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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聞專業中的倫理主體 

 

一、 訴諸記者的良心，然後呢？ 

 

當我與他人分享討論記者生涯的兩則真實故事時，有人覺得這只是一個有良

心記者的反省，無助解決新聞媒體環境日趨惡化的情況；也有人認為現有的媒體

自律或他律方式都無助解決問題， 終只能期待記者在惡劣環境下還能秉持良心

做事。儘管現實情況是新聞媒體機構不斷向商業利益靠攏，但並不代表個別記者

也需屈從商業力量，問題是記者還可以怎麼做？  

新聞教育期待記者追求報導真相的崇高理想，記者進了職場之後才發覺現實

與理想有很大落差，難道只能任由個別記者的良心去面對落差？這個訴諸良心的

過程在那裡？倘若 後連追求真相的理想都成為不可能之際，記者如何判斷自己

要做到多少才夠？當再怎麼努力也無法達成理想時，記者還要不要在這個行業堅

持下去？如果一切的改變， 終只能訴諸個別記者的良心，那麼「良心」究竟意

謂什麼？ 

假使這個良心折磨的過程只由記者個人承受，愈有良心的記者註定遭受愈多

煎熬，那麼記者是不是應該拋棄良心以免遭受更多折磨？相反地，如果記者沒有

良心的話，新聞報導對他而言只是商品，用欺騙、狡詐的手段也沒關係，只要能

賣錢就好，那麼想要訴諸他的良心來改善報導品質，不正是緣木求魚嗎？ 

我故事裡的受挫經驗如果只被當成是新聞作業流程的疏失，只檢討某個出錯

環節，這本來就是報社例行工作，不需要透過學術論文來探討；但在受挫經驗裡

看到我想要報導真相的欲望無法滿足，覺得自己不夠好的焦慮，甚至在自我書寫

過程中不斷追求真實，我所面臨的良心不安又指向什麼？ 

 「良心」是一切自律行為的基礎。「良心不安」代表的不是操作程序錯誤需

要檢討，而是自我的情感焦慮無法紓解，這個情感波動、良心不安的焦慮並無法

在流程檢討中發現，也不能夠透過技術改進而緩解，但這些情感才是影響人們採

取後續行動的基礎。尼采（Nietzsche）（1956）說，「壞良心」的出現，讓人們因

為良心不安而受磨難。海德格（Heidegger）（1962）則說，焦慮是此在獨有的特

徵，良心不是神的聲音，也非外在律則規範，而是此在向自身的呼喚， 後才能

導出「決心」，也是存有的開顯。良心不安是打造自己成為倫理主體的基礎，這

正是法國哲學家傅柯晚年對於倫理主體的關切所在（Foucault, 1983）。 

 面對過去的應然理想成為空虛，絕對的標準被解構，新聞記者到底應該怎麼

做？如果一切只能訴諸記者個人的良心，放任他們在不知道應然為何、沒有絕對

標準的工作場域中隨波逐流，許多記者不是不想盡到報導真相的職責，而是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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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該怎麼做才算盡責。當記者自己在專業領域裡無所適從，又怎麼可能期待有

好的新聞品質呢？ 

 如果我們承認新聞媒體是當代社會的一環，我們需要它，並且希望能夠信賴

它，那麼我們也必須擔負起某種責任，而不是將一切改善的責任丟給個別記者的

良心，卻沒有告訴記者在當前環境下可以怎麼做。我們必須提出一種說法，讓記

者可以看見自己在新聞專業裡的主體位置，重新看待新聞專業中實然與應然的關

係，倘若不再由應然來指導實然，究竟該如何去做？希望藉此能讓記者理解自己

在當前的新聞環境下，如何盡到專業角色的責任。 

 

二、 何謂倫理主體（ethical subject）—Foucault 論自我的技術 

 

對傅柯而言，倫理技術意指個人與他自己的關係，人如何將自己打造成為道

德的行動者，這是一種內在的主體化過程，也就是人對自我的技術（technology of 
self）。本節將從傅柯晚期的倫理系譜學來說明他所關心的「倫理」究竟意指為何？

它與一般談論的道德規範有何不同？傅柯如何藉由系譜學來說明自我技術，亦即

闡述在不同時代人如何將自己打造為道德行動者的實踐過程。 

 

（一） Foucault 的倫理系譜學 

 

在〈論倫理系譜學：一個正在進行工作的概述〉（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這篇訪談中，傅柯說明他採用系譜學的目的是為了

探討「主體」的問題，透過系譜學來勾勒三種主體化過程： 

 

系譜學有三種可能的領域。第一，與真理相關之我們自身的歷史存有，

藉此我們將自己建構為知識的主體；第二，與權力領域相關之我們自身

的歷史存有，藉此我們將自己建構為作用於他人的主體；第三，與倫理

相關之歷史存有，藉此我們將自己建構為道德的行動者。 

對系譜學而言，這是三條可能軸線。這三者在《瘋癲與文明》中同

時出現，儘管有些混亂。真理軸線是《臨床醫學誕生》與《事物的秩序》

中所研究的。權力軸線則是《規訓與懲罰》中所探討，以及在《性史》

中關注的倫理軸線（Foucault, 198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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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譜學第三個領域所探討的倫理問題，關注的正是個人如何打造自己成為

道德的行動者。57傅柯並指出倫理系譜學與一般道德規範所關切的目標不同： 

 

與性有關的這本書（性史第二冊）的框架是道德的歷史。我認為，一般

而言，在與道德相關的歷史裡，我們應該區分行為（act）與道德命令

（moral code）。行為意指關係到道德命令的人們真正行為，道德命令則

是強加於人們之上的準則。 

我想我們必須在兩種規則之間做出區別，一種是決定行為可以被許

可或禁止的規則，另一種規則是決定不同的可能行為應該給予正面或負

面的價值。例如：你不被允許跟妻子以外的任何人有性關係—這是道德

命令的一個準則。在道德命令的另一邊，多數時候它無法像前者可被獨

立出來，但我認為很重要的是：你應當與你自己之間所擁有的這種關

係，我稱為倫理，它決定了個體如何建構自己做為他自身行動的道德主

體（ibid., 237-238）。 

 

傅柯在此區分了「道德命令」與「關於道德命令的實際行為」，他認為應該

進一步區別出兩種規則：前者是關於什麼事被允許去做、什麼事被禁止去做，後

者是針對個人在實際情況下的不同可能行為，如何給予好或不好的價值評斷。我

們也可將傅柯對這兩種規則的區分視為「應然」與「實然」之別，前者像是法律

規則一樣清楚明白的道德命令（如：不允許與妻子之外的人發生性關係），後者

鮮少能被抽離情境、獨立成準則來看待，同樣的行為在不同情況下可能有不同的

價值判斷，後者才是他真正想要處理的「倫理」問題。 

換言之，傅柯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道德規範的問題（他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

看，道德規範相對穩定且變動不大），他關切的是在實然情況下，人們實際從事

與道德相關的行為，我們如何給予價值評斷（對這些行為的評價會隨著社會、歷

史、文化有所變動）。因此，傅柯強調他所做的工作並不是道德的系譜學，而是

「倫理的系譜學。也就是做為倫理行動主體的主體系譜學，或是欲望做為一種倫

理問題的系譜學。」（ibid., 240） 

傅柯對這兩種規則的區分，正是本文前幾章探討新聞倫理關切焦點的區別，

本文目的不在檢討新聞專業的倫理道德規範為何（或者在現今狀況下，它應該是

什麼？），而是回到新聞專業的實踐場域，探討記者面對這些與道德相關的實際

                                                 
57 傅柯在這篇訪談中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性史》第一卷（1976）出版之後的許多年都沒有續冊

出現，他說寫完第一卷後，他對性的問題感到乏味，而將關注焦點轉向自我與自我技術（性史第

三卷《自我的關切》），但在這裡面性消失了，他不得不回頭再寫一本書企圖在性與自我技術二者

之間保持平衡（性史第二卷《愉悅的運用》）（Foucault, 1983: 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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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他做了什麼價值判斷來決定自己採取的實踐行為？這部分才是本文關切的

核心，意即個體與他自己的關係，記者如何在實踐中將自己打造為道德的行動者。 

傅柯所談論的倫理知識不同於科學知識（connaissance），而是經驗知識

（savoir），前者是具普遍形式的知識，如：數學公式，後者則像亞里斯多德的實

踐之智，意指在現實環境下的運用，它不像科學知識一樣概念精準，卻能在現實

情況下取得中庸之道。倫理技術與現代的科學技術（technology）同樣探討如何

做（know-how）的問題，不同的是科學技術處理的對象是物，倫理技術處理的

對象是人，必須透過主體的運用，這些知識才會發揮作用，所以它是一種主體性

的客觀知識，其客觀性表現在實效歷史的脈絡演變中，而非透過理念驗證而來，

傅柯將這種主體性的客觀知識稱為「技術」，它多半作用在人文處境中，是科學

知識產生前的實質條件，也是一切建制的起點（蔡錚雲，2006a）。58 

換言之，經驗知識是科學家在實驗室摸索過程中建立的實踐之知，儘管不像

科學知識一樣清楚明晰，對科學家本身而言，它卻是一套有系統的操作技術，也

是生產科學知識的前提條件；對記者而言，經驗知識就像是經驗豐富記者所擁有

的專業採訪技巧，它無法寫成清楚條列的操作法則，也未必能被他人照樣複製，

但是何時該問什麼問題、如何追問，記者自有一套經驗知識，這套經驗知識致使

他能從訪談中的各種線索建立出真相的清楚輪廓。這樣的經驗知識就是傅柯所謂

的主體性的客觀知識。 

簡單地說，經驗知識就像是人對某種特定活動或操作特定工具的素養能力，

它是無法清楚說明，也無法寫下來直接讓他人運用的知識，對主體而言，它卻是

一套有效的客觀知識系統，就像是記者每次面對不同受訪者或不同情境，倘若他

能有效操作這套經驗知識並獲致穩定的結果，這就是它的客觀性所在。 

傅柯所關心的「倫理」問題正是一種經驗知識，它不像道德規範一樣清楚明

晰，而是經由主體在現實情境下的反覆實踐才得以存在，必須透過系譜學方式來

說明倫理知識，亦即自我技術的實效歷史，描述人如何將自己轉變為道德主體的

過程，並且將這種過程的描述變成一種主體性的客觀知識。 

 

