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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聞記者在乎的「真實性」 

 

 前一章分析試圖探究新聞報導中所建構的「真實」為何，但報導中的「真實」

沒有呈現記者在採訪報導過程中的真實感受，也看不見記者與受訪者在互動當下

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關係。在這兩則故事裡，到底什麼才是記者 在乎的真實？

除了新聞報導中的「真實」之外，對我而言，新聞現場的種種感受、與受訪者互

動的情感交流更加真切，但我想要在新聞報導的字裡行間傳遞這些真實觀察與感

受卻不可得，甚至無法在新聞專業場域裡說出或討論這些感受，因而我感覺焦慮

不安、無奈與受挫。 

倘若新聞專業中的「真實」，不只意謂著新聞報導中的「真實」，也包括新聞

記者在乎的真實性，那麼前一章探究新聞報導中的「真實」，為什麼無法看見我

在新聞採訪過程中的真實感受？本章透過反思分析檢查研究者思考的盲點，何以

運用科學知識的說明方式無法解決我的困惑？究竟什麼才是新聞記者在乎的「真

實性」？ 

 

一、 分析新聞報導內容的困境 

 

（一） 看不見主體的位置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前一章分析的困境在於強調「經驗」中的客觀知識，

但理論架構裡卻沒有經驗主體的位置。探討記者追求報導真相的過程，卻看不到

記者在追求過程中的角色，而記者正是新聞專業判斷之依據，也是使新聞專業得

以可能的根本條件。因為實證主義的傳播研究缺乏主體的位置，無法看見主體追

求報導真相的過程，以及記者在當中的感受與他人的互動關係，造成它無法看見

主體位置的困境；現象學則從主觀意向來掌握客觀性，正好補足前述傳播研究的

弱點，看見記者在追求報導真相過程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透過主觀經驗展現知識

的客觀性。 

前一章分析之所以有此困境，在於採取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從社

會科學角度來看，以「事實」做為研究對象，必須假設「事實」是一個不可變的

認知對象，儘管內容是可變的（無論是外在客觀事實、社會建構的事實、主觀詮

釋的事實），但是「事實」做為認知對象的地位不可動搖，不然社會科學知識的

客觀性無法存在，這種立場是社會科學模仿自然科學思維而來的認識論及方法論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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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在於傳播研究關注的對象是人類的傳播活動與媒介經驗，它是物

理對象與感官經驗交織而成的結果，不只是物理對象而已（我在電視上看到什

麼？），更包含了感官經驗的層面（我看電視時的感覺是什麼？）。因此，以實證

社會科學探究社會事實的方法來分析人類的傳播經驗便出了問題，所探究的社會

事實無法含括感官經驗在內。為了解決此一難題，傳播研究發展出以客觀真實（外

在世界）、媒介真實（語言象徵）、主觀真實（人的感官經驗）等三種真實加總起

來，以涵括人類傳播活動涉及的所有真實面向（Adoni & Mane, 1984）。 

但是，這三種真實加在一起是否真的就能包括傳播經驗的全部？誰能保證三

者加起來不會變質？由於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使得傳播研究對傳播現象的剖析有

所侷限。傳播研究將客觀真實（社會真實）、媒介真實、與主觀真實加總起來，

藉以囊括所有人類傳播活動的真實，但是這個「加總」的方式卻不足以說明何以

三者必然被關聯在一起？它們難道是三個獨立的真實，彼此之間不產生任何關係

嗎？倘若不是這樣，它們之間必然產生關係，那究竟是什麼把它們關聯在一起？ 

必須透過行動者（人）才能將社會真實、媒介真實、主觀真實之間連繫起來，

而不是這三者會自動產生關係。記者看到社會事件的發生，有意識地將其轉換為

某種媒介真實；觀眾看到媒體報導中某些與個人生活相關的部分，有意識地將其

建構成某種主觀真實，因而是記者、觀眾做為行動者才使不同的真實產生關係，

但在傳播研究三者分立的真實觀下，反而看不到記者與觀眾的主體位置。 

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能理解為什麼在個案故事裡，我在當下的感覺卻無法在

專業場域裡說出來，正因為傳播研究缺乏一個有效的分析方式可以看到「我」（記

者）做為新聞採訪活動、文本產製結構下的一環，記者的主體位置如何影響他進

行新聞採訪活動。倘若只分析新聞報導中的「真實」，這個分析架構裡沒有記者

的主體位置，只看見新聞專業對記者的要求，使記者得以融入新聞常規的運作，

卻看不到記者在過程中的感受與焦慮不安。 

 

（二） 主體是知識構成的必要條件 

 

前一章分析個案故事裡的新聞報導是否接近「真實」，目的在於找出個別記

者認知與新聞常規運作之間落差的原因，希望藉此消弭落差，使得報導更加接近

真實。現象學描述則試圖還原新聞記者的工作情境，看到主體在經驗中產生的意

義相關性，經驗因此有了出口，才能理解故事裡的我為什麼感到焦慮不安。 

那麼，「主體」在個案故事裡究竟意謂什麼？對前述的傳播研究而言，「主體」

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事實對象，不是知識對象之焦點，「客觀知識」才是傳播研

究所關注的焦點，但是傳播研究不把「主體」當成知識構成的必要條件，如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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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為「主體」產生的各種意義相關性呢？對現象學而言，儘管「主體」不是研

究的事實對象，也不是知識對象之焦點，但是這個主體條件不能任意被剝奪，它

是客觀知識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那麼，這個主體條件如何成為分析的利器，不

明確的對象如何做為討論之基礎？ 

Husserl 現象學方法關注「意識的意向性」，對象只能在我的意識中浮現，我

只能以感官經驗做為起點，理性是為了過濾直接感覺中所產生的錯覺，因此需要

「存而不論」，剝除我對我感官經驗之誤解，才能看到我意識中所呈現的對象。

換言之，透過現象學還原，我才能知道「我看到」意指用「我」的眼睛看到，不

然我們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就像是照片裡只反映了視野裡的景物），卻沒有意識

到在眼前事物之外還有一個正在進行看的動作的「我」存在（正如從照片裡看不

到「拍照者」的存在，必須從照片所拍攝的視角回推拍照者的意向與企圖為何）。 

換言之，同樣在探究「記者追求報導真實」的活動，前一章的傳播研究取徑

看到的是後半段「報導真實」，它把「真實」做為認知對象，分析新聞所報導的

「真實」是什麼，企圖找出新聞報導與真實之間的差距予以改正，藉此建構傳播

研究的客觀知識；現象學描述則試圖保有前者意向性，它看到的是「記者在追求

真實」，透過主體的意向性來確保客觀知識，不只是改正差距而已，必須有主觀

意向的改變，才能促使下次不再發生問題。就像學生發現數學考卷上被老師打了

個叉，學生不只把答案改正過來就好，而必須回顧 初計算時自己的想法，當時

如何理解問題及採取某種計算方式，才能發現自己究竟那裡出了錯需要改正。 

透過現象學描述所還原的記者處境，看到個案故事裡是「我在追求真相」，

而不是「真相就在那裡，有待被我發現」。傳播研究與現象學描述兩種研究取徑

的目的都在追求真相（客觀知識），但二者的不同在於前者一開始就把事實做為

研究對象，而後者則是透過主觀意向才把事實予以對象化。現象學透過主體的模

糊經驗才能彰顯客觀事實，主體的模糊經驗沒有具體的對錯可言，只是從焦慮不

安中浮現出的主體性，才不致被對象（報導之事實）所取消掉，而是主體在經驗

中才把事實當作追求的對象。 

因此，現象學從「意識主體」出發，由個體經驗來探討行動者的意向，如此

一來才能捕捉到記者在倫理情境中的位置，而非倒過來由事實對象（新聞報導中

的真實）回推主體的位置。正如我們明明看到一個攝影者正在拍照，卻不在乎活

生生的攝影者在拍照過程中的動機、欲望及意向，只想從他拍出來的照片中回推

他 初為什麼這樣取景拍照，這不正是本末倒置了嗎？ 

於是，「主體位置」對前述的傳播研究而言就像阿基里斯的腳跟一樣，造成

傳播研究經常只能研究被人說出來、製造出來的象徵產物（如：新聞文本、敘事、

對話、照片、影片），藉由象徵產物的分析回推主體的可能意向，但是看不到主

體所站的真正位置。就如同拍照者永遠只能看到照片中的視野，卻看不到自己所

站的立足點，只能從相片之中回推立足點在那裡，卻無從直接探究「我」（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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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一點的當下處境，於是傳播研究的根本條件—進行傳播活動的人所站的位

