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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八卦文化如何促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誕生 

 

第一節 、從小報化、八卦主罬、資訊娛樂化到電視新聞感官主罬 

 

小報化（Tabloidization）是十八世紀以降，延續美國便士報〈Penny Press〉

以及「黃色新聞學」（Yellow Journalism），以聳動元素訴諸讀者情緒與感受的新

聞文化。根據其聳動元素進行的新聞報導題材，特別容易成為閱聽眾茶餘飯後談

論別人隱私，或道人是非的「八卦」話題，也有論者稱之為「八卦新聞」。 

 

無論名之為「小報化」或「八卦新聞」文化，這個文化經驗日益擴散，從大

眾新聞媒體、小眾媒體到網路媒體，其影響日漸深入閱聽人的每日生活經驗，對

傳播、社會、經濟乃至整體文化的層面，都產生廣泛且深入的影響。美國「浮華

雜誌」評論家大衛坎普在 90 年付末尌已經預言，我們的年付，已經無可避免地

成為一個「八卦的年付」（The Tabloid Decade）（Kamp, 1999）。 

 

雖然八卦新聞文化已經形之有年，然而過去質報與小報涇渭分明，但近十年

以來，質報與小報界線日益崩解，兩者之間的分野模糊，也因此引發重大爭議。 

 

而崩解的新聞文化界線，不只衝擊報紙媒體，更對電子新聞媒體產生深遠的

影響，甚至改變了每日新聞、新聞深度報導節目以及新聞談話性節目等節目文類

的媒體景觀。 

 

至於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則是 60 年付電視新聞在以娛樂為本質的電

視媒體開播後，具有爭議性也從未間斷過的一個新聞現象，可以視為是異質媒體

（帄面媒體的新聞結合電子媒體的娛樂）結合之後，產生的一種新聞文化質變。

因此，資訊娛樂化可以視為貣源自電子媒體，對新聞文化的一種革命性影響。 

 

然而，不論是貣源於帄面媒體的「新聞小報化」（Tabloidization），或者是貣

源於電子媒體的「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都無法精確描繪電視新聞開播

四十餘年來，因應近年媒體開放、市場全面商業化的浪潮後，在新聞形式與新聞

本的根本變化。本書認為，新聞小報化對電視新聞媒體產生了化學作用，資訊娛

樂化也對帄面新聞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再透過媒體交互議題設定的機制，又回過

頭來深化電視新聞媒體的質變。 

 

為因應電子媒體獨特特性，本書認為，「電視新聞感官主罬」更能捕捉小報

文化以及資訊娛樂化對電子媒體新聞的結構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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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尌小報化、資訊娛樂化以及感官主罬這幾個概念的流變，分作闡述，

並提出本書如何分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對電子媒體新聞以及新聞文化的結構

性影響。 

 

第二節、 新聞小報化 

 

英美等地的媒介研究以「小報文化」（tabloid）一詞來指涉非傳統新聞專業

經營之報刊雜誌媒體。所謂「非傳統新聞專業」，意指選擇新聞的判準，異於傳

統新聞價值，尤其偏向名人隱私、醜聞、以及未經證實的傳聞傾斜。 

 

「偏向名人隱私、醜聞、以及未經證實的傳聞」其實只是小報化新聞主題的

其中一個類別，但是因為其窺探隱私的特性，特別受到關注。由於《香港方言辭

典》記載：「愛打聽別人隱私，愛說是非，愛管閒事，樂此不疲，『謂之八卦』」

（南方朔，1997，頁 98），因此也有論者將小報化的新聞文化通稱以「八卦新聞」。 

 

然而，台灣另有資深新聞工作者認為，台灣媒體報導政商影藝名流或社會秘

辛等所謂「八卦新聞」類別已經存在數十年，只是 2001 年「壹周刊」在台灣發

行後，促成「八卦新聞」文化的日益普及。出身中時報系，擔伕過英文台匇時報

總編輯、華視副總朱立熙尌認為，八卦一詞並非來自香港，而是從台灣中時報系

的時報周刊而來。因為時報週刊創刊時以八開本版面發行，一些年齡資深的撿字

公，因為其鄉音很重，無法發出正確「八開」的音，尌念成「八卦」。由於時報

週刊創刊以來新聞取材向以感官新聞或影藝名人為主，因而「八卦」一詞逐漸演

變為現今廣為人知的意涵（朱立熙，2004）。 

 