（二） 自我的技術 

 

                                                 
58 傅柯認為經驗知識在實然的運用上，並不像科學知識一樣有真假之辯，只要能產生效用就會

被廣泛運用，這是因為力量（power）的緣故，由於感受到權力知識的力量強大，人們才開始追

問為什麼（why），藉由追問為什麼才瞭解它是什麼（what），進而產生科學性的知識，像是監獄

的存在先於犯罪學的科學研究，監獄就代表一種力量的客觀知識，雖然沒有超越的理念可言，卻

是有效的普遍規範，監獄的實效性才導致犯罪學的科學知識出現，因此經驗知識是使科學知識得

以可能的客觀條件（蔡錚雲，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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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倫理系譜學目的在說明人如何透過倫理技術將自己打造為道德主體的

過程。不同於《規訓與懲罰》處理的宰制與權力技術，是一種由外在情況引起的

主體化過程，傅柯談論的倫理技術則將目標放在人的內在主體化過程，像基督宗

教透過懺悔、告白等自我技術，人將自我轉變為主體的過程。 

宰制與權力技術處理的是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如何決定個體的行為，像是家

庭、學校、軍隊的規訓，將個體轉變為順從的身體（docile bodies），藉由宰制技

術的施展將主體予以客體化；但在倫理系譜學中，傅柯探討的是內在的主體化過

程，意即我與自己的關係，允許個體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操作他們自己的身體與

靈魂、思想、行為與存在的方式，以轉化他們自己為了獲得一種快樂、純淨、智

慧、美好或不朽的狀態（Foucault, 1982/1988: 18）。59 

以「記者主體」的構成來說明這兩種技術的區別：宰制技術的施行，像是學

校教育教導我如何做為新聞記者的過程，包括記者應有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如何

執行採訪與寫作任務、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等，透過社會規訓機構的集體意

識（如：學校、媒體組織）賦予個體對於自身角色的認知，藉由反覆訓練將我轉

化為記者的身體，讓我像其他記者一樣思考與行動，擁有相似的新聞鼻、寫出相

似的新聞稿，藉由這種方式我學習到做為一名「記者」的責任與行為規範。 

倫理技術的施行則是當我進入新聞工作後實際面臨不同情況，我如何做出價

值判斷與採取行動？此時學校教的知識未必能替我找出答案，我必須藉由自問、

自省來確認自己的行動是否符合記者應有的專業，每一次實踐都可能帶來不同結

果，也許做了正確判斷而感到高興，或是做了錯誤判斷而感到懊悔，在不斷反省

與檢討自己的過程中改正自己的行為，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個實踐過程才真

正是自我技術的施行，也就是我如何將自己轉變為道德行動主體的過程。 

傅柯探討自我技術的目的不在於指出什麼是我們道德允許或禁止的行為，也

不是為了說明什麼才是 好的處理方式，而是關心「這些行為所代表的感受、個

人所經驗的想法及欲望，以及驅使人尋找在自我之中所隱藏的任何情感、任何靈

魂的動力、任何偽裝在幻想形式下的欲望。…不像其他禁制，性禁制總是被連接

到說出關於自我真相之義務。」（ibid., 16） 

傅柯真正關心的是人面對倫理掙扎與猶豫是否採取行動之際，他所經歷對自

我的感受、想法與欲望； 後一句則透露了他為什麼選擇「性論述」做為研究自

我技術的起點，他 終關懷主題不在於「性」，而是人如何說出關於自己的真相。 

                                                 
59「科學」做為特殊的「真理遊戲」關聯到人類用來理解他們自身的特別技術，傅柯指出有四種

主要技術：(1)生產的技術：允許我們生產、轉化與操縱事物，即馬克斯資本論處理的問題；(2)
符號系統的技術：允許我們使用符號、意義、象徵或賦予意義，即語言學處理的問題；(3)權力

的技術：決定個體的行為，將他們提交到某種終點或宰制，是一種主體的客體化方式；(4)自我

的技術：允許個體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操作於他們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思想、行為與存在的方式，

以轉化他們自己為了獲得一種快樂、純淨、智慧、美好或不朽的狀態（Foucault, 1982/19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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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關係的四個面向 

 

人與他自己所具有的關係，決定了個體如何建構自己成為自我行動的道德主

體，傅柯透過系譜的考察將自我技術刻劃為一套運作的程序，說明人對自我的關

係有四個主要面向： 

 

1. 倫理實體（ethical substance） 

 

第一個面向問的是：在我自己或行為中的那一個部分是與道德命令相

關？…普遍而言，在當代社會的道德主要領域裡，在自我部分與道德最

相關的就是我們的感受（feelings）。…它十分不同於康德式的觀點，認

為意向（intention）遠比感受重要。也不同於基督教觀點認為最重要是

欲望（desire），當然這點我們可以再討論，因為在中世紀它跟十七世紀

是不一樣。 

在我們或我們行為之中，並不總是同樣的部分與道德相關，這與倫

理判斷有關。也就是我稱為倫理實體（ethical substance）的面向。

（Foucault, 1983: 238） 

 

《性史》第二卷《愉悅的運用》（The use of pleasure）60，傅柯清楚界定了何

謂「倫理實體」：「意即用一種方式，個體必須建構他自己的這個或那個部分，做

為他道德行動初始物質，也就是做為道德實踐的對象」（Foucault, 1984/1990: 26, 
28)。他指出在自我或自我行為之中，總有某個部分與當時社會道德 為相關，

但並不總是同樣的部位，不同歷史時期會有所改變，這與當時的倫理判斷有關。 

倫理實體意指的是在自我之中被倫理反覆作用的部分，傅柯以古希臘的性論

述為例，說明當時的倫理實體是什麼？ 

 

在《愉悅的運用》中所提到的 aphrodisia，即是性活動中與希臘倫理相

                                                 
60 《性史》第二卷（The use of pleasure）在坊間的中文本被譯為「快感的享用」或「歡愉的使用」，

但這二個中譯容易誤導讀者以為本書強調的是性活動的個人快感如何被利用，而忽略了傅柯在本

書主張的正是古希臘人如何妥善地運用愉悅來進行自我的性節制，使得主體既能追求欲望的滿足

卻不會傷害自己，這是主體運用愉悅來衡量與調整自我技術與性活動二者之間的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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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部分，它不同於情慾（concupiscence）、也不同於肉慾（flesh）。對

希臘人而言，這個倫理實體是連接到愉悅和欲望的行動，並以一個整體

的方式看待（Foucault, 1983: 238）。 

 

傅柯以奧古斯汀（Augustine）的例子說明希臘羅馬時代的倫理實體與基督

教時代的倫理實體有什麼不同。對希臘人而言，當一個哲學家愛上一個少男，只

要沒有碰他（不違反「不可與妻子之外的其他人有性關係」的道德命令），那麼

對少男有欲望這個行為是好的，問題在於：他到底碰不碰這男孩？但是，當奧古

斯汀憶起他十八歲時與年輕友人的關係時，所困惑他的是自己對友人的欲望到底

是什麼？也就是說，在基督教時代連有「欲望」這件事都可能違反道德律令，奧

古斯汀才會感到困惑。所以傅柯說倫理實體是會改變的，從希臘羅馬的 aphrodisia
變成基督教時期的欲望（ibid., 238）。 

值得注意的是傅柯在此指出了一個當代社會的特徵，在自我當中與道德 相

關的部分是我們的「感受」，這句話意指人被倫理反覆作用的初始物質部分在不

同時代之間起了變化，從康德式觀點認為自我之中與道德 相關的是「意向」，

也就是人類具有的普遍理性，到了當代則是「感受」成為影響人們建構自我為道

德行動者的 初始物質。 

「感受」做為現代人的倫理實體，正是本章一開始提及的良心不安，用海德

格的說法則是「焦慮」，它是此在獨有的特徵。此一倫理實體正是人將自己打造

為倫理主體的開始，本文在後續將進一步說明「感受」如何影響當代人的倫理道

德實踐。 

 

2. 屈從模式（mode of subjection） 

 

第二個面向是屈從模式（mode of subjection），意指人們被引導或誘使

而去認識他們道德義務的方式（the way in which people are invited or 
incited to recognize their moral obligations）（ibid., 239）。 

 

