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眾傳播媒體與民主政治 69

第四章 大眾傳播媒體與民主政治 

第一節 民主政治與媒體運作 

  傳播學者可能會將大眾傳播媒體研究的重心放在人際傳播、社會網絡或議題

設定等傳播理論上，但由於政治對話乃民主參與的核心，故本文所關心的焦點較

偏向於大眾傳播媒體在民主政治中政治參與的角色。 

   

一、政治對話的重要性 

  現代公共事務具有高度複雜性，民眾難以深入理解各種公共議題，且由於政

治知識有限，降低了民眾參與決策過程的影響力，政治冷漠乃成為一普遍的現

象。「政治冷漠環繞著多數公民，就像不能貫穿的裝甲鋼板，使得公民難以成為

宣傳的對象。」（Dahl, 2005：264）影響民主政治是否能正常運作的因素之一乃

是民眾的政治態度1，而關於政治態度的研究，主要乃在於政治疏離感以及政治

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2。政治效能感的概念起源於 Campbell、Gurin與Miller

（1954:187）等三人，此一概念從民眾個人的自我效益認知出發，分為兩個層面：

一為「內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係指個人有能力理解政治運

作的過程，並相信自己可參與政治運作且改變其決策；一為「外在政治效能感」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即相信自己的政治行為可影響政府，並且政府會針

對其需求而有所回應。（Lane, 1959; Converse, 1972）換言之，政治效能感包含兩

個部分，其一為個人認為自己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能力認知；其二為個人及政治

體制互動過程中的回應認知。相關研究發現，民眾的政治知識3與政治效能感呈

                                                 
1 態度乃是對物體的一種規範性或實用性的偏好。洛契指出：「態度是一個人對事物或情況相當

持久的一個信仰結構，能在背後影響他對事物反應的順序。」（Milton Rokeach，1968：112）
一般而言，態度是對反應的傾向，而意見就是反應。（Bernard Hennessy，趙雅麗等譯，2000：
7） 

2 亦可譯為政治功效意識（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其定義乃是個人覺得其政治行動對於政治

過程能夠有影響，或是可產生影響；同時覺得政治及社會變遷是有可能的，而且個人在變遷的

過程中能夠有一定程度的影響。政治功效意識為測量政治疏離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政治知識是指對政治事務的認識，以及政治上的運作規則，同時會關心政治領域內所發生的

人、事、物，對其後續發展深感興趣，並能在認知中產生作用，使其對政治能有初步的概念產

生；因此，政治知識是對政治系統、政治結構、公共政策、政府權威和政治事件的認知，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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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相關，亦即政治知識越高者，其政治效能感也越高。（陳陸輝、陳義彥，2002）

民眾採取政治行動往往受到其政治知識的影響，民眾擁有充份的政治知識、資訊

與技能，才能有效地參與民主決策的過程，因此身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具備

了基本的政治知識，才能適當地執行自身的義務，以及維護自身的權利。政治知

識較高者，通常代表著較高的政治事務瞭解程度，進而認知到自身有參與政治運

作的可能性，因此擁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對話會降低衝突的立場以及不同觀點間的差異性，因而導致高品質的政

治討論。新聞報導經常是人們所談論的政治對話內容，同時也是促使他們交談的

因素之一，由媒體的報導而創造閱聽大眾，因此私人的公共領域可以聚集民眾談

論公共事件（Kim J. et al., 1999：362）。4民眾對新聞媒體的接觸越多，政治交談

的頻率越高，無論是在特定或非特定議題上皆如此，因為使用媒體會刺激政治交

談。使用新聞媒體與政治對話對意見品質均有正面的影響，新聞媒體對政治知識

的增進有所助益。 

   

二、媒體的民主面向 

  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中，大眾傳播媒體5已成為不可或缺的資訊傳播媒介，為

人民重要的政治知識來源之一，使人民有能力參與實際的政治，而且政治人物普

遍相信，大眾傳播媒體往往對人民的政治決定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但是長期

以來，媒體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一直缺乏完整而清楚的界定，且因媒體具有多

樣的特性，因此就更難以加以定義；但一般認為「新聞媒體」（news media）的

重要特徵乃是將各特定議題的相關資訊傳達給廣大的閱聽人，特別針對政治事件

                                                                                                                                            
治知識最簡單的部分即為政治事實，亦即一般民眾對政治資訊的瞭解。（林嘉誠，1989） 

4 Dahl認為「接觸多樣的訊息來源」為現代民主國家的要求，這是滿足「有效的參與」、「洞悉的

理解」，及「議程的最後控制」等三個民主判準的必要制度。（Dahl, 2006：14） 
5 傳播是使用成套的規則或符號，分享行為與生活的模式，亦即是合理地運用表意的符號來製造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大眾傳播媒體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傳播，包含特定的運作方式，其中主

要涉及觀眾的特色、傳播的經驗，以及傳播者。大眾傳播媒體主要係指電視、報紙、廣播、新

聞雜誌、網路等新聞媒介（Bernard Hennessy，趙雅麗等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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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大眾傳播媒體對於啟發式決策的過程6扮演著雙重的角色；其一，大眾

傳播媒體對民眾形成意見的基本認知；其二，大眾傳播媒體提供許多新的資訊，

來「引發」（trigger）啟發式決策的形成；所以，民眾能由此得到相當廣大與最

新的標準、價值、看法、態度等基本認知，來作出對事情的判斷。（Delli Carpini，

2004：413） 

  美國政治文化一直相信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報紙，對於選舉、立法以及政

策的制定等相關政治運作過程具有很大的影響力，大眾傳播媒體可促進政治對

話，並解決社會上各利益間的衝突。早在 20世紀初，杜威（John Dewey）便於

其著作《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提到：（1958：5） 

 

    社會不僅是藉著散佈、藉著傳播而存在，我們也大可說它存在於散佈、

存在於傳播之中。共同（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

（communication）這幾個字之間，豈止具有言詞上的關係而已。人生活在

一個社區共同體，而共享這些事物；傳播正是他們得以擁有共同事物的方

法。7 

 

而大眾傳播媒體的重要性如此顯著，是由於民眾缺乏理解公共政策立場的客

觀指標，各特殊利益團體存在著彼此歧異的不同意見，因此政治事務決策者難以

知悉民眾的真實想法，而政治人物相信大眾傳播媒體正足以適度的反映民意。意

見的自由理論認為，「只要理想中的市場不受阻撓地運作，它必然可以提供適切

                                                 
6 Delli Carpini歸納了 Kahnemar與 Tversky（1972：1994）提出的四點民眾啟發式決策（heuristic 

decision）的類型：（一）典型（representativeness）：將所得知的事物加以分門別類，依照對各

類別的看法來做出對事物的評價。（二）可利用性（availability）：個人會從其長期的記憶中回
憶相關的資訊，利用這些記憶做出判斷。（三）調整與固定（adjustment and anchoring）：對某
些事物先有初期的反應，然後考量到其他相關訊息，再調整所作出的反應。（四）模仿

（simulation）：當資訊缺乏時，在考慮之後心理會適當的判斷，假設接下來事情的發展情況，

然後做出決定。（Delli Carpini，2004：412-413） 
7  原文為：” Society not only continues to exist by transmission, by communication, but it may fairly 

be said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 in communication. There is no more than a verbal tie 
between the words common,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Men live in a community 
in virtue of the things which they come to posses things in common.” (Dewey, 1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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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讓公眾得以從市面上最秀異的意見與資訊，擷取所需。」（Robert G. 

