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第三章　建構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機構特質——公眾 

 

由於以往機構談話研究未觸及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機構特質，也沒有討

論廣電新聞訪問的定義，使得以往研究並未凸顯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機構特質。

有鑑於此，本章從新聞學理論出發，探究新聞機構的關鍵特質，為代表新聞機構

的廣電新聞訪問者，奠定言談行動的理論基礎及方向。 

 

我們認為「公眾」是新聞機構之核心特質。一方面，現代新聞理論的基礎便

是為「公眾」服務，Kieran（1998/張培倫、鄭佳瑜，2002）曾提及：「新聞工作

本身的目的是要將跟『公眾』利益相關的新聞告知『公眾』，這並沒有什麼好爭

辯的。」（p. 44，引號為本研究所加）；另一方面，為「公眾」服務，正是新聞機

構之所以為新聞機構的關鍵所在。以報業為例，Carey（1999）指出： 

 

如果報紙只是生意的話，為什麼它們需要第一修正案，比其他商業公司受到

更多的保護？最高法院[之所以如此]並非因為報紙是生意，而是因為它們具

有公眾或公民功能：監督國家，以及創造民主辯論與討論的條件。（p. 50） 

 

而且，與其說是公眾需要新聞，還不如說是新聞需要公眾（Iggers, 1998）。

尤其未來的媒體及資訊競爭會更激烈，將閱聽人視為「公眾」，提供機會讓市民

參與公共辯論，將成為新聞的利基所在（Hume, 1995: 38）。 

 

新聞的專業及正當性來自它與閱聽人的關係（Hallin, 1994: 32）。而「公眾」

正是我們在新聞專業上，希望看見的閱聽人特質（Charity, 1995: 12），因為它不

但肯定了新聞的民主政治功能，也為新聞機構的存在帶來無可取代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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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機構特質——公眾，具體描繪出廣電新聞訪問者

服務之「公眾」，本章第一節擬向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借鏡，討論 John 

Dewey的「公眾」理念，作為本研究公眾理論的基礎。接著，為彌補公共新聞學

忽略溝通形式及媒介特質的缺憾，本章第二節討論廣電新聞訪問之媒介及溝通特

質，提出「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努力達成之公眾理想，包括：第一，將閱聽人定

位成公眾，將閱聽人界定為因應具體問題而起，具溝通學習、情感涉入及行動能

力之團體；第二，將受訪者定位成平等的溝通對象，作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達

成公眾教育之目的。 

 

提出「廣電新聞訪問者」的應然標準，瞭解訪問者作為新聞機構的代表，理

應達成的新聞機構「公眾」任務後，本章第三節將焦點放在語言工具，討論廣電

新聞訪問者可以如何運用言談行動，達成上述公眾理想。表一說明了本章一到三

節的理論建構過程。 

 

表一：建構廣電新聞訪問之新聞機構特質——公眾 
第一節 

尋訪公眾： 

公共新聞學的公眾理念 

第二節 

想像公眾： 

廣電新聞訪問者的公眾理想 

第三節 

建構公眾： 

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語言工具 

公眾崛起於面對面的 

口語溝通 

 

將閱聽人建構成因應具體問題而

起，具學習溝通、情感涉入及行動

力的「公眾」團體 

提供有關連、 

能引發公眾涉入的資訊 

運用日常對話模式，縮短「訪問者—

受訪者—閱聽人」三方距離 

促使公眾對話商議 視受訪者為平等的溝通對象，作公

眾溝通的示範表演： 

1. 傾聽 

2. 賦予受訪者適當的定位，並視

受訪者會在溝通中改變的獨特

個人 

 

言談互動類型與組織結構、問

題內容與問句句型、句法與及

物（動詞）規則、稱謂、字彙、

人稱代名詞、情態（modality）、

闡述整理（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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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尋訪公眾：公共新聞學的公眾理念 

 

近來在台灣傳播學界及業界，有不少人主張向美國「公共新聞學」借鏡，改

革台灣的新聞亂象（楊意菁，2002；黃浩榮，2003，2005；胡元輝，2004；林照

真，2005；黃惠萍，2005），而「公眾」正是公共新聞學的核心。 

 

美國公共新聞學興起於一九八０年代晚期，8主要是因應美國民主政治及報

業的危機，包括投票率低落、閱報率下降、民眾參與公民活動的頻率降低，以及

對政治人物及媒體產生不信任感等（Rosen, 1996; Nichols, 2003）。新聞業界9與學

界希望藉由公共新聞學，重新連結民主政治、公眾與新聞工作者，重拾新聞機構

的民主政治功能，為公眾服務。 

 

公共新聞學主張將民主視為深思熟慮的審議（thoughtful deliberation），將政

治當成解決問題之法，並促使人們用公民身份進行互動（Rosen, 1996: 16）。簡單

來說，公共新聞學吸納了以下兩種討論：一是新聞從業人員質疑缺乏強有力公眾

支持的新聞專業；二是新聞學者注意到現代公眾與公共領域的可能性（Rosen, 

1999，轉引自 Nichols, 2003: 122）。 

 

相對於傳統新聞學強調記者不能涉入新聞事件，公共新聞學卻主張記者要積

極引發公眾意識，促進公眾參與民主政治及公共生活10（Rosen, 1999）。公共新

聞學記者不但要提供適合創造審議式民主的資訊（Holbert & Zubric, 2000: 61），

                                                 
8雖然公共新聞學運動在一九八０年代晚期便興起，不過，「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一
詞是到一九九三年左右才出現（Rosen, 1996）。 
9美國公共新聞學運動主要是由地區性中小型報紙所推動，不過，Haas與 Steiner（2001: 143）指
出，公共新聞學運動近來已經逐漸走出中小型報紙，已有超過百分之六十的日報，嘗試結合一些

公共新聞學的實踐活動。就連紐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也都在選舉報導中，嘗試進行公共新聞學。 
10公共新聞學所謂的「公共生活」，不僅止於政治（politics），而是泛指所有表達與經驗民主的方
法，包含所有試著達到共同目標，或呈現共同問題的活動（Merritt, 1995: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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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更要積極改善公共討論的品質，以伙伴關係取代專業的疏離關係，幫助公

眾解決問題（Charity, 1995; Maier & Potter, 2001; Merritt, 1995; Rosen, 1996）。 

 

更重要的是，公共新聞學與傳統客觀新聞學對於「公眾」的看法大不相同。

Rosen（1999）與 Campbell（2004）等公共新聞學學者，認為可以Walter Lippmann

與 John Dewey為代表，說明客觀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不同的「公眾」主張。11因

此，以下我們先從公共新聞學的角度出發，瞭解公共新聞學如何批評 Lippmann

的公眾觀點及客觀新聞學。接著，我們從 Dewey著手，為公共新聞學確立公眾

理論，同時檢視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服務，從中汲取可供參考的理論想法，並指出

公共新聞學的不足之處，為建立廣電新聞訪問者應有之公眾理想鋪路。 

 

壹、對客觀新聞學的反動 

 

傳統客觀新聞學主要承繼 Lippmann的公眾概念，開展新聞工作，因此，要

瞭解客觀新聞學的公眾想像與缺失，我們可以先從 Lippmann的公眾觀點著手。 

 

一、 客觀新聞學與 Lippmann的公眾觀點 

 

Lippmann認為，公眾不但對公共事務不感興趣，更缺乏管理公眾事務的時

間及能力。尤其公眾無法摒除腦中原有的刻板印象，而且只擁有少量的事實，所

以公眾腦中的真實不等同於外在真實，無法作出正確判斷（Peters, 1999; Petersen, 

2003; Splichal, 1999）。因此，公眾只能將公共事務交給專家管理。對 Lippmann

                                                 
11Lippmann與 Dewey曾在一九二０年代，對民主與公眾的內涵興起一場論辯。此論辯起於拯救

民主的企圖，希望民主能免於城市化、工業化與非人的國家社會的傷害（Schudson, 1999: 124）。
Lippmann與 Dewey都著眼於個人在現代社會面臨的危機，例如大眾媒體提供大量片段的、缺乏

關連的資訊，也都提倡以科學精神及方法作為民主的良藥。不過，此二人對民主、公眾及專家的

看法不同，因而產生重大歧異，也各為傳統客觀新聞學與公共新聞學帶來不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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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公眾是主觀個人的集合，也是公共事務的外人（outsider）與旁觀者

（spectator），只能透過選舉投票，選擇其相信或支持的專家（Perry, 2003: 50; 

Campbell, 2004: 4）。 

 

在這樣的公眾觀點下，Lippmann（1992: 167）認為，新聞的功能並不是彰

顯那些被隱藏的事實，找出真相，形成人們藉以行動的真實圖像。反之，新聞記

者的任務是「記錄」（record），只能判斷消息來源的可信度。因此記者必須仰賴

其他（有智識的）機構提供資訊，所以新聞品質的好壞全掌握在其他（有智識的）

機構手上，而非記者可以決定（Lippmann, 1992; Schudson, 1999）。對 Lippmann

來說，報業並不能提供一般人發展民意所需的知識。 

 

雖然 Lippmann既不將新聞記者當成專家，也沒有對新聞改造抱任何期望

（Cohen, 1992; Schudson, 1999），不過，傳統客觀新聞學卻援用 Lippmann對科

學方法的主張，奠定方法上的基礎： 

 

對他[Lippmann]而言，對錯誤發生原因的探究，往往是研究真理的開始。 

因此我們必須先深入了解自己的主觀性（subjectivism），才能找到維持客觀

的方法。他深信教育可以幫助人們破除偏見，理智終會成熟，而科學是解決

之道：「在意見紛陳的世界裡，只有一種統一的可能，不是目的的統一，而

是方法的統一」。（彭家發，1994：29-30）  

 

這「方法的統一」可分兩部分來談，一是在新聞製作過程中保持超然立場，

盡量排除新聞記者個人主觀的涉入，例如將事實與意見分開、盡量降低記者本身

態度或涉入所造成的影響、正確與真實的報導或平衡報導等；二是在新聞呈現上

力求純淨平穩，包括避免偏頗與迂迴的言論、呈現所有主要相關要點、不得表示

個人意見，以及報導的內容應該是可以查證，且有根據的真實事件等（彭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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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40）。 

 

以上原則進一步落實到一般新聞教育及實踐中（Holbert & Zubric, 2000）。倒

寶塔寫作隱含了新聞學的客觀典範（Ytreberg, 2001），一般新聞訪問教科書也強

調，記者在訪問時只需小心傾聽與詢問相關問題，避免涉入其中（Keeble, 2001: 

130）。這些都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客觀新聞學，也是對話分析研究者在研究廣電

新聞訪問時，奠基的美國式新聞機構論述（Clayman & Heritage, 2002: 8）。 

 

我們不能誤以為傳統客觀新聞學對公眾的想像、對新聞的期許，甚至在新聞

工作實踐上，都全然奉行 Lippmann的主張。正如本研究第二章曾經提及，（新

聞）機構結構是多重、層次不一的，不但會產生矛盾衝突，在實踐上也會產生變

異。我們可以從以下兩方面加以說明。 

 

第一，在眾多新聞學中，有調查新聞學企圖尋求隱藏之真相，其功能目標便

有別於 Lippmann對新聞及真相的區別。不僅如此，新聞在專業化過程中，常被

期許為獨立的社會機構，作為第四權，為人民監督政府機構（Glasser, 1992; Baran 

& Davis, 2000: 99）。它假設一旦記者指出政府機構的錯誤行為或不適任，人們就

會採取行動（Baran & Davis, 2000: 99），而不僅止於投票決定，有別於 Lippmann

對報業與（有智識的）機構的劃分，以及對公眾的看法。 

 

第二，奉行客觀典範的新聞記者不一定完全跟 Lippmann一樣，偏向菁英主

義，對公眾抱持悲觀的看法。Holbert 與 Zubric（2000: 58）指出，客觀新聞記者

相信意見（自由）市場（the marketplace of ideas），12所以在報導方式上遵循科學

方法，希望最好的真相版本得以勝出。而意見（自由）市場觀點又隱含了人人平

                                                 
12 Baran與 Davis（2000: 93-97）指出，意見市場的觀念是從資本主義基本原則——自我管制的
市場——變異而來，主張將所有意見放在公眾之前，讓公眾從意見市場中，選擇最好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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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想法，認為所有人皆能判斷新聞故事的好壞（Holbert & Zubric, 2000），有別

於 Lippmann認為公眾無能判斷的想法。 

 

雖然與 Lippmann對公眾及新聞的想法有上述差異，但整體來說，客觀新聞

學還是承繼 Lippmann，傾向將公眾視為主觀個人的集合。而且，無論公眾是否

具有判斷、行動與管理的能力，客觀新聞學都強調記者無須涉入，只要提供可靠

的事實資訊即可。 

 

二、 客觀新聞學的公眾想像缺失 

 

對於客觀新聞學記者假設「公眾會好好利用獲得的資訊」，公共新聞學記者

認為，這樣的假設並不能成立，因為記者無法保證公眾知道該如何利用新聞資訊

（Holbert & Zubric, 2000: 61）。 

 

進一步，公共新聞學批評客觀新聞學，認為客觀新聞學記者必須保持距離、

不涉入的作法，不僅對民主政治或公共領域發展沒有幫助，更有可能增加報業的

無關性（irrelevance）與民眾的政治不舒適感。對公共新聞學來說，客觀報導提

供的是零碎的新聞報導，既無法提供人們參與公眾生活所需的完整資訊及分析

（Woodstock, 2002），更無法促成公眾行動。Merritt（1995: 9-10）便指出，民眾

大多透過政治人物及新聞從業人員，接觸到各類資訊。但這些政治人物及新聞從

業人員常使用某種專家或絕對性話語，呈現出非黑即白的競爭關係，這些去情境

化、相互競爭的兩極化議題，非但不利於民眾解決問題，更容易讓民眾感到沮喪。 

 