置，始終無法被看見，透過現象學還原，我們才得以看見傳播研究無法看見的死

角—主體的位置。 

因此，探究記者追求報導事實真相的可能條件必須先滿足，即「經驗主體」

的位置，意即在現實經驗中的記者，重點不在於主體（新聞記者）的感覺如何，

而在於主體（新聞記者）對客觀事實的追求。一般討論這個問題容易將主體與客

觀事實區分，造成二者無法連結，但是一開始主體與認知對象就有關聯，因此藉

由倫理情境的鋪展把主體位置標顯出來，如此才能看見主體如何在追求知識的過

程中展現作用，它是知識構成的必要條件。 

 

（三） 「遺忘主體」的新聞教育 

 

本文第貳章透過現象學描述所呈現的個案故事，以及第參章藉由新聞傳播分

析所建構的知識，這二章之間的關係在於必須把「知識」與「追求知識的主體」

關連起來看待，主體是知識構成的必要條件，在探討新聞專業時不能忽視記者主

體的意向性，但前述的傳播分析無法使主體位置被看見，甚至在記者養成的教育

過程也經常以「遺忘主體」的方式進行。 

新聞專業教育要求記者放棄個人主觀意識、學習客觀中立的報導角度，更期

待記者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態度投入理想的追求，從事記者工作不是為

了成就一己之名利，而是為了替社會大眾報導真相、監督環境的理想。但是，這

種養成教育造成的後果卻是：一旦大我（報導真相）無法成就，就連小我（記者

自己）也經常不見了！記者找不到自己繼續從事此一行業的理由。 

在新聞工作的實際環境下，當報導真相成為不可能之際（無論是因為真相不

易求得，或是根本沒有人在乎真相），面對這樣的困境，記者不免自我質疑：「我」

為什麼要從事這份工作？此時，記者不只失去了報導真相的理想目標，也無法找

到自我的定位，多數記者因而感到無所適從：有人隨波逐流只當它是一份工作，

有人對職場充滿抱怨，有人越界去找尋自我，更有人選擇徹底離開這個行業。他

們都很難在新聞專業中找到成就感，正是因為新聞傳播學術建構出來的新聞專業

主義經常忽視了「小我（記者主體）」存在。 

新聞專業教育以「遺忘個別主體」的方式教導學生，使得新聞專業的倫理情

境不被重視，也因為在新聞專業裡沒有個別主體的位置，記者不知如何在日常工

作裡找到「我」的位置。新聞專業只能透過規範倫理的方式來約束記者，在此情

況下，接受專業要求規訓的多數記者只能被動地不去違反某些規範，而不是在倫

理情境下主動地採取某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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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倫理情境的描述逼顯出記者在新聞專業中的主體位置，

幫助記者看到正在追求報導真相的自己，如此一來，才能讓個人良心可以在新聞

實作的情境下發揮作用—幫助記者在當下做出決斷，讓自己能夠突破專業技術的

限制，而非永遠只能在事後反省中感到焦慮不安。 

 

二、 鋪展新聞專業的倫理情境  

 

（一） 新聞專業的期許：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新聞專業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在不同時代有不同說法，不可否認的是人們一

直期待「新聞記者報導真相」。因報導水門案而名聞四海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Bob Woodwrad 曾經在法庭上為一篇遭控訴的報導辯護，他說：「這篇新聞報導是

我們所能得到最接近事實真相的版本。」（李利國、黃淑敏譯，1995:14）揭發水

門案的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激勵許多年青人成為新聞記者，他們永不懈怠追求

真相、報導真相的身影，正是新聞記者在人們心中留下的理想形象，也代表社會

大眾對新聞專業的深切期許。 

「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相」是新聞業不可磨滅的至高法則，但是該怎麼做才

能正確無誤地報導真相，便成為記者工作的難題。台灣新聞教育的資深前輩徐佳

士曾經說過，要使新聞報導完全正確，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從一起社會事

件變成送到讀者眼前的新聞，由起點到終點的傳播過程必須經過重重關卡重重，

中間經過的「守門人」愈多，新聞事實變形愈厲害，每一關卡都可能使訊息歪曲

（徐佳士，1974）。儘管徐佳士認為新聞「幾乎」不可能完全真實，但不是「絕

對」不可能，即使我們不苛求新聞「完全正確」，但要求部分正確或某種程度的

正確仍有可為，因此林元輝解讀徐佳士的看法，認為徐佳士仍然期待「記者應盡

可能設法『接近』真實」（林元輝，2004）。 

徐佳士的期待與林元輝的解讀充分展現了新聞專業對於記者的期許，倘若我

們接受這個期待是合理且正當的，並同意多數新聞工作者是抱持這樣的理想與初

衷進入新聞圈工作。那麼當我秉持這樣的理想，努力在新聞事件的現場報導真相

時，為什麼我仍會感到失落與不滿？在現實處境下，記者不斷遭受到無法報導真

相的挫折，難道對於新聞報導真相的期待，已經成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儘管我們知道記者不可能掌握全盤真相，還是希望記者必須「盡可能」報導

真相，但這個「盡可能」的合宜範圍在那裡？在新聞實作上，它有很大的模糊空

間，問題的關鍵在於新聞報導處理的真實，它究竟是認知的對象，還是倫理的對

象？倘若新聞處理的事實只是認知對象，一切皆可由客觀知識做出清楚判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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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接由新聞價值判斷這起事件該不該報導，那麼根本不會有倫理存在的空

間。反之，因為新聞處理的真實是倫理對象，它有著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特質，

記者必須在相互矛盾的情境下做出決斷：如果只能以報導官員探望獨居老人的制

式活動，才能使老人的孤單處境被看見，那該不該用這種方式包裝真相？如果只

能以誇大、扭曲部分事實的方式才能說出真相，那麼該不該報導真相？ 

在這些模糊不清、沒有標準答案的現實處境下，才有討論倫理的餘地。這也

是為什麼在個案故事裡，我與主管都堅持自己做了對的事，卻有一方因此受傷，

因為在記者的實際工作情境下，必然會有相互矛盾的情況，所以才允許新聞報導

有倫理存在的空間：記者面臨的抉擇可能是兩種報導方式都不好，但他必須選擇

其一，或是兩種方式都對，但必須犧牲其一； 後，無論記者選了那一邊，他都

沒有錯，但也都有所遺憾。 

藉由現象學描述鋪展記者所處的新聞倫理情境，我們可以看到記者面臨倫理

抉擇時的掙扎，明白每一個選項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且瞭解他在當下根據何種

價值做出判斷與抉擇，他如何運用專業能力去執行這個抉擇。當追求報導真相成

為不可能之際，記者如何盡可能地掌握真實？透過現象學描述，從主觀經驗出發

所展現的客觀知識又是什麼？ 

 