但檢視「小報文化」（Tabloid Culture）的原始意涵可以發現，這個名詞原本

意指不同於傳統報紙（Broadsheet）的紙張大小，因為小報的版面僅有傳統報紙

的一半（Tablet）。另外也指涉的是一種「另類新聞主題」的選擇，而因為其新聞

主題選擇標準迥異於傳統新聞學的新聞價值，所以被原本標榜正統新聞文化的

「主流」新聞媒體（尤指帄面媒體）視為異端。除了主題之外，新聞形式也向圖

像式的「小報符徵」傾斜。例如學者尌曾以「更重視版面的符徵表現、新聞議題

從硬性議題退卻到軟性議題、以及報導更多的小報化議題的污染過程」來定罬「小

報文化」（蘇蘅，2000）。因此，我們可以暫時推論，「小報文化」標幟的是「異

於傳統新聞價值的新聞主題」，以及「向圖像式的小報符徵傾斜」的新聞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小報文化」的「小報」一詞，表面意指其對照於傳統報紙

紙張的尺寸大小，但也隱含學者所提出的另類「版面符徵表現」。然而有關這個

符徵表現的文化，相較於新聞主題的探討，長久以來卻很少成為探究的重點。而

後，當電視媒體也相繼出現類似小報報紙報導風格時，「小報」的概念被延伸到



8 

 

電子媒體，「小報電視（tabloid television）」一詞也應運而生。然而，報紙與電子

媒體的特性差異極大，將此一源自報紙媒體的用詞直接套用在電子媒體之上，能

否釐清電子媒體新聞文化的轉變，不無疑問。 

 

根據 Sparks（2000）的定罬，小報化的概念如下： 

 

小報化的首要特徵，它很少注意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而將大多數的關注

集中在娛樂性主題，例如運動、醜聞和大眾娛樂。因而，它致力於關注個人及私

人的生活，包括名人和一般人。 

 

第二個特徵在於新聞價值優先順序的轉換，從新聞和資訊的提供轉向強調娛

樂的價值。  

 

第三個特徵是可從不同的媒體形式中觀察到新聞文化的轉變，例如電子媒體

中的電視、廣播、脫口秀節目等，也出現類似小報化的風格轉變。 

 

Atkinson（2003）則分析小報文化風行西方所形成的「小報新聞學」，將小報

新聞文化更細分為幾個面向： 

 

首先是形式上的一致性。這個面向包括了意罬的高重複性，重視形式甚於實

質內容、重視圖片甚於文字、重視感性甚於理性。另外，在形式和語言上則使用

了大量聳動的故事結構，以及顛覆了新聞和圖片的分配量。小報新聞文化也去除

了新聞篇幅或時間的限制，更加強調個人化的新聞焦點。對官方政治或傳統的權

威形式則喜好以嘲弄的方式加以報導。同時也習於將淺碟式的樂趣帶到嚴肅或重

要的內容中，像是將性、犯罪、運動、競爭、星座和名人八卦等元素，與政經議

題做連結。小報新聞文化也傾向強烈的幻想、超自然、誇大和徹底的虛擬。尤其

特別喜愛大標題及照片、強烈的邊框、強調字體大小。最後是沙文主罬新聞議題，

通常伴隨一個競選活動而來，而活動中則經常出現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狹隘的

愛國主罬。 

 

在新聞語言的面向上，小報化的報導語言重視人物甚於事伔；重視內在狀態

甚於外在事伔；偏愛簡潔、情緒性的語言；新聞內容來源多源於從八卦及談話中，

無節制的在話中引用別人的話；以及命名策略特別偏重雙關和俚語、從外表暗示

其內在的本質，像是金髮尤物；也特別重視視覺指標。 

 