此外，客觀報導否認新聞記者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要求記者成為冷漠

的旁觀者、不偏頗的報導者，以及期望記者不採取政治行動等主張，都讓新聞記

者無法對其報導負起應有的責任（Glasser, 1992: 181），也與公共新聞學主張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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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眾生活的專家，是全職的公民（Charity, 1995: 11-13），大不相同。 

 

貳、確立公眾理論 

 

雖然傳統客觀新聞學在公眾概念及新聞記者角色上，有上述缺點，但公共新

聞學在「公眾」理論上，同樣有它的問題，即公共新聞學學者及實踐者從未清楚

說明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或「社群」意涵（Schudson, 1999），致使公共新聞學

的「公眾」意義模糊不清（Haas, 1999），在實踐上也時有衝突（Peters, 1999）。 

 

我們認為，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概念之所以模糊不清，原因之一是公共新

聞學在汲取不同民主理論時，對於理論可能產生的衝突缺乏認識，尤其忽視公共

新聞學的兩大公眾理論來源，Dewey與 Habermas之間的差異（如黃浩榮，2005；

Compton, 2000: 450; Nichols, 2003: 143; Voakes, 2004）。舉例來說，雖然 Nichols

（2003）在研究公共新聞學建制化過程時，曾指出 Lippmann與 Dewey在民主及

公眾主張上的爭論，認為包括 Habermas在內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都「成為公共新聞學運動的概念基底⋯」（p. 143），但他卻未說明

這些民主理論「如何」同冶一爐，成為公共新聞學的理論基礎。 

 

以 Dewey與 Habermas 來說，雖然他們都相信「公眾」存於論述的溝通過程

中（Dahlgren, 1995），認為公共論述（public discourse）是一種學習得來的能力，

也對公眾界定與追求共同良善（common good）的能力，抱持樂觀看法（Geren, 

2001: 198），但 Dewey與 Habermas對「公眾」的看法，還是存有重大差異。13 

                                                 
13簡單來說，Dewey與 Habermas在公眾及民主概念上的重大差異，包括：（1）公與私的劃分：
Dewey是以行動後果的性質界定公與私，Habermas則認為，公是從私出發，合眾人之私慢慢構
成公（李丁讚，2004：7），即私人是公的基礎（Habermas, 1990）。（2）公眾與國家的關係：對
Dewey（1927）來說，公眾具有政治的本質，是政治組織的基礎，但對 Habermas 來說，無論公

私，都應該獨立於國家領域之外（曾慶豹，1998：53），尤其公共領域更應獨立於政治與經濟力

之外，不受這兩股力量的侵犯。（3）建構民主之法：Dewey認為，形成民主基礎——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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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眾多理論來源中，本研究決定從 Dewey出發，討論公共新聞學的

「公眾」概念，同時解決公共新聞學面臨的實踐難題。理由有三： 

 

第一，美國公共新聞學宣稱自己承繼 Dewey（Peters, 1999; Schudson, 1999），

因此，Dewey的「公眾」概念可謂是公共新聞學的重要理論基礎，值得深入討論。 

 

第二，在公共新聞學論述中，已有學者從 Habermas的公共領域及溝通行動

理論出發，對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概念提出建議（Haas, 1999; Haas & Steiner, 

2001），或為文指出公共新聞學實踐與 Habermas 理論之間的差距（黃浩榮，

2005），卻少有論者從 Dewey著手，討論公共新聞學之「公眾」意涵與實踐。 

 

第三，我們認為，與 Habermas相比，Dewey的實用取向使得他對公眾的看

法更為實際，能提供新聞工作者較為具體的建議。Compton（2000）便指出，相

對於 Dewey強調以實用的態度接受差異，Habermas顯然過於認知取向，不但忽

略溝通行動者的身體、性別與歷史等情境，也假設了先存的抽象理智，無視人們

在地位上的差異。Ljunggren（2003: 357）也認為，與 Dewey相比，Habermas所

說的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較侷限於哲學的抽象論辯層次，缺乏具體的政

治語言。 

 

本研究選擇 Dewey的公眾理念，用來確立公共新聞學的公眾意涵。因此，

以下先介紹 Dewey的公眾思想，瞭解理想公眾的形成要素，接著再對公共新聞

學提出建言。 

 

                                                                                                                                            
的第一步是重建大共同體（Great Community），Habermas則將民主核心放在公共領域之中，有

賴溝通理性（Habermas,1990:92），以及一個無須主體的溝通程序（a subjectless form of 
communication）（Ljunggr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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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ewey的公眾觀點 

 

要瞭解 Dewey如何看待公眾，我們首先須知道 Dewey如何劃分公與私。簡

單來說，Dewey（1927）是以人類交互行動產生的後果（consequences）性質來

界定公與私。他認為，人類的交互行動會產生兩種後果，一種是只對當下互動者

會產生直接影響，為私；另一種後果則會超出對當下互動者的影響，對那些非直

接互動者產生間接的影響，為公（Dewey, 1927; 趙剛，1997：59）。 

 

進一步，「公眾」指的是那些受到交互行動間接後果影響至深的人。這些人

在控制交互行動產生的間接、廣泛、持久與重要14後果上，有共同的利害關係（a 

common interest）（Dewey, 1927: 117）。當「公眾」意識到這些重要的間接後果及

利害關係，並試圖共同控制這些影響及其來源時，執事（officials）、政府與國家

（state）也就應運而生（Dewey, 1927）。 

 

對 Dewey 來說，公眾必須照料人們的交換情況，並透過國家進行合法的管

理（Splichal, 1999: 144-145）。即國家乃起於公眾感知某些交互行動具有重要的

間接後果，欲透過執事，有系統地控制此後果，以保護公眾成員的共享利益，所

以，國家只是公眾「為了規約人們先前行動所產生之間接後果的有方向行動」（趙

剛，1997: 60），是在政治上組織起來的公眾。Dewey的「公眾」概念不但具有

政治本質，更是政治組織的基礎。 

 

不過，Dewey心中的理想公眾已經不復存在（Dewey, 1927）。Dewey（1939/

林以亮、婁貽哲，1976：54）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雖然超出個人以外的活動快

                                                 
14Dewey（1927: 279）自己承認「重要」一詞很模糊，不過他認為這至少指出一些要素，包括後

果的廣度（the far-reaching character of consequences），具有固定、一致與重複發生的本質（settled, 
uniform and recurrent nature），以及無可修復性（irreparab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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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但人們卻無法瞭解、掌控與預見這些活動。一般民眾的「個人的情緒往

往被許多孤立事件的強力宣傳所淹沒和困惑」（Dewey, 1939/林以亮、婁貽哲，

1976：39-40），只能在情緒上「感覺到」（feel）這些活動，卻無法瞭解這些活動

的脈絡及前因後果，未能真正「感知到」（perceive）這些活動對自己造成的影響，

致使公眾無法成形。換言之，對於現代公眾的處境，Dewey並未比 Lippmann 來

得樂觀。 

 

不過，與 Lippmann 不同的是，Dewey對公眾較有信心，相信公眾可以透過

教育及溝通，辨認出自己，並且組織成社群（community）（Dewey, 1927; Peters, 

1999; Splichal, 1999），透過行動，以具有實驗智能（experimentally intelligent）的

方式，積極面對他們經驗到的問題（趙剛，1997：39）。 

 

但公眾究竟如何崛起？以下我們分兩階段進行說明，同時討論大眾傳播媒體

（尤其是新聞機構）在各階段中扮演的角色。 

 

（一）感知交互行動的重大間接後果 

 

之前提及，人們必須感知到那些會對自己造成重大影響的交互行動間接後果

之後，才有可能形成公眾。而要人們能夠感知到這些重要的間接後果，我們必須

先改進辯論、討論與說服的方法，將探知（inquiry）與廣佈探知結論的過程，自

由化、完善化，提供人們從事良好判斷的資訊（Dewey, 1927: 208）。 

 

在此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極為重要。Dewey（1927: 371）指出：「創

造一個真正公眾的前提條件是，對所有影響連結的情況進行有系統及持續的探

知，並以印刷方式傳散出去。」可惜的是，Dewey（1939/林以亮、婁貽哲，1976）

認為，當時大眾傳播媒體提供的新聞全是散亂的孤立事件，不利人們形成公眾。



 

 33

Dewey（1939/林以亮、婁貽哲，1976）指出，這些缺乏關連的訊息只能引發人

們立即的情緒反應，卻對感知與判斷問題毫無幫助： 

 

這些「新聞」都和人的情感和情緒有關。電報、電話與收音機把整個地球上

所發生的一切事物都報告出來。聽到這些事物和消息的個人對它們，除了暫

時情緒上的激動外，一點不能為力。因為事物間缺少關連，和不能聯繫起來，

所以要拿某一個情況全面報導出來，以替代個人直接體驗，根本就不可能。

（p. 42） 

 

時隔六十幾年，Dewey 批評的新聞現象至今未見改善。然而，Dewey 早已

指出，新聞的真正意義應該來自於它與社會後果的關係。一旦新聞記者將事件

（events）獨立於其連結之外，它們就只剩下最狹隘的感官意義，變成「發生之

事」（occurrences），而不是有意義的事件（Dewey, 1927）。 

 

但新聞記者要如何提供具脈絡連結的「事件」？我們認為，這可以回到 Dewey

對科學方法與教育的強調來討論，因為 Dewey認為，只有將科學方法運用在日

常與人相關的事務上，才能根據事物之間的關係，改變既存狀況（楊貞德，1994：

10），也唯有科學態度，才能保障人們不被大規模的宣傳所誤導（Dewey, 1939/

林以亮、婁貽哲，1976：144）。 

 

Dewey主張以科學的態度與精神作指導方向，採用某種特殊的觀察、15反省

和實際的方法，並在探討、發現及追隨所發現的事實證據線索上，保持控制的興

趣（Dewey, 1939/林以亮、婁貽哲，1976：140）。他認為此種科學興趣會造就以

                                                 
15Dewey（1939/林以亮、婁貽哲，1976）認為，只有觀察才能決定具時間與空間限制條件的社會
問題，瞭解事件之間的一致關連。而且，只有經常根據觀察實際事物，加以核對與修正，才會跟

那些可以爭來辯去的概括性觀念，無須依賴觀察實際事物做根據的「意見」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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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風氣： 

 

情願保留某一個信念，遲遲不下斷語，保持懷疑，一直等到循到了證據以後

再說的能力；情願隨著證據所指示的方向而走，不情願先下一個個人所喜歡

的結論；在解決問題時，把某些觀念用作假設，不停地加以實驗，而不是用

作非接受不可的教條的能力；和對不斷地開闢新的探討疆域以及對新的問題

覺得津津有味的能力。（Dewey, 1939/林以亮、婁貽哲，1976：41） 

 

我們認為，只有培養此種科學態度及興趣，新聞記者方有可能明察事件的脈

絡，並追蹤到事件的源頭，運用 Dewey所說的「科學方法」。不過，Dewey（1927: 

361-362）說的「科學方法」並非實驗室裡使用的方法或程序，而是涉及以下兩

項因素的特定方法邏輯：一、將所有社會行動政策與提案，都視為需要測試的假

設（working hypotheses）；二、強調所有概念、一般原則、理論與對話發展等，

都是有系統的知識，需要以探知來形塑及測試。 

 

尤其跟公眾有關的意見及信仰，Dewey（1927: 436）指出，它其實都先假設

了有效的、有組織的探知，因此，除非人們有方法偵測那些正在作用的力量，而

且透過精密的互動網絡，追蹤到那些作用力所產生的後果，否則，所謂的民意都

只是意見，而非真正的民意。 

 

Dewey相信，所有人都能夠透過教育及溝通，習得此種科學方法及態度，培

養出形成公眾的能力，而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新聞）正是教導人們此種科學方

法與態度的最佳管道（楊貞德，1994：14；Perry, 2003）。Dewey尤其強調新聞

呈現的重要性，認為新聞要以淺白易懂，且吸引人的溝通方式，將研究過程及結

果介紹給公眾，如此方能引發人們的興趣，促使一般人接觸那些值得注意的公共

事務（Dewey, 1927: 349; 楊貞德，19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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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en（2001: 195）曾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只有大眾傳播媒體才有辦法廣

佈與公眾利益有關的資訊，讓分散四處的公眾感知到那些影響其自身至深的活

動，進而集結起來。而大眾傳播媒體除了在引發公眾意識上，佔有重要位置

（Czitrom, 1982/陳世敏，1994：181；楊德貞，1994：14；趙剛，1997：74; Geren, 

2001）外，它更在公眾教育上，扮演關鍵角色。 

 

（二）進行面對面的口語溝通 

 

對 Dewey 來說，公眾崛起於面對面的口語對話，並且存於論述互動的過程

之中（Splichal, 1999: 151）。像這樣沒有媒介中介的面對面口語溝通，才是最理

想的（公眾）溝通形式（Dahlgren, 1995）。 

 

Dewey認為，透過印刷文字傳散出去的探知過程及結果，只是創造公眾的工

具。這些工具只有透過面對面的口語溝通，才有最終的實在性： 

 

符號、象徵、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藉此傳承與維持手足般的共享經驗。那些

在書寫話語中被固定與凍結的字眼，缺乏對話在當下交會中具有的活力意

義。雖然創造真正公眾的前提條件是，對所有影響連結的情況進行有系統與

持續的探知，並且用印刷方式將之傳散出去，但是探知與探知的結果畢竟只

是工具。它們最終的實在性還是需要在面對面的關係中，藉由直接給取的方

式完成。邏輯的實現還是要回到「對話」這個字的原初意義上。（Dewey, 1927: 

371） 

 

因此，Dewey（1927）指出「看是旁觀者，聽是參與者」（Vision is a spectator; 

hearing is a participator）（p. 371）。他認為，只有靠口耳相傳，人們才能得到充分

的告知，形成公眾，因為人們是透過「溝通的一來一往」（the give-and-take of 



 