（二） 故事一的倫理情境：無法回應的真誠 

 

在第一則故事裡，做為實習記者的我與資深記者之間的認知落差，在於我不

夠專業，無法以適當的新聞框架（新聞價值）去認知這起事件。這個「不夠專業」

也反映在新聞採訪過程中，我產生許多情緒感受，包括歉疚、錯愕、惆悵、懊惱。

這些起起落落的情緒轉變，起因於我的欲望在當下無法獲得滿足，我想要報導老

榮民真實生活處境，但在新聞常規的運作下卻不可能，因而產生諸多情緒困擾著

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能回報老榮民在談話中無私奉獻的真誠。 

如今看來，身為實習記者的我，當時只有種種複雜的情緒感受，卻缺乏相對

應的技術知識得以運用，因此我感覺到不倫理的焦慮（新聞沒有報導老榮民的孤

單寂寞），卻無法利用專業技術的方式化解，只能以「非專業」的方式（私下探

訪老人）來化解自己的歉疚感。對於同在現場採訪的資深記者而言，她沒有在人

前流露情緒，不表示她不同情老榮民的處境，只是她的情緒感受無論如何不會直

接反映在專業的新聞報導上，而是透過新聞常規中新聞價值的包裝，使得老榮民

的生活情況再次被看見。儘管我無從得知那位資深記者在新聞採訪過程中是否還

有其他情緒，但是記者被教導不該讓主觀情緒干擾專業工作，所以彼此間鮮少分

享在實際採訪情境下無法用專業技術化解的感受。也因為這些感受無從說出，所

以它對於新聞記者工作的意義也就無從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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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倫理情境中所遭遇的感受正是決定她選擇以何種方式來報導真相的

關鍵，因為對於弱勢者的同情與憐憫，記者努力想把弱勢者的真實處境說出，運

用熟練的新聞專業技術，選取適當的新聞價值、筆法來包裝這起事件，使得弱勢

者的處境能被看見。但是，實證主義傳播研究及新聞教科書所強調的新聞專業知

識，以追求客觀知識為信念，迫使記者把主觀情緒抽離，也同時排除了這些情緒

可能存在的空間，更鮮少探究記者該如何面對專業情境下的感受。這種排除反而

造就了一種不倫理的狀態，使得記者在專業工作中面臨的情緒及焦慮沒有辦法在

專業場域中訴說，只能以私下抱怨的方式來紓解情緒，而無法或無能將負面情緒

轉化為專業領域中的提升動力。 

 

（三） 故事二的倫理情境：無法化解的委屈 

 

在第二則故事裡，我跟主管都努力想要報導真相，為什麼我們都做了對的

事，卻有一方因此受了傷？回到當時的倫理情境來看，假使主管獲得一則人事異

動的重要線索，卻沒有明確事證或具名消息來源可以符合新聞報導的常規要求，

只能報導事件主角相關的片面資訊，藉以突顯此一人事安排背後運作的可能邏

輯。當主管要求我進一步採訪官員時，他卻無法具體說明要我問什麼，因為對方

不可能明確回答來確認或否認這則消息，此時他心頭構思著該如何利用片段談話

來呼應人事可能異動背後混沌的權力運作。 

對我而言，當天新聞狀況風平浪靜（股市沒有大跌、沒有企業危機的傳言），

我原本置身於處理例行新聞的輕鬆心情，忽然接到主管要求再次採訪的電話，我

感到莫名奇妙，這與我對新聞的判斷不符，但我沒有因此觸發好奇心而採取某些

行動，我只向主管說明為何我認為不需要再採訪一次，卻沒有詢問為什麼他覺得

需要再採訪一次。我的判斷沒有跨越報紙新聞的常規，沒有藉機逸出記者的思考

慣性—我只考量了「當天」的情況，沒有意識到這一段時間以來的問題。我沒有

利用這個機會增進自己對新聞的敏感度，我只是遵照命令再採訪一次，顯而易見

地，這樣做並不會獲得更多新聞內容。 

甚至當新聞見報之後，我看到報社的新聞處理與我的預期不同，我認為自己

遵照報導新聞真相的原則，盡可能如實呈現受訪者當時談話的原意，但是主管的

新聞判斷顯然與我不同，甚至不惜改動新聞內容、誇大標題來達到他們想要的效

果。學校教育記者要報導真實，我盡責地在現場觀察採訪，為什麼報社卻將我忠

實報導的真相加工扭曲？如果因為主管看到某些我沒有察覺到的真相而採取這

種報導方式，那為什麼我無法看到這些真相？為此我感到氣憤與挫折。 

從個案故事鋪展的倫理情景來看，如今我可以理解當時的不明白處。主管做

為一個有經驗的資深記者，又是我的指導者，理應協助我完成記者職責，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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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造成我的困惑？在那通指示電話裡，他到底想要傳達什麼訊息？當他要求我

再去採訪一次，儘管我意識到有些不尋常，卻沒有對這個不尋常採取作為。如果

重來一次，我還可以有其他做法：反問主管為什麼覺得需要再採訪一次，雖然他

不見得會告訴我答案，但假使他回答了某些理由，那表示有些資訊我沒有掌握

到，我可以藉機增進自己的判斷能力與技巧；即使他不願正面回答，也會因為我

對新聞事件的敏感，日後有機會引導我看到更多線索。 

在這則故事的回溯裡，我不時為當時自己的遲鈍感到扼腕：為什麼當時沒追

問主管為何需要這麼做？假使當初問了為什麼，不但能增進自己對新聞判斷的敏

感度，也不會將這次事件視為被扭曲、誤解的經驗。這個無法化解的委屈 終只

能藉由抱怨報社為了讀者喜好、商業利益的考量，只想押寶人事新聞，卻犧牲了

小記者盡責報導事實的努力來抒解，這樣的抱怨或許可以撫平一時的情緒不滿，

卻無法真正化解心裡的委屈，我始終不明白究竟為何如此。 

正因如此，這次的經驗才令我印象深刻，因為理性反省的邏輯（檢查自己是

不是在新聞操作程序上出了錯？）並無法化解當時的複雜感受（如果我沒有做

錯，為什麼我會感覺到委屈？）這個矛盾必須透過現象學描述還原當時的情境，

才能讓我理解那些情緒的由來與去處。 

 

（四） 經驗主體的浮現 

 

前一章的分析曾經指出造成我與媒介組織認知差距的原因，人們通常會將其

歸因於「經驗不足」造成的結果，暗示著只要累積更多經驗，記者便能掌握新聞

常規裡的要求與限制，日後就不會再發生類似情況。這種「經驗不足」的說法隱

含一種意圖，認為經驗中具有某些共通性，並可經由累積與歸納將這些共通性予

以客觀化，47人們可因此從經驗累積中獲得某種判斷能力，就像是記者擁有新聞

鼻一樣，代表他判斷事件新聞性強弱的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菜鳥記者、有點經驗的中生代記者、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

他們之間也具有不同的經驗累積值，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累積了足夠的經驗

值，能從中歸納出一些新聞判斷的客觀性，像是消息來源的人脈經營（判斷誰是

能獲知機密消息的對象？）從蛛絲馬跡中看見異常狀況（企業倒閉前會有資金

流動異常的徵兆），豐富經驗使他們比菜鳥更能掌握例行事務中的風吹草動，得

以從微小的線索拼湊出尚未被揭露的重大真相。可是，在現實經驗中，並不是每

一個資深記者都能報導出好新聞，此時難道是他所累積的經驗有問題嗎？或者，

                                                 
47 像是一些新聞採訪寫作技巧的指南書，作者透過許多資深記者的經驗談，試圖替讀者歸納出

一些可以操作的技巧，例如：訪問時問問題的程序與步驟，要問那些問題才能問出更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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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究竟還有什麼更多的意義？ 