Picard，馮建三譯，1994：18）個人或團體之多元化體現在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

時，則意味傳播媒體所提供的資訊必須等比例地反映社會中相關事物8，例如：

各種不同的議題、政治利益的真實分配情形，以及展現社會中不同的利益與需

求。媒體的結構和內容上應反映出不同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關係；媒體應作為

不同利益、社會觀點的公眾論壇；媒體應盡可能使得不同的族群和文化弱勢團體

均有接近使用媒體的機會；以及媒體所提供的內容應符合社會大眾的利益和需求

（McQuail，陳芸芸、劉慧雯譯，2003：頁 222-224）媒體多樣性旨在提供多樣

內容、觀點、節目類型，藉此豐富消費大眾閱讀與收視的選擇，從而反應不同社

會階層意見，提升民主內涵、改善生活品質。研究大眾傳播媒體的學者普遍認為，

媒體應扮演民主社會中政府與人民之間，彼此互動、溝通的角色，所以是具有功

能性的。9 Ansolabehere等人認為，在民主社會中的大眾傳播媒體應扮演以下的

角色：（Ansolabehere, Behr, & lyengar, 1993：209-232） 

（一） 教育者的角色（the media as educator）：大眾傳播媒體所扮演的是資訊

供應的角色，即提供人民經濟、社會、政治情勢，使他們瞭解生活環境

情況；同時也提供政治領袖相同的機會對人民公開發表談話。因此，透

過媒體的報導，人民能對社會各方面的資訊有更進一步的認識，而政府

也能得以獲悉民意的走向。 

（二） 監督者的角色（the media as monitor）：大眾傳播媒體就如同人民的「看

門狗」，所以有報導弊端、揭發惡行的責任，同時不但要監督政府不能

超越其職能，還有必須發現事情真相的重要工作，因此，記者報導對象

                                                 
8 然而 Yankelovich認為，媒體不應該試圖再現真實生活對話的不規則、混亂等特性。（Kurpius 

D.D.& Mendelson A. 2002: 589） 
9 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中的功能有：加強個人在政治上的行為定向及模式、改變個人在

政治上的行為定向及模式、傳遞政治文化、形成人民的移情能力、影響政治的積極或消極、擔

任政治教育的角色。（林水波，1978：）由於現代社會急速的變遷，人民在成長期所學得的特
定價值觀或行為模式，並不必然能適用於日新月異的社會環境，於是後期的「再教育」即顯得

非常重要；大眾傳播媒介能提供大量的訊息，又能做前瞻性的評論，帶動社會風氣，自然就負

起「再教育」機構的責任（田秀萍，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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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是政府官員，還有財團與從事社會改革的人；使民眾有知的權利。 

 

  民眾藉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新聞報導獲得相關資訊，並傾向以媒體所傳遞的觀

點來理解政府的施政情況（Delli Carpini, 2004：401）。所以，在民主政治中，大

眾傳播媒體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因此有相當的重要性。對一般的民

眾而言，大眾傳播媒體是他們取得最新資訊的重要來源；對政治人物來說，大眾

傳播媒體是他們與民眾溝通最有效與方便的管道（Ansolabehere, Behr, & lyengar, 

1993：209）。Iyengar與 Kinder（1987：1）針對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認為由於

媒體的普及與可信度高，所以電視新聞極有可能引導了民意走向。民眾在接受了

這些從大眾傳播媒體所散播的各種訊息後，可能會強化或改變他們對選舉、特定

議題的認知，因此影響到本身的政治態度。由於大眾傳播媒體擁有廣大的政治影

響力，歐美的經驗顯示，政治人物不懂得利用電視媒體，就難在電視時代中獲得

選票當選（彭芸，2001：3）。10 然而，近年來新聞學的變化呈現在過多的資訊

負荷（overabundance），且新聞娛樂化與普及化（popularization），造成新聞媒體

與非新聞媒體之間的界線模糊，而此現象似乎與媒體市場的商業化有著相當程度

的關聯性。媒體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可能會受到兩個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是新聞

報導對特定事件存在偏見，可能是由於記者本身的意識型態、專業訓練或

經驗不足，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詳細深入報導11；另一方面則是媒體事實上並

無法傳送特定訊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知道哪些訊息是被過濾掉的

（商業市場的選擇亦為過濾的形式之一），例如特定的文化脈絡、價值體

系或商業化的取向，都會影響媒體的訊息生產。 

                                                 
10 CALL-IN節目提供民眾更高的參與性，甚至可能對民意造成影響。透過政論性的 CALL-IN節
目或談話節目，能夠使候選人、政治人物與選民互動更為直接，特別是由於候選人不須透過，

記者的轉述，可以直接將自己的政見讓民眾瞭解（彭芸，2001：106-107）。VerWey（1987：3-4）
在研究加拿大與英國廣播政論性 CALL-IN節目時，發現這種節目型態是一種透公共管道使人
與人相互影響的機制。 

11 然而問題可能並非媒體刻意不進行詳細報導，而是因為他們不能，與訓練不良、怠慢或缺乏

資源無關，而是媒體本身的性質問題。假如要適當地報導一個重要事件可能需要花上數天來處

理，但為時僅一兩個小時的電視新聞需要許多的高潮起伏來吸引並且增加觀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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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媒體商業化競爭與其民主功能間的緊張關係 

一、媒體市場競爭對民主的不利影響 

  市場經濟指的是資源分配的決定，完全仰仗控制市場各種運作過程的力量，

而資本主義式的自由企業經濟體系便立基於此（Robert G. Picard，馮建三譯，

1994：17）。12商業媒體的運作使公民退化成消費者，媒體的目的不在帶動公民

審議，而在吸引閱聽眾注意。而媒體又多聚焦在少數菁英上，一般公民對媒體這

項「意義」製造系統，影響力有限；公民若想透過媒體發聲，為了吸引媒體，則

只能以媒體所預設的方式呈現，新聞及政治菁英將議題呈現的過於表面化、形式

化。換言之，使閱聽者產生被動性，將議題簡化，直接使閱聽眾產生激烈的情感，

這些都有損公民對議題的瞭解與審議。（Bohman，2000：）Gutmann與 Thompson

（1996）也有相同觀察。兩位作者認為商業機制不能用於公共論述，因為市場邏

輯依據的是閱聽眾一時的偏好，大眾媒體若依此邏輯判斷新聞價值，將無法分辨

真正重要的資訊。因此，新聞從業人員有責任關注公共論述的品質，提供有效的

公共論壇，協助公民進行審議或參與集體行動。 

  受到媒體市場競爭日趨激烈的影響13，台灣新聞媒體報導題材與方式在 1990

年代後逐漸趨向「小報化」，屢受各界爭議。（林元輝，2006）然而即便認為新聞

媒體乃商業化的私人企業，亦不能否認媒體會對社會大眾的特殊影響力，且對政

府產生一定程度的政治壓力。在所有民主的市場取向制度下，公司和其他商業企

業已進入政治的生活。它們的需求和偏好傳遞到立法者，其勢力和強度不亞於公

民們的需求和偏好。（Lindblom，王逸舟譯，1994：3）因而市場菁英蠆政治地位

上擁有的特殊權力，違反了政治平等的精神。（Lindblom，胡瑋珊譯，2002：264）

                                                 
12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市場經濟體系的運作乃根據以下各原則：1.體系的核心主旨是
不同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以及不同消費者之間的競爭；2.消費者與生產者在市場上，具有同等
的力量；3.任何一位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其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君將以自利的經濟動機，作成

決定；4.市場將可作為自身的調節，其運作將井然有序，市場將不斷自行調整，滿足產品之消

費者之不斷變動的需要、欲求與需求。（Robert G. Picard，馮建三譯，1994：18） 
13 有線電視於 1993 年合法化，專業新聞台紛紛成立，包括東森、年代、民視、TVBS-N、三立、

中天、非凡等專業新聞台，再加上台視、中視、華視、民視等無線電視台，有超過十家新聞專

業頻道與報紙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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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魯漢（Marshall McLuhan）在其所著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中指出，

媒體已經不再只是單純地傳播訊息，它用來傳播資訊的媒介本身，就已經對接收

者傳遞了意義深遠的訊息，資訊若透過媒體傳播獲得，將更有影響力，因為媒體

本身即帶有可信任的訊息。若媒體企業的所有人擁有政治野心且利用媒體力量去

獲得政治影響時，便會對新聞媒體的獨立性造成侵害。（Habermas, 2006: 415）

此外，由於商業獲利的壓力，根據消費者偏好與購買意願的了解，遂行決策，評

估不等的媒體對於閱聽人與廣告商有何價值。（Robert G. Picard，馮建三譯，1994：

63）因而使得媒體的傳播功能受到影響，公共議題逐漸被娛樂化的模式和內容所

取代，而過度簡化、戲劇化及強烈的衝突內容會加強人民形成更為極化的態度。

特殊的新聞事件會吸引觀眾注意，因此其報導傾向於強調對比和衝突，過

度渲染特定事件而非進行針對社會各層面的深度報導。14 

 