 36

communication）學習如何成為「人」，成為社群的成員（Dewey, 1927: 332）。 

 

公眾不但在溝通過程中形成，它也在溝通中培養界定與追求共同利益的能

力，所以，對 Dewey 來說，公眾論述是一種學習而來的能力（Geren, 2001: 198）。

Dewey（1925）也曾指出，溝通既是一種工具，也是一種目的。說溝通是一種工

具，是因為溝通讓人們身處在意義的世界中，使得生活更豐富、更具變化；說溝

通是一種目的，這是因為溝通讓人們在共同意識中提升、深化與強化意義，將人

們從當下孤立的狀態中提升上來，讓人們得以在意義的一體性中相互分享。 

 

換言之，從 Dewey的角度來看，公眾絕非存於溝通之外的實體。反之，公

眾是在某個時空環境下，因應交互行動之重要間接後果而起，並且透過溝通對話

而形成。但某一交互行動產生的後果是直接或間接，則是一個實際經驗的問題，

即公與私、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的切線，是隨時間、情境、詮釋而流移的（趙剛，

1997：59）。 

 

Dewey的「公眾」是視實際的歷史情境而定。從來沒有兩個時代或兩個地方，

會有相同的公眾，而且公眾有大有小，有些受限於地理區域，有些則不（Gouinlock, 

1990: xxvi）。而且，就理想上來說，當公眾當初興起的問題情境消失時，這因應

具體問題而起的公眾也應隨之消失（趙剛，1997：60）。 

 

總而言之，Dewey（1927）認為，公眾必須在行動中才能發現、認出與辨識

出它自己，所以沒有人可以在行動發生前，事先界定「公眾」。Ljunggren（2003: 

354）便指出，從 Dewey的角度來看，我們只能用一種實用的態度接受差異，在

未溝通、分享、判斷與下價值評判之前，不足以聲稱自己知道任何道德或政治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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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 Dewey看公共新聞學 

 

介紹 Dewey的公眾理念後，我們嘗試從 Dewey的角度出發，解決公共新聞

學在公眾概念上面臨的兩大批評，包括公共新聞學的「公眾」侷限在地方社區層

次，以及公共新聞學記者在幫助公眾成形上的角色不清。 

 

（一）公共新聞學的公眾層次 

 

在公共新聞學論述中，公眾與社群（community）這兩個概念可說是緊密相

連（Schudson, 1999）。而且，從 Dewey的角度來看，只有在地區性社群生活（local 

communal life）建立之後，公眾才能發現與辨識出自己（Dewey, 1927: 216）。可

惜的是，就像沒有清楚界定「公眾」一樣，公共新聞學也缺乏對「社群」的討論

（Schudson, 1999；黃浩榮，2005：89）。 

 

雖然公共新聞學未曾說明「社群」所指為何，但就公共新聞學文獻及實踐經

驗來看，「公共新聞論者似乎傾向將『社區』一詞置放在地理空間的脈絡下使用。」

（黃浩榮，2005：89）。尤其公共新聞學運動興起於美國地區性的中小型報紙，

這些地區性報紙的主要讀者是該地的社區居民，因此，當各地公共新聞學運動致

力於傾聽公眾聲音、主辦社區會議、促進公眾參與時，它的「社群」及「公眾」

便不免具有地理特徵。 

 

不過，這樣的地理特性讓公共新聞學飽受批評。Schudson（1999）指出，公

共新聞學假設「社群」是鄰近區域（neighborhood），具地理上的特徵，並與政府

對立，但他認為這些對社群的假設大有問題，包括這樣的社群想像與現代（美國）

社會並不符合，以及社群不一定會與政府對立等。Parisi（1997）則認為，美國

公共新聞學運動停留在地方社區層次，使用地方資源，要求社區居民界定新聞議



 

 38

題，追求社區居民高度參與公共生活的理想，但對 Parisi 來說，這樣的作法只能

算是「市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而非真正的「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因為後者應該以追求公眾福祉（well-being）為己任，超越地區性

的社會資源，達到較大規模的公眾解決之道。 

 

除了無法跨出地方社區層次，未能照料社區外公眾的需要以外，Haas與

Steiner（2001: 126-127）則批評，公共新聞學忽略大部分（美國）社區內部都分

裂成多個社會團體。他們認為，這些社會團體之間具有統治與被統治的不平等關

係，所以可能無法像公共新聞學主張的一樣，形成一個共享、包含所有的共同良

善（common good）。此批評的背後假設是，每個人都身屬不同的社會團體，而

些社會團體間的權力衝突，會導致各團體成員的差異。Haas（1999）也質疑公共

新聞學記者，究竟要讓民眾以一般公民或社區成員的能力，涉入民主過程，假設

可以將民眾的身份切割為「一般公民」或「社區成員」。 

 

不過，以上對公共新聞學「社群」或「公眾」的質疑及批評，從 Dewey的

角度來看，其實並不成立。首先，「一般公民」與「社群成員」身份不一定像 Haas

的假設，是固定、可分割的衝突選項。Dewey認為，「一般公民」的能力其實是

奠基在「團體成員」身份之上。因為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多種團體身份，所以人們

才有可能在討論及互動中，協調各個團體對共同良善的不同感知，讓社群將個人

活動集焦在共同問題上，指出事件的意義（Campbell, 1998: 38）。 

 

其次，「公眾是否侷限在地方社區」也不成為問題，因為就 Dewey 來說，「公

眾」是因應重大（交互行動產生之）間接後果而起，具特殊的時空背景，重點在

具體的行動後果，而非「公眾」的大小或所在（Gouinlock, 1990: xxvi）。雖然 Dewey

（1927）強調地方社群生活的重要（p. 216），並以面對面溝通作為理想的參與形

式（p. 371），但 Dewey建立「大社群」（Great Community）的主張，並不是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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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舊有的社群形貌，反之，他是要重新構連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建築一個應然面

的公眾理想。這理想的「公眾」非但不是政府的對頭，反而是國家、政府與執事

的根基與正當性來源。 

 

（二）公共新聞學記者的角色 

 

除了侷限在地方社區層次，Haas（1999）另外指出公共新聞學面臨的，兩個

與「公眾」有關的問題：第一，記者要讓公民涉入的民主過程範圍為何，是參與

意見形成，還是也包括決策過程？第二，記者要使用什麼機制讓公民涉入民主過

程，是讓公民成為面對面的對話參與者，或是參與一般的商議過程？ 

 

Haas提出的兩個問題其實假設了公共新聞學記者可以掌控公民涉入民主的

過程，但從 Dewey的角度來看，這樣的假設並不成立。首先，Dewey（1927: 365）

認為，無論是科學研究者或藝術家，其專家性並非展現在框架與執行政策上，而

是在發現事實，以及讓事實廣為人知。我們認為，新聞記者也不例外。因此，公

共新聞學記者應致力於傳散探知的過程及結果，同時改良新聞呈現，讓人們感知

到與自身有關的具體問題或事件，成為公眾成形的開端。 

 

其次，對 Dewey 來說，「公眾」是在一連串行動中形成，從感知問題開始，

一直到產生控制間接後果的慾望及努力。所以，無論是透過印刷媒體感知問題，

或是透過面對面的溝通，無論是要形成意見或參與決策，事實上，包括記者在內，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公眾出現之前，掌控公眾的形成過程及樣貌。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 Dewey的公眾理念，一方面可以解決公共新聞學的公

眾理論難題，另一方面，它也能指引新聞記者，瞭解如何幫助公眾成形。以下先

擇要介紹公共新聞學運動，瞭解其如何實行公眾服務，幫助人們組成公眾，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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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討論公共新聞學運動的不足之處，為本研究之後的理論建構奠定方向。 

 

參、實行公眾服務 

 

公共新聞學的公眾理論衝突也反映在公共新聞學運動上。Peters（1999）便

指出，雖然公共新聞學聲稱自己與傳統新聞學偏向 Lippmann的作法不同，但在

運動實踐上，公共新聞學還是傾向 Lippmann，追求比較理性的腔調，將重點放

在改善新聞來源機構（news-giving institutions），忽略 Dewey對美學教育的強調，

以及人是感官的、遊玩的與實踐的等主張。 

 

雖然公共新聞學在運動上產生理論矛盾，各地的運動目標及作法也多有出

入，但我們還是可以從 Dewey的公眾理念出發，從公共新聞學汲取實踐經驗，

討論新聞記者（尤其是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幫助閱聽人形成公眾。以下我們便

從引發閱聽人涉入、視閱聽人為利害關係人，以及創造公共論壇等三方面，檢閱

公共新聞學的實踐作為。 

 

一、 引發閱聽人涉入 

 

如同 Dewey的主張，公共新聞學強調新聞要引發人們涉入公共事務。不過，

公共新聞學學者明白，在引發閱聽人涉入與形成公眾之間，尚有重重關卡，並非

一蹴可及。對此，公共新聞學學者常參考 Yankelovich對民意的看法，提出對策

（Rosen, 1994，轉引自 Compton, 2000; Charity, 1995; Merritt, 1995; Merritt & 

McCombs, 2004），我們也能藉此討論記者該如何引發閱聽人涉入。 

 

Yankelovich（1991）認為光有充足的相關資訊並不足以形成高品質的民意。

他提出民意發展的三個階段，包括引發意識（consciousness raising）、修通（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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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及形成解決之道（resolution），而前兩個階段便與引發閱聽人涉入有關。

Yankelovich（1991: 74-81）指出，「引發意識」階段主要讓公眾意識到議題的存

在與意義，增加人們關心與行動準備。這個階段有六項特徵，即影響「引發意識」

的要件，包括與人們生活關係的強弱、需要的時間長短、是否有事件發生、議題

呈現的具體及清楚程度、資訊來源的可信度，以及公開性是否足夠等。 

 

落實到公共新聞學運動上，Charity（1995: 84）認為，公共論述若能做到以

下九點，將能促使閱聽人對議題更為主動及富有熱情：（1）連結相關觀點與主題、

（2）要對閱聽人的個人情境有意義、（3）議題要有一致性、（4）要保有矛盾的

灰色地帶，不要非黑即白的兩極化、（5）情感的、（6）真誠的（authenticity）、（7）

有行動的可能性、（8）每個人都是能幫助人們與公眾關心之事產生關係的催化

者、（9）能提供人們聚集、談論公眾關心之事及促進行動的中介機構。 

 

「引發意識」階段之後，人們就會面臨改變的需求，進入 Yankelovich所說的

第二個階段——修通。Yankelovich（1991: 84-85）指出，不同於在第一個階段中，

人們可以消極地接收，在第二個階段中，人們必須主動從事與涉入。不過，他也

提醒，有時議題會因為許多障礙，而難進入這個階段。這些障礙包括：人們不瞭

解行動的可能性、缺乏足夠與適當的選擇、無法知道不同選擇會導致什麼後果、

注意力被轉移開來、接收到相互衝突的資訊等。尤其新聞媒體常在引發意識的同

時，創造以上阻礙，甚至新聞媒體只強調引發意識，反而將公眾置於被娛樂、被

取悅的消極位置，無法積極地投入此階段。 

 

根據 Yankelovich，Charity（1995: 6-7）建議公共新聞學記者嘗試下列作法，

促使人們進入「修通」階段：（1）將議題轉換成選擇項目；（2）跳脫抽象的表面

層次，探測核心價值；（3）說明每一項選擇的代價與後果；（4）成為專家與公眾

的橋樑；（5）促進公民商議行動，讓公民平等地雙向對談；（6）推銷公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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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ty）。 

 

雖然公共新聞學借用 Yankelovich對民意的看法，鼓勵記者提供與閱聽人有

關的事件脈絡、闡明行動選擇及後果，以及創造人們溝通互動的場所等，不過，

公共新聞學卻鮮少進入具體的語言層次，討論記者如何使用其最重要的工具及資

源——語言，達成上述目的。以新聞報導為例，Parisi（1997）指出，公共新聞

學雖然瞭解新聞敘事的力量，挑戰傳統客觀新聞學的敘事模式，但公共新聞學卻

沒有進行實際的新聞敘事改革，讓公共生活不再是令公眾無能為力的「奇觀」。 

 

二、 視閱聽人為利害關係人 

 

公共新聞學主張改變傳統新聞報導，不再將閱聽人定位成旁觀者或被害者，

而是將閱聽人視為「讀者—市民」，將之定位成與公共問題有切身相關的利害關

係人及潛在參與者（Merritt & McCombs, 2004）。我們認為，這與 Dewey對公眾

的看法相互呼應，相信「公眾」便是那些受到交互行動間接後果影響至深，且在

控制這些行動上有共同利害關係之人。 

 

但如何將閱聽人視為利害關係人？就新聞來源來說，公共新聞學不再完全仰

賴政府與專家消息來源，反之，它常使用調查訪問、訪談、讀者來電或來函、社

區會談、深入社區生活等方式，傾聽社區民眾的聲音，將民眾關心或認為重要的

議題，設定為新聞議題，期引發社區民眾涉入（Charity, 1995; Rosen, 1996; Nichols, 

2003）。 

 

在對專家進行新聞訪問時，公共新聞學主張，記者必須從公眾的角度出發，

成為公眾與專家之間的橋樑。不過，要做到這一點，記者必須先瞭解專家與公眾

意見的不同（Charity, 1995; Merritt & McCombs, 2004）。Yankelovich（199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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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指出，專家通常以實證性命題（empirical proposition）的形式呈現意見，而且

講求原則的有效性，強調清楚、可證明的真偽，避免個人偏好，並用可證明對錯

的方式，來判斷意見的品質。反之，公眾的意見則帶有價值判斷，並強調個人偏

好。因此，公眾意見的有效性是無法以科學來證明，而判斷公眾意見的品質標準

也不是對與錯，而是公眾是否能接受個人觀點應負的責任。 

 