在故事二的受挫經驗裡，我也反省到自己經驗不足，必須擴充我的經驗範圍

來增進專業判斷能力，我學到了 7000 點具有重要意義、沒有明確消息來源的市

場傳言也有新聞價值、無人證實又沒有事證的真相也有重要性，以及如何報導模

糊不清的真相等等。儘管我在這一次的失敗教訓中累積了這麼多經驗，但我仍然

不能確定這些經驗的累積是否會確保我從「普通」的記者自動變成「更好」的記

者；即使累積一定時日的經驗後，我確實從「普通」的記者晉升為「更好」的記

者，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升級？這種經驗累積的過程，為什麼會讓我掌

握更佳的專業技術之運用？ 

換言之，光是經驗累積並不能確保記者在累積一定資歷後，便會自動升級為

更好的記者。差別在於「沒有反思的經驗累積」與「有反思的經驗累積」，前者

雖然能從長久的經驗累積中歸納出一些法則，卻不一定能對這些歸納的結果做進

一步的思考，但後者卻能透過反思，理解自己在情境當中的挫折從何而來，並將

挫折轉化為正面的力量，才能看出這些歸納結果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聯，願意努

力克服眼前的障礙，讓自己的專業知識更上層樓，這是一種專業態度，也是促使

記者變得更好的原因。 

於是，「經驗」不再只是可累積、歸納、找出客觀性的知識，必須有「經驗

主體」的介入，意即現實經驗中的我自己，透過主體的意向與反思才能將經驗中

的客觀知識做更有效的運作。用現象學的話來解釋，「專業態度」就是「記者主

體」對於「專業知識」的意向，如此一來，「經驗」才不會只是客觀知識的累積，

還包括經驗主體的介入。 

以上說法並非指責多數記者在專業工作時沒有主體投入，也不是認為多數的

記者缺乏主體性，而是想指出新聞專業及傳播研究沒有「看見」記者的主體位置。

當記者盡忠職責卻遭到挫折與委屈，他無法在新聞專業裡找到出口，因為新聞專

業與傳播研究只容許客觀知識，而沒有給記者主體一個適當的位置，我們不知道

記者的不滿與失落到那裡去了？除了少數知名記者有完成口述歷史或傳記的機

會，讓讀者看到他在新聞工作中的過程與掙扎，一般記者鮮少有機會讓他的情緒

與感受在專業裡找到出口，因此我們看不到記者主體的感受，看不到主體因為欲

望不滿產生的失落與焦慮，看不出主體何以能從普通變成更好的動機。 

假使只把新聞採訪寫作的技術當成一種客觀的專業知識，抽離人的主觀介

入，那麼也就不可能有動機存在，記者不會因為完成任務而產生成就感。倘若記

者只服膺於這種客觀知識，又怎會有想要報導真相的主觀動機，怎會在追求真相

失敗之際感覺到焦慮不安呢？這些主觀的情緒、感受、動機正是記者努力追求報

導真相的動力由來，新聞專業不但不應該排除它，反而更應該鼓勵記者說出並理

解自己在專業場域所面臨的挫折與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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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新聞事實的判斷與取捨，必須放在倫理情境下看待，我們才能看

到新聞記者的主體投入，看見他們的情緒與感受，這麼做不是為了用理性消除現

實情境下的矛盾情緒，而是透過現象學描述幫助主體回到經驗場域釐清負面情緒

的由來，才可能轉化為積極的動力，以專業態度面對兩難的處境。面對矛盾、模

糊不清的狀況，必須由記者自己做出該如何報導真相的決斷，因為有這樣的專業

態度才能使記者誠實地面對現實：真相總是處在模糊不清的狀態，但是他仍願意

奮力找出真相；語彙與媒體再現的方式總是有限，但他仍試圖努力說出真相。 

現今想來，也許我當時不自覺地將那些未能化解的委屈轉化為職場抱怨：對

媒體追逐商業化而不顧理想感到失望、對記者相互競爭、同行相忌感到灰心、對

自己意外成為財經記者的不情願…。一次又一次的受挫情緒不斷累積， 後只能

選擇離開新聞行業。即使離開記者工作多年，但當時未能釐清的情緒仍然積壓在

心底，不願面對自己離開新聞行業的真正原因。 

如今透過自我書寫，我才能坦然說出自己內心深處所逃避的問題，願意揭露

過去不願面對的真相：當時的處境讓我覺得自己是個「不夠好」的記者，卻始終

不明白自己究竟那裡「不好」， 終只能藉由遺忘那段記憶的方式逃避。唯有回

到倫理情境找尋影響情緒轉折的細節，才能理解當時我還有做出不同選擇的可

能，那些不同決定可能導致事情有不同的發展結果。 

新聞傳播研究的社會科學分析方式雖然建構了新聞專業知識，卻無法鋪展做

為新聞專業基礎的倫理處境，也無法說明記者為什麼願意努力克服困難，提升自

己的專業能力；藉用現象學描述鋪展記者所面臨的倫理處境，還原主體在當下的

感受與情緒，才能理解她為什麼在倫理情境下做了特定的抉擇。在倫理情境的鋪

展下，經驗主體的浮現，讓記者看到自己在新聞專業中的位置，我明白當時的自

己沒有做錯，但我希望能夠做得「更好」，因而我願意去改善，並提升自己的專

業能力。 

 

三、 透過主觀經驗展現的客觀知識 

 

在書寫過程中， 初自我的兩則真實故事扮演了角色，幫助我說出當時無法

訴說的感受，理解自己焦慮不安之由來；然而，從學術論文的目的來看，本文必

須對這兩則個案故事做進一步說明，否則只有主觀經驗的個人故事，尚不足以使

這篇論文能夠超出主觀經驗，呈現出知識的客觀性。我的個別經驗如何成為一種

倫理的客觀知識，則是本節所要說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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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倫理的客觀知識48 

 

本文以我的真實故事做為個案分析對象，書寫自我經驗的過程遠比預期來得

艱難而痛苦，許多複雜情緒不斷湧現， 困難處不在於如何回憶十年前事件發生

的種種細節，而在於書寫過程中必須不斷地自我追問，迫使自己揭露一層層情緒

底下的東西，不得不去面對生命中的難堪與個性中的弱點，直到不能逃避之際，

必須坦然誠實地面對自己，說出這些挫折沮喪、焦慮不安之由來， 終才能夠將

它化為正面動力，讓我有勇氣面對倫理情境做出抉擇。49 

對於我所寫下的故事而言，儘管書寫者（我）一開始宣稱要盡可能誠實地還

原事件原貌，但是寫作的結果卻是一篇充滿個人情緒感受的敘事，也許有人會質

疑這樣故事看起來不像一篇客觀、專業的田野個案報告，反而像是一篇充滿個人

感受的故事，甚至當中誇大了書寫者的個人情緒，無法正確反映事件當下的真實

狀況。 

但弔詭的是，正因為「真實就是不真實的，不真實才是真實的」。原本書寫

者想反映的「真實」（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其實是一種不真實的虛妄想法，它

迫使自我採用一種誇張情緒、看似不真實的方式去書寫，而這個誇大的書寫過

程、遭遇的情緒感受，正是因為書寫者面臨追求「真實」的壓力所逼顯出來的，

一旦書寫者認清「情緒」才是書寫過程中唯一真實的時候，那麼這個書寫方式就

不再是不真實了。 

換句話說，先前追求寫出事件的「真實」樣貌其實是一個虛妄的念頭，正是

書寫中的「真實情緒」才彰顯了「追求事件真實的理想」其實是不真實的，是這

個太過崇高的理念突顯了書寫者的情緒，書寫者的情緒才是真實的。是人們自己

把目標推得太高，然後害怕自己做不到而產生的情緒，必須這樣去看待自我書寫

的意義，而不能把它當成一個認知對象（只是為了描述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

而是一種倫理態度（為了鋪展主體面對倫理抉擇的情境）。倘若真實故事能令人

                                                 
48 在此意指倫理的客觀性，即實踐之知，而非是客觀的倫理知識（可被普遍應用的規範）。 
49 在剛開始書寫時，擔心自己沒有留下太多當時採訪的「具體」證據，如：採訪筆記、照片、

