

主 管 傾 向 接 受 市 場 看

法，認為 7000 點是重要

關卡，也是政府護盤的考

量依據。 

5.新聞文本的框架 認為官員的談話沒有特

別重要的部分，只用平鋪

直敘方式交代內容。 

認為這位官員將是主導

股市的權威人士，特別強

調他談話的重要性。 

受前述框架影響， 終形

塑的「真實」樣貌 
官員的談話是新聞事件

中的唯一事實，藉以否認

無法查證的市場傳言。 

市場傳言反映了檯面下

權力關係的波動，以及人

事異動的可能。 

 

就 終結果而言，我與報社主管對於何謂新聞真實的認定落差，在於我認為

官員的談話是新聞現場唯一明確的事實，相較於無法查證、不明確的市場傳言，

前者更為重要，它才是新聞報導應該呈現的「真實」樣貌；但報社主管認為，前

者只是單方面的說法，後者才更能突顯檯面下暗潮洶湧的權力關係，人事異動傳

言反映的是執政者對於股市漲跌的關切，這才是主管想要呈現的「媒介真實」。

因此，媒介組織的框架 終取代了我個人對於新聞事實的認知框架，報社主管更

動我的原始文字、編輯採用誇張的標題，透過這些方式來突顯這則新聞的重要

性，使得 終新聞文本（版面）呈現的框架符合他們想要呈現的「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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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造成我與組織認知框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