二、媒體市場機制的侷限 

傳統自由主義的觀點相當重視市場機制15，認為自由須透過市場實現，無市

場便無自由存在，故反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管制與干預，任何干預都是父權作風，

更將進一步質疑人民選擇的能力，因此其主張應由市場提供誘因，來導引媒體生

產者提供閱聽者想要的。16然而，左派的觀點則認為由於媒體多為資本家所擁

有，再加上產權結構與媒體市場的限制，使得左派的意見難以在大眾傳播媒體中

                                                 
14 在如此市場中，參與者將彼此視為一種工具（Lindblom，胡瑋珊譯，2002：214），而戲劇性、
衝突性不足、缺乏黑白分明的陳述，無法提供觀眾的注意。 

15 市場與市場體系是有區別的，所有的社會都具備市場（包括共產主義社會），而此處所指市場
體系乃是人類活動的協調系統，雙方主要是透過交易型態互動，而非由中央集權管理，為一

大規模、精密分工、協調的體系。雖然現代化理論主張市場將有助於民主的發展，但實際上

市場卻也可能造成民主發展的限制。（Lindblom, 胡瑋珊譯，2002：13、23） 
16 美國政治制度和經濟制度的共通之處在於強調競爭性，美國人一般認為，競爭是推動民主制

度與自由企業的原動力。然而現實世界中，當今各國市場體系並非傳統亞當斯密「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的市場體系，政府機制往往會透過各種手段來控制市場中的產品價格、管理

市場秩序，而非任由供需兩方來決定，例如各種平穩物價措施，以及國際貿易中常見的進口

配額、出口關稅等貿易政策。因此實際情況是，中央式與相互調整式的兩種協調型態同時存

在，為一混合型式。例如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發生時，台灣政府持續對市場體系進行嚴密監

控且配合以靈活的政策調度，渡過亞洲金融風暴。（Lindblom，胡瑋珊譯，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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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因此左派主張對媒體市場進行管制。17 在實際的經驗中，威脅媒體自由

的壓力，不單來自政府，私人的資本亦有所影響。惡性競爭的商業市場不僅無法

有效反映民意的趨向，不能匡正傳媒運作的不足，反而影響了傳媒的自由與多

元。假使市場機制完美運作，人們就可望相互交換、滿足彼此現在的偏好，其基

本預設乃在特定市場內，人們的支付意願及能力合宜地確認與測量了消費者的偏

好。18然而，人們表達偏好的地方，不僅只是在市場，更不只是經由市場行為表

達偏好。有一類偏好，市場無法辨認，得迴避市場才能表達，支付意願與能力的

市場標準，其實只是確認與測量偏好的方式之一。19 市場機制之所以無法正確

的測量人民的偏好，其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媒體產品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性

質以及其外部性（externality）。20  

（一）媒體產品的公共財性質 

所謂公共財的特性係指一項財貨被某個人消費或使用時，並不會影響其他人

的消費或使用。21公共財具有二個特徵，一為消費上的非敵對性（nonrivalrous），

詳言之，也就是該財貨可以在同一時間，從特定水準的供給中，提供一個人以上

的消費使用。另一特徵為使用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亦即該項財貨實

際上無法使一個人排除其他人的使用控制（Baker, 2002：8）就媒體產品而言，

多數或額外的使用者，在適當的範圍內，不會造成基礎設施成本的增加。反而會

隨著使用者的增加，使得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甚至供應額外使用者的邊際成

本是零，降低基礎設施的平均成本。 

                                                 
17 然而另一種左派觀點則認為控制與檢查的目的，其實僅爲了維持特定文化、經濟或政治的意

識領導權，不應由另一形式的壓迫來取代既存的壓迫，故介入的正當性仍受質疑。 
18 John H. McManus於 1994 年提出「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觀點
（McManus, 1994） 

19 反對市場作為標準的理由包括了市場可能會造成誤導，過度商品化而忽略了非商品化的傳播

偏好；僅是確認特定一種脈絡下，人們所表達的偏好；以及支付意願與能力經常並不合適而無

法正確測量。（Baker，2002：63-65） 
20 「事實上市場不能讓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消費者僅能大略瞭解市場裡有什麼選擇。」

（Lindblom，胡瑋珊譯，2002：224） 
21 與之相對者乃私有財的概念，私有財有二個特徵，分別係敵對性（rivalry）和排他性
（excludability）。敵對性為某個人在消費某件財貨時，其他人無法消費，是敵對性的消費
（rivalrous consumption）。不純粹是私有財的財貨即為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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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觀眾收看某個電視節目時，並不會使得其他觀眾不能收看該節目，在此公

共財特性下，媒體業者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將該產品傳播給更大一群閱聽人，

蓋媒體產品的第一手成本（first-copy cost）具有如公共設施基礎建設之特徵，邊

際消費者的增加不會影響這些成本，而媒體業者為了得到廣告收入，會極力在最

有利可圖的情況下，擴大閱聽人的數量（Robert G. Picard著，馮建三譯， 1994：

108-110）。由於消費者購買該項媒體產品，所願意出的價格，與其能付出的成本

並不相同。因此，媒體公司會採取「差別定價」的方式，以不同的價格出售媒體

產品給不同消費品味的消費者。這使得製作成本高的產品，更需要差別定價，才

能將該產品的銷售擴及更大範圍的消費者，獲得更多利潤（Baker, 2002：9-10；

37-39）。然而對媒體往往無法整齊劃一的對其產品從事有效的差別定價，且差別

定價的標準與公平性亦有所質疑。 

（二）媒體產品的外部性 

  另一方面，媒體產品通常會產生相當顯著的外部性，即不參與交易的人，因

為交易所涉及的某些品項的生產或使用，而對第三者產生了實質影響或價值。22

（Baker, 2002：41-43）。倘若一個或一個以上未經組織的人們，潛在地願意付費

使得該交易發生，是所謂正面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若一個或一個以

上未經組織的人們，潛在地願意付費使得該交易不發生，為負面的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23 當一個活動不會帶來負面的效應時，可以預期該活動

會大量增加。當一個活動不會帶來正面的效應時，該活動勢必會減少。而市場機

制無法正確測量人民偏好的原因可能正是在於人民難以瞭解到媒體產品的真實

成本，市場為一交換與價值所建構的場域，若成本與價值無法正確評估，便會影

響有效的交換。隨著商業廣告以及公關事業的興起，大眾媒體正逐漸被商業勢力

                                                 
22 此外，外溢效應（spillovers）亦為市場體系中重要的問題，交易當事人雙方的交易使其他參與

者受到傷害，例如人類生態環境破壞、空氣污染、水汙染等問題。（Lindblom，胡瑋珊譯，2002：
160） 

23 例如若有傳媒曝光的威脅，政治或企業腐化可受到嚇阻，社會雖受益，但傳媒無法因而獲利。

商業傳媒競相以輕薄短小、或更具故事性的題材與寫作方式來吸引讀者，而事先預防、監督

卻不具故事性質的報導較不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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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人利益所侵占，廣告事業將人們直接視為消費者，毫無公民意識。24媒體一

方面將媒體產品賣給觀眾，另一方面又將觀眾賣給廣告商，在媒體市場的交易當

中，雙方當事人均會互相影響。且即使並非媒體的直接交易者，但卻仍可能是潛

在的交易對象，深受媒體企業與另一方交易的影響（例如媒體產品中可能包含部

分廣告商所要求的內容，而閱聽者非但是媒體產品的消費者，亦是廣告商的消費

者），具有顯著的正面外部性或是負面的外部性。這樣的外部性使得媒體市場的

相關議題變得異常複雜，意識型態或商業壓力會帶進新聞及公共事件播報中，使

新聞的正直誠實必須妥協，且媒體產品的價值，往往是結合了閱聽者和廣告商的

價值，亦即媒體必須能吸引閱聽者和廣告商與之交易。對於媒體而言，其製作的

節目必須能吸引廣告商，廣告商才會願意贊助該媒體產品內容的製作；另一方

面，廣告商則必須要求媒體內容的產品能夠有效吸引消費者，（然而閱聽者卻未

必認知到其同時進行兩種不同的消費行為），以達成其廣告商品的行銷目的。 

  在媒體和觀眾之間，「給予觀眾想要的」（Giving the audience what it wants），

只有在觀眾瞭解到該媒體產品的實際成本而願意支付時，才可能存在。由於媒體

產品的外部性反映在其價格上時，會使得媒體產品索價過高，市場上該產品的供

給會變少。而其負面外部性在表面上不會增加成本，使得售價相對較低，於是該

產品的供給會增加。因此若媒體公司可以從正面外部性當中獲得相當利益，便得

以較「真實」的價格出售該產品（亦即消費者只需支付一部份的實際生產成本）。

現實世界中，無法購買（failure to buy）往往並非意謂消費者不要該項媒體產品，

僅是無法達到其經濟上的需求，消費者無法以相對較高的價格購買該產品；且購

買亦非表示觀眾偏好該項媒體產品，乃是該項產品的價格低於其實際的生產成

本。因而當媒體產品的正面和負面外部性很顯著時，好的媒體產品（指良好的內

容）可能索價過高，不良的媒體產品卻售價相對低廉，人民便難以瞭解媒體產品

的真實成本，而無法對媒體產品做出選擇。由於媒體產品的外部性，所有人皆是

                                                 
24 這種「資本主義的矛盾」的現象亦可能出現在媒體產業，全球性媒體市場競爭的提升，最終
仍然是使得競爭減少，隨著媒體產業所有權集中化程度的升高，媒體產業市場掌握在少數的