報導的初稿、相關文件等，唯一能找到的「物質記錄」，只有見報的新聞、老伯伯寫給我的信、

還有一小段當時貼在網站上的實習日誌。一開始擔心這些少數的物質證據不足以讓我還原事件原

貌，我沒有留下當時與採訪對象對談的錄音，如何「證明」他確實講過那些話？我甚至到剪報室

翻閱那段期間的各大報紙，查看別家報社的記者是否記錄了比我更多的事實，直到再也找不到其

他「物質記錄」，讓我不得不死心，只能依賴自己的記憶開始書寫。 

當我鉅細靡遺地寫下事件的發生經過之後，這才驚訝於原來自己記得的細節如此之多，它們

卻深深被埋藏在記憶底層，我鮮少去思考或回溯當時的經過。直到此刻，我才意會到這個書寫的

目的不在於找出當時的「客觀事實」（如：主管究竟掌握了那些具體線索使他做出新聞事實），而

是在還原主體所處的新聞倫理情境—令我感覺到焦慮不安的緣由，因此即便我對於事件的回憶放

大或忽略了某些細節，這些放大或忽略都代表著我內在情緒感受之波動起伏，這才是自我書寫故

事所想表達的真正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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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正是在於它不是客觀中立的書寫，而是透過自我描述與情感揭露，看到主

體在倫理情境中掙扎的痛苦、焦慮與不安，找回了那一段遺忘了十年的記憶。50 

本文以「自我經驗」做為描述分析對象，企圖將新聞專業場域中的抑鬱、不

滿、與情感掙扎的過程述說出來，期待藉由說出能轉化為另一種積極動力。更重

要的是讓我明白過去在擔任記者工作時所壓抑的痛苦與焦慮不安，並不是來自外

在環境的壓力，而是來自「自我」的施暴，因為自我堅持一個無法達成的理想—
想要報導真實卻又無能為力，我在當下才會感到焦慮、責怪自己的無能。此時，

報導真相的崇高理想反而成了空虛而不切實際的目標，不但無助記者面對現實處

境，反而加深記者個人的良心不安與焦慮。如今回想起來，這是因為新聞專業及

新聞教育強調「理想」先於「實踐」的結果，將理想崇高化的結果，反而使它無

法成為記者在日常工作的行事指引， 後崇高理想成為無法落實的空虛理念，記

者則因為無所適從而感到挫折沮喪。 

因此，這篇真實故事所展現的正是倫理的客觀知識，倫理的客觀知識並不是

任何普遍規範，而是人能夠在說故事當中面對存在處境的真正問題，並且願意將

它揭露出來，一旦將倫理情境鋪展開來，人們看到真實故事會因此感動，是因為

每個人都曾經有過類似處境，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選擇採取相同作法。 

以倫理情境下的真實故事做為倫理的客觀知識，目的不在於判定倫理抉擇的

對錯好壞，每個人面對的倫理情境不同，每個人也無法複製他人的抉擇，只能以

倫理情境的鋪展做為一種客觀知識，藉此看待當事人如何面對情境，以及他在情

境下的猶豫與掙扎，主體希望達成理想目標卻遍尋不到可依循的標準， 終必須

由主體自己面對兩難處境做出抉擇。 

透過倫理情境的鋪展，我們才會意識到事情還有其他不同發展的可能，當人

們再次面對倫理情境的難題時，我們的判斷會更謹慎、會考量更多面向，理解到

做抉擇可能付出的代價，並且在不斷檢討與反省的過程中做出判斷與抉擇。 

 

（二） 新聞專業之實然與應然的不一致 

 

我在故事裡的複雜情緒同時也反映了新聞專業的應然理想進入現實操作的

實然場域後，產生實然與應然不一致的情況。當報導真相成為不可能之際，記者

在現實處境下面對無法實現的崇高理想，感到挫折卻又無計可施，此時我們該如

何面對新聞專業中實然與應然不一致的情況呢？ 

                                                 
50 我曾經在 2008 年 5 月 30 日的梅洛龐蒂讀書會中，以〈媒體文化的真實性：我的記者生涯〉

為題，報告本文第貳章的兩則真實故事，這裡的說明主要來自當時與會者的討論，以及蔡錚雲教

授對於自我書寫故事的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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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面對實然與應然之間有所落差的情況，我們會努力找出造成差距的

原因，然後透過消除這些因素的干擾，使得實然能夠盡可能接近應然，這也是前

一章新聞傳播分析試圖做的工作：從個案故事的新聞實作中，找出個人框架無法

融入組織框架的原因，透過發現這些干擾因素來消除矛盾，並且藉由自我修正減

少差距，以使個人框架融入組織框架。但是，假使我們已經認識到應然的要求本

身就是空虛的崇高理念時，此時我們還能要求實然去配合應然的標準嗎？ 

Derrida 的「解構」策略或可說明這樣的情況。根據蔡錚雲（2000: 115-119）

的解讀，Derrida 認為過去哲學過於強調應然的價值，而忘掉實然本身的存在意

義，解構正是要批判傳統邏輯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邏輯方法為了追求一致性，試

圖排除無法被邏輯說明的東西；但如果這個無法被邏輯說明的東西本身就是存在

的起點，那麼過去這種以應然排除實然的作法，就不再具有本質上的必然性。透

過解構策略試圖保留的差異，不應該被概念的同一性所取消；倘若解構也算是某

種結構的話，那麼這個結構必然是開放的，也是去除中心的，我們對差異的掌握

只能以銘刻（inscription）的方式記載差異所發生的蹤跡。解構做為一種邏輯，

它留下的不是本質形式的規則，而是以一種開放性的策略運用，將所有發生事實

的無限空間予以揭露出來。 

從這個觀點來看，面對我在新聞場域遭遇的實然與應然不一致的情況，「應

然」已經不再具有做為指導理念的優先地位，「實然」也不需抹除自身差異向應

然靠攏。我在實然情況下面對的各種不一致經驗，並無法用概念的同一性所取

代，因為每次經驗的感受、所遭逢的倫理情境都不一樣，它們只能在不斷的書寫

與敘說的過程中，透過一連串的差異區分來揭露出新聞專業中的實然狀況，並給

予實然本身一個合理的存在空間，而非總是附屬於應然之下。51 

至於每次實然經驗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從 Wittgenstein 所說的「家族相似

性」（family resemblance）來理解，他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第 66 節中是這麼說： 

 

不要想，只要看！看看棋賽的例子，以及各式各樣棋賽的關係。再看看

玩牌的例子；這裡你會看到很多可以對應到前一群的特徵，但是許多共

同特徵也消失了，其他特徵則出現了。… 

可以看見相似性是如何出現與消失。這種考察的結果是，我們看到

相似性重疊交錯所構成的一個複雜網絡：有時是整體的相似，有時是細

                                                 
51 這個情況正如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質疑傳統哲學賦予「理念」的優先地位，將「理念」