瞭解專家與公眾意見的差異之後，Merritt與McCombs（2004: 97）強調，記

者應試圖瞭解公眾的起點，並學習如何呈現它，而不要過度依賴專家；Charity

（1995: 81）則建議，因為專家不知道如何使用公眾的詞彙呈現議題，所以記者

在訪問時可以先向受訪專家解釋公眾的詞彙，將自己當成再現公眾起點的專家，

而不是重複專家所言，在技術上模仿專家。 

 

也就是說，公共新聞學記者在訪問專家時，應先瞭解「專家」與「公眾」各

有不同的看問題觀點、方式及評判標準。新聞訪問者不該只是幫公眾翻譯或整理

專家所言，反之，他/她應該站在公眾的角度，與受訪者進行雙向溝通，取代傳

統上，「專家說，公眾（包括訪問者在內）聽」的單向傳播。 

 

最後，在新聞報導上，公共新聞學強調將公眾視為主動、參與對話的行動者。

Campbell（1999）指出，記者應將公民視為伙伴，保持對話；Rosen（1994，轉

引自 Compton, 2000: 455）建議記者用對話、參與及商議等價值，框架新聞故事；

Charity（1995: 82）則強調，記者應將公民視為新聞故事的行動者，而非行動施

展的對象。 

 

尤其對於選舉或政策新聞，公共新聞學建議，新聞報導應以議題為導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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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傳統著重策略的賽馬式報導；16或以探索公民觀點及共同基礎為重，追求共

識，取代傳統強調差異、兩極化及衝突的報導（Nichols, 2003: 174-176）。公共新

聞學運動曾嘗試以不同形式，提供公眾行動資訊，如設立議題時間表，讓讀者知

道議題的發展，或以對照方式列出候選人政見，將候選人對議題的回應作特殊處

理（如未回應者以留白表示）等，讓讀者對候選人的回應一目了然，並促使候選

人積極回應新聞議題（Charity, 1995; Rosen, 1996）。 

 

可惜的是，公共新聞學雖然提出上述建議及對策，但它依然沒有進入具體、

細微的語言層次，說明記者該如何在新聞報導或訪問中，使用語言，將閱聽人定

位成利害關係人與行動者，採取公眾觀點。而這也正是本論文要深入研究之處，

即新聞記者（尤其是廣電新聞訪問者）該如何使用語言，從公眾的觀點出發，或

將閱聽人具體形塑為利害關係人、行動者，乃至於 Dewey的理想「公眾」。 

 

三、 創造公共論壇 

 

除了改變對傳統新聞來源的依賴，改善新聞訪問及報導，各地公共新聞學運

動更致力於創造公共論壇，提供社區民眾溝通對話的場域，給予社區民眾形成公

眾的機會。這是因為公共新聞學承繼 Dewey對公眾能力的樂觀看法，相信一般

人有進行商議式對話（deliberative dialogue）17的能力（Rosen, 1996: 50），認為一

般人只要有資訊及機會，便能同時在公眾利益與私人利益上，進行思考及行動

                                                 
16 彭家發（1995b：108）指出，所謂賽馬式新聞（horse race journalism）可分兩類，一是賽前預

測或情勢分析，如冷熱門如何、潛力特質如何、搭配如何，或是對手如何與操練近況如何等；二

是跑馬後的結果報導與賽後分析。放到新聞報導上來說，此類新聞指的便是「在報導、處理競選

過程中，候選人的活動策略、選情預測，以及民意『調查』的風向等等，總之是著重在競賽表面

性、戲劇化的輸贏拉鋸戰過程，將民主政治精義所繫的選舉內涵，簡化為如同賽馬般的賭博：而

非將焦點放在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能力、政見和議題實質性上的相關報導。」（p. 108-109，引號
為原作者所加）。 
17 Rosen（1996: 50）認為人們是在「商議式對話」中辨別困難、思考選擇、小心傾聽與深化觀
點。Merritt與McCombs（2004）則以討論、辯論、對話與商議四種不同概念，說明「商議」是：

「旨在行動路徑中作選擇的討論以及/或是對話」（p. 107），「是一種心靈與行動的習慣，擁有多

種形式」（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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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tt & McCombs, 2004: 117）。 

 

簡單來說，公共新聞學有兩種創造公共論壇的方法。一是將報紙當成虛擬論

壇，讓社區公民在報紙上表達意見與進行辯論，共同商議解決之道；二是舉辦實

體的社區論壇，讓公民可以面對面地公開討論議題（Dzur, 2002: 317），近似 Dewey

對「公眾起於面對面溝通」的主張。以下各舉一例說明這兩種方式。 

 

我們可藉美國維吉尼亞州的《維吉尼亞領航報》（Virginian-Pilot），瞭解報業

如何將報紙當成虛擬論壇。該報曾在頭版刊登名為〈民主與市民：創造新對話〉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Creating New Conversations）單元，企圖針對爭議

性議題，激發更多富有創造性的對話。其中，該報曾針對維吉尼亞共和黨內的一

項激烈論辯——參議員 John Warner拒絕支持該黨提名的參議員候選人 Oliver 

Nort，邀請民眾以各種形式回應下列問題：「政黨忠誠度何時會強化政治生命？

政黨忠誠度何時會減弱政治生命？」結果有三百餘人回應。然後在總結第一回合

的討論後，該報要求讀者再問自己：「如果你偏向不同意Warner的行動，你可以

在他的辯詞中找到什麼有價值的說法？如果你偏向同意Warner的行動，你覺得

他的說法有何問題？」接著，該報再總結討論，將之刊登在報紙上（Rosen, 1996: 

55-56）。 

 

至於舉辦社區論壇，則可以一九九二年的〈我們市民/威斯康辛〉（We the 

People/Wisconsin）計畫為例。此計畫主要受到美國陪審團制度的啟發，認為人

人都有商議與決策的能力，因此新聞工作者試圖創造讓共同商議及決策的環境，

並將這些行動轉換成新聞報導（Rosen, 1996）。 

 

此計畫不但涵蓋各項公共議題，更結合威斯康辛州的不同新聞媒體，包括報

紙、公共電視台、公共廣播電台及WISC-TV電視台（黃浩榮，2005：29）。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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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先對威斯康辛州選出的主題，舉行六個城鎮會議，同時大幅報導這些議題。

一方面反映出市民能夠掌握充分的消息，並投入對話，另一方面也為展現意見與

質問官員作準備。另外，此計畫也曾針對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選舉，招募到七

十位市民參與論壇。它先給這些參與者一份討論指引，解釋法院的職責與法官可

能面臨的問題，然後再讓這些參與者進行數小時的商議，討論疑問與希望候選人

說明的部分。最後透過電視，播出由七位參與者向兩位主要候選人提問的論壇活

動（Rosen, 1996: 52-54）。 

 

簡言之，以地方報業為主的公共新聞學運動，一方面提供社區公民商議的機

會，幫助人們參與公共生活與解決問題，賦予社區公民形成公眾的可能性；另一

方面，記者也將公民參與商議的過程及成果作成新聞報導，展現公民參與的能力

及可行性，同時強化報業的民主政治角色及功能。 

 

四、 小結：公共新聞學的啟示與不足 

 

綜上所述，從公共新聞學角度來看，新聞工作者理當報導與公眾有關之事、

提供完整的相關資訊、探索解決問題之道、引發涉入、促使討論、改善討論品質，

並提供公眾進行對話溝通的場域等。因此，公共新聞學記者不但是公眾生活的觀

察者（Nichols, 2003: 146），是公眾生活的專家，更是全職的公民（Charity, 1995: 

11-13）。Rosen（1996: 55）甚至認為，公共新聞學記者同時也是教育家，負有教

化公民對話的責任。 

 

然而，公共新聞學不但忽略新聞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及資源——語言，它也

忽視不同媒介的差異。我們認為，這樣的缺失無論是對 Dewey的公眾理念，或

「『廣電』新聞訪問」研究來說，都十分值得重視與討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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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公共新聞學運動中，雖然不乏廣電媒體的參與，但多數談及公共新

聞學的書籍與文章卻多集焦於印刷媒體——報業，較少討論廣電媒體在公共新聞

學上的表現（Maier & Potter, 2001），或研究公共新聞學主張是否適合廣電新聞媒

體。Maier與 Potter（2001）便指出，強調影音效果及快速的電視媒介不適合作

深度的議題討論，因此也比較難達成某些公共新聞學主張，如著重議題報導、市

民評論與提供行動資訊等。 

 

第二，公共新聞學忽略有些媒介比較偏向理想言談，有些則否（Haas, 1999）。

尤其公共新聞學著重創造公共論壇，在營造公眾對話商議空間的同時，卻相對忽

略了面對面溝通並不能保證一個健康的民主過程，更不是唯一有價值的民主溝通

形式（Peters, 1999; Holbert & Zubric, 2000）。我們認為，以報業為主力的公共新

聞學反而應重視報紙新聞的媒介特質，研究如何透過印刷文字，製作與散佈良好

訊息，幫助閱聽人形成公眾。舉例來說，在報導新聞時，記者可以運用 Dewey

所說的科學方法，提升資訊品質，並且思考如何改良新聞呈現，吸引讀者的注意

及興趣。 

 

第三，公共新聞學偏重溝通內容（如資訊來源及議題內容），輕忽溝通形式

的多樣性及重要性（Peters, 1999）。公共新聞學不但未能有系統地改變傳統新聞

敘事（Parisi, 1997），也鮮少討論記者可以如何使用語言，引發閱聽人涉入、將

閱聽人定位成利害關係人或潛在行動者，甚至作公民對話的教化。 

 

然而，這些公共新聞學忽略的溝通形式及媒介特質，卻影響新聞判準甚鉅，

如電視（新聞）的出現鬆動了原來的（報紙）新聞定義（Winch, 1997）。Altheide

與 Snow（1991）便建議研究者將焦點轉向媒介邏輯與形式，瞭解媒介邏輯與形

式是如何影響（新聞）內容，以及一般人對新聞的認知與期待。換言之，研究對

象不再是「新聞」（news），而是「媒介新聞」（media news），因為媒介形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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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包含在內容之中。 

 

有鑑於此，本研究下一節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考量其溝通形式及媒介

特質，包括廣電新聞訪問文類、廣電及口語媒介，提出新的新聞判準，即廣電新

聞訪問者應達到之公眾理想。此公眾理想主要奠基在 Dewey的公眾想法之上，

依序包括兩項特質： 

 

1. 人們必須先感知到那些會對自己產生間接重大影響的問題，才有可能形成公

眾。因此，訪問者必須提供與「公」相關之訊息，讓公眾感知到問題的存在

與影響。 

 

2. 公眾是因應問題而起，具溝通學習、情感涉入及行動能力的團體，而非消極、

沒有變動的個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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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想像公眾：廣電新聞訪問者的公眾理想 

 

上一節我們指出公共新聞學的公眾理論衝突，並嘗試從 Dewey的公眾理念

出發，回應公共新聞學的公眾理論問題，檢視公共新聞學運動。由於公共新聞學

忽略溝通形式及媒介特質，未能針對不同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提出適當的新聞判

準，因此，我們擬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考量廣電新聞訪問之溝通形式及媒

介特質，討論如何達成 Dewey的理想公眾目標。 

 

本節分三部分，分別討論廣電新聞訪問文類、廣電媒介特質，以及口語溝通

特徵，希望能奠基於論述觀點及 Dewey的公眾理念，為廣電新聞訪問中的新聞

機構代表——新聞訪問者——提出適宜的公眾理想，探討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

用語言，發揮新聞機構應有之功能。 

 

首先，在廣電新聞訪問文類限制下，閱聽人無法直接參與訪問。因此，對廣

電新聞訪問者來說，「公眾」並非參與訪問口語互動，直接形成的公眾，而是透

過訪問者的言談設計，在訪問過程中形塑而成。進一步，承繼 Dewey的公眾理

念，我們主張，廣電新聞訪問者應使用語言，將「公眾」形塑為感知具體問題而

起，在溝通中形成，具學習、情感涉入及行動能力的團體。 

 

其次，就廣電媒介來說，由於它具有易於引發閱聽人涉入、與閱聽人培養親

密關係等特質，使得廣電新聞訪問本身成為一種目的，具表演性質。我們認為，

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善用廣電媒介之表演特質，將受訪者視為平等的溝通對象，做

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達成 Dewey強調之民主教育功能。 

 

最後，我們根據訪問的口語溝通特質，提出廣電新聞訪問者做公眾溝通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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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兩個方向，一是「傾聽」，二是賦予受訪者「適當的定位」。以此作為之後個案

分析的理論參考及討論架構。 

 

壹、廣電新聞訪問文類 

 

限於廣電新聞訪問文類，一般閱聽人其實無法直接參與廣電新聞訪問，進行

口語溝通，形成 Dewey 理想中的公眾。Clayman與 Heritage（2002: 7-8）便指出，

廣電新聞訪問的文類特徵有三：（1）就參與者來說，訪問者通常是專業記者，受

訪者是新聞事件相關人，而閱聽人在此則缺乏參與的主動性；（2）訪問主要透過

問題與答案進行，互動形式具高度正式性；（3）訪問主題常集焦於最近的新聞事

件。 

 

雖然閱聽人無法直接參與新聞訪問，在訪問中也缺乏主動性，但閱聽人卻是

廣電新聞訪問的主要接收對象（Clayman & Heritage, 2002: 67）。Schudson（1994）

指出，新聞訪問至少是由新聞訪問者、受訪者與閱聽人三方構成。一般新聞訪問

教科書也強調，訪問者要「瞭解聽眾的心理與感覺，設想聽眾可能有的疑問，並

代表聽眾追問問題」（馮小龍，1996：263）。 

 