置身在倫理兩難下，被倫理焦慮反覆作用的倫理實體會引發人的困惑，人開

始思考：接下來我該怎麼做？此時人們被引導去認識他的道德義務，這個認識既

不是為了追求個人欲望滿足採取的純然主動行為，也不是被迫服從道德規範的完

全被動狀態，它是一種被動的主動行為（passive activity），人先被道德感所召喚

才主動地採取實踐行動，這個對道德義務的認識與康德的普遍道德律無關，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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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行為的準則相關（蔡錚雲，2006a）。傅柯才會說屈從模式是一種人們被引

發或誘導去認識道德義務的方式，個體藉此建立他對規則的關係，同時也認識到

他自己有義務將這種對規則的關係落實於實踐（Foucault, 1984/1990: 26-28）。 

傅柯強調，屈從模式也會隨著時代不同而變化。在啟蒙以前，當人們面臨道

德焦慮而思考該怎麼做的時候，此時多半服從神的旨意而行事；在啟蒙之後，康

德式的普遍理性（universal rational）成為引導人們面對倫理處境時認識他們道德

義務的主要方式。屈從模式轉變了，從古代斯多噶學派主張的存在美學觀點，慢

慢轉移到康德主張的「普遍理性」觀點—凡是人都具有的普遍理性，個人做為人

類社群的一份子，面對倫理道德問題時，個別的我必須跟其他人一樣，接受人類

普遍的道德義務（Foucault, 1983: 239）。 

 

3. 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self）或倫理工作（ethical work） 

 

第三個面向是：我們透過什麼方式來改變我自己，才能夠變成倫理主

體？…我們必須做些什麼，要不修正我們的行動，或解釋我們人類是什

麼，或根除我們的欲望，或使用我們的性慾達到生小孩這些目標等—這

些我們對自己的活動都是為了在行為上更符合倫理（ibid., 239）。 

 

第三個面向稱為自我技術或倫理工作，意指人對自己採取某些活動來改變自

己，包括意志或行為上的改變，詮釋自己是誰、在意志上根除欲望、或肉體上的

禁欲，這些自我節制活動可視為一種廣義的禁欲主義（asceticism），人透過這些

活動表現出一種傾向來改變他自己，成為他自己行為之倫理主體（Foucault, 
1984/1990: 27）。 

傅柯在此談論的禁欲主義並不是指人不能有欲望，或禁止去做某些事，而是

透過自我的苦行訓練來警惕與節制自己不要過度放縱欲望，避免成為被欲望宰制

的對象。他所指的自我技術或倫理工作，意指人藉由對自身的訓練與節制將個人

對自我道德義務的認識轉化為個人的德行操守，個體對自己進行反覆鍛鍊將對自

我的關心轉化為一套可操作的論述與技藝，並可落實在實踐活動中以改變他自

己。因此，自我技術是一種具有倫理意涵的自我訓練過程，本文將這個過程稱為

自我修養或自我修練。 

 

4. 倫理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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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面向是：當我們以道德的方式行事時，我們所嚮往的是成為什麼

樣的存有？舉例來說，我們應當成為純潔的、或不朽的、或自由的、或

是自己的主人等等？這是我稱為目的性（telos）（Foucault, 1983: 239）。 

 

傅柯分析古希臘到斯多噶學派的性論述，發現當中的倫理改變了，它在自我

關係的四個面向都改變了：古希臘時代的倫理實體是行動、欲望與愉悅合而為一

的整體，人們想要成為美好的存在、想要獲得好名聲、想要統治別人，他們必須

這麼做，為了存在之美或榮耀的目的，人們有意識地接受這些義務，這個選擇是

美學選擇，也是政治選擇，為了這個選擇他們決定去接受這種存在方式，這種屈

從模式是一種個人的選擇；但到了晚期斯多噶學派及基督教時期，當他們開始

說：「你有義務這麼做，因為你是一個人」，此時某種東西改變了，不再是個人的

選擇問題，你必須這麼做因為你是一個理性的存有。在此你看到屈從模式改變了

（ibid., 240-241）。 

於是，目的性對於倫理主體形構過程的重要性在於：「一個行動不僅它自身

是道德的，在其所處的情境下及它在德行中所佔的位置也是道德的。…透過一個

道德行動的建立，承諾個體成為存有的一種特定模式，做為倫理主體特有的一種

樣態。」（Foucault, 1984/1990: 27-28）因此，倫理技術企圖成就的不僅是個人實

際的道德行動，而是此一行動所指向的普遍德行理想，它使個體展現為一種美學

的存有模式。 

反過來說，正是透過倫理主體的美學選擇，才能將個人實際的道德行動，與

普遍的道德理想關聯起來，藉此化解面對應然（普遍道德理想）與實然（個別的

道德行為）落差的困境。此時不再由應然指導實然，而是在實然中找尋應然，當

一個個別倫理主體所成就的生存美學，成為他人所嚮往的存有，此時他的實然便

成為其他人的應然。 

 

（四） 倫理技術做為倫理的客觀知識 

 

進一步看，倫理在道德生活中的意涵是什麼？所謂的倫理是我們面對道德生

活的價值判斷，它是一種實踐哲學，人必須在實際行為中透過對規範（norms）

的懷疑，才可能自願去遵守規範，倘若人從未懷疑過規範，就毫不猶豫地遵守規

範，那只是對教條的服從，並不算人們真正做出倫理的舉止。 

道德規範規定了什麼是人所不能做之事，但它是道德生活的底線，而不是道

德生活的全部，在我們的道德生活裡，更希望人能突破限制主動行善，面對規範

的要求，人除了選擇服從與否，他如何面對規範的限制並能突破規範的限制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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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價值，這才是倫理的真正意涵。 

倫理 大的特色在於衝突，當人面對兩種道德規則的衝突，人才會開始自我

反省，並在模糊不清的情況下做出價值選擇；反之，若一切障礙都排除了，所有

兩難情境都有清楚的規則指引，人也因此失去了反省空間，要不就是只會服從規

則而墨守成規，要不就是拒絕規範而我行我素，前者無法面對不同倫理處境下的

個別差異，後者只顧自我欲望滿足而不可能有利他的熱情奉獻。因此，倫理在我

們的道德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它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讓個體在服從規範與

恣意而為之間取得平衡？ 

就我們的道德生活而言，儘管從古希臘至今的道德規範都要求「人不能與配

偶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此一道德命令變動不大，但不同時代的倫理技術內涵

卻大不相同：古希臘人把對妻子忠貞視為個人的美學選擇，它是自由的政治選

擇；到了晚期斯多噶學派則把對妻子忠貞視為每一個理性個體應盡的道德義務。

傅柯透過系譜學方式爬梳了古希臘至今性論述的轉換，說明不同時代的倫理技術

如何打造自我成為道德行動的主體。 

 古希臘時代的倫理鼓吹夫妻追求性的忠誠，訴諸的是道德上的推崇，而非對

性行為的禁制，個人對性節制的原因不在於個體必須服從社會規範，而是個體具

有行使權力的自由與能力，透過性節制使個體從欲望行為的主體轉變為道德行動

之主體，藉此彰顯個體將自我形塑為倫理主體的能力，這是以「倫理為導向的道

德行動主體」；相較於古希臘時代，基督宗教則追求以「規範為導向的道德行動

主體」，以規範限定人們不得發生各種被禁止的性行為，要求人們成為一種符合

規範的道德主體。古希臘的倫理主體將禁欲視為一種道德活動的目的，不只是為

了符合各種價值與規則，更重要的是符合一種倫理主體的存有方式，它包含一種

對自我的關係，個體在此限定了自身做為此一道德實踐的對象與範圍（Foucault, 
1976/1990: 75-132; 1984/1990: 1-32）。 

傅柯晚期強調以「倫理技術」（人與他自己的關係）取代「倫理知識」（普遍

的道德規範）做為倫理的客觀知識，正是為了處理應然與實然、普遍與個別之間

的問題，倫理技術是主體形構自身過程中的現實經驗條件，亦即人認識自己做為

主體的種種經驗形式，古希臘的愉悅運用與基督教的自我詮釋，都只是不同時代

主體實踐的個別模式，但現代人的主體性卻因為這些自我技術而成為可能，因

此，倫理技術才是使普遍的道德規範得以可能的基礎，而不是反過來由普遍的道

德規範決定人在實踐中如何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看，倫理技術所成就的客觀知識

不再是理論性知識，而是系譜學知識，它不只是倫理主體的自我修練而已，更要

成為知識型流傳下來，它是主體性的客觀知識，它的客觀性展現在實效歷史脈絡

的演變下（蔡錚雲，2006a；2006b）。 

當傅柯使用「倫理主體」（ethical subject）一詞時，其實指涉二種不同層次

意涵：一方面，它意指「倫理主體」的構成，包括人與自我關係的四個面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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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如何將自己打造成為道德行動主體的過程，此時他的目的在於指出倫理技術