崇高化，並置於「使用」之前，這種方式並無助指引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實際使用，人並不是先有

了「理念」，再照著理念來指引行動，正好相反，人是在遊戲中、使用中才能夠體會如何實踐（鄭

宇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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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相似（Wittgenstein, 1953/ 2001: 27）。 

 

因此，我們不可能期待透過說出每次實然經驗裡的不一致，就找出每次經驗

中的共通點，換言之，並不會從個案故事的檢討中，找出日後面對類似情況的標

準處理方式，人們 多只能在各種經驗中看到「相似性」，唯有當主體實際面臨

到相似的處境中，他才能體會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必須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當前

新聞專業中實然與應然的不一致，記者工作的現實處境是經常處於不可能報導真

相的狀態，這不表示記者不夠努力，而是因為它就是經驗中的實然，我們必須正

視它的存在，並且採取不同的看待方式。 

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說法並不是取消了新聞專業的應然面向，只是取消了應

然的優先性，那麼沒有優先性的應然又該如何看待，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此

一來，才不會迫使記者必須符合空虛的應然期待，反而使得新聞專業的期許成為

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三） 應然與實然關係的倒轉 

 

藉由解構策略，使我們重新看待新聞專業中實然與應然的不一致，應然不再

具有優先的地位，而是必須倒轉過來看，從實然中重新尋找應然。同樣地，本文

的書寫策略也基於一種解構邏輯的安排：先建構新聞專業知識，然後再解構它，

但解構的目的不是為了否定前者，而是鬆動結構，讓結構的縫隙出現，使得原先

被結構所壓抑的東西能夠從縫隙流出，我們得以看見記者主體的感受與情緒從新

聞專業知識的結構裡溢出，看見這些溢出的矛盾感受並不是為了用理性的方式去

消解它，而是在新聞專業中保有非理性存在的空間。 

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要用非理性來替代理性的運作，倘若將非理性凌駕於理

性之上，就如同記者只憑主觀感受行事，不需考量是否合乎專業要求，那麼新聞

記者的專業性將蕩然無存。在此，解構的目的是為了提醒我們必須正視新聞專業

中的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給予同等的位置，而不是根據客觀性教條，要求記者排

除新聞專業中的非理性感受。 

理性與非理性原本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也是同時並行的兩股思維，它們共存

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思考與行動中，但是建制化的專業主義獨尊理性的結果，才排

除了非理性在專業場域中的合理存在空間，也令我們經常忘了非理性對於提升專

業表現的作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關係，正如建構與解構的關係，它們不但不

是相互對立，也不是以後者取代或否定前者，反而是相互依存、互為表裡的關係：

倘若沒有理性的存在，則非理性的情緒無法轉化為可理解的基礎，倘若沒有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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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感受存在，則理性邏輯不足以構成認知的動力。 

正如前一章科學知識的分析架構代表了理性運作的邏輯，傳播研究探討新聞

專業的各種面向，觸及記者工作的每個環節，但深入探究的動機正是因為人們在

情感上有所欠缺，覺得記者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於是研究者探索新聞記者採訪

寫作過程當中的各種細節、各種介入的可能因素是什麼，希望找出這些因素可以

提醒記者、幫助記者做的更好。 

這樣的分析讓我們看到更多新聞生產與記者工作過程的環節，卻也因為看得

更仔細，我們才能察覺這些環節的縫隙裡，有些非理性的微妙感受正從理性運作

的空隙裡流竄出來；透過現象學描述則幫助我們掌握這些微妙感受發生的情境，

以理解記者為什麼會在新聞專業場域中產生這樣的情緒，如此一來，可以帶給研

究者更多動力去探索新聞運作中還沒有被說出的細節。 

儘管本文指出傳統新聞專業對記者的期許，在當前媒體環境下經常成為不切

實際的崇高理想，但這麼做的目的不在否定新聞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想指出在沒

有明確目標、沒有絕對標準的當前媒體環境下，我們必須用一種新的思考模式以

教育學生成為一個良好的新聞工作者。 

因此，本文藉由解構策略鬆動了新聞專業知識，取消了新聞專業期許做為應

然的優先性，並將現實經驗中的實然視為不可或缺的起點之後，我們在現實經驗

中看到記者的主體位置、看到主體的感受與情緒，這些都將影響主體如何根據某

種價值採取行動。 

也許有人會質疑：沒有應然做為指引的新聞專業會是怎樣的面貌？甚至有人

認為這正是台灣當前媒體亂象的由來。後現代的解構取消了應然的優先地位，新

聞記者又該依照什麼標準來行事呢？這些正是本文在後續章節試圖探討的問題。 

 

四、 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意謂什麼—從真實到真實性 

 

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意謂什麼？透過個案故事倫理

情境的鋪展，我們看到「真實」在此是倫理的對象，「記者追求報導真實」不再

是報導內容正確或錯誤的問題（correct or wrong），而是記者做了對的事（do things 
right），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檢討新聞報導內容是真或假，而是回到新聞專業的

實際倫理情境去看，記者如何真實地報導新聞？ 

當新聞專業要求記者必須去做對的事，但在實際工作的情境下，怎樣判斷什

麼是對的？做了對的事難道就不會產生問題嗎？為什麼在故事裡我與主管都做

了對的事，彼此之間卻還會有矛盾呢？我們只能在倫理情境裡不斷檢討找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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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方式，以這樣的專業態度為基礎，才有專業知識的可能。因此，新聞專業

中的「真實」不再是教科書裡做為認知對象的客觀知識（意指如何報導真實的方

法程序），而是實際新聞情境下的倫理對象（記者在當下如何判斷取捨），記者所

在乎的不再只是新聞報導是否真實，而是自己如何真實地去報導新聞。 

「真實」在此成為一種價值，它是主體行事判斷的依據，也是主體所追求的

德行，但不該把真實視為一種崇高的理想，如此反而容易淪為一種空虛的理念，

失去了德行指引人們行為的目的。52相對地，真實做為一種價值，它應該能夠落

實在日常生活的細瑣環節裡，引導個人在倫理情境下做出抉擇，讓主體願意在模

糊不清的兩難困境下，依照真實價值做出判斷。 

 

（一） 真實做為一種價值 

 

究竟「真實」做為一種價值意謂什麼？英國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 在《真

理與真實性》（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of genealogy）一書中指出，這些圍

繞在真實性（truthfulness）概念周遭的不安與焦慮，乃是源自對於真理的德行

（virtues of truth）。Williams 如此解釋「真實性」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 

 

在我們對語言及對彼此的瞭解之中，真理觀念確實是一種不可或缺

的角色。我們必須去問它如何被關聯到對於我們個人、社會、政治的自

我理解之根本思想的語言結構。這種支持我們理解自身、理解他人、理

解我們所處社會的敘事，能有多少掌握真相的能力？真理就是它們所需

要擁有的嗎?或者它們不需要是真的，而能有真實性？（Can they be 
truthful without being true?）（Williams, 2002: 6） 

我將這些簡單稱為「真理的價值」（the value of truth），就嚴格的

意義來說，「真理的價植」無疑地是個分類的錯誤：真理，做為命題或

句子的一個特性，不是某種能夠有價值的東西。…「真理的價值」這句

話應被視為關聯到真理的諸多狀態與活動的價值之縮寫。本書的許多討

論將被導引到我稱之為「真理的德行」(the virtues of truth)，也就是人

                                                 
52 Habermas（1987）在討論溝通行動的普遍預設時，強調真誠性對溝通行動的重要，他指出溝

通行動必須具備四項有效聲稱：可理解聲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s）、真理聲稱（truth claims）、