而且，所謂的「閱聽人」分散四方，只能透過共同閱讀、收看或收聽大眾傳

播媒體，加入閱聽人的行列。閱聽人就像舞台下的觀眾，無法直接回應舞台上的

傳播者（Goffman, 1981: 138），因此，新聞記者在製作新聞時，只能透過新聞產

製慣例、新聞價值、媒介特性、媒體組織定位，以及包括自己在內的周遭人士，

來想像閱聽人（Schlesinger, 1978）。換言之，對新聞記者（包括廣電新聞訪問者）

來說，「閱聽人」其實是一種想像。 

 

雖然「閱聽人」是一種想像，但他/她卻真實展現在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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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如訪問者為閱聽人作類似獨白的開場白（Clayman & Heritage, 2002: 59; 

Hutchby & Wooffitt, 1999）、為閱聽人整理受訪者所言（Heritage & Greatbatch, 

1991），以及避免使用「嗯」、「喔」等「襯托型反饋形式」（back-channel）言談，

將接收者的角色交付給閱聽人（Heritage, 1985; Heritage & Greatbach, 1993）等。 

 

我們認為，說「廣電新聞訪問者是為『閱聽人』而問」是不夠的。要彰顯或

建立廣電新聞訪問的新聞機構特質，新聞訪問者必須透過廣電新聞訪問及語言等

媒介，將「閱聽人」建構成「公眾」，建立我們在新聞專業上希望看見的閱聽人

特質（Charity, 1995: 12）。因此，結合上一節提及的 Dewey之公眾理念，我們主

張，要幫助閱聽人形成公眾，廣電新聞訪問者應達成下列目標： 

 

1. 提供與「公」相關的訊息，讓相關閱聽人感知到問題的存在與影響。 

2. 將公眾視為具溝通學習、情感涉入及行動能力的團體，而非消極、沒有變動

的個人集合。 

 

進一步，從論述觀點出發，我們將重點放在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語

言」，達成上述公眾理想。值得說明的是，本研究不同於以往的實然面研究，偏

向探究「誰」形塑公眾，以及公眾被形塑成「什麼」樣貌。舉例來說，Lewis與

Wahl-Jorgensen（2004）研究英美電視新聞呈現的公眾形象，他們指出公民主要

是由「有權者」（如專家與政治人物）所建構與界定，而且常被形塑成消極的觀

察者。就算出現在新聞中，一般公民也只能表達情緒上的反應，毫無表示政治意

見或提供解決之道的空間。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也著重於歸納整理出各種「公眾」形貌。如 Lewis與

Wahl-Jorgensen（2004）分析英美電視新聞中，最常出現的三種公民形式：一是

公民以個別私人身份，談論自己的經驗；二是討論事件或社會議題，不過沒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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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應該採取何種行動；三是對特定事件或議題的情感回應（p. 162-163）；楊意菁

（2002）分析台灣的民調報導與電視【2100全民開講】，區分出五種公眾型式，

包括：想像/虛構公眾、（透過數字集結與聲音/影像集結的）集體公眾、斷裂公眾、

（民意調查報導的）型式理性公眾、（談話性 call-in節目中）非理性 call-in的情

緒公眾。 

 

上述實然面研究雖然能幫助我們瞭解新聞公眾的樣貌，但卻有兩點不足之

處。第一，實然面研究分析與歸納所得的公眾類型想像，受限於現有的新聞表現，

無法進一步提出改良建議，指出新聞記者應該努力的方向；第二，此類實然面研

究未進入具體、詳細的語言層次，探究新聞記者以言談行動形塑公眾之過程。 

 

因此，與實然面研究不同，本研究先透過理論建構，提出廣電新聞訪問者在

應然面上，可資努力的方向，然後再以實際個案為例，進行論述分析與討論。在

理論建構上，我們主要參考 Dewey的公眾理念，描繪理想公眾藍圖，接著再針

對「廣電新聞訪問者」，考量廣電及口語媒介特質，提出理想公眾的應然面目標。 

 

貳、廣電媒介特質 

 

廣播與電視之媒介特質為何？McLuhan（1964）以媒介的冷熱作為劃分標

準，認為廣播是提供較多資訊的熱媒，閱聽人只需要低度參與；電視則是提供較

少資訊的冷媒，需要閱聽人積極涉入。 

 

雖然就McLuhan的觀點來看，廣播與電視分屬熱/冷媒，特質不同，但它們

卻同樣有引發閱聽人積極涉入，以及與閱聽人發展親密關係的傾向。就屬於熱媒

的廣播來說，McLuhan（1964: 335）曾指出，在電視出現之後，廣播就變成迎合

個人需要、為個人所私用的媒介，與私人及小型社區有著親密關係。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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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廣播雖然是不需閱聽人高度參與的熱媒，但就廣播的社會使用特性來說，

它卻提供閱聽人高度參與的機會，讓閱聽人能積極涉入，與閱聽人發展出親密關

係。 

 

至於電視媒介，因為它提供收視者少量的細節及資訊，所以留給收視者較多

涉入及沈浸其中的空間。McLuhan（1964: 362）認為，電視影像強調參與、對話

與深度，所以電視媒介會和收視者產生一種親密的關係與自發的隨性

（spontaneous casualness）。Dahlgren（1995）則指出，電視媒介擅長引發收視者

的情感涉入，以及傳達隱而不顯的社會知識。 

 

既然廣電媒介善於引發閱聽人情感涉入，而且具有與閱聽人培養親密關係等

特質，我們認為，「廣電」新聞報導及訪問也應該有不同的新聞判準。Costera Meijer

（2001, 2003）便建議，不同於傳統報紙新聞重資訊、理性、衝突與內容，電視

新聞促使我們看重情感、對話與影響力，要我們同等重視情感與理智、經驗與意

見，使用涉入與關係的角度來看待新聞。Ekström（2002）則指出，電視新聞提

供的訊息不但要簡單、具情緒性與強而有力，好讓閱聽人能立即瞭解，電視新聞

本身更成為一種目的，使得「怎麼說比說什麼來得重要」，以引發收視者的感情

與同理心（empathy）。尤其電視媒介不像雜誌或報紙有機會與閱聽人建立長期的

訂閱關係，因此，為了要贏得觀眾的忠誠度，電視新聞傾向鼓勵觀眾與新聞主播

發展強烈的情感連結（Schudson, 2003）。 

 

不但新聞報導是如此，廣電新聞訪問也不再只是提供資訊的媒介，它更成為

一種表演（Heritage, 1984; Garrison, 1992; Ekström, 2002: 264-267）。廣電新聞訪

問本身不但可能成為媒體事件，變成隔天的頭條新聞（Ekström, 2002），新聞訪

問者更成為吸引閱聽人的招牌（Fairclough, 1995b; McNair, 2000），變成表演的主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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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成為表演主角的廣電新聞訪問者有何特質？Scannell（1996）指出，

廣電訪問者有沿用日常對話價值規範的傾向，即訪問雙方像日常對話談話者一

樣，有平等的地位與相等的論述權力，將廣電訪問形塑成日常對話，以拉近與閱

聽人的距離。除此之外，訪問者也要透過節目及語言的設計，讓無法直接參與訪

問的閱聽人成為主要接收對象，引發閱聽人的參與感。 

 

我們稱這種採取日常對話模式的廣電新聞訪問為「對話型新聞訪問」（Tolson, 

2001）。在對話型新聞訪問中，訪問者不再與受訪者保持在傳統新聞訪問中應保

持的距離，18反之，他/她傾向將受訪者視為平等的個人，放棄原有的「提問者」

論述位置及權力，拉近與受訪者、閱聽人的距離（Fairclough, 1989, 1992, 1998）。 

 

對話型廣電新聞訪問一方面引起不少批評，如 Altheide（2002）認為廣電新

聞訪問以娛樂為導向，不但改變了訪問議題與訪問者角色，也模糊了訪問雙方之

間原本清楚的界線，容易讓訪問者成為幫助受訪者說故事的催化者（如推銷名人

故事），甚至訪問者自己成為主角，喧賓奪主，Fairclough（1995a）則擔憂廣電

訪問者將訪問營造成一般日常對話，將自己、受訪者與閱聽人都形塑成個人，讓

訪問成為一場表演秀。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建議善用此類廣電新聞訪問，如

Tolson（2001）便指出，此種運用日常對話規範的對話型廣電新聞訪問，也能用

來重建社群感（communality），發展另類的公共領域。 

 

                                                 
18在傳統新聞訪問中，訪問者是代替閱聽人向受訪者抽取資訊，因此訪問雙方都是在非個人的

（impersonal）機構角色下，採取言談行動（Clayman & Heritage, 2002: 66）。Schudson（1994: 
581-583）指出，傳統新聞訪問的「非個人」機構關係有四項特徵，包括：（1）訪問者將受訪者
視為資訊來源，關心的是受訪者提供的資訊，而不是受訪者個人；（2）訪問雙方的機構關係是靠
市場、消費社群與大眾媒體連結而成的間接抽象關係，不同於日常溝通建立的人際關係；（3）訪
問者通常不會當場使用受訪者提供的資訊。反之，他/她會將訪問得到的資訊儲存起來，然後運

用在自己及受訪者皆無力控制的機構場景中，例如將訪問所得資訊寫成新聞稿；（4）訪問者對蒐
集到的資訊抱持一種事不關己的態度。即訪問者不將得到的資訊納為己用，而是將資訊製造成文

化產品之後，再公諸於世。也就是說，訪問者的主要興趣在於「自己擁有資訊」這件事，而不是

資訊本身。 



 

 55

我們認為，廣電新聞訪問者若能因應廣電媒介特質，善用日常對話的溝通規

範，將受訪者視為平等的溝通對象，這將有助於閱聽人形成「理想公眾」。原因

有二：（1）此舉可以拉近「訪問者—受訪者—閱聽人」三方距離，引發閱聽人涉

入，促使閱聽人關心公共事務，感知相關問題，形成公眾；（2）廣電新聞訪問本

身就是一種表演，新聞訪問者可藉此示範如何進行溝通，達到 Dewey強調的民

主教育功能。 

 

換言之，要幫助閱聽人組成公眾，廣電新聞訪問者不但要提供品質良好的資

訊，運用吸引人的溝通方式（例如對話型廣電新聞訪問可拉近與閱聽人的距離），

引發閱聽人涉入與感知問題，他/她還應利用廣電新聞訪問的表演特性，將受訪

者定位成平等的溝通對象，將訪問視為一種溝通，向閱聽人做公眾溝通的示範表

演。 

 

參、口語溝通特性 

 

將廣電新聞訪問視為一種平等溝通，認為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做公眾溝通之示

範表演，這樣的主張同時符合廣電新聞訪問的口語溝通特質，因為口語溝通原本

便隱含較平等的對話關係（Kress, 1986），更是 Dewey 理想中的溝通形式。 

 

只是我們不能一廂情願地以為廣電新聞訪問可以等同於一般日常對話，因為

廣電新聞訪問雙方其實是在廣電新聞訪問的文類限制下，進行不平等的口語溝

通。就算新聞訪問者援用日常對話的價值規範，賦予受訪者平等論述之權力，力

圖縮短「訪問者—受訪者—閱聽人」三方距離，但不可否認的是，訪問者還是擁

有高於受訪者及閱聽人的論述資源及權力。 

 

我們可以分三方面說明廣電新聞中訪問者的權力。第一，新聞訪問者有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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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媒介進行訪問的論述資源與權力。第二，新聞訪問者對訪問的機構目標、程

序與時間等，有更完整的知識及瞭解（Clayman, 1989; Drew & Heritage, 1992; 

Heritage, 1997），他/她不但可做事前準備，也擁有較高的專業地位（Bell & van 

Leeuwen, 1994: 12）。第三，新聞訪問者擁有受訪者缺乏的開場白、結語及問問

題等論述資源。尤其「問問題」讓新聞訪問者可以向受訪者抽取資訊、控制訪問

主題、建議答案類型、評估受訪者的答案、影響訪問的親密程度，以及建立訪問

的正式性等（Jucker, 1986; Fairclough, 1989: 134; Barone & Switzer, 1995: 66-67）。 

 

正因新聞訪問者擁有廣電新聞訪問文類賦予的獨特資源及權力，所以廣電新

聞訪問者更應負起自己身為新聞機構代表的責任，幫助閱聽人形成公眾，做公眾

溝通的示範表演，達成民主政治及教育的功能。 

 

但在廣電新聞訪問文類限制下，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做公眾平等對話的示範

表演？本研究認為，要利用訪問的口語特質，將訪問視為一種溝通，將受訪者當

成平等的溝通對象，廣電新聞訪問者首先要展現「傾聽」（listening）的能力，並

適時納入及運用受訪者提供的重要相關資訊。接著，廣電新聞訪問者要使用語

言，為受訪者設定適當定位，同時在訪問中，瞭解每位受訪者的不同特質，照料

受訪者的個人感受。如此方是將受訪者視為平等溝通者的開始，也才有可能邁向

溝通，做出良好示範表演。 

 

以上主張，包括廣電新聞訪問者要「傾聽」，為受訪者「設定適當定位」，並

將受訪者視為獨特個人等，已經不同於傳統新聞訪問。在傳統新聞訪問中，受訪

者通常被當成像是「消息來源」、「參與者」或「代言人」等單純新聞素材（Merrill, 

1977/周金福，2003: 55），訪問雙方之間是靠市場、消費社群與大眾媒體等連結

起來的抽象機構關係（Schudson, 1994: 581-583）。傳統廣電新聞訪問者只要將受

訪者視為資訊提供者，能（為閱聽人）正確地歸納受訪者所言即可（Schud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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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man & Heritage, 2002）。 

 

總而言之，要達成「做良好溝通示範」的理想，廣電新聞訪問者必須體認他

/她自己擁有的論述資源、權力及責任，瞭解自己的言談行動可能對受訪者及閱

聽人所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廣電新聞訪問者應使用語言，展現「傾聽」，為

受訪者「設定適當定位」，並視受訪者為獨特個人，以邁向溝通。以下我們分別

深入說明。 

 