做為一種客觀知識，從這個角度看，古希臘的倫理主體與基督教的道德主體都只

是這種客觀技術下的個別具體內容，並沒有某一種比另一種更具有道德優越性；

另一方面，當傅柯將倫理主體的自由實踐視為一種關心自我的生存美學，他推崇

古希臘的倫理主體勝於基督教的模式，在此的「倫理主體」其實是「以倫理為導

向的道德主體」之簡稱。61傅柯從系譜的考察、對實際道德行為的研究，認為古

希臘以倫理導向的道德主體遠比基督教以規範導向的道德主體，更能成就關心自

我的生存美學，透過愉悅的運用達成自我節制與自我修練的目的。 

簡言之，傅柯強調人將自己打造為道德行動者的倫理技術是一種主體性的客

觀知識，但他所推崇的倫理主體之生存美學，則是一種個人的美學選擇，而不是

以另一種普遍性的道德要求來取代現有的道德理想。 

雖然傅柯對倫理主體的探究是從性論述的追問出發，研究主體化的歷史模

態，但他多次聲明這麼做的目的不在於研究主體對自己性特質或性經驗的自我構

成，而是處理倫理主體問題的一般化。62由於傅柯驟然離世，來不及為他自己的

倫理系譜學提出一個完整架構，後人僅能從他的手稿、訪談、演講資料中試圖勾

勒出一個他思考的可能脈絡。63 

本文試圖挪用傅柯談論的自我技術來探究當代新聞記者倫理主體的構成，除

了藉此勾勒當代新聞專業的倫理系譜學，說明新聞記者何以面臨倫理焦慮的由

來，也希望能夠補充傅柯試圖將倫理主體問題一般化的企圖，讓傅柯在《性史》

中處理的倫理主體概念不只用來談論性論述主體之構成，也能探討當代現實場景

下的倫理主體。 

以下將從這個角度重新檢視當代新聞記者的自我技術，分析目的不在於探討

新聞倫理道德規範如何影響記者行動，而是探究記者在實際新聞場域中的倫理困

境從何而來？當新聞記者面對必須追求真實卻又難以報導真實的現實處境，他如

何對自己施行倫理技術？透過什麼樣的過程將自己打造為道德的行動者？這便

是本文何以從倫理主體的角度來探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性之目的。 

                                                 
61 有時「倫理主體」與「道德主體」二個辭彙在傅柯的討論脈絡下會同時出現，實際上是指「倫

理為導向的道德行動主體」與「規範為導向的道德行動主體」之間的對比。 
62傅柯 1981-1982 年在法蘭西學院的講課時曾經提到（課程講稿收錄於《主體解釋學》一書），過

去在處理主體與真理關係時，選擇以性論述或性行為做為特例或反思對象，今年他想從性論述這

個特例上剝除出「主體與真理」關係更一般的問題形式。他問道：在西方什麼樣的歷史形式睫，

使主體與真理之間的關係成形？這不一定總是在歷史實踐與分析之中，接下來他便把談論焦點轉

向「關心自我」，並從古希臘文化談起（Foucault, 2001/2005: 4-5）。 
63 傅柯過世於 1984 年 6 月，他所談論的倫理系譜學、自我技術、關心自我等問題，主要集中於

1981 年到 1984 年之間的訪談、演講、授課內容，以及他過世那年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及第三

卷，儘管這些作品主要以古希臘人的生活為談論對象，還未能建立一個完整架構來談論現代人的

倫理問題，但他在訪談中流露的確實是對現代人所面臨處境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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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新聞場域中的倫理主體 

 

在我們的道德生活中，所有道德行動都渉及承載它的現實及與自我的關係，

自我關係並不是簡單的「自我意識」，而是人透過倫理技術將自我形構為道德行

動主體的實踐過程，因此所謂的倫理道德，實際上包括了人們的實效行為、道德

命令，以及在四個面向中與自我的這種關係，它們既是彼此相關，又同時具有某

種獨立性（Foucault, 1983: 239-240）。 

倘若我的兩則故事也關係到當代人們的道德生活，那麼我在其中感覺到倫理

焦慮與良心不安，如何讓我在道德實踐中把做為記者的我自己建構為新聞專業中

的倫理主體？為了釐清這些夾雜紛擾的情緒，本文借用傅柯的倫理系譜學架構來

分析我的具體經驗，以探討當代新聞專業面臨的倫理問題之系譜。以下的分析將

從人面對倫理情境的實際行為、道德準則，以及對自我關係的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就人們的實際行為來看，在我的故事裡看見了記者在實際情境下的猶豫掙

扎、感受與作為，記者想要滿足報社的需求（追求有新聞價值的獨家新聞），也

想要符合社會對記者角色的期待（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報導方向），又必須面對

他與消息來源關係的挑戰（記者該如何讓受訪者感到真誠與值得信任？如何回報

他人的善意？） 

就道德準則而言，記者必須符合新聞專業的道德規範，其中以「新聞應該報

導真實」為 高道德準則，於是新聞專業發展出一套新聞運作的常規，包括多方

查證、平衡報導、客觀新聞寫作等方式，希望透過這些標準作業程序的要求，使

新聞報導盡可能接近真實。做為一名記者，我如何面對這些規範的要求，在倫理

情境下抉擇與採取行動，並藉此將自己打造成為道德行動的主體？以下透過傅柯

所刻劃自我關係的四個面向，檢視自我技術如何對我自己施展作用？ 

 

（一） 我做為記者面臨的感受是什麼？ 

 

對當代人而言，倫理實體正是在自我之中與道德相關的感受，那麼我做為記

者面臨的感受是什麼？當記者的日常工作運作順暢，付出努力獲得預期回報，通

常不會覺得這樣的感受有何特別，唯有出現感受的矛盾才令人印象深刻，此時人

們才會開始懷疑到底怎樣做才好？做了別的選擇會不會更好？ 

在第一則故事裡，假使我想要被報社長官肯定，我應該追逐政治人物的談話

而不是老榮民的話語，但這麼做就辜負了受訪者對待我的真心誠意；相反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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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想善意地回應受訪者的真誠對待，想替他說出孤單不被重視的心聲，可是我

的報導因為缺乏新聞價值而無法被刊登，無從見報的報導還能說出老伯伯的心聲

嗎？面對受訪者的孤單，我感到無能為力，儘管符合新聞專業的行事方式，卻無

法回報他的誠摯，專業主義的要求在此掩蓋了人的悲憫與同情，難道只能滿足某

一種目的？註定要辜負另一邊的期待嗎？ 

在第二則故事裡（不願承認的頭版頭新聞），假使我的做法是對的，為什麼

當我獲得主管肯定並予以頭版殊榮時（我不能說見報當時心中沒有一絲喜悅），

卻也同時感到內疚與不安（誇大了受訪者的談話）；倘若我的做法是錯的，為什

麼我當時無法拒絕服從主管命令，也沒有事後向主管表達抗議，甚至在心裡認可

這種處理人事新聞的方式才是記者應有的專業技巧？ 

這些經驗之所以難忘，正因為我始終不明白究竟該怎麼做，才 能符合新聞

記者的專業倫理？無法清楚說明的矛盾感受讓我反覆煎熬，這種感受在我的道德

生活裡佔據了重要地位，讓我開始質疑自己的專業角色：做為記者的我究竟為誰

服務？為了我所屬的媒體組織、我的受訪者、社會大眾，還是為了我自己？一旦

這些目的彼此產生衝突，我該如何取捨？哪一種目的 具有優先地位？我在現實

經驗中所經歷的矛盾感受揭露我在新聞專業中面臨的倫理問題，我如何在其中將

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 

在這兩則故事裡，我內心有著相互矛盾的感受，不斷地思考到底該怎麼做才

更好？儘管當時我採取的作為並不夠好，但我也懷疑會有皆大歡喜的可能，在許

多情況下，報社組織的利益、受訪者的利益與社會大眾的利益是衝突的，記者不

可能每次都找出一個符合多方利益的作法，那麼該如何進行價值判斷？我究竟該

聽從誰的聲音？媒體主管的聲音、消息來源的聲音，或是來自我自己的聲音？ 

 

（二） 我如何認識記者的道德義務？ 

 

面對倫理兩難無法做出抉擇的道德焦慮，我如何認識我做為新聞記者的道德

義務，在我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其他記者會怎麼做？ 

在老榮民與政治人物之間無法做出抉擇的我，看到其他記者都跟著政治人物

離開了，我不得不做出與眾人一樣的決定。當我懷疑主管處理頭版頭新聞是否恰

當，我所做的確認方式便是查看其他報紙是否做了相同的處理。面對實際新聞情

境下的兩難，當我無法判斷該怎麼做才能符合新聞記者的道德義務，指引我認識

道德義務的方式是觀察其他人如何做，進而學習或模仿多數記者採取的行為模

式。多數記者都是透過普遍理性的屈從方式認識到他自己的道德義務：我必須這

麼做，因為其他人也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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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學校或職場上的新聞教育，一方面透過組織（新聞科系或媒體組織）