大型跨國媒體集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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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影響的，因此媒體產品的內容不僅直接影響消費者，更間接影響社會其他公

眾，於是每個人都無可避免地會被他人的媒體消費行為所影響。負面的外部性例

如媒體產品的暴力性內容一旦影響社會風氣、誤導民眾價值觀，增加了部分觀眾

對於其他人暴力相向的可能性，則即使民眾非該媒體產品的直接消費者，也可能

會因而受害。相對而言，有時媒體新聞事件的揭露報導，對於政治上或企業的各

種腐敗行為產生一定程度的嚇阻作用，也可能間接造成社會上每個人受益。由於

媒體產品的公共財及外部性兩項重要特徵，使得媒體市場機制的運作存在著若干

矛盾，無法瞭解到媒體產品真實成本的閱聽者可能無法透過市場機制獲得其所偏

好的產品，而往往僅是形式上的選擇過程，實際上並沒有能力對媒體產品內容做

出合宜的判斷，甚至是受到媒體市場的控制而無從選擇。正如同 Baker所指出，

毀滅性競爭（ruinous competition）造成過多的媒體產品，以及虛假的多元性（too 

many products, too many fake diversity）。（2002：30） 

 

三、媒體市場機制的批判 

  台灣的媒體發展初期乃是採取官控商營的方式，在商營體系下，媒體乃成為

一營利工具，媒體為討好商業市場，往往將報導聚焦於最有吸引力的議題，則其

是否能發揮監督政府的力量，則端視該議題的市場取向。（滿昱綸，2005：2-4）

25另一方面，政府也有機會藉由影響政治市場間接影響商業市場，媒體的議題設

定功能26受到扭曲，無法呈現真實世界中的多元觀點，而刻意忽略或扭曲與其意

見或利益相左的資訊。甚至是藉由與政治人物的利益交換，例如提供候選人免費

上政治性談話節目的機會，扼殺與其利益相左的政策形成（Chester J. 2002：

107-111），此即政治市場與媒體市場相互結合的現象。而市場競爭中的媒體不斷

                                                 
25 然而市場本身並不具目的，是為了讓每個人各式各樣的目的獲得滿足而存在，而非為了滿足

「經濟」目的。（Lindblom，胡瑋珊譯，2002：49） 
26 大眾傳播媒體對民意的影響至少透過以下四個途徑：（一）學習功能（learning）：使民眾得知
目前發生什麼；（二）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釐清目前重要的政治議題或問題；（三）責
任歸屬（framing responsibility）：對那些因為某些議題及事件，而被新聞報導評論為有功過的

人造成影響；（四）說服（persuasion）：形塑民眾的政治行為與選擇。（Ansolabehere et al., 1993：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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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於進行吸引消費者的新聞報導，報導內容集中在各特定觀點之間的衝

突，記者和政治人物的表現也力求能夠配合如此的報導方式，因此很少真

實的思維得以傳達給閱聽人，政治市場與媒體市場同時受到相當程度的扭

曲，媒體利用特定立場的報導內容建立各自的品牌忠誠度，有效建構市場區隔

（market segment）。更有甚者，政府當局表面上開放的媒體自由市場，取得

正當性，但是只能容許具資本實力者進場。「於是政治勢力化身為資本勢

力，介入媒體經營；或者與資本家結盟，各取所需互蒙其利。」（魏玓，

2006：208）此外，近年來媒體產權的集中，大幅度增加私人媒體集團的影響力，

公眾所能接受資訊的多元程度，以及媒體對公共事務的報導比例可能會因而降

低。由於媒體產業本身具有市場失靈的特性且媒體產業所有權的集中化可能對民

主政治產生不利的影響，故便應針對媒體產業的發展進行適度管制。而在媒體市

場高度商業化的美國，乃產生了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的相關論述。 

 

第三節 公共新聞學與審議式新聞報導 

一、公共新聞學興起的原因 

公共新聞學27是 80 年代末期發源於美國的報業改革運動，其發展主力集中

在地方性、區域性的中小型媒體（此與美國一城一報的報業生態結構有關）。28其

基本動機乃美國民眾對媒體與政治的失望，造成投票率逐漸降低，報業發行量則

長期下滑，而業者認為這與人民公共生活的衰退有著很大的關聯性。相對於在政

治學界針對代議政治而興起的審議式民主浪潮，公共新聞學29理念乃就傳統新聞

                                                 
27 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由紐約大學新聞系教授 Jay Rosen於 1993 年率先使用，亦稱

公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主要理論重心乃在於新聞媒體、公民、社區民眾三者的關係上。 
28 因為廣告主為報紙營收與利潤的主要來源，其產品主要是賣給廣告主而非消費者，而由於其

多為地方性廣告主，報紙的分化便以地理區為主，而非內容。 
29 根據主要提倡者 Friedland、Rosen與 Austin（1994）的論點，公共新聞是一組實踐方案，具有

三項特色：（一）目的在加強與公民間的聯繫，改善公共討論並強化公民文化；（二）認為新聞

媒體應扮演更主動的角色協助民主運作，媒體在此過程則不斷定位其任務；以及（三）結合平

面與電子媒體、學術界及相關組織的力量共同推廣。公共新聞希望發揮的具體影響，則包括促

進公共審議、解決社區問題、以及建立社區的連繫（Friedlan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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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菁英報導型式所提出的修正。30審議式民主論者提出，政治決定的過程必須符

合公開、平等、非專制與相互性的原則。而在此過程中，新聞媒體扮演重要的角

色，它應促使公共論述的內涵符合這些原則，並協助建立社會的審議文化。31公

共新聞的發展，在一定程度上乃呼應了審議式民主對公共領域的期待，其致力追

求的即是新聞媒體如何協助公民參與公共生活、實踐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32 因此，公共新聞的支持者普遍認為，媒體對閱聽人的看法必須

有所修正，傳統媒體乃將閱聽人視為新聞商品的消費者，而公共新聞學則重視閱

聽人的公民身份，並強調公民的主體性，媒體應設法促進公共對話（public 

dialogue），且就經濟層面的考量而言，他們相信積極的公民同樣也會是積極的消

費者，進一步消費其較具公共性質的媒體產品。33 

 

二、公共新聞學改革目的與運作模式 

  這波以公共新聞學為者的報業改革運動主要有四項共同目的：（一）提振報

紙的閱報人口；（二）增強讀者的社區聯繫感（community connectedness）；（三）

增強媒體自身的社區聯繫感；（四）改革民主運作的品質（主要策略是鼓勵公民

參與公共事務），而公共新聞學主要的實踐方式，儘管在操作細節上多所出入，

但大致上不脫以下形式：（Dzur, 2002：316；轉引自黃浩榮，2006：34） 

 

 

                                                 
30 傳統新聞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報導非但無法有效維護民主政治的運作，甚至淪為政治顧問與

媒體記者間的政治遊戲。（Fallows著，林添貴譯；1998：328-329） 
31 根據上述審議式民主對媒體角色的期待，新聞媒體應扮演公民與政府以及公民與專家間的橋
樑，使公民在面對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時，能在平等的基礎上於公共論述平台與之對話。同時，

透過新聞媒體，公民也有機會瞭解不同的論證，以期在充分告知下審慎考量議題，做出理性判

斷。 
32 公共審議乃公共新聞學的核心。由於審議式民調耗費龐大，似乎無法經常用來解決爭議性的

公共議題；而公共新聞由於可在日常公共事務的報導中，協助開展公共審議，因此可能較具可

行性與普遍性。 
33 然而，商營媒體對市場的追求可能才是美國中小型媒體願意接受公共新聞學的主要原因。由
於民眾閱報率下降，對地方性報業的營運造成影響，為了對抗日益壯大的全國性新聞媒體，因