一、 傾聽 

 

對廣電新聞訪問者來說，「傾聽」可說是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功夫。由於訪問

者在時間掌控上擁有較多知識（Clayman, 1989），且握有「問問題」論述資源，

可引導受訪者答案及訪問主題發展（Clayman & Heritage, 2002），因此，為了從

受訪者處獲得有用的資訊，訪問者必須「傾聽」受訪者所言，以求在時間限制下，

「推進訪問」，達成其預設的訪問目標，完成新聞訪問這個機構任務。 

 

然而，「傾聽」不但是獲取資訊的必要步驟，也是邁向溝通的第一步。因為

傾聽表示對說話者的尊重，不但可展現溝通誠意，更能增進談話雙方的關係

（Nichols, 1995/邱珍琬，2003; Wolvin & Coakley , 1996），所以廣電新聞訪問者

要做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傾聽」是最基本的課題。 

 

什麼是「傾聽」？根據鄭呈皇（2006），在卡內基的訓練架構中，「聽」有五

個層次，依序為「完全漠視」、「假裝在聽」、「選擇性的聽」、「積極同理心的聽」

與「專業諮詢的聽」。不過，只有第四層「積極同理心的聽」以上者方可被稱為

「傾聽」，算是能在對方說話時「專注的聽，並且拋開成見，站在對方立場想」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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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新聞教育通常忽視「傾聽」能力的培養。而且，雖然有少數新聞

教科書強調「傾聽」的重要，並嘗試給予各種建議，但卻鮮少有人針對「語言」

工具，提出有系統的具體建言。如 Killenberg與 Anderson（1989/李子新，1992）

將傾聽分為三類，「資訊式聽法」（informational listening）、「分辨式聽法」

（discriminative listening）與「人物式聽法」（personality listening），並提出「實

用『行動』」建議（p. 155），但這些「行動」多是一些抽象原則，如「做一個批

評家」（p. 143-144）。較少針對「語言行動」，提出像是「利用複述檢查你的理解

狀況」（p. 133-134）的建言。 

 

此外，以往學者也多從生理或心理角度談論「傾聽」，如Wolvin與 Coakley

（1996: 69）認為傾聽包含接收、注意聽覺與視覺刺激，以及賦予意義等三要素。

不過，我們認為，「傾聽」不僅涉及新聞訪問者個人的「態度」或「意願」（Killenberg 

& Anderson, 1989/李子新，1992：127），它更與訪問者對廣電新聞訪問論述資源

的瞭解及運用有關。甚至從論述觀點來看，新聞訪問者的傾聽「態度」或「意願」

也是在訪問過程中，靠訪問雙方的言談互動而成。 

 

尤其對廣電新聞訪問者來說，「傾聽」應充分展現在他/她的語言及非語言行

動上，而且「語言行動」又更為重要。理由有二：第一，在廣電新聞訪問中，訪

問者不能只聽不說。訪問者一方面要不斷使用「問題」，與受訪者進行互動，另

一方面，他/她又要為閱聽人向受訪者抽取資訊，整理及總結受訪者所言，幫助

閱聽人瞭解受訪者提供的資訊。 

 

第二，雖然有許多展現傾聽的方式，如點頭、移動姿勢、複述（paraphrases）

與問問題等（Wolvin & Coakley, 1996: 69），但對廣電新聞訪問者來說，「問題」

才是回應受訪者的主要方式，也是展現傾聽的基本工具（Barone & Switzer, 

1995）。因為就算訪問者不使用問句提問，受訪者也有將訪問者的回應理解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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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傾向，Jucker（1986）指出：「新聞訪問者不一定需要將其言談內容標示

為問句。新聞訪問本身的活動特性就會讓受訪者自動將之解釋為問題」（p. 114）。 

 

「問題」既是廣電新聞訪問者抽取資訊、引導主題發展及展現權威的資源

（Goody, 1978; Clayman & Heritage, 2002），也是展現傾聽，提升溝通的工具

（Wolvin & Coakley , 1996: 120-121）。也就是說，廣電新聞訪問文類賦予訪問者

「問問題」論述資源，但訪問者可用它來施展權威，或展現傾聽，或兩者兼備，

新聞訪問者實有使用各種論述資源的彈性空間。下一節將詳細討論廣電新聞訪問

者擁有之論述資源，以及其與傾聽之間的關係。 

 

二、 設定適當定位 

 

除了傾聽，在談到如何作好一場新聞訪問時，論者常建議新聞訪問者要將受

訪者視為不同的「個人」，在訪問中瞭解每位受訪者的不同特質，照料受訪者的

個人感受。如 Killenberg與 Anderson（1989/李子新，1992：71-74）認為，「記者

對自己和人性的了解越多，他們低估問題的力量和誤用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少」，

而且，記者進行新聞訪問時應體認到「人都希望得到公允的對待」、「人們喜歡你

怎樣對他，他便怎樣對你」、「沒有兩個相同的人」、「人都想滿足基本的需求」。

馮小龍（1996：263-264）則明確指出，新聞訪問者不但要考慮受訪者的立場和

感受，贏得對方信任，更要明白每位受訪者皆有不同特質，要視受訪者的狀況，

有技巧地導引、打斷、拉回或轉換訪問方向。 

 

回到本研究關注的「語言工具」上，我們的問題是：「廣電新聞訪問者要如

何在語言使用上，將受訪者視為獨特的個人，與之進行訪問互動？」對此，我們

打算從「受訪者設定適當『定位』」開始，討論訪問者如何賦予受訪者發言正當

性，使受訪者所言具有權威（authority），讓受訪者能符合其在故事中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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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成就一則好的新聞訪問（Ekström, 2002: 272）。 

 

之所以從「定位」（positioning）開始，這是因為從論述觀點來看，「定位」

與「角色」（role）或「認同」（identity）不同，強調的是透過言談互動，建構角

色或認同的動態過程。van Langenhove與 Harré（1999）指出，從定位理論出發，

「定位」其實是「角色」概念的動態面，與透過談話（talk）不斷建構自我的過

程有關。Antaki與Widdicombe（1998）則認為，就對話分析來說，認同「既是

一種成就也是一種工具」，是對話雙方或多方的協力工作，在論述中建構而成

（Mckinlay & Dunnett, 1998; Clayman & Heritage, 2002）。 

 

因此，從論述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不同層次的「認同」，包括（1）

存在於談話互動組織及軌道之中的「論述認同」（discourse identities），如說者/

接收者、提問者/回答者；（2）在特殊情境中發生，相對穩定的「情境認同」（situated 

identities），例如新聞訪問者與受訪者；（3）在一般人相互主觀上，可基於生物

或文化特徵可見的「跨情境認同」（transportable identities），如新聞記者

（Zimmerman，1998；Wooffitt & Clark，1998）。 

 

如此來看，像新聞訪問者這樣的「情境認同」便可能在訪問過程中，產生不

同的「論述認同」，如主持人與提問者。以 Fitzgerald與 Housley（2002）的廣播

call-in節目研究為例，他們指出，主持人與來電聽眾之間有「論述認同」的變化，

而且他們會藉由不同的「論述認同」，以及對話順序來發展互動。另一方面，新

聞訪問者「情境認同」也與新聞記者「跨情境認同」有關，如 Altheide（2002）

指出，美國電視新聞訪問從資訊收集走向娛樂，如此不但改變了新聞訪問者此一

「情境認同」，更轉變了原有的新聞記者「跨情境認同」。 

 

簡言之，就論述觀點來看，無論是機構、機構活動或機構認同/角色，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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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參與者的溝通行動——尤其是談話——之中，逐漸形成（Heritage, 1984; 

Wodak & Ludwig, 1999: 16-17），也因此有了改變的可能。 

 

回到廣電新聞受訪者的定位上來說，受訪者與訪問主題的關係、發言位置，

以及其所言是否具專家性或權威，從論述觀點來看，這些都有賴訪問雙方的言談

互動建構而成，尤其是訪問者的開場白及提問（Roth, 1998; Clayman & Heritage, 

2002:）。如 Clayman與 Heritage（2002: 68）曾分析廣電新聞訪問者的開場白，

歸納出三種廣電新聞訪問類型與受訪者角色，包括：（1）製造新聞者式訪問

（newsmaker interview），受訪者被形塑為訪問議題的主要參與者；（2）背景式訪

問（background interview），受訪者被形塑為在訪問主題上，具有專門知識的專

家或有直接經驗的目擊者；（3）辯論式訪問（debate interview），受訪者常超過

一人，被形塑成倡導者（advocate）（Clayman & Heritage, 2002: 68-72）。 

 

值得再次提醒的是，本研究並非要研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在實然面上的表現， 

討論廣電新聞訪問者為受訪者設定的定位或發言權威，反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

提出值得思考及討論的應然面問題。因此，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為受訪者設定定

位一事，我們提出兩個應然面判準：第一，訪問者是否在自己為受訪者設立的定

位下，提問「適當的」問題，讓受訪者所言具有權威或值得信任；第二，訪問者

是否將受訪者視為身處在論述網絡中，面臨論述兩難與行動選擇的社會行動者，

相信受訪者會在對話中產生變化（Edwards & Potter, 1992; Richardson, Rogers, & 

McCarroll, 1998），因此在訪問過程中，瞭解受訪者的能力與處境，並依此調整

自己的言談行動。即不再將受訪者視為單純的資訊提供者，而是值得尊重的溝通

對象，是有血有肉之「人」。 

 

至於以上兩個應然面判準如何落實到新聞訪問者的語言使用上，我們將在第

五章第三節進行個案分析，希望透過詳細的分析與討論，充實及細緻化上述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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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的抽象內涵。 

 

肆、小結：理想公眾的建立 

 

參考 Dewey的公眾理念，以及考量廣電新聞訪問的媒介特質之後，我們提

出與廣電新聞訪問者實踐公眾服務有關之兩大主張： 

 

第一，廣電新聞訪問者服務的「公眾」是在訪問過程中，靠一連串言談設計，

建構而成之公眾。對此，一位好的廣電新聞訪問者應該：（1）將討論主題形塑成

關乎「公」之事務，幫助相關閱聽人感知問題，形成公眾；（2）將公眾形塑成具

溝通學習、情感涉入及行動能力的團體，幫助公眾發展解決問題之道。 

 

第二，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善用廣電媒介特質，援用日常對話模式，將受訪者

定位成平等溝通者，做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達到 Dewey強調的公眾教育目的。

對此，一位好的廣電新聞訪問者應該善用言談行動：（1）展現傾聽及提升溝通；

（2）在自己為受訪者設立的定位下，提問適當問題，讓受訪者所言具有權威或

值得信任，同時體認到受訪者是面臨論述兩難與行動選擇的社會行動者，相信受

訪者會在對話中，產生改變。 

 

提出以上抽象的理論主張之後，本研究將從論述觀點出發，將研究焦點放在

語言使用上，討論廣電新聞訪問者該「如何」採取言談行動，達成上述主張。一

方面，我們希望能充實抽象的公眾理論主張，另一方面，也開啟討論，瞭解廣電

新聞訪問者能夠如何運用實際的語言工具，達成理論目標。 

 

為了探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語言，完成公眾理想，我們必須先瞭解訪

問者擁有之語言工具，因此，下一節我們要討論廣電新聞訪問者在達成公眾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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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擁有的重要論述資源及語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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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構公眾：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語言工具 

 

針對廣電新聞訪問者理應實踐的新聞機構特質——服務公眾，本章前兩節提

出兩大應然面主張，包括廣電新聞訪問者應視閱聽人為公眾，以及視受訪者為平

等的溝通對象。這兩項應然面主張一方面可以為廣電新聞訪問者的言談行動，樹

立判準方向，另一方面，也有賴廣電新聞訪問者採取言談行動，加以實踐。 

 

事實上，廣電新聞訪問者擁有特殊的論述資源，如問問題，以及一般的語言

工具，讓他/她能夠完成新聞訪問任務，實踐新聞機構特質，幫助閱聽人形成公

眾。不過，論述及語言資源眾多，沒有一位研究者可以在一份研究中，窮盡所有

語言分析，所以 van Dijk（2001: 99）建議，研究者只能依研究問題，選擇最相

關的分析層次，進行分析及討論。 

 

因此，本研究根據前兩節發展的公眾理想方向，在參考對話分析、批判論述

分析及批判語言學者 Fowler與 Kress（1979）的相關文獻後，選擇以下與建立理

想公眾比較有關的論述及語言資源，加以說明： 

 

1. 建構公眾——句法與及物動詞規則（the grammar of transitivity） 

2. 拉近與受訪者、閱聽人的距離，引發閱聽人涉入——稱謂、詞彙與人稱代名

詞 

3. 建立訪問的溝通關係，訪問者應展現傾聽能力，並將受訪者定位為溝通對

象——情態詞（modal）、闡述整理（formulation）與問題（question） 

 

我們依理論所需，將新聞訪問者擁有的重要論述及語言資源作了以上分類，

希望藉此一窺語言（形式）使用的社會意義。不過，在進行介紹及討論之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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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值得注意。第一，雖然文法形式的擇用，在語用/社會功能上有一定的傾向

（Freed，1994），但此二者之間卻沒有可供預測的一對一關係（Fowler & Kress, 

1979: 198）。也就是說，我們不能以為某種語言形式「必然」導致某種意義的產

生，反之亦然。而且，以上分類只是為了理論說明的方便，並不代表某一種語言

形式，如「問句」，只有一種使用方式與意涵。 

 