由上而下地告訴每一個人，什麼是記者應該做或不應該做之事；另一方面，這個

學習過程又是集體、而非個別的，每一個人都是與其他人一起學習如何做為記

者：學習如何寫作倒寶塔新聞、學習如何對新聞人物發問、學習如何判斷什麼是

新聞價值、自己做錯時如何從別人那裡學習如何改正。 

在學校及職場的新聞教育裡，人如何學習成為一位記者，除了自我技術的作

用外， 重要的是宰制技術的運用，在集體規訓的過程中，人透過自我與他人的

關係來認識自己的角色與義務，將自己建構為作用於他人的主體，如：記者 vs.
消息來源、記者 vs.政治人物、記者 vs.社會大眾的關係。宰制技術在此將主體予

以客體化，記者不只變成順從的身體，也成為一種可被客觀描述的職業對象，在

這個情況下，我跟其他記者都只是這個普遍概念下的一名記者，彼此之間幾乎沒

有任何區別。 

於是，所有記者的實踐行為愈來愈相似。儘管每則新聞都標示了個別記者的

名字，但每一位記者寫的新聞其實與其他記者沒有太大差別，只有不同媒體風格

的報導，鮮少有個人風格獨特的記者。每一位記者不過只是「記者」群體中的一

員，對一般讀者而言，標示在每則新聞上個別記者的名字幾乎不具任何意義。 

一旦媒體組織與社會大眾（包含教育體制）這兩種集體規訓賦予個體的道德

義務在現實下產生矛盾與衝突時，新聞專業工作要求記者必須迅速處理問題，在

缺乏反思時間的情況下，前者透過科層組織的立即壓力與實踐活動，一時掩蓋了

後者要求的道德義務，致使記者經常在當下服從了組織的要求，卻在事後反省中

懊悔自己辜負了社會大眾的期待。這個事後的良心不安卻無法改變前一刻的實踐

活動，這才是造成記者良心不安的焦慮由來。 

 

（三） 我對自己做了什麼工作使自己成為記者？ 

 

當我面臨倫理情境的兩難，透過普遍理性的方式認識記者的道德義務，我做

了什麼工作使自己成為新聞記者？在新聞專業的實踐場域，做為記者的我實際採

取的作為、思考模式、意志的鍛鍊為何？我如何透過反覆訓練讓自己成為一名符

合新聞專業要求的記者？ 

我在實踐場域中的思考及行動，一方面展現做為記者的專業：依循新聞常規

中與消息來源互動的方式，適當引用受訪者的談話，不虛構他沒有說過的話，以

新聞價值為優先的思考模式判斷如何切入這則新聞，力求用客觀文字來表述事

實，這是新聞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展現做為「本報記者」的角色：

與他報記者競爭獨家消息，不能與同業分享彼此的消息來源談話，同時遵照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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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判斷行事，這是做為媒體組織成員之一的道德義務。 

我努力學習及操作記者應有的舉動與思維，讓自己從思考（新聞價值的判斷）

到行為（發問方式、寫作模式）都像一位專業的記者。為了成為專業記者，我不

能再像實習記者一樣輕易流露出個人感受，我必須壓抑我對於個別受訪者的同情

與憐憫，服從報社主管的新聞「專業」判斷—追逐有新聞價值的獨家消息，遠比

感動人的故事對報社更有價值。 

現代社會對於專業主義的推崇，要求每一位專業工作者遵守專業社群的普遍

規範，壓抑個體的獨特感受，記者的憐憫、同情、憤怒等都被排除在專業理性的

討論範圍之外，不能在新聞報導中反映這些情緒與感受。專業主義訴求的普遍理

性，要求記者扮演專業角色甚於他做為一般人的角色，並以「專業」來合理化記

者的各項行為，像是記者在災難現場經常先拍照、再救人，事後受到良心或外界

責難時，通常會以「我不是救難專家，而是專業記者」為藉口，以合理化自己當

時的選擇。相反地，倘若一位記者以救人優先，卻沒有拍到好的新聞照片，他也

許會被讚許為一個好人，但對新聞專業或媒介組織而言，他不會因此被視為一位

好的專業記者而受到肯定。 

假使既能救人又能拍到獨家照片是再好不過了，也不會有遺憾發生。但是，

倘若不能兩全其美，記者該如何做出抉擇呢？此時他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存

有？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倫理問題。 

 

（四） 當我符合專業倫理道德，我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記者？ 

 

當我以符合專業倫理道德的方式行事，我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記者？我希

望自己符合新聞教育期許，成為一個追求真相報導、符合新聞倫理道德、負起社

會責任的記者；但做為媒體機構的一員，我知道自己必須依照組織規則行事，努

力爭取獨家消息，使「我報」在與「他報」的競爭中勝出。 

這兩種自我期許都來自集體施加於個人的道德命令，我希望服從社會大眾或

學校教育的期待成為一位好記者，也希望服從媒體機構的期待成為一位好員工。

當記者面對新聞機構與社會大眾兩種不同集體規訓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為怎樣

的存有？ 

透過傅柯對倫理技術的刻劃來分析我的記者經驗，重新問自己：｢我希望自

己成為什麼樣的記者？」我才突然發現，當時我根本沒有真正問過自己這個問

題，我所想的只是：｢新聞教育(社會大眾)希望我成為什麼樣的記者？報社又希

望我成為什麼樣的記者? 我自己該如何在這二者之間選擇?」所困擾我的是「他

人」希望我成為什麼樣的記者，我把他人對我的肯認誤認為是我對自己的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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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以為的自己其實只是「他人眼中的我自己」，我在乎的只是究竟該服從那

一種集體規訓的期待？我從未真正想過：「我」希望自己成為什麼樣的記者？ 

直到此刻，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的倫理焦慮根源於兩種矛盾的集體意識型態：

究竟該成為商業媒體機構的勞工？或肩負社會責任、為民喉舌的記者？面對兩種

相互矛盾的普遍道德命令，在集體給定的兩種選擇之間，我究竟該服從那一個？

可是，這兩種選擇都不是我自己所創造出來，而是規訓的集體意識加諸於我身

上，我只能被迫選擇其一，無論選擇那一種，個體都因此失去了由自我創造價值

的自由。倘若無法說服自己接受，既不想成為替報社爭取獨家的記者，也不想成

為空有道德理想卻無法實踐的記者，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拒絕做出選擇，意即離開

新聞記者這份工作。 

但是，這種消極的離開並未能真正解除我的倫理焦慮，只能讓自己暫時逃避

新聞記者所面對的倫理困境。被倫理焦慮反覆作用的倫理實體，終究還是迫使自

己不得不去面對這個倫理問題，原來當時的自己是以道德規範為導向的道德主

體，當我被迫在兩種給定的集體規訓要求下選擇其一，兩種道德規範都無法指引

我在倫理情境下做出抉擇，但是若不遵照集體規訓的指引，不以普遍理性為依

歸，我也無法為自己決定該怎麼做才好？ 

透過研究及書寫的實踐活動，再次經歷內在主體化的過程，我才重新認識到

自我與自我的關係，還有不同的屈從方式、不同倫理目的的可能，我可以不必被

迫在兩種集體規訓之間選擇其一，而是透過自我的價值創造，創造出屬於我個人

的美學選擇，讓我真正成為我自己所希望的存有。 

 

四、 集體規訓與個別記者之間的關係 

 

藉由倫理系譜學分析記者面臨的倫理問題，發現普遍理性固然能指引個人如

何成為專業記者，但規訓機構的集體意識
64

有時反而制約與束縛個別記者的專業

表現。從現實層面來看，自我技術的施展與宰制技術的規訓幾乎同時進行，難以

全然區分。傅柯自己也坦言，對自我技術進行分析的困難主要來自兩個因素：一，

不像宰制的技術，自我的技術不需要物質器具輔助，它通常是不可見的技術；二，

它們經常與指引他人的技術連在一起，以教育機構為例，我們可以意識到人們在

管理他人之時，也同時在教他們管理他們自己（Foucault, 1983: 250）。 

                                                 
64 本文所指稱的「集體意識」意指媒介組織或學校教育體制等特定的規訓機構，透過集體的方

式賦予個人一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或價值信念，使個人自願接受機構的規訓。因此，在本文討論脈

絡下的「集體意識」不同於社會學家 Durkheim 所強調的集體意識，後者意指大部分社會成員之

間的共同信仰和情操，包括社會價值、道德規範及習俗等，它是一種社會事實及社會機制的表徵

作用，本文所指的則是一種集體加諸於個人身上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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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規訓機構的集體意識對記者而言，一方面可視為一種宰制技術的施

行，透過他人對自我的關係，記者在當中學習到何謂專業角色，並獲得他人對自

我的肯認，建立記者對自己身份的認同；65另一方面，規訓的集體意識也在記者

對自己施展自我技術時發揮作用，當主體面對倫理焦慮時，經常屈從於普遍理性

來認識自己的道德義務，認為自己與其他人一樣是記者，必須服從記者集體的普

遍意識做為他的判斷依據，他透過普遍理性的運用來管理他自己。 

媒體機構對於個別記者的要求，以及社會集體對於個別記者的期待，這兩種

規訓的集體意識某種程度可視為人們對「新聞專業」的期待。因此，我們不得不

思考當代「新聞專業」概念下指涉的記者的集體身份為何？規訓機構所賦予的集

體意識如何影響個別記者對於自己的認識？藉由記者倫理主體的構成，我們又如

何重新想像集體規訓與個別記者的關係呢？ 

 

（一） 記者專業養成來自機構化的集體規訓過程 

 