於我只固守自己的新聞採訪「路線」，留意這個路線範圍內各種風吹草動，卻失

去掌握其他路線記者消息的機會。如今回想起來，當初這麼做的主要是為了遵守

新聞常規：「謹守自己的路線，不要踩線。」意指記者必須看守自己採訪範圍內

的風吹草動，不只是避免漏新聞，同時也嚴禁同報社的其他記者越界「踩線」。

記者「嚴禁踩線」在國內新聞界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同時也是新聞圈裡「重視

獨家」、「怕漏新聞」的風氣所致。 

每位記者謹守自己路線的結果，造成自家記者之間資訊不流通，每個人只看

到事件的單一面向，缺乏彙集多重資訊的整全面向。儘管報社主管偶爾也鼓勵記

者跨線採訪，挖掘議題的更多面向，但多數記者仍謹守慣例，有些記者甚至對於

自家同事比他報記者還要提防，嚴禁同報記者踩線，除了避免自己路線上的獨家

新聞被搶走外，也為了確保漏新聞之後的責任歸屬。後者經常是報社主管無法積

極推動跨路線採訪的原因，一旦某位記者越線採訪的次數稍多，原路線記者會以

漏新聞的方式消極抗議，認為既然另一個記者也想跑這條路線，他也該擔負起漏

新聞的相對責任。 

一般來說，只有少數資深記者擁有跨路線採訪的特權，他可以自由採訪消息

彙整為完整報導，相對地，他也不能搶發各個路線的固定新聞，如：通稿、公開

記者會等，他必須自己挖掘與製造新聞議題，不能接受消息來源餵養的新聞。但

是這類記者畢竟是少數，因此在新聞採訪的實作上，通常由主管負責整合跨路線

的訊息，當主管知道路線 A 記者回報線索可能與路線 B 有關，主管會告知並指

揮路線 B 的記者去採訪相關消息，鮮少由路線 A 記者直接與路線 B 記者分享訊

息、合作採訪，而是由編輯室主管扮演新聞線索交換的樞紐。 

因為我遵守「路線」的新聞常規，只注意到自己採訪路線是否有異常狀況，

卻沒有主動向主管打聽別的路線記者是否有相關線索，我下意識地避免「踩線」

觸犯他人禁忌，並一廂情願地認為若有相關線索需要我配合採訪的話，主管應該

會主動告訴我細節。但是，也因為我太習慣這樣的運作模式，忽視自己組織內部

的異常舉動（主管忽然叫記者再採訪一次），其實已透露某些不尋常氛圍，我應

該更主動挖掘背後的可能意涵，而非只是被動接受主管指示。 

此外，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也影響了我與媒介組識對於新聞事實的

認知差異，我只接收到單一消息來源告知的資訊，而報社主管同時掌握多位消息

來源、多位記者回報的線索。因為我的固守路線、採訪單一消息來源，並傾向認

同消息來源的說法，使得我的新聞報導只能呈現新聞事件中薄弱的片面事實，因

此官員的談話在我的筆下沒有浮現出任何重要的新聞價值。 

相較於此，我的主管有更多面向的線索，看到市場傳言背後隱含人事異動的

可能權力變化，使他更能判斷事件的未來發展趨勢，可是他也必須有相對應的「新

聞事實」來襯托與突顯他的判斷，且這個新聞事實必須有重要的新聞價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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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更動我的報導內容，利用語言機制突顯受訪者宣稱護盤的決心，藉由「製

造」出重要的新聞價值，讓這則新聞足以放在頭版來襯托那則無法查證、消息來

源不明確的人事新聞。44 

在整起事件裡，我對於記者與主管關係的認知受限於上司與下屬的從屬關

係，我只想盡到個別記者的本份就好，只考慮到是否服從上級命令，並沒有企圖

在互動過程中發掘更多新聞題材。也因為我對新聞的敏感度不足，沒有察覺到主

管與我的溝通過程中已暗示了事件的可能發展，使我在後續採訪中沒有獲得主管

預期的訊息內容（例如：官員對股市的立場、態度或專業能耐），使他必須自行

加添一些話語以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強調該位官員對於股市的影響力。 

儘管我已盡可能在報導中「精確地」描述出現場真實，但從報社的立場來看，

它只是片面真實，再精確也無法突顯出更全面的真實。因此，在編輯室守門的過

程中，主管對於原始新聞報導加工處理，以搭配還未經證實（但也非空穴來風）

的人事消息，強化後者具有真實的可信力量。 

 

（三） 小結：什麼才是判斷新聞好壞的標準？ 

 

在第二則故事裡，雖然我跟主管對於新聞報導的「真實」認知不同，但不代

表我做錯了，只有主管是對的。我們彼此都努力想要報導真實，問題在於究竟是

精確的片面真實，還是模糊的整全真實，那一種比較接近真相？何者才應該是記

者所追求報導的目標？從這起事件的後續發展來看，報紙 終呈現的報導更符合

當時檯面下各種權力角逐的真實狀況，因此片面真實比不上涵蓋範圍更廣泛的整

全真實。這是因為我固守一隅、忽視全局的判斷失誤，代表我的經驗不足、專業

判斷不夠，無法掌握浮動的氛圍，只看到單一而非更全面的真實。 

但是，難道模糊的整全真實每次都比精確的片面真實更好嗎？假使我們肯定

記者努力追求報導事件背後真相的企圖，但在歷經許多調查、訪問、查證之後，

卻只能掌握片面證據，無法直接證明背後有更大的真相，此時記者該如何報導？

他也許選擇報導模糊的全面真相，認為如此可揭發更多真相，即使事後證實細節

有誤，也無損其價值，這時我們會認為模糊比精確更好；反過來看，假使記者宣

稱要揭發真相，事後卻發現報導只能代表特定觀點，卻已對某些人造成傷害，這

時我們還能說報導模糊整全的真相比較好嗎？在這些情況下，「精確」與「模糊」、

                                                 
44 我原本的新聞希望「如實」呈現受訪者在採訪現場中所用的「語彙原義」，但報社考量的則是

頭版新聞的標題效果，希望更明確地突顯「新聞報導的重要性」，因而選用代表主動的發語詞「：」

來表達消息來源的意見。儘管記者與編輯都希望能夠盡可能「精確」地呈現意義，但雙方所精確

的對象不同，我希望還原到現場的談話，編輯希望選用 能突顯新聞價值的適切字詞。二者選用

的詞彙不同才造成記者認為組織任意更改了報導內容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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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與「片面」的對比，已經無法成為判斷新聞好壞的絕對標準。 