而選擇投入公共新聞學的行列，在某種程度上，或許也可算是與全國性新聞媒體做出「市場區

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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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針對特定地區居民，就當地特定議題（如高犯罪率、公共綠地等）

進行民調或訪談（焦點團體是常用的方法），從民眾的觀點來瞭解議題，

強調由下而上的議題設定功能，記者據此公共意見來對相關權責機關的

官員或政治人物進行採訪。 

2. 舉行記者與市民代表之間的「社區會談」（community conversation）或公

聽會（public listening），針對公共議題進行審議（可先透過民調找出公

共議題），處理社區事務，記者據此做出有別於傳統以權力菁英做為消息

來源的報導。 

3. 在選舉期間對選民進行民調，找出人們認為最重要的公共議題，並定期

報導各組候選人對這些公共議題提出哪些政見。 

 

  社區會談或公聽會形式是公共新聞學最常見的操作模式，公共新聞記者

（public journalists）可以有效地瞭解當地社區公民的真實需求、以及其所遭遇到

的各種民生、地方性議題，記者再將這些不同的公民意見轉化為公共議題（issue）

在媒體上公開披露，以生產出更具民主意涵、以公共利益為本體的新聞報導，並

要求政府官員針對公民的意見做出回應承諾或具體施政。 

  公共新聞學是為了匯集公民的溝通行動，創造一個媒體公共領域（media 

public sphere），在其間，公民乃是溝通行動的主體，媒體僅是一公正的溝通平台，

應防杜任何外力或利益的介入造成系統扭曲（也應包括防杜媒體自身立場、利益

涉入公共審議）。因此，記者對政治議題的報導，必須儘量全觀周延

（comprehensive），不可侷限於某些特定觀點的報導；記者應避免採取意見菁英

或專家姿態，亦不宜聲稱提供閱聽人「權威性資訊」；記者不應宣稱客觀，自認

以價值中立的立場來陳述一切議題、觀點；記者的政治報導必須清晰易懂，讓所

有公民都能方便閱讀理解。（Haas, 199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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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統公共新聞報導的衝突框架 

  新聞媒體處理公共議題的傳統模式多採取議題觀點二元對立的衝突框架。34 

衝突框架兼顧了傳統新聞價值判斷與平衡報導下的要求，衝突性是記者與編輯判

斷新聞價值的重要因素，二元對立的衝突簡化了公共議題的複雜性而較容易可吸

引閱聽人注意。35 衝突框架於爭議性的公共議題報導時相當常見，並多以二元

對立的形式呈現。除了容易吸引閱聽人之外，而對於強調平衡報導的新聞媒體，

以二元對立的架構報導議題，媒體平衡報導、維持事實客觀性最簡單的方法

（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雖然相關研究發現，強調對立的衝突框架經

常出現在公共事務的報導中，有助於記者描寫爭點，且媒體若能報導至少兩方對

議題的不同看法，將有助於引導公眾辯論。（Donohue, Olien & Tichenor, 1985）

然而這並不代表議題的二元性即為引導民眾瞭解公共議題的唯一方式，以團體衝

突為焦點的報導，易使從人民以個別團體的私益觀點思考議題，且容易戲劇性的

激化各意識型態的對立，更加堅定其既有立場、各不同觀點更難獲得交集，而降

低理性討論的可能性。相較之下，若能打破單純二元對立的框架，重視各議題的

多元觀點似乎較有助於公民以理性開放的態度來參與公共議題的討論。 

 

四、審議式新聞報導 

  由於公共新聞學的提倡者為了避免限制公共新聞報導的各種可能形式，因此

並未明確對公共新聞學做出定義，亦未提出特定的實踐模式（Rosen, 1999）。然

而為了避免傳統公共議題報導採取二元衝突框架所可能產生的過度簡化與對

立，學者乃提出以審議精神為出發點的審議式新聞報導步驟（黃惠萍，2005：

57-58）：  

1. 辨識爭議核心：首先記者應瞭解特定公共議題的爭議所在，並應藉由各方代

表的互動，來理解議題的多元爭點。（議題愈複雜，爭議核心可能愈多）； 
                                                 
34 框架乃是指解釋一事件的核心想法（Gamson & Modigliani, 1989） 
35 研究指出，「新聞報導方式」、「新聞主題」與「新聞圖像比例」為媒體面對激烈商業競爭所採

取的產品內容區別方式。（李貞怡、李秀珠，200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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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看法及論證：在辨識爭議核心過後，記者應廣泛蒐集各式各樣的資料，

以求掌握在各爭議核心上有哪些重要的看法。同時，記者也應在此過程中，

瞭解各種不同觀點的主要提倡者； 

3. 選取適當對象進行採訪：記者應從各個立場的不同提倡者中充分瞭解該特定

議題，且具有代表性的議題相關當事人；  

4. 以論證為採訪重點：採訪時的重點必須是針對爭議核心的不同論點，且證成

理由同時也應為他人所接受；若對方未提供證成理由或提供的證成資訊不

足，記者也應如實報導，並進一步自行蒐集相關訊息，以協助民眾瞭解其是

否認同該論點； 

5.  以爭議核心為主軸撰寫新聞：編寫報導過程應以爭議核心為主軸，系統性地

比較、呈現環繞在各爭議核心的不同論點，並充分說明證成理由；同時，儘

量以易於閱讀的方式編排撰寫，提供社會大眾參考。  

  這五個步驟滿足了審議式民主對公開性、平等性、非專制性及相互性的要

求，亦兼顧公共新聞學重視公民意見的精神。 

  

    此一報導型式能協助公民從媒體的公共平台，獲得考量議題時所需的實

質訊息，對審議過程的公開性也有示範作用。與一般公共事務的新聞報導相

較，審議式新聞報導的特點是，強調從公民的角度思考議題並以辨別議題的

爭議核心為首務。此外，媒體也可透過清新的版面增加新聞的可讀性。除了

寫作仍應要求簡潔外，報導時可搭配表格，對照式地條列出重點事實，或輔

之以圖表，製作成類似導覽的格式，使新聞的呈現更清晰。各項理據的實質

資訊，雖然可能增加內容長度。（黃惠萍，2005：59） 

 

  審議式新聞報導充分展現公民參與的積極性，藉由詳細說明各不同立場的證

成理由，可促進公民更深入的討論公共議題，亦可透過討論過程中的相互瞭解與

傾聽，進而有可能接受不同立場的論述。更增加了議題討論的各種可能方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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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選擇性，有助於共同尋求大部分民眾可以接受的決策。即使最後未必獲致

一民眾均能接受共識，討論過程中各種多元意見的充分表達，亦能增加民眾接受

該決策的正當性，建構出一個公共審議的可能場域。 

 

 

第四節 審議式民主與媒體角色的再界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於審議式民主機制中大眾傳播媒體的定位，可各自

從公民參與以及媒體改革的角度來觀察： 

一、媒體的公民參與 

  首先是民主政治中的公民觀點，此方面改革應由社會中的公民參與為起點。

在傳統的民主模式中，人民是被動的，被管理但不主動管理，然而民主的精髓存

在於對議題與政策不斷的討論，個體之間與團體之間活潑的、不斷地改變且永遠

開放的對話，是意見形成過程的核心。於是理應回到民主的核心，也就是公民自

身，以及讓一個公民能夠自由、平等、多元互動溝通的公共領域；促使其實現正

是媒體的真正角色。（魏玓，2002：209）而 Habermas ( 1991 ) 也以新聞媒體、

對話和民意形成來定義審議式民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

當社會中有獨立、自治的媒體，且人民有參與決策討論的機會時，公共領域的媒

體政治傳播可以使複雜社會中審議的正當性程序變得更容易，負責的媒體會經由

媒體間的議程設定提供人民更可靠的新聞和非主流的媒體敘述觀點。審議式民主

意味著一個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是「透過自由與平等之公民的理性討論」（by 

rational discussion among free and equal citizens）而達成的。（John Elster, 1998：

8-9）一般的利益團體協商過程讓人民瞭解如何選擇對其有利的決策，但審議式

民主乃是強調唯有經過反覆的辯論說明，才能在截然不同的立論基礎上做出對社

會整體而言正當的決策。36審議會引導新的、知情的判斷。同時，意見強度也有

                                                 
36 審議式民主理論重視偏好的形成過程，認為偏好需要證成、並且是可能會改變的；而加總式

民主則認為偏好是固定的，因此不需要證成其偏好，只要求用各種不同的公平、有效率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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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響，雖然傳統討論缺乏程序上提醒要降低已有的偏見，審議是在不同參與者