新聞記者對於專業角色的認識來自機構化的集體規訓過程，將規訓機構的道

德義務加諸於個人身上，剛開始它是一種外在的主體化過程，但個人會逐漸將集

體的道德義務內化為自己的道德義務，變成一種內在的主體化過程，於是當主體

面臨倫理焦慮時，會以某種集體意識的方式來思考自身的個別情況。 

以當前記者所處的現實環境來看，學校新聞教育期許我把記者視為一種志

業，必須追求真相、負起社會責任、報導大眾所需知道的事，這是每一位記者應

有的道德義務。進了職場之後，在媒介組織的科層結構下，由上級指導我如何在

實際工作場域盡到記者的義務與責任。在專業養成過程中，記者以集體方式來認

識自我的道德義務，這使我與其他人並沒有太多不同，但媒介組織又不斷鼓勵記

者追求「獨家」，藉此超越那些跟我看起來十分相同的記者。 

在實際的運作上，當記者報導了一則「獨家」新聞，若後續沒有其他媒體「跟

進」，表示同業並不認同這則新聞有特殊的報導價值，這樣的新聞議題經常淪為

昨日黃花，只有出現一天的價值，有時甚至連自家主管都不支持記者進行後續的

追蹤報導。 終導致的結果是所有主流媒體選取新聞議題的角度大同小異，鮮少

有媒體願意關注不同的議題焦點。 

這種日常的實踐活動放大了記者集體的「相同」面向。對於什麼是重要、值

                                                 
65 紀慧君（2003）在博士論文「建構新聞事實：定位與權力」中，探討新聞工作者與新聞當事

人在論述中透過「自我定位」及「相互定位」的過程，如何建構新聞事實。這種探討模式主要關

心的是新聞專業中的宰制技術，記者如何在日常實踐中透過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包括記者與受訪

者的關係、記者與同儕之間的群體關係，都會影響記者如何定位自己，進而影響新聞事實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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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報導的新聞議題，多數媒體的選擇及判斷都是相似的（儘管報導角度可能因媒

體立場有所不同）。此一選擇經常不是基於新聞專業主張的「新聞價值」，反而是

流動的、沒有固定的「新聞熱度與氛圍」，有時出現一陣又立即消失，像是曾經

引起新聞熱潮的蛋塔、電子雞、辦公室團購、山寨文化，它們之間未必有顯著關

聯性，誰都難以預測這些新聞熱潮何時出現或消失。
66
 

「新聞價值」在此失去有效判斷什麼是重要議題的作用，儘管它仍是記者用

來包裝與呈現新聞的方式，但媒體經常只能隨波逐流地報導「當下」 熱門的話

題，媒體自身做為議題的炒作者及追隨者，僅能用「現在 流行」為切入點，卻

未必能說明它何以會造成流行風潮的緣由。因為難以預測新聞熱度何時會起會

落，媒體唯一能競爭的就是「搶先」，只要比其他媒體在時間上搶得一點先機，

媒體就會因此沾沾自喜。儘管對讀者而言，多數的「搶先」報導並不具太大意義，

不久之後其他媒體就會跟進類似的報導，但媒體卻將時間上的領先轉化為競爭勝

敗的唯一判準。
67
 

在激烈競爭的新聞媒體環境下，記者在日常實踐中不斷透過「在大同中尋求

小異」的競爭方式，認識到新聞記者對媒體組識應有的道德義務—別人有的新聞

我不能漏，別人沒有的新聞我要搶獨家（若不能真正獨家，至少也要搶先報導）。

個別記者認識自己必須對組織所盡的道德義務，經常遠大於他應對社會集體負責

的道德義務。前者透過媒體機構每日對個別記者表現進行獎懲，達到規訓的實踐

效果；後者則是透過社會大眾對媒體整體表現的負面批評而來，在時效上對記者

產生的影響較慢，況且這類批評鮮少針對個別記者，而是針對媒體機構，記者容

易認為這些批評針對的不是我，因而削弱了道德責難的力量。 

 

（二） 記者 常見的「集體」身份：某媒體機構的記者 

 

新聞傳播理論在探討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化」過程時，認為專業通常具備

幾種特性：（1）建構於理論基礎上分工細密的專業知識；（2）由專業學校或大學

來承擔的專業教育過程；（3）專業工作者會聯手組成工會，以保障從業者權益及

確保其自主性；（4）由政府考試及證照檢定的方式來限制專業者的資格；（5）專

                                                 
66 過去「新聞價值」的選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決定過程，由記者、編輯、媒介組織決定什麼

樣的新聞重要、有趣，是讀者應該知道或者想要知道的議題。但是，現在許多新聞是否具有報導

價值，反而是由下而上的決定，由觀眾影響記者去報導什麼樣的新聞，像是網路上 近發燒的議

題、引來網友討論的話題，這些議題不一定符合過去的新聞價值判斷，但由於它引起眾人的討論，

於是具有新聞熱度與被報導的價值。 
67 各家媒體之所以選擇相同的新聞議題，也是商業媒體普遍受制於收視率或閱報率的影響，媒

體調查機構用「一致」的標準來衡量各家媒體的表現，而這個衡量結果又做為廣告主購買廣告的

依據，使得各媒體不得不在這一致的標準下爭得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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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有感於自身責任重大，而訂定職業道德規範（code of ethics)。研究者認為，

新聞記者與醫師、律師等職業相較時，專業程度較低，但它仍然具有傳統專業的

某些特質（翁秀琪，1993: 110-112）。 

這種對新聞「專業化」的描述當中已經隱含了不同的「集體」概念：第一，

他們是現代化專業教育培育出的新聞科系畢業生，接受同樣的專業教育過程；第

二，他們是新聞專業工作者組成的工會，透過集體方式對抗媒體經營者以保障其

自主性；第三，他們必須遵守新聞專業工作者社群自己訂定共同遵守的職業規

範；第四，經由特定機構團體對於專業工作者資格的認定。就本地情況來看，對

記者資格的認定，並不是來自國家機構或專業團體，通常來自記者所屬的媒體機

構，它必須是可被識別的媒體，亦即是經常活動、有定期出刊的新聞媒體。 

上述四種集體身份之中， 後一種才是記者在日常實踐中 常被他人及自己

認可的身份：某媒體機構的記者。通常記者向他人表示身份時會自稱「我是某報

或某電視台的記者」，他人也是以這樣的方式與記者互動，受訪者經常只記得某

媒體記者來訪，根本不記得他是誰或他的名字。當我們談到新聞記者的專業，儘

管這個專業可構連到不同的集體身份，但 常構連在一起的便是記者所屬的「媒

體機構」。如此一來，記者與其隸屬的媒體機構便構成一種密不可分的連帶關係。 

這種將媒體機構與記者個人直接扣連在一起的認識方式，反而使記者個人面

對新聞報導如何取捨的問題，容易將判斷的責任推給媒體機構，認為是報社要求

個人做出特定的報導風格，個別記者只是服從而已。因此，記者面對倫理情境的

兩難衝突時，他的屈從模式便會依照普遍理性的指導，只要在不違法的前提下，

他會選擇服從媒體機構的集體意識，畢竟相較於社會的道德意識，媒體機構給予

的道德律令相對清楚而明確。 

從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方式來看，當人們將「新聞專業」、「新聞媒體機構」、

「新聞記者」直接關聯在一起，「新聞專業」幾乎等於「新聞媒體機構」，而新聞

媒體機構又是由一群新聞從業人員所組成。一旦我們習慣將記者的集體身份直接

連接到某一新聞機構，此一機構本身的意識型態就成為影響記者 重要的集體意

識。但是，其他幾種集體身份也會影響記者的自我主體化過程，而且這些不同的

集體意識型態構成了不同的目的性，使得記者面對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存有

時，在現實情況下經常產生目的上的矛盾與衝突。 

 

（三） 個別主體與集體規則的關係主客易位 

 

本文認為討論「新聞專業」不等於討論「記者集體」，必須重視個別記者對

專業角色的態度與行動，但這不表示個別記者與記者群體全然無關，從新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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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看，倘若個別記者與記者群體全然無關的話，這個宣稱自己正在報導真

相的人還能算是一種「專業」嗎？如果不能的話，我們如何重新想像個別記者與

記者群體之間的關係呢？ 

相較於主流媒體記者受到規訓機構集體意識型態的束縛，有些獨立記者的實

踐活動，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對於新聞專業的可能想像。
68
由於獨立記者不需服

膺於集體規訓所要求的規則與形式，也不需固守傳統新聞採訪的方式，為了說出

真相、報導真相，他得以在具體的實踐中裡找出一套可以讓自己說出真相的方

式。這類記者對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存有反倒十分清楚，他這麼做的目的不是

為了服從組織要求、也不是為了滿足社會期許，而是他自己有熱情、有企圖想要

找出真相，並向他人說出真相，他自願選擇成為報導真相與說真話的人。這是一

種個人選擇，當這個選擇成為一種美學選擇，他才可能成為創造價值的自由人，

但他必須承擔自由的責任與代價，例如：犧牲物質條件來換取報導的自由。 

此時，屈從模式改變了。個別的獨立記者並不是順從集體規訓所賦予的道德

命令行事，而是藉由具體情境下的倫理掙扎來彰顯他的道德意識，此時他不見得

必須與其他記者採用「相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也不是服從其他記者的共識，

更不是由集體的多數共識來決定判定記者或報導好壞的標準。他必須自己做出判

斷，該怎麼做才是 好的方式？ 

有人質疑這些獨立記者或部落格記者是否值得信任？他們算是專業的新聞

記者嗎？會不會他們其實只是自說自話，報導內容根本與真相無關？傳統上，新

聞報導可信度主要依附於媒體機構上，靠著媒介組織守門人的層層把關來檢核新

聞報導。倘若沒有組織做為對記者施加規範的對象，我們如何檢驗這類記者的可

信度？如果個別記者不受記者社群的自律束縛，他的行為如何與新聞專業之倫理

道德相關？ 

然而，一位獨立記者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在部落格的自言自語，正是因為他

願意讓自己的報導接受別人的檢驗，透過與社群的討論、對話、修正，使自己所

說的話更接近真相，此時我們才會說這樣的獨立記者具有成為新聞專業工作者的

可能。因此，個別記者與社群集體之間並非毫無關係，但不是由社群集體決定個

體的所做所為是否符合倫理道德，而是個體「自願」接受社群檢驗報導內容是否

正確、真實，也願與他人論辯、回應，以讓自己的報導更接近真相。他可以選擇

不這麼做，但當他自願這麼做，他就有資格成為報導真相的人。 

                                                 
68 2008 年以「人與土地的故事系列報導」入圍卓越新聞獎的苦勞網特約撰述江一豪，可視為一

種獨立記者。江一豪曾在多家主流媒體工作，發現媒體思維與自己格格不入，於是跑去當搬家工

人，以網路為基地，做個關懷土地、向自己負責的公民記者。江一豪的相關經歷可參見他的部落

格「生活就是抗爭」（http://blog.chinatimes.com/laborpower/）；以及何榮幸、黃哲斌（2009.1.24）。

〈搬家工江一豪，一人媒體發聲〉，《中國時報》六版；以及劉忠博（2009.3.31）。〈公民記者的實

踐、啟發與限制〉，《傳播研究簡訊》57：16-21，江一豪在訪談中對自己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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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倫理層面而言，他人的存在對於自我的構成無疑是重要的，但並不是由社