第二，這一節主要介紹各種語言形式，如問句、句法、及物動詞規則與情態

詞等。不過，如同我們在第二章曾經強調，要研究「新聞」工作特質，絕不能忽

略新聞訪問的主題內容（Hester & Francis, 2001），例如新聞訪問者提問的問題應

該是會對閱聽人造成重大間接影響之「公」事。因此，雖然就訪問「互動」研究

來說，「內容」的分析比較沒有關係，甚至只是附帶的產物（Clayman & Heritage, 

2002: 14），但由於本研究重點是「新聞」工作的內涵特質，所以之後在進行個案

分析時，我們還是會依理論所需，分析廣電新聞訪問雙方之言談內容。 

 

第三，廣電新聞訪問提供的論述資源，如「問問題」，既是廣電新聞訪問者

進行訪問之「資源」，但同時也是框限訪問者言談行動範圍之「限制」。而本研究

的研究重點在於，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善用這些既是資源又是限制的語言工具，

成就新聞機構特質，幫助閱聽人形成理想公眾。 

 

壹、建構公眾——句法與及物（動詞）規則 

 

我們在前一節提出，廣電新聞訪問者應將閱聽人定位成公眾，將之形塑成因

應具體問題而起，具有行動力的團體。從句法與及物動詞規則著手，我們可以探

討訪問者如何建立與訪問主題有關之公眾，以及是否賦予它行動力。 

 

首先，我們可以從文法看出不同的行動過程，以及誰是行動者。以簡單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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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法結構為例（Fairclough, 1989）： 

 

1. 「主詞+動詞+受詞」（簡稱 SVO），表現出「行動」，主要涉及兩種參與者，

一是施為者（agent），二是被施為者（patient）。所謂「施為者」，就是以

某種方式對「被施為者」，施行行動者。例如：「我打他」，這裡的「我」

是主詞，也是「打」這個動作的施為者，而「他」則是動作「打」的被施為

者。 

 

2. 「主詞+動詞」（簡稱 SV），表現出「事件」，只涉及一種參與者。此參與者可

以是有生命者（animate）或無生命者（inanimate）。不過，當 SV的主詞是

有生命者時，它便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無被施為者的行動。Fairclough稱它 

為無方向性行動（non-directed action），如：「我抗議」中的「抗議」行動， 

便缺乏被施為者。 

 

3. 「主詞+動詞+形容詞（或名詞）」（簡稱 SVC），表現出「屬性」（attributions）。

它只涉及一種參與者，而且動詞之後的形容詞是用來形容參與者，成為參與

者屬性。例如：「她是女孩」，顯示「她」這個參與者具有「女孩」的屬性。 

 

除了可以從主詞、動詞及受詞位置，看出誰是施為者，誰是被施為者，我們

還可以進一步從「及物動詞規則」瞭解動作過程。Fowler與 Kress（1979: 198）

指出，「及物動詞規則」是句子呈現出的事件、狀況、過程及相關事物。而它表

現出來的意義又可分為動作（如「跑」、「提高」）、狀態（如「高」、「紅色」）、

過程（如「加寬」、「打開」）與心理過程（如「瞭解」、「悲傷」）。 

 

這些動詞分類有助我們瞭解，動詞型態是主動還是被動？顯示出什麼過程？

透過這些分析，我們便可掌握，新聞訪問者該如何將公眾定位成具行動力的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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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眾可採取什麼行動等。舉例來說，Cook, Pieri與 Robbins（2004）指出，

科學家在談及公眾時，總是賦予公眾消極的角色，而且只有在使用感覺或情感性

字眼時，公眾才會變成主動者。 

 

值得說明的是，文意上的「施為者」並不等同句法上的「主詞」。以「我現

在比較瞭解了」這句話為例，「我」雖然是句法上的主詞，但卻不是具行動力的

「施為者」，因為「瞭解」是受到外在系統刺激的「心理過程」，而非「行動」

（Kress & Fowler, 1979）。但在「我抓到你了」這句話中，「我」既是句法上的主

詞，也是文意上的施為者，因為「抓」是由施為者做出的「動作」。 

 

有時發話者會將原來展現行動的過程，轉變成名詞，隱藏原本可用完整句子

呈現的行動過程，如時態、情態、施為者與被施為者等，因而也連帶掩蓋住行動

者應負的責任（Fowler & Kress, 1979），我們稱之為「名詞化」（nominalizations）。

在漢語中，我們常將「的」放在動詞、動詞片語、句子或部分句子的後面，形成

「名詞化」（Li & Thompson, 1981/黃宣範，1983：407），值得注意。 

 

貳、拉近與受訪者、閱聽人的距離——稱謂、詞彙與人稱代名詞 

 

除了將閱聽人建構成具行動力的公眾，我們也主張廣電新聞訪問者應縮短

「訪問者—受訪者—閱聽人」的三方距離，引發閱聽人涉入，並藉此將受訪者當

成平等的溝通者。這部分我們可以從稱謂、詞彙與人稱代名詞著手，一窺訪問者

與受訪者、閱聽人之間的距離。 

 

一、 稱謂 

Fowler與 Kress（1979: 200）指出，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指稱一個人，例如

不同稱呼名字的方式（如「王小明」、「小明」、「明」），或加上稱謂（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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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等。這些不同的稱呼除了顯示發話者與指涉者，以及發話者與受話者

的關係，也展現談話的正式程度。舉例來說，使用不同的稱呼指涉陳水扁總統，

可顯示發話者與指涉對象——陳水扁總統——之間的關係，其正式程度從高至低

分別為：「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先生」、「陳水扁總統」、「阿扁總統」、「陳

水扁先生」、「水扁」、「阿扁」。換言之，訪問者可以使用正式性不同的稱呼，

反映/建構出他/她與受訪者、指涉對象間，不同的親疏遠近關係。 

 

以翁秀琪（1998）分析報紙新聞報導「宋楚瑜辭官事件中的李宋會新聞」為

例，在大、小標題使用的稱謂上，自由時報常以「宋楚瑜」和「宋」兩種方式呈

現宋楚瑜，卻以「總統」和「李總統」呈現李登輝，顯示後者的稱呼比前者較為

禮貌。 

 

二、 詞彙 

 

從詞彙使用也可看出發話者與受話者的關係，如英文「stated」的正式性比

「said」高，因此發話者可使用前者展現禮貌與尊重（Fairclough, 1989: 117）。

除此之外，訪問者也會使用較多專門、技術性的抽象名詞，提高整體訪問的正式

性（Fairclough, 1989: 181）。 

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發話者是否有「過度用字」（overwording）（Fairclough, 

1989: 115）或「過度標籤」（overlexicalization）（Fowler & Kress, 1979/轉引自

翁秀琪，1998）的現象，即發話者是否使用大量的同義字/詞來表達某種經驗，

顯示出他/她的意識型態偏向。報紙新聞便常過度標籤無權力者，例如稱男性律

師為「律師」，卻稱女性律師為「『女』律師」，而且，因為護士通常被假設為

由女性擔任，所以男性護士便常被稱為「『男』護士」（Teo, 2000: 20-21）。 



 

 69

除了過度用字或過度標籤，我們也可注意「詞彙的一致性」（lexical 

cohesion），即發話者是否透過詞彙的選擇，達成文本的連貫性，包括重複使用

某些字詞、使用同義詞，或重新排列組合等（Fowler & Kress, 1979/翁秀琪，

1998），顯示出某種論述偏向。 

三、 人稱代名詞 

 

人稱代名詞可包括「我」、「你/妳」、「他」、「我們」、「你/妳們」、「他們」、「大

家」等。透過人稱代名詞的使用，我們可以一窺文本展現出的人際關係，因為這

些人稱代名詞也可顯示接近與距離，直接與間接（翁秀琪，1998），如 Tolson

（2001）研究廣電新聞訪問者如何使用「我們」，將閱聽人包括在內，拉近與閱

聽人的距離。 

 

就人稱代名詞「我們」來說，「我們」通常同時指發話者自己與他人，而且

可再區分為「含括的我們」（inclusive we）與「排除性的我們」（exclusive we）。

前者包括發話者和受話者，所以從表面文意看起來，有較強的親密與團結感；後

者包括發話者與他人（不包括受話者），通常由那些在互動中居上位者所使用，

預設較強，常不容下位者挑戰或質疑（Fairclough, 1989: 127; Kress & Fowler, 

1979）。 

 

此外，新聞訪問者常用「共同的（法人的）我們」（corporate we）代表組

織發言，將自己與受話者分開（Fowler & Kress, 1979/翁秀琪，1998），拉開訪問

雙方彼此的距離，增加訪問的正式程度。 

 

而且，「你/你們」（you）也可以被視為是「我/我們」（I/we）的補充，通

常具有明顯或隱含的受話者（Fowler & Kress, 1979/轉引自翁秀琪，1998）。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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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大眾傳播媒體論述中，「你/你們」通常指向不為生產者所知的潛在對象，

即我們無法辨識這些「你/你們」是指向何人（Fairclough, 1989: 128）。 

 

參、建立訪問的溝通關係——情態詞、闡述整理與問題 

 

要瞭解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除了以上提及的稱謂、詞彙及人稱代名詞，

我們還可以分析訪問者使用的「情態詞」及「闡述整理」。更重要的是，訪問者

更可以透過他/她擁有的重要論述資源——問問題，增進與受訪者之間的溝通關

係。以下我們分別進行檢閱及說明。 

 

一、 情態詞 

「情態」（modality）是指發話者對句子命題內容抱持的觀點或態度，包括命

題的真偽、認知、願望與義務等，「情態詞」便是用來傳達情態意義的詞語（湯

廷池，1992：89；謝佳玲，2001：6）。 

因為情態詞的使用與發話者的權威（authority）有關，所以我們可藉它瞭解

訪問雙方的關係。Fairclough（1989: 126）指出，情態有兩個重疊的面向，一是

與他人有關的參與者權威，稱為「關係情態」（relational modality），二是與再

現真實的可能性有關的發話者權威，稱為「表達情態」（expressive modality）。

也就是說，「關係情態」是許可或要求別人做（或不做）某件事，「表達情態」

則表示發話者對句子命題「真假值」（the truth-value）的看法（湯廷池，1992：

89）。例如「可以/可能」（may）是一種允許（如「他可以去」），但同時也與

可能性意義有關（如「他可能去」）（Fairclough, 1989: 127）。 

我們認為，透過分析訪問者使用的「情態詞」，可以一窺訪問者如何看待自

己與受訪者、閱聽人之間的關係（關係情態），以及他/她如何看待自己的所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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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表達情態）。 

湯廷池（2000：200）指出，漢語情態詞可分三大類：一是出現在句尾的「情

態語氣詞」（modal particle），如「的」、「呢」、「啊」；二是出現在句首或

句中的「情態副詞」，如「或許」、「大概」、「好像」等；三是出現於謂語動

詞組或形容詞組之前的「情態動詞」，如「必須」、「（應）該」、「可能」等。

在這三類中，情態語氣詞是純粹的虛詞，情態動詞與形容詞較接近實詞，情態副

詞則介於這兩者之間（p. 201）。 

謝佳玲（2001）則重新界定漢語情態，分別討論情態動詞（包括情態動詞及

副詞）的語意及句法。她針對情態動詞的語意，將情態動詞分成認知情態、義務

情態、評價情態及動力情態四類，其中認知情態與評價情態近似之前提及的「表

達情態」，義務情態及動力情態則近似「關係情態」。我們將其分類定義及例詞整

理於表一。 

 

表一：漢語情態動詞類型（整理自謝佳玲，2001） 
類型 定義 次類別 例詞¹ 

猜測（確信程度偏低） 

 

大概、或許、會、恐怕、可能 

猜測、預料、臆測、懷疑、想 

斷定（確信程度偏高） 一定、必然、當然、難免 

認為、相信、認定、推論 

真偽（不會降低說話者透露

出來的確信程度，且暗示說

話者認定其所描述的命題

已經成立） 

的確、確實、真的、分明 

確定 

引證（根據說話者被告知的

訊息） 

 

聽說、傳聞、據說、謠傳 

聽聞、耳聞、風聞 

認知情態 表達對一個命題

為真的判斷與證

據 

知覺（依靠說話者的感官判

斷得知的一種表面跡象） 

好像、似乎、顯得、顯然 

感覺、覺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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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料（將命題描述的情境與

預料對比所作的評價） 

合乎預料：難怪、果然、當然 

不合預料：反而、竟然、原來 

評價情態 表達對一個已知

為真的命題的預

料與願望 
願望（將命題描述的情境與

願望對比所作的評價） 

合乎願望：幸虧、難得、總算 

不合願望：可惜、無奈、偏偏 

指令（說話者對別人提出的

允許或要求） 

允許：²可以、能夠、得以、不妨、

容許、允許、同意、建議 

要求：應該、需要、最好、非得、

要求、禁止 

義務情態 表達讓一個事件

成真的指令與保

證 

保證（說話者對自己提出的

允許或要求）19 

承諾：包準、包管、保證、答應

威脅：包準、包管、保證 

潛力 可以、能夠、不足、無法 

會、懂得、禁得起、禁不起 

動力情態 表達讓一個事件

成真的潛力與意

願（不包含觀點或

態度來源，其意義

來源可以是句子

之外的說話者或

情況） 

意願 想、肯、勇於、企圖、懶得 

要、寧願、期盼、甘願、討厭、

贊成、反對 

註 1：本表選取的例詞，只是謝佳玲論文中所舉例詞之部分，主要考量則是以之後廣電新聞訪問

分析中較常出現的詞為準。 

註 2：底線表示次類別下的再分類 

 

二、 闡述整理（formulation） 

 

「闡述整理」是透過保留、刪除與轉化，重新整理發話者的陳述。在以閱聽

人為導向的機構訪問中，「闡述整理」尤為普遍，主要是由訪問者將受訪者所言，

做部分的選擇、集中與延伸（Heritage, 1985; Heritage & Watson, 1979），可說是

訪問者特有的論述資源。 

訪問者可藉由「闡述整理」窄化受訪者所言，將之集焦在某些部分，並促使

                                                 
19謝佳玲（2001：130-131）提及：「保證系統可以從聽話者的角度進一步區分為承諾與威脅兩種

用法，由於漢語大部分用來表達保證的詞語都兼任這兩種功能，實際的效果則視語境而定」，因

此之後的例詞會出現同樣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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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針對這些部分進行闡述（Heritage, 1985: 104）。Heritage（1985）指出，訪