更多時候，記者根本不知道報導之後的結果會如何，也不確定目前掌握的證

據足不足夠推論到背後真相，要有幾成的把握才算足夠？倘若有九成把握證明事

件背後可能的真相，但報導的結果卻失敗於那一成沒找到的證據，我們能說記者

這樣的努力不值得肯定嗎？因此，評斷記者夠不夠努力追求真相，顯然不能以結

果來衡量，除了水門案成功地揭發政府黑幕外，更多努力追求報導真相卻失敗的

記者，他們的努力無法見諸報章，他們的受挫難道沒有值得理解與肯定之處嗎？ 

 

五、 分析新聞報導中「真實」的結果 

 

本章運用新聞框架理論來分析兩則個案故事，目的在於找出這兩則故事中新

聞報導的「真實」究竟是什麼？並且藉此瞭解新聞產製過程的各種環節如何造成

記者與媒介組織對於「真實」的認知落差？總結來看，分析新聞報導中的「真實」

究竟讓我們看到了什麼？又看不到什麼？ 

 

（一） 回答了新聞報導是否真實 

 

回到本章 初的問題：「新聞報導究竟是不是真實的？」新聞傳播學者處理

這個問題的做法是先定義問題中所指涉的概念為何？此時，「新聞報導」意指由

新聞文本中諸多描述事實所構築出的「媒介真實」，然後再進一步問這個「媒介

真實」是不是真實的？這種做法預設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存在，它是判斷新聞

報導究竟是不是真實的主要依據，也就是記者盡可能想要接近、報導的對象，通

常它被傳播研究者認定為「社會真實」。 

儘管人們知道新聞不可能報導「全面」的社會真實，新聞產製過程已包括選

取、排除、排序的過程，它不可能是絕對的社會真實，但也不會是全然的虛構，

而是記者面對所觀察的人事時地物，進行選取、重組之後的結果，新聞報導的事

實，多數落在「絕對真實」與「絕對虛構」之間的模糊地帶。在此情況下，我們

如何判斷新聞報導是不是真實的？除非新聞報導是全然造假，否則我們很難用

「是」或「否」來回答此一問題，通常只能探討與比較新聞報導的真實性程度，

例如：比較各家報紙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這則新聞是否比另一則新聞兼顧更多

真實面向。多數情況下，片面的真相比不上整全的報導、單一角度也比不上多重

角度，前者的真實性程度比不上後者。因為無法掌握絕對的社會真實做為判準，

因此新聞傳播分析背後通常隱藏著一種相對主義的真實觀：精確比模糊好、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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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片面好、多重消息來源比單一消息來源更好。 

這種相對主義的真實觀進一步衍生出幾種狀況：第一，同意有社會真實存

在，並允許不同類型新聞具有不同的真實性標準，意即對新聞報導之媒介真實與

社會真實的接近程度要求不同，例如：娛樂新聞具有宣傳、娛樂效果，觀眾對其

真實性的要求較低，容許較多的誇大內容；但對政治新聞有相對嚴格的真實標

準，必須報導更多政治事件的幕後真相。其次，就同一則新聞而言，接受不同參

與者所認定的真實性不同，究竟是記者、編輯、消息來源、還是觀眾，誰才有資

格判定這則新聞是否接近社會真實？不同的主體位置、不同的情感涉入、不同的

價值判斷，會有不同的認定結果，我們無法判斷誰認定的社會真實具有 強的真

實性。一則新聞報導究竟是不是真實的？從記者、編輯、受訪者或觀眾等不同觀

點來看，也有不一樣的答案。 

 因此，從新聞傳播研究的角度來看，判斷新聞報導「真實」與否，並沒有絕

對的標準，而是相對的概念，這種相對主義真實觀的立場，同時預設了永遠有一

種比現在更好的「真實」存在，這種「更好」的真實便是新聞記者所應追求的目

標，那麼如何才能變得更好？新聞專業能指引新聞記者走到「更好」的境界嗎？  

 

（二） 建構了新聞專業知識 

 

