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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承繼前一期研究計畫，我們發現原本提出的倫理、取捨與創意在新聞工作上其實是無法

分割的專家核心能力，因此我們先從新聞工作情境開始著手，試圖在描繪理想型新聞情境後，

以實際新聞工作，包括新聞呈現、新聞訪問、新聞編輯與新聞資料蒐集等為例，研究新聞工

作的專家如何在既有情境資源與限制下，考量哪些條件限制（涉及倫理議題），如何取捨與

發揮創意。 

這些研究問題的探索讓我們從描述性研究走向規範性研究，企圖以關鍵個案法（critical 
case method）建構評估新聞工作專家與生手的規範標準。我們以新聞事件為個案，對個案展
開全面蒐集資料的工作，包括文獻資料、深度訪談、蒐集相關報章雜誌報導與廣播電視新聞

訪問後，進行言說分析等。 
本年度主要工作延續理論建構的工作，以關鍵個案為擴充、修改理論架構之資料，以期

建構出完整評估新聞工作專家與生手的理論架構標準。 
 

關鍵詞：新聞專家能力、知識、倫理、創意、取捨 

 

Abstract 

 
Following on the previous project,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at this stag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de-offs in ethics and creativity in newswork are in fact intertwined.  This has led 
us to focus on the study of contexts, which we believe place constraints upon re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editing.  In other words the problem is here defined as how experts in 
journalism subject to a host of contextual constraints weigh various factors and make decisions.  
have also venture into the prescriptive dimension of journalism.  Extrapolating from empirical data 
we have attempted to propose a set of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expertise.   

 
Keywords: journalistic expertise knowledge ethics creativity trade-offs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承繼前一期計畫的研究心得與成果，我們發現本研究提出之倫理與道德知識、取捨和掙

扎的知識以及創意知識三者其實是難以劃分的實務知識。 

此 種 實 務 知 識 （ practical knowledge ） 是 在 實 際 工 作 情 境 中 應 用 的 知 識
（knowing-in-action），因此我們必須先描繪出新聞工作情境，然後方能進一步探究新聞工作
的核心專家知識—倫理、取捨與創意如何落實在不同的新聞工作中，其間又如何產生無可劃
分的連結。簡言之，我們發現要研究新聞工作這種實務知識就必須朝以下三方面努力，以建

構新聞工作專家知識的理論基礎： 
 

（一）建構新聞工作的理想型情境（ideal context），瞭解目前新聞工作情境提供什麼樣的資
源與限制（constraints）。 

（二）集焦於四項重要的新聞工作—資料蒐集、呈現（包括新聞文字與圖像）、訪問與編輯—
上，研究新聞工作的專家如何在實際新聞工作上，運用或創造情境提供的機緣

（affordance），發揮專家取捨與創意的能力，取得倫理的平衡點。 
（三）有鑑於新聞工作為一種符號（包括文字與圖像）工作，以上提及的倫理、取捨與創意

能力必然表現在新聞（符號）成品上，或透過新聞（符號）成品予以實踐，因此我們

也要從新聞成品上討論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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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大方向讓我們的研究從描述性理論（descriptive theory）研究走向規範性理論
（normative theory）研究，希望透過文獻檢閱、思考討論、實際資料的多重互動，建構得以
評估新聞工作專家與生手的規範性理論判準，作為實務工作的指引與批判、對話的對象。 
 

三、結果與討論 

  這一期計畫中，我們先針對以往文獻與深度訪談成果進行大量的資料整理、檢閱、思考

與討論的工作，藉此建構初步的理想新聞工作情境（請見圖一）。這初步的理想新聞工作情

境大致分為三大部分：體制工具（包括人脈、新聞媒體的組織架構、社會架構等）、物質工

具（包括媒介科技與圖書館等）與文化工具（包括該社會提供的故事、文化產品等），而新

聞工作者就是身處在這些情境中，擁有一般與領域知識，並與這些情境互動，進一步得以界

定問題，判斷何謂相關與進行取捨等。 

不過以上提出的初步理想新聞工作情境還需要透過實際新聞工作的討論，如此方能找出

其中相關性，因此我們決定挑選出新聞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四大工作—新聞呈現、新聞訪問、
新聞編輯、新聞資料蒐集，欲找出這四項新聞工作的相關情境與工作特質，討論專家能力是

如何與情境及工作互動，實踐知識的內涵為何。 

以新聞訪問為例，新聞訪問是個機構談話（institutional talk），但其中涉及的情境除了新
聞機構情境外，還與其他機構情境（如不同的機構角色身份）與日常對話情境有關，因此新

聞訪問所處的情境是個多元、動態、又不乏相互衝突的情境。 
此外，新聞訪問又是由每個微觀問題與答案組合而成的語言活動，因此新聞訪問雙方在

承襲上一刻所言的同時，也同時在創造下一刻的訪問情境。這種訪問文體（genre）不但提供
新聞訪問雙方互動的資源，也同時為雙方所言設下一定的限制條件。 

因此，在新聞訪問工作上，我們要討論的是，新聞訪問的專家是如何認知其周遭的相關

情境，又如何在這多元、衝突，以及充滿微觀變異的情境中求取平衡，以何種言談行動創造

最佳表現。舉例來說，新聞訪問的專家一方面要在作人上拿捏自己與受訪者的定位與關係，

同時更要顧及那些不在場的閱聽人；另一方面也要瞭解訪問議題的發展、瞭解受訪者與訪問

議題間的關係與知識、考量閱聽人的所知與想知等，在這些表意層次上做出權衡後，展現在

新聞訪問的語言行動（作文）上。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說新聞訪問的專家能力是一種動態的能力，展現以下兩方面：一是

對時機的拿捏，例如何時接話與鋪陳問題；二是校準情境的能力，例如校準關鍵情境因素、

因時制宜採取行動等。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評估新聞工作專家與生手能力的標準—倫理、取捨與創意，是存於
新聞工作的動態過程之中。新聞工作的專家需時時考察與其新聞工作相關的關鍵情境因素，

瞭解情境提供其何種資源與限制，並且在倫理考量下，做出取捨，或從中發掘創意，將情境

限制條件提供的機緣作充分的發揮或轉變。因此，我們這一期的主要工作在於：（1）建立抽

象的理想新聞工作情境；（2）抽象的理想新聞工作情境落實到不同新聞工作上，情境相關性

有何變化？新聞工作情境提供何種資源與限制？從中討論新聞工作的倫理內涵與取捨、創造

的能力。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理想新聞工作情境的初步建構，正在積極建構四項實際新聞工作之動

態情境。於此我們將密集進行新聞個案的深度訪談工作，希望藉由對資深新聞實務工作者的

深度訪談，充實與修改我們建立起的情境理論架構。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期計畫主要在建立評估新聞工作專家與生手能力的理論架構，目前已有初步成果。我

們已經針對新聞工作的情境進行考察，預期在本期結束前，針對四項新聞工作，再完成十二

位資深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藉此修正我們的情境理論架構，並探討我們建構出來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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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如何實際運用，在實際新聞工作實踐上又產生何種情境的變化，以說明新聞工作專家能

力的內涵--倫理考量、取捨與創意。 

此外，本研究之研究成員中也包括研究生。他們除參與計畫外，也各擇相關問題撰寫論

文，因此本計畫也發揮了教育的功能。 

 
 

圖一：新聞工作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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