群禮俗來決定個體的行為，倘若如此則無真正的自由，而是個體自願接受社群檢

驗，運用集體規則與他人溝通以獲致同意，將個人欲望之滿足變成追求真理之熱

情。從這個角度看，無論選擇成為主流媒體記者或是獨立記者，都是倫理主體的

個人選擇，他的屈從模式是一種自我選擇，成為一種他自己嚮往的存有，因此也

是一個美學選擇。 

如此一來，個別記者與新聞專業之倫理道德規範的關係也會倒轉過來：不再

是集體規則指引個人如何行事，而是個體如何藉由規則行事以成就自我所追求的

目的，個別主體與集體規則之間的關係也就因此主客易位。 

 

（四） 無法用普遍理性消解的個體獨特經驗 

 

對比記者的外在主體化與內在主體化過程，發現二者之間有著高度的相似

性，我將機構對我的規訓轉化為對自己的倫理技術，我的屈從模式、自我訓練、

倫理目的性都符合集體規訓所賦予我的期待，唯一無法完全馴服的只有倫理實

體：我的倫理焦慮終究只能是我的個別存在經驗，不可能用「每個人都是這樣無

奈地接受現實，你已經很盡力了」這種說法予以消解，他人又怎麼可能知道我內

心的真正感受！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身體」成為治理他人與治理自我的交會點，一方面它

是社會透過集體規訓的過程來治理他人成為普遍的順從身體，另一方面它又是僅

屬於我自己的身體，我的焦慮感受只能是我個別的存在經驗。當普遍知識與獨特

經驗在個人身體上產生衝突時，人才有反省的可能，所以傅柯才會說啟蒙的基礎

在於人的身體，並試圖用系譜學來處理普遍知識與個別存在之間的關係。 

權力知識所作用的對象正是身體，同時包括外在主體化與內在主體化過程，

人透過對身體的訓練將自己打造成為能進行價值抉擇的主體，正如傅柯在〈主體

與權力〉（Subject and power）所言：「這是一種使個體成為主體的權力形式。主

體一詞在此有兩種意涵：透過控制與依賴屈從於他人，藉由良心或自我知識連接

到對自己的認同。這兩種意涵都意味著臣服與依附的權力形式。」（Foucault, 1982: 
212） 

在同一篇文章裡傅柯接著說：「權力只能行使在自由的主體上，也僅在他們

的自由範圍內才有效。…自由是權力的先在條件，必須有自由的存在，權力才得

以行使；並且它要永遠不斷的支持，因為沒有這個反抗的可能性的話，權力不外

乎一種對身體的制伏。」（ibid, 221）傅柯這段話所揭示的是其實我們原比自己所

以為的還擁有更多的自由，只是我們沒有覺察到而已，因為權力知識的運作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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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倫理自由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自由地運用權力知識來成就自己的目的，不

必然總是服從集體規訓指引我們如何行事。 

這也是為什麼本文採取傅柯系譜學來處理個別經驗與普遍知識之間的矛盾

關係。當研究者問：「為什麼做為記者的我在乎真實？」所謂的「真實」是一個

普遍知識的問題，「我在乎」則是一個個別經驗的問題，倘若只用科學知識來分

析新聞報導中的真實是什麼，並無法消解我個別的倫理焦慮；反過來看，假使只

用自我書寫的方式來說明何謂「我在乎」，也無法解釋普遍知識何以造成個人焦

慮，必須用系譜學的方式來說明「我在乎」與「真實」之間的關係，亦即當代新

聞專業的倫理系譜學。 

 

五、 當代新聞專業的倫理系譜學 

 

（一） 連接普遍知識與個別經驗的系譜學方法 

 

傅柯在〈尼采、系譜學、歷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說明系譜

學如何不同於傳統史學對歷史的想像，他反對傳統史學以連續、同一性方式來處

理過去，試圖找出歷史的起源與整體性。他批評這種歷史的運用使得知識的主體

被犧牲，只剩下知識被看見；表面上，歷史意識是中立的、不帶熱情、單獨致力

於真理；但它所運作的自身及其歷史，其實是多種科學意識的形式在發揮作用，

所有這些的形式與變型都是知識意志的各種面向，包括直覺、熱情、探詢者的獻

身、殘酷的微妙、以及惡意（Foucault, 1971/1984: 95）。 

倘若不以同一性的方式來處理歷史，系譜學又是以何種方式來處理過去呢？ 

 

系譜學並不打算回到過去以保留破碎斷裂的連續性，相反地，系譜學遵

循著系譜的複雜軌跡，…以維繫過去事件在它們適當的散佈狀態，它指

認了意外、衍生，或正好完全相反，失誤、虛假的評語、錯誤評估，這

些促成了那些對我們有價值事物的誕生。系譜學發現真相或存有並不處

於我們所知及我們所是的根源處，而在意外的外邊（ibid., 81) 。 

 

系譜學的目的不在追溯起源，而是揭露論述形構的偶然開端，分析事實歷史

的多重來歷，消解同一性的幻象，特別是歷史書寫主體自己創造出來的同一性，

系譜學家的工作是記錄任何散落、斷裂、獨特的事件，以保留那些被排除的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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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在各種相關實踐中出現的偶然說法，這些事件即是力量關係的展現，它們

是系譜學家所關切的實效歷史（effective history），目的在於看見在權力知識運用

中的主體位置。 

傅柯在 1970 年由考古學轉向系譜學之後，於 1975 年出版了《規訓與懲罰》、

1976 年出版了《性史》第一卷，完成這兩部系譜學作品之後，他於 1976 年演講

中對於系譜學有更清楚說明：69 

 

系譜學是清晰知識與局部記憶的整體，允許我們建立關於鬥爭的歷史知

識，也允許我們今日得以策略地運用這些知識（Foucault,1976/1980: 83）。 

 

系譜學記載的是主體在實踐中面對知識的衝突、掙扎與奮鬥的過程，當中包

括清楚的科學知識，與嘗試、犯錯、不連貫的經驗知識，排除任何一個面向，知

識都不可能存在，主體是在當中摸索才能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系譜學即是

記載了這樣的歷史過程，它才是真相可能存在的位置（ibid.,82-83）。 

系譜學家不在乎所建立的系譜是否像科學知識一樣有清楚的概念推演，也不

是像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的作法試圖建立科學的清楚形式，它真正所做的是記錄

主體經驗知識的累積過程。系譜學家反對全稱式的科學（anti-sciences），但這麼

做不是為了建立另一種知識模型，也不是為了否定科學知識的內容、方法或概

念，而是關注集中化的權力所產生的效果，在我們今日的社會中，集中化的權力

被連接到科學論述之建制與作用上。系譜學工作正是在把這些衝突、矛盾的實際

情況給描述出來（ibid., 83-85）。 

傅柯的系譜學是以科學史的方式追問知識如何可能？在現實經驗中，人獲得

知識不單是來自邏輯概念的一致性，而是在經驗中反覆練習，才能獲得運用科學

知識的能力。系譜學描述的正是概念清晰的科學知識與道德規範必須在現實經驗

中透過主體的摸索、犯錯、修正等點點滴滴的累積，有了這些經驗知識的累積之

後，科學知識與道德規範才可能被人們有效地運用，系譜學記載的就是權力知識

運作的實效歷史。因此，傅柯以系譜學方法處理倫理問題，所鋪展的是主體存在

的現實條件，而不是把人視為客觀歷史下的對象來處理。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文透過系譜學來說明我記者生涯的兩則故事，目的不在

解釋新聞事件的起源，也不是為了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而是記錄一些散落、斷

裂、錯誤、意外的偶然事件，它們是當代新聞專業實踐的一部分，是權力知識發

揮作用造就的實效歷史。儘管故事是我的個別經驗，但它不僅是一則個案，而代

                                                 
69 這篇演講收錄於〈Two lectures〉，本文所引的傅柯訪談、演講、論文或書籍，盡可能以 初發

表或受訪年份為主（包括原始法文版），以呈現傅柯思想脈絡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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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當代新聞記者在實踐中所面對的現實條件，以及他如何在這樣的現實處境下將