前述的分析一方面說明了新聞報導與真實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建構了新聞專

業知識，說明新聞專業過程中環環相扣的細節與流程，該怎麼做才能減少偏差或

扭曲的發生。這些理論固然解釋「新聞報導如何扭曲、選擇性地再現了真實」，

過程中有權力的介入、意識型態的宰制、新聞室的組織控制、新聞運作的例行化、

語言機構等環節，卻無法說明當記者努力想要報導真實，卻始終無法擺脫這些因

素的控制時，他該如何是好？面對理想目標與實際能做之間的巨大落差，記者的

焦慮不安又該如何克服？ 

傳播研究建構的新聞專業知識顯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只能說明那裡出

了錯，提醒記者小心不要被控制、被干預、被誤導，學術研究鮮少提供記者得以

抵抗或逃脫控制的方法，更無法指引記者在無法達成理想之際該如何是好。 

一旦研究者發現了新聞報導扭曲或偏頗的原因之後，並找出問題源頭，建議

新聞從業人員或相關單位應該怎麼做：記者應該要抵抗權力、拒絕誘惑、正確報

導、媒體經營者不該干預新聞方向、不該炒作羶色腥新聞、政客不該放話操縱報

導、政府不該對新聞置入性行銷、政府應該管制新聞、觀眾應該聯手抵制羶色腥

的報導…等。傳播研究指出這麼多需要改進的方向，為什麼記者仍然無法達到理

想，難道他們不知道問題所在，才無法達成報導真相的目標？或者情況正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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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因為記者知道太多應然的期待，卻不知如何在現實環境下實踐，反而因此

無法達成目標？ 

儘管有些記者確實能脫逃前述的種種控制，得以在新聞報導上採用各種策略

盡可能報導真實，像是新新聞學的報導方式、報導時的記實避禍策略，45但是這

些例子只向我們說明某些記者如何做到，卻沒有說明他們為什麼可以做到，其他

人卻做不到？從實際例子看來，這些具有豐富經驗的記者展現了更多積極突破現

況限制的動機與欲望，46但是這些動機從何而來，顯然不是新聞傳播分析能告訴

我們答案，「經驗」在此展現了更多尚未被說出的意義。 

新聞傳播研究建構了新聞專業知識，指出當前新聞媒體環境惡化的諸多原

因，瞭解這些原因之後，難道就足以讓記者抵抗外在環境的壓迫，如果不能，記

者除了聽天由命、群起抗爭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出路？ 

 

（三） 取消了我在現場的真實感受 

 

新聞專業知識固然解釋了我的問題出在那裡，但自我書寫中種種的複雜情緒

卻全都被取消；它沒有解釋我的情緒從何而來，反而消解了我在真實處境下的所

有感受，剩下的僅是我與組織之間對於何謂新聞真實的認知落差，這個差距又是

由點點滴滴對於新聞常規的缺乏瞭解、經驗不夠、技巧不足造成的結果。因而，

這種解釋方式預設了人們只要知道造成「差距」的原因，就會主動「改正」或者

「消除差距」。 

但是，為什麼我要這麼做？我並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需要「改正」？

假使分析結果只讓我認識到彼此之間的差距，為什麼我不採取各說各話的態度，

讓主管與我保有各自對「真實」的認知，我已經盡到報導真相的職責，如果他有

不同看法， 後由媒介組織自行判斷採用誰的觀點，他們是權力的擁有者，可以

決定 終想要呈現的新聞樣貌。 

                                                 
45 陳順孝（2003）在《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指出，新聞控制意指報社

內部對記者的控制，例如：報老闆友人發生負面事情後，報社希望記者不要報導或淡化報導，以

免觸怒老闆，但是記者為了報導事件的真相，必須努力逃避新聞室的控制，因此記者或編輯發展

出一些「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運用語言修辭與敘事技巧，達到既能報導真實、又能避免上級

不悅的目的。 
46 中國時報資深記者何榮幸在他 近兩本書的序言中提到，面對外界對新聞記者評價低落、以

及新聞片段化、瑣碎化的惡劣媒體環境下，他感到極度失落，積極地想要做些什麼不同的新聞工

作，以平衡自己的失落感。因此，他在 2005 年率領國會記者同事共同完成幾項深度報導專題，

這些專題獲得 2005 年三項新聞大獎，並集結成書《媒體突圍：2005 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