中知情且虛心的尋找共識。（Barabas J., 2004）在審議過程中，虛心為一重要的

討論態度，同時把我們自己暴露在新資訊和完全不同的觀點中，是審議的本質。

正式的審議論壇，體現審議民主原則的基礎，鼓勵擁有強烈意見的個人去保持其

改變可能性。審議在這些條件下假定，公民能形成深思意見，而這取決於審議訊

息的清晰與品質。媒體使用與政治對話的重要性以及審議程序有所連結，公民在

其中分享公共事務資訊、談論政治、形成意見，進而參與政治決策過程。因此在

審議式民主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在審議過程中的資訊提供與傳遞，媒體不

僅需要提供人民進入審議程序前發表意見的基本知識，更要將審議過程中的各方

意見與討論情況讓人民知曉，以便人民充分瞭解不同且多元的意見，做為決策的

參考。37此外，媒體亦是一個迅速便利的討論平台，足供人民進行公開理性的討

論。良好的審議過程將能提供進一步瞭解事實的機會，透過意見的交換，人民可

以彼此學習，發現原先可能存在的誤解，進而形成更禁得起反覆考驗的新觀點和

新政策，而人民也可以從互相討論的機會中，知道什麼是他們自己的真實需要。

38  

公共新聞學乃希望能透過不同新聞報導形式與多元觀點的呈現，來建立公民

的理性審議空間，透過民間基金會、公共電視、公共電台以及廣告商的合夥贊助，

來建立一個公共新聞學的整合模式。媒體透過鼓勵民眾的對話來反映多元意見市

場，有效提供公眾知識、多元資訊，以及增進公民平等的參與。事實上，公共新

                                                                                                                                            
法去結合他們。 

37 新聞媒體在促進審議式民主的包容性（inclusion）上應扮演兩種角色（Dzur, 2002：332）： 
1. 資訊導管（information conduits）的角色：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公眾都能獲得充足資訊，以促
進公共議題的審議以及協助公眾參與審議過程，並使得審議機制與決策機制的運作透明

化。新聞媒體是政治與群眾之間的中介角色（moderator），具有告知、詮釋、引導審議的
功能。 

2. 批評家角色（critics）：揭露審議民主中哪些公民可能遭受忽略、無法取得參與公共審議的

管道、資源與相關資訊。 
38 相關研究中曾發現，C-SPAN’s節目達成了若干審議論壇的要素。公民的確有機會發表先前未

列入節目議程的問題或想法，且較有深度的進行討論。在將近三分之一的議題上，訪問者在

談話過程提出新概念，而人們更可能花時間在新概念上。由於訪問者較先前更可能去將自己

的價值觀、他人價值觀、政治解決辦法以及新意見解決方案的重要性結合起來。因此，這些

新想法傾向於有更高程度的公民討論。（Kurpius, D.D. & Mendelson, A. 200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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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學的確在一定程度上有效反映了審議民主的精神，然而公共新聞學所進行的審

議程序、機制不夠精細，公共新聞報導中鬆散的審議程序可能導致審議過程及結

果的不平等，故降低了審議正當性，甚至使得若干偏見、特定意識型態仍舊存在，

高估了媒體整合民意的能力，但卻仍舊標榜著為民眾審議溝通過後的「公共意

見」，淪為一形式、表面的公民參與，而這也是審議式民主論者對公共新聞學提

出的強烈質疑。 

 

二、談話性節目的公民參與型態 

  1980 年代後，談話性節目的型態在大眾傳播媒體中快速成長，一般而言，

談話性節目製作成本較低，與閱聽者產生積極的互動過程，既符合商業市場的需

求，也有效引起社會輿論的廣泛討論與關注。談話性節目讓人民有機會得以發表

個人言論，且經由一公開的媒體場域，直接向社會一般公眾廣泛傳播。如此的節

目型態被視為可有效鼓勵公民參與，使媒體中直接且真實的反映民意。另一方

面，在談話性節目中，往往會邀請各種不同來賓發表對特定議題的看法，仿佛模

擬呈現出真實世界中各種不同觀點的多元討論，以表彰其「真實」、「公共」及「參

與」的性質。然而，對於談話性節目是否能真實再現真實世界中的多元意見市場，

並以一理性溝通論理的方式來理解政治議題，則存在的許多疑問。研究指出，談

話性節目所產生的民粹現象恐怕對公共參與有所扭曲，正如同 Bourdieu在其《布

赫迪厄論電視》（Sur la television）一書中指出：（林志明譯，2002：129） 

 

    記者用觀眾的期待來辯護這種煽動式的簡化（卻是違背告知，或寓教於

樂的民主目的），其實只是把他們自己的傾向及觀點投射在觀眾身上；特別

是害怕無聊（會降低收視率），使他們重對抗而輕辯論，重論戰而輕辯證，

集中一切在人物之間的對抗（特別是政治人物），而忽視他們論證之間的對

立，也就是說，忽視辯論中的焦點，像預算赤字、減稅或外債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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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民意的公共性在於三方面：（一）知識主體公眾，或是具有行動

以及反思能力的公眾，且這些公眾是有所聯結與互動：談話性節目所展現的乃為

孤立公眾，節目的焦點在於鼓勵公眾表達意見，卻無視於意見的流動性；（二）

具有開放、辯論的公共領域：而談話性節目對議題的討論著重在其二元對立面，

為一狹隘的議題討論空間；（三）形式表達上必須反映溝通理性與批判：談話性

節目要求的乃是節目的戲劇性與可看性，衝突與煽動性的言論更會創造節目的戲

劇效果。（楊意菁，2004：1-47） 

  在商業市場的機制下，談話性節目的運作乃以吸引消費者為目標，為一表面

化的公民參與型態，恐怕與民意的公共性有所差距，而這樣的現象在台灣的媒體

市場普遍存在，《2100全民開講》即為台灣談話性節目的著名案例。39該節目的

流程安排與討論方式乃在強調議題的衝突性與對立取向的戲劇緊張（theatrical 

intensities），節目中一面倒的意識型態討論，形成民意的法西斯現象。而對於議

題的討論只是參與者各自陳述己見，不同的差異觀點一再地激化對立，而不存在

理性討論的情境。 

 

台灣式的「媒體政治」，其意義不僅是利用媒體長袖善舞的政客、或媒

體的政治議題設定、或媒體與政治的複雜構連關係而已，而是媒體集體製造

想像的、瑣碎的、二元對立的「民意」，以及一種加速自我毀滅的非理性社

會。（郭力昕，2000） 

 

  在商業市場中，這樣的節目型態反而成為一「成功」的模式，有效地吸引消

費者的注意，而類似的談話性節目亦採取相同的節目運作模式，以二元衝突對立

的形式來表現公共議題。節目論述中的二元性乃來自特定議題設定的二元性，於

                                                 
39 研究指出：「談話節目應鼓勵參與討論的來賓跳脫意識形態立場，如此才能反映溝通與理性的

公共論辯精神……雖然《2100全民開講》節目只是許多談話節目當中的一個，本研究或許無
法將研究結果推論為所有台灣媒體談話節目共有的特性，但該節目在台灣談話節目的名聲地

位與廣大的收視群，的確足以讓我們從節目所展現的內容及過程，端詳出台灣談話節目的表

現及大致面貌，以及談話節目所再現的民意與公共意涵。」（楊意菁，200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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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複出現著政治市場與媒體市場結合的情況，媒體利用各自不同的特定意識型

態做出市場區隔，成為媒體市場商業競爭中常見的手段。如此的節目型態雖然標

榜著民意與公共參與，卻是私人利益包裝著公共利益的商業化運作，不僅扭曲了

公共參與的性質，更對多元意見市場的再現造成阻礙，使閱聽人陷入衝突對立的

討論氛圍中，難以確實瞭解特定議題的公共意涵，反而不利於公民政治參與，更

與公民審議所強調的理性、知情討論相去甚遠。 

 