問者可以透過「闡述整理」來設計主題、重新指涉受訪者之前所言、構連受訪者

之前沒有說明的關係、發展受訪者提供的資訊、探測受訪者的意圖或態度、以及

再現受訪者的立場等。 

 

回到訪問雙方關係來說，「闡述整理」也是訪問者展現理解的工具。Heritage

與Watson（1979: 138）指出，「闡述整理」的主要功能就是展示理解，並假設發

話者欲維持此理解，所以廣電新聞訪問者也可透過「闡述整理」，展現溝通的誠

意。 

 

然而，在廣電新聞訪問中，訪問者的「闡述整理」常被受訪者視為需要回答

的「問題」，而「問題」不但是訪問者擁有的最重要論述資源，更是訪問者展現

傾聽，改變訪問雙方關係的關鍵所在。 

 

三、 問題 

 

新聞訪問主要是由「問題」與「回答」組成的談話活動，其中訪問者佔有「問

題」這個因廣電新聞訪問文類而來的論述資源，因此也擁有高於受訪者的論述權

力。Clayman與 Heritage（2002: 196-102）便指出，新聞訪問者使用「問題」為

受訪者設定議題，通常具三項特徵： 

 

1. 限定受訪者作答的「主題」範圍，Schegloff與 Sacks（1973: 295-7，轉引

自 Goody, 1978: 23）認為，訪問者佔有「問答語對」（adjacency pair）的

提問者位置，能促使受訪者說話，將問答範圍集中在訪問者選擇的主題

上。 

2. 標示出與主題領域有關，受訪者應有的言談行動。如訪問者可以使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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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問句句型，要求受訪者作不同形式的回答。以「你是不是贊成 A的作

法」這個正反問句為例，訪問者可藉此促使受訪者選擇「贊成」或「不

贊成」，不同於疑問詞問句：「你的作法是什麼？」，主要促使受訪者「說

明」自己的作法。 

3. 標示出受訪者作答的不同空間，如不同的問句句型給受訪者不同的作答

空間。以 yes/no問句20為例，它屬於封閉式問題，其答案較受限於問題

提供的選擇項目；疑問詞問句則屬於開放式問題，答案比較不受限制，

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Kearsley，1976）。 

 

訪問者的「問題」不但是受訪者作答的限制條件，它同時也展現了訪問者的

知識與權威。Goody（1978）指出，「問問題」既是尋求真相的方法，也是展現

權威的方式，如提問者可以在問題中提供可能的答案（a candidate answer），展現

出他/她對情況的熟悉度或相關知識（Pomerantz, 1988）。進一步，提問者也會將

他/她對受話者的預設，設計在問題當中（Pomerantz, 1988: 365）。 

 

換言之，訪問者使用「問題」向受訪者尋求未知資訊的同時，「問題」也展

現了訪問者的已知，包括相關知識及對受訪者、閱聽人的預設。而且，雖然「問

題」可以展現訪問者的已知（有知識）及權威，但它也會顯露出訪問者的無知，

例如當訪問者以正反問句提供受訪者選擇項目時，這些選擇項目的對錯或可信

度，將展現出訪問者的知識或無知（Pomerantz, 1988: 369）。 

 

透過問句句型，我們可以一窺訪問者對自己所言的預設程度，瞭解訪問者如

何看待自己提供的資訊內容；透過不同的問題類型，我們則可討論訪問者該如何

展現「傾聽」能力，與受訪者發展較平等的溝通關係。以下分別說明。 

                                                 
20 英文的 yes/no問句包含了漢語疑問句的語助詞問句、正反問句、附加問句及直述句問句等四

種（陳欣薇，2001）。但因這部分討論主要來自於英文文獻，因此本研究以原文 yes/no問句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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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現預設程度 

 

從「問句句型」著手，我們可以知道訪問者對問句命題的預設程度。就直接

問句句型來說，我們將之分為以下六類（湯廷池，1981; Li & Thompson, 1981/黃

宣範，1983；劉月華 et al., 1996；張鐘尹，1997；屈承熹，1999；胡菁琦，2002），

然後再逐一說明其隱含的預設程度： 

 

（i） 直述句問句：此類問句是以直述句當問句，通常會上升語尾的語調。不

過，陳欣薇（2001：32）指出，以直述句當問句其實與資訊的接近性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有關。例如當某資訊不為提問者所知時，提問

者的直述句就算沒有上升語調，也會被視為問句。21  

（ii） 疑問詞問句（interrogative-word question）：以疑問詞誰、哪裡、什麼、

怎麼等為問句，如「他的看法如何？」。 

（iii） 語助詞問句（particle question）：在直述句語尾附上疑問語助詞，包括

「嗎」及「哦」等，如「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iv） 附加問句（tag-question）：22在一個陳述句尾加上一個簡短的 A-not-A問

句（A-not-A tags），尋求允許或確認，如「你同意他的看法，是不是？」；

或加上具詞尾助詞的不及物動詞（particle tags），如「你同意他的看法，是

嗎？」。 

（v） 選擇問句（alternative question or disjunctive question）：在疑問句中提出

兩種或兩種以上的可能性，要求答話者選擇。常用句型為「（是）⋯⋯還

是⋯⋯」（湯廷池，1981），如「你要茶還是咖啡？」 
                                                 
21 陳欣薇（2001：32）以 Labov與 Fanshel（1977）對確認的規則為例，指出 Labov與 Fanshel
基於對話中的資訊地位（the information status of each referent in a conversation），訂出確認的規
則，包括 A-events, B-events, AB-events, O-events與 D-events。其中 A指發話者，B指受話者，
A-events指的是 A知道該資訊，但 B 不知道；B-events為 A 不知道，但 B知道；AB-events指
AB 兩者皆知；O-events只在場的每個人知道；D-events則指知道有爭論的（known to be 
disputable）。因此，如果發話者A做了 B-events 的陳述，A的陳述就會被視為要求確認。 
22 以往文獻對漢語附加問句是否需要另成一類，有不同的主張（見胡菁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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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正反問句(A-not-A questions)：請答話者就肯定與否定之間選擇其一，例

如「你同不同意他的看法？」。 

 

在以上六類直接問句句型中，正反問句的預設程度最低，接著依序為語助詞

問句、附加問句與直述句問句（Li & Thompson, 1981/黃宣範，1983：393；屈承

熹，1999；陳欣薇，2001）。其中預設最強的是直述句問句，陳欣薇（2001：67）

指出，所有直述問句都具有確認其所含命題的功能。Kress與 Fowler（1979）也

認為，當提問者以直述句當問句時，他/她其實便已經猜測到受訪者的回應，並

藉此展現權力。 

 

預設強度次強的是附加問句。尤其在廣電新聞訪問中，Clayman與 Heritage

（2002: 210）指出，如果訪問者使用附加問句，這顯示訪問者要受訪者肯定附加

問句之前的陳述。在漢語附加問句中，我們還可區別出「語助詞附加問句」及

「A-not-A附加問句」，前者較常出現在當提問者要確認他/她不確定的命題陳述

時，後者則偏向顯示提問者的立場、態度或互動意圖（胡菁琦，2002：61），可

作為一種人際關係機制，建立親密關係、尋求確認與支持等（Kress, 1979）。 

 

進一步，胡菁琦（2002）曾指出幾種漢語「A-not-A附加問句」的不同意

義： 

 

(1) 「好不好」是要求受話者確認命題的適當性。 

(2) 「對不對」是要求受話者確認命題的真實性，或強化提問者自己陳述的 

真實性。它的個人涉入較高，常出現在朋友對話，或能自由展示個人 

涉入的場合。 

(3) 「是不是」也是要求受話者確認命題的真實性，不過使用「是不是」附 

加問句的提問者，只是想知道聽者的知識，對命題比較不清楚，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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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個人涉入。它較常出現在正式的談話中。 

(4) 「有沒有」是要求受話者在其知識狀態中，確認某個實體的存在。它在 

對話某一方有較長獨白時特別明顯，因為發話者可藉此讓對話更鮮 

活，增加互動感。例如電廣節目主持人會使用此類附加問句，引發受 

話者的涉入，讓受話者在對話中成為主動參與者。 

 

以上簡介各類肯定疑問句句型展現的提問者預設程度。除此之外，當提問者

在這些肯定疑問句句型上，加上否定，成為否定疑問句句型時，其對命題的預設

程度將比肯定疑問句更強。Chao（1968）認為，否定疑問句是提問者對命題內

容帶有肯定的假設，並且期望答話者肯定此假設（轉引自湯廷池，1981）。湯廷

池（1981：223）也指出，「否定問句（negative question）雖以否定句式提出命題

內容，卻表示問話者相當肯定的假設，並要求答話者對這個假設作肯定或否定的

判斷」。 

 

尤其在廣電新聞訪問中，當訪問者使用否定疑問句，受訪者會將之視為訪問

者立場或觀點的表達，所以傾向用「同意」或「不同意」來回應。而且，因為否

定疑問句隱含相當程度的敵意，所以訪問者在使用否定疑問句時，有時會以不在

場的第三者為名提問，降低自己的預設程度（Heritage, 2002）。這種以不在場第

三者為名提問的現象，常出現在廣電新聞訪問中，訪問者也可藉此提問敏感問題

（Clayman, 2002），將責任歸於不在場的他人。 

 

（二）展現傾聽能力 

 

前一節曾經提及，「問題」可說是廣電新聞訪問者展現傾聽能力的最佳工具。

原因有二，一是「問題」可以用來請受訪者擴充、澄清與延伸之前所言，因此訪

問者必須「傾聽」受訪者之前所言，以擷取需要的資訊；二是「問題」具有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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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方向的功能，因此訪問者也要「傾聽」受訪者，以順利推進訪問。 

 

進一步我們參考 Barone與 Switzer（1995），將訪問者的問題分成「主要問

題」（primary questions）及「探測型問題」（probes）兩大類，以說明「展現傾聽

能力」與「問題」的關係。在介紹這兩大類問題之後，我們主張「傾聽」可充分

展現在訪問者的「探測型問題」中，但要做到「良好傾聽」，訪問者則必須要適

時發展新的「主要問題」。 

 

依據 Barone與 Switzer（1995），「主要問題」指的是每段訪問主題的第一個

問題，這個問題就算獨立於訪問情境之外，聽者也能瞭解它的意義。因此，訪問

者在準備「主要問題」時，必須瞭解受訪者的知識、態度及興趣（如此方能確保

受訪者能瞭解問題的意義），而且要讓受訪者清楚問題的意義，這樣才能從受訪

者處得到較完整與清楚的答案。 

 

相對於可以事先準備的「主要問題」，「探測型問題」是訪問者隨著受訪者在

訪問中提供的答案，發展出來的問題，希望藉此向受訪者抽取更多完整的資訊。

Barone與 Switzer（1995）指出，當受訪者沒有針對問題回答，或提供的答案不

夠完整、不夠深入、不清楚，或者有誤的時候，訪問者就需要使用「探測型問題」

抽取更多資訊（p. 101）。因此，要發展有效的「探測型問題」，訪問者就要小心

地傾聽。 

 

對於需要訪問者傾聽才能發展出的「探測型問題」，Barone與 Switzer（1995）

進一步依功能將之區分為： 

 

a. 發展式探測（amplification probes）：請受訪者在某個問題上擴張，要求

更多解釋、例子或闡述。在這裡，訪問者可以使用單刀直入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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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ghtforward questions），直接要求受訪者詳細回答之前提供的部分

答案，或是鼓勵受訪者說更多，甚至保持沈默，讓受訪者自動繼續闡述。 

b. 確認式探測（accuracy checking probes）：對受訪者所言及訪問者自己理

解的正確與否，進行確認，所以此類問題不但能讓受訪者確定、否認、

調整與澄清之前所言，也能增加訪問的親密關係（rapport），因為它展

現了訪問者的傾聽，以及訪問者希望能正確理解受訪者所言的企圖。 

c. 總結式探測（summary probes）：此類問題常發生在針對某個主題而起

的一連串問題之後，訪問者總結之前所言，同時讓受訪者確認訪問者總

結的正確性。 

d. 完結式探測（clearinghouse probes）：此類探測型問題可以被設計用來問

那些沒有被問到的問題。它提供訪問雙方（特別是受訪者）一個機會，

能夠提出在訪問中，沒有被提及的問題、主題或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依功能劃分的探測型問題類型，其實有重複的可能，如

「總結式探測」也部分擔負「確認式探測」確認正確性的功能。而且，在廣電新

聞訪問中，「完結式探測」幾乎不可能出現，因為廣電新聞訪問的時間有限，訪

問者又是唯一瞭解訪問時間，掌控訪問發展之人。另外，廣電新聞訪問者的「總

結式探測」也常是為了閱聽人而作，因此常產生無須受訪者回應的狀況。 

 

回到廣電新聞訪問者的公眾理想來說，我們認為，訪問者可以善用上述兩大

問題類型，展現良好傾聽，作公眾溝通的示範表演： 

 

（1） 訪問者應隨受訪者提供的答案發展「探測型問題」。一方面，訪問者可展

現他/她的傾聽及理解，另一方面，訪問者也能向受訪者確認資訊的正確

性，並為閱聽人整理受訪者所言。 

（2） 訪問者應將受訪者提供的重要資訊，納為己用。即在訪問中，適時改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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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設計好的「主要問題」，或發展新的「主要問題」，建立訪問雙方的互動

關係。如此一來，新聞訪問者不但能夠有效地推進訪問，更能開始邁向溝

通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