自己建構為倫理主體。 

當代台灣新聞專業下的記者，一方面是媒體產業之勞動者，另一方面也是肩

負社會責任之守望者，這兩種集體規訓之間的矛盾，在記者將自己打造為道德行

動主體的過程中產生衝突，這樣矛盾與焦慮的感受不斷地作用於個人的倫理實

體，便是造成今日新聞記者良心不安之由來。 

 

（二） 對自我感受的分裂是倫理的開始 

 

這是一位資深的電視台攝影記者描述他的日常實踐活動，當中可以看到他對

自我感受的分裂與困惑： 

 

在立法院每個委員會裡，都有一到兩台日本製池上牌（ ikegami）
廣播級攝影機，每次委員開會時，就算現場沒有任何記者，它們都會經

由一間控制室，以遙控的方式操作，完整記錄開會情形，而那些常常分

身乏術的電視記者，就是靠這些機器的側錄畫面來做新聞。 

同樣在立法院裡，每天大約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就會看到一大群來

自不同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湧進立法院裡，…「中興 103，誰誰誰要開

記者會.....紅樓二樓，教育委員會，杜部長會到.....還有還有，大院後門，

堵行政院長，趕快去趕快去！」…到處都是像螞蟻雄兵般的記者和攝

影，乖乖地趕到被指派去的地方，勤奮地架起攝影機、打開麥克風開始

工作起來，而我也常常是其中一個。 

有時候，看著委員會裡的 ikegami 攝影機，我會想︰「我跟它有什

麼不一樣？」 

…這是我兩年前拍攝過的一則新聞，記得隔天上班時，我的搭檔跟

我說︰ 「昨天主管會議中我們的新聞被討論耶！ XXX（某採訪中心

主管）稱讚你拍得好啊！」當我聽到自己被「稱讚」時，竟然沒有感到

特別高興，反而覺得有點心虛，因為我知道不是我拍得好，只是我「用

對」了某種攝影語法。它包括了︰貼近表情的廣角鏡頭、激烈的攝影機

肩拍、快速的 Zoom in、誇張的人類表情、衝突感強烈的現場聲、異常

的低角度拍攝.....，總之就是每一個鏡頭和攝影機運動都要充滿「張

力」。但我知道那不全然是我的想法（儘管我是「主動」去完成的，也

盡管我也可能喜歡看有「張力」的畫面）， 而「張力」也不是當天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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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事實」，只是我知道如果我把「張力」拍出來，我就於能完成

可能會被「稱讚」的作品（被「稱讚」的另外一個前提是這則新聞是當

天的重點之一，要被長官「看見」）。這種「攝影語法」在另外一個角度

來看其實是我從一個常常被記者嫌的「菜鳥」攝影變成被「肯定」的「好」

攝影的過程中所不斷努力學習和揣摩的成果，它好像是業界某種衡量攝

影記者「功力」的標準。 

但是，我納悶︰為什麼有一天當我被別人「肯定」了，自己卻好像

無法「肯定」自己？我隱約看見，「被肯定」和「自我肯定」之間出現

了以前所看不見的裂縫.....。70 

 

在這段描述裡，我們看到記者感受到的焦慮不安，儘管每位記者實際面臨的

倫理情境不盡相同，他們的感受卻是相似的，個別記者的倫理焦慮及他所採取的

行動是一種主體性的經驗知識。倫理知識的客觀性正是展現在實效歷史的脈絡演

變下，也就是每位記者在現實中所面臨的倫理情境及他所採取的行動，它們所勾

勒的正是當代台灣新聞專業的倫理系譜。 

這位記者的困惑是許多記者的困惑：做為被肯定的專業記者，我還能是我自

己嗎？對自我感受的分裂正是倫理的開始，它指向是人對自我的關心，而不是他

人對我的關心，這個對自我的關心才可能促使主體採取行動。 

因此，良心不安是我們道德生活 重要的部分，它指向的是我對自己的關

心，它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動力，而不是外在律則或社會集體對我的關心，因為關

心自己、照顧自己，個體才會開始反省自己、重新認識自己、進而改變自己。透

過倫理技術的施展，使自己不再只是服從集體規訓之人，而能在倫理情境的兩難

下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 

 

（三） 透過自我修練突破集體規訓對個體的束縛 

 

良心不安只是倫理的開始，面對倫理焦慮必須改變屈從模式才能真正面對我

與自己的關係，但是真正促成自我改變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不斷的自我修練。倘

若沒有通過自我技術對自己的身體、意志、欲望的改造與訓練，只有認知上的良

心不安，很容易在人們每天繁忙的工作中被遺忘，因此人必須對自己進行長期的

自我修練，讓主體在日常實踐中不斷地累積經驗知驗，才能成功地改造自己成為

                                                 
70 以上這段描述出自區國強（2008）。〈台灣電視攝影記者「非寫實」報告〉。2008 政大傳播學院

第三屆點子大會。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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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所希望的存有。 

那麼，自我修練何以能夠促使個別主體與集體規則的主客關係易位，使個體

得以突破集體規訓對他的束縛呢？ 

葉啟政（2008: 288-289）認為，傅柯的生存美學意謂一種內在的倫理，個體

透過對自身生活予以風格化並進行修養，突破權威體制或規訓制度，以成就自我

的個體性（亦即主體性），它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轉變。這種自我倫理學看重的不

是立基於本質的內在同一性，而是人做為主體存在於世界之中的無限可能性，它

並不是一種至高無上、具創始性的普遍形式，也不是一種獨立於外在世界的表

現，而是在一定規範的約束下，追求自我承認與他人承認的個人生命倫理，主體

只是以文化環境下的某些規則、風格與發明，形塑出一種某種程度是屈從、但又

具自主與自由契機的實踐風格。 

面對社會結構、集體規訓施加於個人的束縛，葉啟政（2004: 512-514；2008: 
135-138）提出一種弱者哲學的應對方式，不再用對立性的對抗方式，避免硬碰

硬帶來的強烈反彈力道，而是以迂迴、以柔克剛的方式來應對，這是一種由下而

上的迂迴對抗，通過自我修養的過程，個體得以在日常生活實踐以逃逸、滑溜、

省略與避免的方式應對，像是在結構體系的邊界進行游擊戰的意外騷擾，這一種

以修養為核心概念的弱者哲學，正如義大利哲學家 Vattimo 強調的肯確的柔弱性

（affirmative weakness），在結構體系尚無法全面控制的日常生活裡，藉由實踐當

中點點滴滴累積的修為，以鬆解結構體系對於個體的壓迫力道。 

對記者而言，這種自我修練不同於原本專業規訓裡的自我訓練，主要區別在

於記者不再以他人（媒介組織、社會大眾）的肯認做為對自己的肯認，而是重新

面對與自己的關係，改以我對自己的肯認為目標，以自己所希望的存有做為指引

自我修練的方向。他願意在沒有完整前例引導的情況下，在日常實踐中摸索所有

的可能性與不同角度，不斷地累積經驗知識，讓自己對尚未發生的狀況做好準

備，透過長期對自己意志、身體、專業技藝與知識的訓練，充分掌握自己與周遭

環境之間的和諧狀態，包括他與受訪者、關心議題、情境、世界之間的關係，

後達到一種自然而然的應對狀態，這是一種具有倫理意涵的自我修練過程。 

透過反覆的日常實踐，個體將他所擁有的技藝銘刻在他的身體、習慣、空間

感與日常活動裡，面對規則所遺留下來的漏洞，個體會在實踐中自動把它補足，

他擁有處理日常問題的巧妙技巧，此時個體與他的工作、所處的世界融合為一個

整體，正如 Heidegger 強調的，實踐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個片段的組合，它們必須

被放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也就是在世存有（be-in-the-world）的狀態（Swidler, 
2001; Stern, 2003）。 

個體自我訓練達到的 高表現便是專家的體會之知（embodied cognition），

此時專業技能已成為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他感受自己的身體一樣，他幾乎感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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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技能的存在，技能已經融入日常實踐的能力之中，這種體會之知使得專家記者

能夠同時掌握社會資源、文化資源、人際關係、專業知識、工具與語言的使用，

達到一種身、心、情境融合的狀態，他能隨時應對情境中的不同狀況，也就是達

到體會之行的境界（embodied interaction）（鍾蔚文等，2006）。用傅柯的觀點來

說，個體進行自我修練的目的，便是在於不斷地累積經驗知識，以達到對於科學

知識或專業規則能夠自然而然運用的狀態。 

不同於記者為了在同儕中勝出也會對自己進行長期訓練，傅柯強調的是具有

倫理意涵的自我修練，從關心自我出發對自己進行長期的修練過程， 終才能達

到隨心所欲的應對狀態。所以我們不應將倫理主體視為一種面對道德價值的主

體，應從自我構成的面向來看，本章目的便是說明良心不安如何促使記者開始關

心自己，並透過自我修練將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的過程。 

在崇高的道德理想與 低的規範要求之間還有很大的空白供記者自由揮灑

創造，在沒有明確規則指引下，個體只能以自己所希望成為的存有為前進的目

標，在現實處境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進，並以真實性確保自己的摸索過程不致於

偏離方向，促使自己更接近倫理的目的。 

至於真實性何以能確保個體在自我修練過程中不會偏離方向，則是下一章所

要探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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