三、媒體公民素養 

  因此，加強媒體公民素養40將是改革電視新聞的契機。媒體素養的基礎目標

就是讓公民有能力對所有媒體保持批判主動性（critical autonomy）（Aufderheide, 

1997：79）。批判取向的媒體教育目的在於希望透過教育的力量，使人民在成長

學習的過程中，能夠對媒體傳播的性質有進一步的認識，並積極培養其參與公共

事務的公民知識與公民能力。媒體素養並非只是專注於消費媒體產品內容，對媒

體進行政治、經濟、社會的影響分析，如媒體產權、媒體產品內容的壟斷與特定

意識型態介入等問題。「媒體識讀」非常強調批判意識，使閱聽者不再只是侷限

於媒體產品的消費者角色，而認知到其在民主社會中媒體公民的身份，以公民為

主體，而不是一味地依賴與接受媒體所傳播的訊息，亦即「讓現代公民具備媒體

素養的能力，而高品質的閱聽人才能進一步要求優質的媒體」。（林麗雲，2004：

186）媒體識讀教育在支持批判公民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媒體識讀可增強公民

創造與分析媒體的能力，不但能夠聚集形成批判素養（critical literacy），也是公

民勇氣的核心（essential for civic courage）。41 此種素養乃整合素養（incorporates 

                                                 
40 Aufderheide（1997）在 1992 年 2月發表媒體素養的重要演講．文中替媒介素養註解經典定義：
「一個媒體素養程度高的民眾，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這樣的人，他能夠解碼、評估、分析和製

造印刷或電子媒介」。此外，Potter（1998）認為，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有以下四個基本
的概念：（一）媒體素養是連續性的（continuum），不是類別性的（categorical）。（二）媒體素
養需要被培養發展（developed）。（三）媒體素養是多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四）媒體
素養的目的是讓我們有更多詮釋的控制（control over interpretation） 

41 Criticos（1997：232）主張批判素養包括「社會性的素養」（social literacy）政治與社會關係的
認識與能力、生活並行動於科技性世界的「科技性的素養」（technological literacy）、最後乃是
在多重情境與媒體中促使公民成為主動傳播者的「傳播性的素養」（communicativ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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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能夠使人們以創造性的、主動的、道德的、且批判的公民角色在民主

社會中行動。（Criticos, 1997：230-232）並進一步能針對媒體產品的內容提出要

求改革的訴求。 

  然而一般改革運動常見的困境在於其「第三人效果認知」，第三人效果認知

係指，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內容適當與否對於他人影響遠比自己的影響來得大（然

而事實上即使非媒體產品的直接消費者，亦會因媒體產品的外部性而深受其影

響）。研究調查發現「第三人效果認知」與「媒體公民素養」其有顯著的預測能

力。當閱聽人認為電視新聞對自己的影響越大，以及閱聽人具有較高程度的媒體

公民素養時，他們參與媒體改革行動的機率越高。（三議傑，2006：89）不論第

三人效果認知的對象是一般社會大眾、孩童或青少年，民眾都認為自己能保持對

媒體的正確判斷（然而事實上往往可能並非如此），而唯有閱聽人認為媒體產品

的不當內容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其他人，他們才會發動各種行動，例如讀者投書、

call-in或上網留言等方式，對媒體施加一定程度的壓力。也就是當閱聽者認為事

乎關己時，才會勇敢採取改革行動（即使各種團體對媒體產品內容的解讀未必相

同，而改革行動的對象與目標亦有所區別）。最後，媒體識讀教育所改變的，可

能不僅是媒體改革運動的參與，或是閱聽人對媒體產品內容的批判意識，更重要

的是，藉由媒體公民身份的認知，可能會將閱聽人重新將自身與社會中其他公眾

連結起來，進而促進其他各種不同形式的廣泛公民參與，為公民社會注入新的活

力。 

 

四、媒體改革的方向 

  另一方面，若由大眾傳播媒體的角度觀察，則台灣新聞改革的方向主要有兩

個方向，一是由媒體外部發起，針對新聞內容的各種監看行動，以及針對媒體所

有權的無線電視台公共化運動；一是各媒體因應商業環境變遷的自我調整。由於

目前外部改革的成效有限，故仍需要媒體內部的革新與自律（儘管往往面臨各種

難題與阻礙）。在自由放任市場中，私人媒體的產品內容，往往為求在激烈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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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出現不當扭曲的錯誤報導或「煽色腥」（sensational）負面

媒體內容，而廣受批評。 

 

媒體過度商業競爭將易產生三種負面效果：媒體過度重視利潤，產品（新

聞內容）易於極度迎合讀者口味，易導致報導內容多樣性降低；商業競爭可

能妨礙記者的專業判斷；媒體因商業競爭所採取的行銷手段可能妨礙意見自

由市場的運作。（許宗力，1998） 

 

因此，為了確保媒體內容的品質，通常可分為「政府」與「非政府」的管制

方式。「政府」的管制乃認為政府有必要介入傳媒市場以避免商業惡性競爭，透

過大眾傳播的力量將負面訊息散佈於社會中，且忽略了媒體為社會公器的基本性

質，應有其一定的社會責任。然而政府官方利用特定法令所進行特定媒體內容的

管制，往往可能引發新聞內容檢查的批評，更認為是阻礙了人民意見市場的自由

流動。而「非政府」的管制方式，乃是對市場力量的節制。此途徑的多稱為「媒

體責任制度」（media accountability system），或稱為「公共責任與信託」（public 

responsibility or trust frame）。「媒體責任制度」具有一定程度的彈性與自願性，

可以避免因政府介入管制新聞媒體內容，而造成媒體新聞自由的壓迫。「媒體責

任制度」的參與者，分別是閱聽者、專業新聞工作者、與媒體業主（Bardoel and 

d’Hanens, 2004:170）。媒體責任制度的相關參與者間有一定程度的合作，由閱聽

者等非媒體從業人員所進行的有組織性之媒體責任管控行為，為「媒體監督機制」

（蕭蘋，1999）。而由，也就是媒體內部自發性的媒體管控，稱為「專業責任機

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劉昌德，2007：112），亦即是「新聞自律」機

制。 

 

五、媒體自律 

  媒體自律的想法乃源自 1947 年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所提出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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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社會責任論當時一提出即受到新聞媒體業者的普遍批判，被視為一種左派

勢力的反撲，然而在媒體市場商業惡性競爭逐漸惡化的情況下，近年又再度引起

相關討論與重視。有鑑於媒體事業有別一般私人企業，過度商業競爭對媒體內容

所產生的不利影響，將不利於民眾政治資訊的獲得，故社會責任論乃主張政府應

積極介入保護新聞自由。然而在國府時期，「社會責任論」在台灣卻成為政府管

制媒體的正當化依據，認為媒體應受政府節制才能負起社會責任。42「如此的新

聞自律，相當程度是以呼應當權者控制媒體的需求為核心」（林麗雲，2004）。雖

然在媒體市場開放之後，政府的力量逐漸退出媒體市場，但商業利益卻成為影響

媒體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激烈商業競爭的媒體市場中，媒體經營以收視利潤為前

提、強化腥羶色内容的製作，搏得消費者的更多注意，以換取商業利益。因此學

界乃發出媒體自律的呼籲，然而過去媒體業者內部自行進行的新聞自律作法，亦

受制於媒體高層決策者因商業化而採行的市場取向而功能不彰，迫於政治面與媒

體業者的壓力，媒體工作者難以發揮其專業判斷，顯然已經無法滿足一般社會的

期望，因此新聞自律的作法勢必需要做出適度的調整。目前歐洲國家也對媒體管

制進行熱烈的討論，參考目前歐盟的作法，乃是希望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政府

以間接方式介入媒體實務界的自律規範制訂與執行的過程，以同時兼顧媒體產業

發展與社會公益；政府從「管制」轉為類似市場模式的「協調整合」。（Schultz and 

Held, 2001:5-7）43 

 

    在這樣的作法中，國家提供「業界自律」得以運行的法定架構，原則上

以市場中參與者所共同建立的自律機制為主要原則，政府只設立自律所要達

到的公共目標；但是當市場失靈或自律成效不彰、導致公共目標無法達成

時，政府就可以依法介入協調、進行處分、或調整架構。在私部門方面，則

                                                 
42 即新聞記者必須「自覺自制……表現出一種負責任的態度和愛國家的行動時，新聞自由纔是

可貴的」（謝然之，1967：50） 
43 「共同管制」（co-regulation）、「有管制的自律」（regulated self-regulation）、或「受監督的自律」

（audited self-regulation） 



大眾傳播媒體與民主政治 93

可以在國家不介入實質內容的情況下，設立一個專業組織、規範、與自律程

序，只要能夠符合一定的公共目標期望，就可以免於政府的直接干預（Schulz 

et al., 2005）。 

 