正當性聲稱（rightness claims）、以及真誠性（truthfulness）聲稱。他認為，行動者在溝通的過程

中，必須提出這四項聲稱，而且讓對方瞭解並承認，否則溝通行動就無法繼續。然而，Habermas
的理想溝通情境，將「真理」與「真實性」視為溝通之前提條件，希望建構一個理想的溝通情境，

在現實生活中反而成為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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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真理、找出真理、把它告訴別人的過程中所展現出來的品質

（ibid., 7）。 

真實性（truthfulness）隱含著對於真理的一個面向。關連到真理的

兩個基本德行—正確（accuracy)與真誠（sincerity）：你盡可能去做以獲

得真理的信念（true beliefs），以及你所說揭露你所相信的。學術的權威

性必須根基於它在這兩個面向的真實性：他們關心，而且他們不說謊。…
真理的德行不是用學術理論化的傳統方式崇拜之。他們能被具體地安置

在日常真理，並以一個人掌握日常真理的方法揭露之（ibid., 11）。 

當真實性必須被根植且揭露在人們所處理的日常真理中時，它必然

超越在日常真理中被展現的真理（it must go beyond truth as displayed in 
everyday truths）。那麼它（真實性）自身就是一個真理，倘若沒有認識

到這一點的話，學術權威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ibid., 12）。53 

 

Williams 並進一步說明在日常生活中的真理與真實性的關係，並不是先有真

理存在，我們才描述某些事物具有真理的特性（truthfulness），實際情況正好相

反，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於真實性的需求（我們需要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不

是真的？或是這個人說的究竟是不是真話？）所以人們才假設有「真理」存在。

這樣倒轉過來看，我們才能明白真實做為一種價值，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真實

性，而真實性本身正是日常生活中的真理。因此，問題的焦點便轉向那些與真實

相關的特性：真實性。 

在此情況下，當人們問：「這則新聞報導到底是不是真實的？」這個問題恐

怕不再是意指新聞報導所再現的真實是否符合了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人們

更關切的或許是：「is it truthful?」也就是人們所問的是記者是否真誠地報導了他

所知的一切？報導內容是否正確地反映了他所知的內容？此時，「真實性」做為

一種價值，才成為判斷新聞報導的依據。 

然而，真實性並不是一個能夠被簡單定義的概念，它其實含括一組相關聯的

特性，包括誠實（honest）、正確（accuracy）、真誠（sincerity）、值得信任

（trustworthiness）、本真（authenticity），它同時也指向了一種對於現實的意義感

知（a sense of reality）（Williams, 2002）。 

因此，本文在前幾章所談論的「真實」，它可能對應了真實（truth）、事實

（fact）、現實（reality）等不同概念，有時交互使用不同概念的內涵，有時則是

同時具有二者以上的意涵。之所以沒有對這些概念預先予以清楚定義，正是因為

人們在日常生活談論「真實」時，其實是夾雜使用這些概念，有時是個別指向 truth, 

                                                 
53 本篇論文引言的斜體與黑體字乃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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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reality，有時則兼而有之，它們都同樣關聯到人們在日常生活裡追求真實性

做為德行的實踐過程。 

 

（二） 真實性如何在日常生活展現作用？ 

 

那麼，接下來要問的是：為什麼真實性能做為日常生活裡的重要德行？這麼

做的目的不在追問真實性的起源（人對真實性的需求從何而來？）而是從日常生

活經驗、系譜的描述中看到真實性如何展現作用？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人們觀看實境節目（reality TV）與電視新聞的經

驗，探討人們為什麼喜歡觀看這類「以真實為宣稱」的影像節目？透過這樣的分

析探究：人們為什麼在乎真實？這篇文章的分析指出人們在觀看媒介影像時所在

乎的「真」是什麼，它至少指向三種可能：新聞事件背後的真相是什麼、媒介影

像符號的真假與否、公眾人物透過電視向觀眾說話時是否展現真誠，儘管觀眾未

必能在觀看過程中找到這些問題的 終答案，卻因此不斷地繼續追尋，該文的結

論認為：「真實是以神話、而非真理化身的方式，存在我們的社會之中，人們期

待影像背後有真相或真誠，但卻總是在觀看媒介符號（如：電視新聞）之後落空」

（鄭宇君，2006）。 

如今重新思考這篇文章的問題：「為什麼人們在乎真實？」關鍵不在於影像

中的「真實」是什麼，而是真實性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們真正在乎的不是媒

介符號的真假，而是政治人物對著鏡頭向大眾說話時，是否展現了真心誠意；人

們在乎的也不是新聞報導的媒介真實是否再現了社會真實，而是記者在報導過程

是不是努力尋找真相，並且誠實地說出真相。這種對於真實性的期待才是人們

在乎的德行，即便這種真實性的期待經常落空（因為政客說謊、新聞造假），但

人們總會期待在下一個上台的政治人物身上、在下一次看到的新聞報導裡，展現

更多關於真實性的德行。 

換言之，並不是因為媒體操作了過多的真假符號，創造了過多的擬象來取代

真實的地位，才使得觀眾會在觀看影像之後有著真實性期待落空的感受；而必須

倒轉過來看，因為人們對於真實性的期待必然會有落空的時刻，才給予媒體得以

操弄真假符號的空間。 

 

（三） 真實性做為德行品質 

 

對於每一個專業領域而言，真實性都是重要的德行與品質。例如：醫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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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地告知病人所患的疾病與症狀，有時因為病人家屬擔心病人知道自己身患重

病而感到焦慮、害怕、不願接受治療等情況，要求醫生不要對病人說出真相時，

此時醫生會面臨倫理情境上的兩難？應不應該誠實對病人說出真相？醫生所誠

實的對象是誰？是病人還是家屬？ 

同樣地，為什麼做為記者的我在乎真實？如果把真實當作一種倫理德行，它

不應該是崇高的理想，像是傳統上新聞專業對於記者的期待，卻總是讓記者處於

崇高理想無法實踐的失落中，而應該可以展現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裡。我們必須回

到倫理的情境來看，真實性做為一種德行如何指引人們做出倫理抉擇？ 

重新思考個案故事裡的倫理情境，此時我才明白個案故事裡的主管可能才是

真正做出倫理抉擇的人，儘管他自己未必意識到這點。他面對兩個都不好的選

擇：一是選擇我原來寫的新聞，正確地描述現場及受訪者的話，但不能說出權力

變化的真相；二是選擇扭曲我的新聞、誇大受訪者的話，但能說出權力變化的真

相。他在情境下面對的難題是：如果只能以扭曲、說謊的方式來報導真相，那要

不要報導呢？他可以選擇以扭曲的方式報導，也可以選擇不報導。 終他做出的

選擇是以誇大扭曲的方式來報導，犧牲的是我盡責完成的正確報導，這讓我感到

委屈與氣憤，他犧牲了我為專業付出的努力、讓我背叛了與受訪者在當下的信任

關係，他所付出的代價正是我對他的不諒解。 

也許有人會說，當事人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倫理抉擇的情況下，不能算是

一個真正的倫理抉擇。沒錯，從個案故事的描述中，我們無法確認他是否意識到

這點，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選擇可以變成倫理抉擇，其區別在於我們是否意識到

新聞工作的場景經常就是一個倫理情境下的兩難抉擇。 

正如主管在當下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選擇可以是一個倫理抉擇，只將它視

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儘管他做的選擇沒錯，但他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倫理情境