2007 年他又帶領台大新聞所的學生完成十六位本土資深記者的口述歷史記錄，出版了《黑夜裡

的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這二本書可視為是記者積極突破限制所誕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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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並不想討好上級，也不是藉由新聞報導謀一己之私，我為什麼不要做

到 低標準就好，只把它當作一份謀生工作，為什麼我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修正

自己的新聞框架、努力改善自己的採訪寫作能力，以跨越我與組織認知之間的巨

大鴻溝？ 

這些問題的答案如果沒有回到自我書寫的故事裡，沒有看到我在倫理情境下

面臨抉擇時的不安、焦慮與挫折，便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想讓自己變得更好，為什

麼我願意努力越過那道巨大的鴻溝？沒有專業倫理情境的鋪展，我們無法看到主

體在倫理處境下面臨的難題，以及她感受到的焦慮不安與挫折，沒有看到這些，

也就無法理解主體為什麼會希望提升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 看不到我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的特殊關係 

 

當新聞傳播研究將受訪者視為「消息來源」，看重的是對方能提供某種「消

息」，如此一來，也就看不到我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具有某種特定而不可替代的

關係。 

第一則故事裡的老榮民只是一般大眾，他與新聞記者的生活圈沒有太大重

疊，也許一輩子只被記者採訪過一、兩次，當下他卻是我聆聽談話的唯一對象。

對我而言，他是當天新聞現場的唯一主角，我強烈感受到我們之間具有某種不可

替代的關係，不可能以採訪其他老榮民的生活情況來替代我跟他的關係，我們具

有聽者與說者之間的特殊關係，我必須回應說者話語中的真誠，以及說者所期待

的互動。 

第二則故事裡的財政部官員，代表著官方、權威的消息來源，當時我被上級

指派再去訪問他一次，因為不明白訪問的目的何在，我在過程中只想完成指派的

任務，並未興起真正談話的念頭，對方也同樣如此，我們之間只是完成採訪形式

上的「聽」與「說」，並未真正進入聽者與說者的對話關係裡。儘管如此，但過

往互動已讓我與他建立了某種「信賴」關係，我相信他當時回答的是「實話」，

他並沒有欺騙或說謊的意圖，所以當主管希望我多寫一點他對股市「干預」的談

話，我也不願刻意誇大他的說法，我不能因為上級的要求而陷他於不義，這是基

於我跟他在互動中建立的信賴關係，我相信他當下說的是實話，他也相信我不會

故意陷害他。 

這也是為什麼新聞見報後受訪者會生氣的緣故，因為這並不是記者聽錯話、

會錯意造成的報導失誤，而是記者明知他沒說這些話卻故意如此報導，違背了記

者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的信賴關係。雖然這個背叛不是我主動造成，我卻因此對

他感到抱歉，並對造成這個結果的媒介組織感到氣憤，它們不只扭曲了我所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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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原意，也讓我背叛了受訪者在當下對我的信任。 

新聞傳播研究將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界定為獨立、合作與同化三種類

型，這種分類方式是從互動的結果（新聞報導文本）來描述二者之間的關係，指

出消息來源對記者的影響，希望記者不要被消息來源干預，以維持新聞報導的客

觀性。可是，我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的特殊關係，難道只能簡單地將它歸為消息

來源的三種類型之一？在第一則故事裡我與受訪者之間是獨立關係，平日彼此互

不相關，在第二則故事裡我與受訪者則是同化關係，記者傾向認同消息來源。 

這種分類模式如何能說明為什麼我們彼此在當下感受到某種不可替代的信

任關係嗎？如果不能，那麼記者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的種種感受意謂什麼？我與

受訪者之間的同情與理解，在互動關係中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信任，這些

感受難道不會影響新聞報導嗎？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前述的新聞傳播分析所能說

明清楚，那麼上述傳播研究無法看見的死角，如何才能夠被看見呢？自我與他人

在互動當下具有某種不可替代的特殊關係，在此隱然指出了一個倫理的向度。在

新聞專業的場域裡，這個倫理向度又應該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