  在相關的討論中，人民的參與亦被視為此自律機制的重要角色，希望能在自

律機制中能兼採類似「英國傳播委員會」（Office of Communications）的民間人

士參與方式，以符合公民社會間對話、溝通的審議精神。因此學者針對台灣的現

況而提出「民主參與式的共管自律」概念，透過國家重新介入、賦予一個健全的

業界自律架構，再進一步結合前述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團體的加入並以「民主參

與」的概念，納入一般公眾或閱聽人的意見。（劉昌德，2007：133）這樣的作法

顯然呼應了審議式民主理論所採取由下而上的民眾參與模式，讓媒體與公民能有

更積極正面的互動，而不再僅是傳統媒體商業市場中的消費者角色，進一步連結

了媒體與公民，為媒體與民主政治創造出新的發展可能性。 

 

六、媒體市場機制的結構性介入 

  新聞媒體的職責本在充分反映各方論點，使公民能在獲得較全面的資訊後做

出判斷，並透過民主機制參與決策過程。但在台灣的政治氛圍中，特定議題若涉

及不同意識型態的差異，媒體報導便容易受限於政治上競爭的態勢，以二元對立

的衝突框架編寫新聞。甚至即便是一般性的公共議題，新聞媒體也習慣性的以不

同意識型態對立的方式來呈現，模糊了公共議題的爭議核心，進而忽略各觀點背

後的證成理據。這種以意識型態為區別的「市場區隔」措施，配合著媒體市場商

業競爭的態勢，也忽略了民主社會中可貴的多元價值，而接納、包容不同觀點的

民主精神亦無法體現。故為了避免媒體的所有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政治或經濟強

權，並濫用其優勢地位對多元意見市場造成阻礙，政府有必要採取適當的管制措

施，促進資訊的多元化，以貫徹民主社會中政治平等的精神。在媒體產業的競爭

下，業者莫不爭取主流閱聽人，拉高收視率，以提升廣告收益為務，更容易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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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少數品味和不受歡迎的觀點呈現。大眾媒體多為資本家的事業，，由私人

經營而以營利為目的，因此必然會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Robert G. Picard，馮建

三譯，1994：24）惟若社會中存在著不同多元觀點的傳播媒體時，則有助於彌補

商業市場的限制，因此乃有適度介入媒體市場的建議。44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PEC）45所主張的媒體產權公共化

乃是希望打破既有商業市場結構的限制，建立一個產權公有的公共廣電媒體集

團，讓公有的電波公共財能真正地服務全民，為社會各階層民眾提供所需的多元

化媒體節目，並同時藉由擺脫財團或私人的干預，讓公共媒體集團得以有充分自

主的環境來生產中立客觀的新聞報導。46 同時，CPEC亦強調必須避免各種力量

介入管制媒體內容，以廣泛的不等形式，促進傳媒的創造與分配，進而滿足閱聽

人各種不同的需求（亦包括對媒體娛樂功能的需求），促進公民政治參與，提供

論壇平台，讓公共對話與審議得以順利進行，以符合媒體市場提供人民各種多元

媒體產品的目標。然而，介入市場的措施往往會受到傳統市場觀點的質疑，認為

管制措施必然會對人民的基本權利造成一定程度的侵害。對此，Dahl指出，（李

柏光、林猛譯，1999：200） 

 

    不受政府干預和管制的市場資本主義在民主國家中是不可能存在的。一

方面是由於市場資本主義本身的許多基本制度要求廣泛的政府干預和管制

（競爭性市場、經濟實體所有權、強制性契約、防止壟斷、保護產權等措施）；

另一方面若沒有政府的干預和管制，基於人們的自利傾向，市場經濟會對一

些人造成傷害。 

   
                                                 
44 政府介入市場中的經濟運作通常有四個主要類型：制定法規、優惠待遇、補貼政策以及賦稅

手段（Robert G. Picard，馮建三譯，1994：158） 
45 產業組織理論模式 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亦認為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
為影響市場行為（market conduct）與市場表現（market performance）最重要的影響因素。（Wirth 
and Wollet, 1984） 

46 由此可見，CPEC首重在媒體產權結構的民主化，進而拓深政治的民主化；公共新聞學則首重

在新聞產製過程的民主化，進而達成民主政治的深化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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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不管市場被用於為民主服務方面做得多麼不夠，也只有在市場取向

的制度中才會出現政治民主。」（Lindblom，王逸舟譯，1994：128）因此，對市

場進行適度的介入絕非完全否定市場的協調功能，反而是為了避免市場失靈，保

障市場能夠有效配置多元供給與需求。對媒體市場而言，也許我們可從民主政治

所強調的核心價值--對話的角度考量，如果媒體市場機制阻礙了政治對話的自由

性與多元性，而影響到公民的政治參與，那麼便有必要對媒體市場機制進行適度

的介入。且媒體市場介入的重點並非控制傳播訊息的內容，而應以規範媒體所有

權結構為主，利用市場結構的差異來確保市場行為的合理化（Robert G. Picard，

馮建三譯，1994：121），使得真實世界中的多元意見市場得以在媒體場域中再現。

為了讓人民得以在公共審議、說理的基礎上，獲得真正屬於自己的選擇，建立公

共廣電集團乃成為一重要的媒體改革方式，在較少商業惡性競爭的壓力下，媒體

產制過程能夠依據新聞媒體的專業精神處理，進而提供滿足人民各種多元需求的

媒體產品，藉以達成公民集體目標的追求。47 公民社會須透過傳播媒體進行社

會整合或社會連結，兼顧在地化與國際觀，提供多元文化的觀念平台，成為社會

良性循環發展的必要條件。（陳春山，2006：47、50、194） 

 

 

第五節 小結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會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而獲得政治資訊、參與政

治對話。台灣欠缺一種民主的品質，即透過對公共議題開放性的多元瞭解，以促

進議題的理性討論。（林國明、陳東升，2003：65）公共新聞學以公民為主體的

新聞報導方式，將為其進行理性的公共審議提供相關的政治知識與議題資訊，有

助於審議式民主的提倡，並成為公共審議可能的討論平台。在高度政治疏離的社

會中，公共新聞學的在地化報導方式，可能有助於公民瞭解到公共議題的切身

                                                 
47 事實上，人們常常透過市場體系的機制而追求各種不同的集體目標，例如經濟成長與知識普

及等。（Lindblom，胡瑋珊譯，2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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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而鼓勵公民政治參與。然而在惡性競爭的媒體市場中，媒體為了獲得商業

利益，將閱聽人視為消費者，而非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因此傾向於強調衝突性、

戲劇性的報導以吸引消費者。且閱聽人並未認知到媒體產品的外部性，難以瞭解

媒體產品所可能造成的真實成本，因此更惡化了以增加負面內容來獲利的現象。

此外，媒體亦有偏好特定意識型態的可能性，在媒體市場與政治市場結合的情況

下，媒體的特定觀點報導激化了意見市場的對立，而可能對同一新聞事件的採取

迥異的新聞處理方式與觀點呈現。新聞報導集中於衝突和顯著的特性，對民主的

發展造成妨礙。在民主政治中，媒體的任務乃是提供人民多元觀點的資料，但現

實生活中，媒體的角色乃是提供清楚的對比，使意見極化，以產生衝突的要素。

進而，特定媒體乃服務了特定意識形態的閱聽人消費者，在如此商業化的市場競

爭下，媒體市場無法呈現出不同多元的聲音，甚至企圖以增加衝突對立的報導來

吸引特定意識型態的消費者。市場機制非但無法確保多元立論的健全發展，反而

造成更激烈的社會衝突與對立，無助於民主社會中多元、差異觀點的形成。認知

差異的目的乃在於尊重差異、增進包容，而非進一步地加深衝突與對立。研究指

出，意識型態觀點的不同並不會影響其意見品質，因為民主乃一暫時性的選項，

多元價值取向可貴之處在於藉由彼此差異性的瞭解與尊重，而在經過反思與公開

的討論後，能夠理解與自身意見相左的其他不同觀點，進而增加民主決策的正當

性。而公民是否能參與媒體運作或成為媒體報導的主體乃是媒體改革的關鍵，例

如透過網際網路的流通，打破傳統單向傳播的模式，或是舉辦審議式辯論會，來

打破媒體以往被動的接受政治人物提供政治資訊的模式，從公民的觀點主動要求

政治人物提出相關回應，以使其充分符合民意的要求，而隨著閱聽人的公民意識

提高，媒體才能真正成為多元的意見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