下的決定，沒有察覺自己的作為可能傷害他人的感受，因而沒有事前或事後向我

說明他做決定的原因。雖然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個案，主管付出的代價

也不算太大，卻是我多年來都無法化解的委屈與不明白，我覺得自己沒錯、為什

麼需要改進？當時受迫於外在情勢而不得不改進，卻始終無法理解自己究竟錯在

那裡，因為無法化解這種困惑， 終只能選擇從新聞行業出走。 

進一步看，何以新聞記者日常工作的報導取捨可以是一般選擇，也可以是倫

理抉擇呢？舉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2001 年初，有一則新聞報導：「台灣牡蠣致

癌風險是美國的 500 倍」這是記者根據某位科學家對台灣沿海牡蠣受污染情況的

研究報告所做出的報導，新聞出現後許多人拒吃牡蠣，導致牡蠣滯銷，牡蠣農群

起抗議。在這起新聞事件中，科學家 初的研究報告裡有一句話說：「如果一個

人一天吃 139 克牡蠣，連續吃 30 年就會致癌。」記者根據這句描述推算出致癌

風險是美國的 500 倍，這篇新聞報導的內容並沒有錯，這是一般記者通常做的選

擇，他沒有假造任何數據，確實從科學報告內容篩選、摘要出新聞文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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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據新聞價值的取捨，這則報導會自動選擇科學研究報告中 引人注意的一點

做為新聞導言及標題的重點，即是「吃牡蠣致癌」這件事。 

但是，倘若記者意識到這則報導可以是倫理情境下的抉擇，那麼記者會考慮

到這則新聞（吃牡蠣致癌）見報後可能造成牡蠣農的傷害，並且意識到受傷害的

不只是有問題的牡蠣農而已，而是不特定的牡蠣農，就算某人的養殖區沒有受到

污染，他也一併因為這則報導而受傷害，他就是這則報導造成的無辜受害者。如

果記者意識到這是一個倫理情境，知道自己正在做出倫理抉擇，就會小心謹慎的

報導。 

這種說法並不是希望記者不要報導對於牡蠣農的負面消息，只報導社會美好

良善的一面。反而，更強調新聞專業不能迴避報導負面消息：為了社會大眾健康，

記者必須報導這則新聞，提醒一般人注意飲食安全，但記者也必須意識到這樣做

可能造成無辜的牡蠣農受傷害，因而下筆需要更謹慎，這種態度會使得記者更仔

細閱讀研究報告的內容，實際上這個數值是科學家以極大值來推算，現實生活中

鮮少有人一天吃掉這麼多牡蠣、而且連續吃三十年，因吃牡蠣直接致癌的風險可

能微乎其微，甚至比不上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其他因素。54 

這個例子正是新聞專業中經常出現的狀況，可以只把它當成例行新聞處理，

也可以把它當成倫理情境下的選擇。採取前者的處理方式固然沒錯，但可能因此

造成某些人受傷害，這些對他人的傷害長久下來會反過來傷害媒體自己。只要一

則新聞報導可能造成他人傷害，它就可以是一個倫理抉擇，應該謹慎小心做出決

定，以降低對他人的可能傷害。 

可是，實際情況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新聞專業的工作情境可以是倫理情境，

在時間壓力下，記者必須迅速在當下做出選擇，多數人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的

可以是倫理抉擇，就像故事裡的主管一樣，不加思索地以過去經驗或慣例來做出

新聞價值的選擇。因為做決定的當下很少考慮到這是一個倫理情境，以及新聞報

導與他人的關係，所以記者做完決定也沒有意識到必須對那些因這個抉擇受傷害

的人多加說明。 

雖然記者這樣做並沒有錯，卻不知不覺傷害了其他人的感受，付出的代價是

犧牲了他人的盡責努力、他人的信賴關係、他人的真誠期待。這些「他人」正是

新聞工作者本身、受訪者、觀眾等所有與新聞媒體相關的人，他們對於新聞專業

的真實性期待，卻在新聞運作的慣例下被犧牲了，他們因此受到傷害、對新聞媒

                                                 
54 關於這則「牡蠣新聞」的更多討論參見鄭宇君（2003），這則事件造成牡蠣農群起抗議， 後

由科學家出面道歉，並澄清研究成果是極大值的假設推算，在官員民代出面保證牡蠣安全之後，

事件草草落幕。但是，類似事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每次都會有人因此受傷害，雖然記者選

擇的報導角度並沒錯，可是如果當時考慮到它是一個倫理情境，記者所做的選擇與報導方式也許

會不一樣。另一方面，科學家發表研究於專業期刊上，或是透過媒體向大眾發表，科學家也需考

量到這兩種情境的不同，所面對與關係到的他人不同，因此必須有不同的倫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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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到不滿，因而累積了點點滴滴的抱怨。55久而久之，這個行業對記者帶來的

挫折感遠大於成就感，觀眾也愈來愈對新聞媒體失望，許多記者選擇離開，留下

來的記者則不知為何而戰。 

沒有意識到新聞專業的基礎正是新聞工作的倫理情境，這才是當前新聞媒體

的真正問題。不只是某些事件的報導才需考量倫理問題（如：綁架案、性侵案），

而是每一次新聞報導的選擇都可以是倫理抉擇，除了少數新聞只是資訊發布外

（如：明天汽油漲價一元，但這類資訊發布其實不用記者來做，任何媒體管道都

可發布），多數新聞報導都關係到社會上的其他人，只要新聞報導有可能造成他

人傷害（就算某些傷害對整體社會來說可能極其微小），但我們也不能否定它是

一個倫理情境，需要考量到那可能受到傷害的一、二個人。 

有了這層倫理考量後，當記者不得不報導某些事件的時候，一旦他意識到這

可以是一個倫理情境，至少會更謹慎地考量相關他人的感受，選擇一個比較好的

報導方式，降低對於無辜第三者的傷害，在倫理情境下做出一個較好的判斷。儘

管倫理抉擇的好壞沒有絕對的判斷標準，56但做出倫理抉擇的行動者因為意識到

付出的代價，所以在採取行動之前與之後都會有更多考量，我們只能在不斷檢討

中找出更好的報導方式，記者才能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這是一個面對專業工作

的積極態度，而不是消極地避免違反規範。 

如此一來，我真正體認到對於新聞專業而言，真實既是認知的對象（記者追

求的目標）、也是倫理的對象（記者追求的動力），二者無法截然劃分開來。這不

僅是 Bernard Williams 書中提到正確與真誠的目的，也是本文採用自我書寫故事

來鋪展整篇論文的目的，我盡可能如實地寫下當時處境的種種細節，也願意誠實

交代我所面臨的情緒轉折，並希望藉由這篇論文的書寫，使學術論文在展現知識

客觀性的同時，也還有更多別的可能。 

透過反思分析，我才意識到普遍的科學知識並無法解釋個別經驗中的我自

己，對我而言，那卻是再真實不過的感受。當社會科學知識不再成為我解決困惑

的方法，我該如何為自己的倫理焦慮找到一個出口呢？ 

                                                 
55 考量自我與他人關係正是倫理的基礎，正如同我在個案故事裡的感受，因為無法回應受訪者

的真誠期待而感到歉疚，因為報社扭曲我的報導，讓我背叛了與受訪者當下的信賴關係。因為在

乎這些與新聞工作相關的他人，使我在做決定時不能只為了滿足報社要求，而傷害了相關的其他

人，因為意識到自我與他人之間的不可替代關係有著倫理意涵，促使我在做出決定時更加謹慎。 
56當代觀點認為不再有絕對的倫理判準，倫理不再是由規範預先界定（規範倫理），必須從自我

出發、關切他人的倫理態度，這是當代倫理學的重要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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