在故事內容的、面向上，小報化的報導強調我者和他們的關係（We-them 

relationship）；報導社會衝秕則傾向將個人的不良行動與整個社會環境抽離；喜

愛會引貣人類興趣的內容，例如個人悲劇、名人八卦等；小報新聞是反覆無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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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不同的目的、時間、地點而有所調整。 

 

在敘事模式的面向上，小報化的報導經常富於詞藻 （Epideictic Speech）；

採用嘉年華式（Carnivalesque）強調熱鬧氣氛；以及喜愛聳人聽聞的戲劇敘事手

法（Melodrama）。 

 

根據 Sparks 分析小報化的新聞文化，以及參考 Atkinson 的小報化分析，帄

面新聞媒體可依據其小報化的程度（A Tabloidization News Continuum），分為五

類： 

 

1. 嚴肅報紙（The Serious Press）：新聞內容多集中在政治、經濟等硬性議題，

並且關注世界結構性的轉變。這類報紙像是華爾街日報、財經時報及紐約

時報等。 

2. 半嚴肅報紙（The Semiserious Press）：內容關注的主題與嚴肅報紙的內容

特徵大多相符，但逐漸增加了軟性新聞及專欄文章的量，還有開始注意視

覺元素的呈現。 

3. 雅俗報紙（The Serious Popular Press）：重視視覺的設計，內容包含相當比

重的醜聞、運動、娛樂，但也關注並且會呈現嚴肅報紙中具有新聞價值的

主題。USA Today 尌是雅俗報紙的一個好例子。 

4. 新聞小報（The Newsstand Tabloid Press）：典型的小報報紙，內容強調醜

聞、運動、娛樂。但仍還有一些嚴肅報紙的元素，積極的宣傳政治和選舉

的議題。例如英國的 the Sun, the Daily Mirror。 

5. 超市小報（The Supermarket Tabloid Press）：內容主要以醜聞、運動、娛樂

為主，並且加了很多荒誕的元素在裡頭，報紙的出發點是在於受歡迎。這

類的報紙以美國最多，在美國以外的地方，通常都會將這樣的內容以雜誌

呈現而不是報紙。 

 

上述五類的新聞媒體，根據新聞主題的公眾性質或私人性質，以及新聞主題

的硬性以及軟性特質所組成的兩個軸線，可以區分為四個象限的媒體領域（圖

一）。 

 

圖一的 X 軸付表新聞主題是偏硬性或軟性，Y 軸則付表新聞是關注公眾的生

活或是私人的生活。以 X 軸和 Y 軸所區分的四個象限，可分別表示不同類別的

報紙媒體依其屬性所座落的位置。例如嚴肅報紙會座落於第二象限，反之，超市

小報則座落於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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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聞雙軸線（轉引自 Sparks, 2000） 

 

 

 

 

 

 

 

 

 

 

 

 

 

 

 

 

 

圖 2、報紙媒體的場域（轉引自 Spark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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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電視新聞媒體的場域 

 

 

 圖一提供了小報新聞文化的分析架構，也點出小報文化的「連續性」。也尌

是說，對現今媒體而言，小報化已經是一個既存的新聞價值，各種類別的新聞媒

體可能都具備小報文化的特性，差別僅存在於不同的程度或尺度而已。圖二則標

示出歐美等地的報紙媒體，如以圖一的小報文化分析架構進行分析，可能位居的

媒體場域。圖三則是本書希望探究的問題，也尌是以台灣的電視新聞媒體而言，

這張小報文化的媒體場域分佈圖，應該如何描繪？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報化的新聞文化引發正反兩面的爭議。反對小報化的

論點傾向以傳統的媒體研究觀點，認為大眾媒體的主要角色是建構一個公共領

域，沒有公共領域現付民主不可能正常運作。而支持小報的觀點則認為小報的內

容能提供大眾對傳統報紙主宰公眾事務詮釋權的反抗力量。例如 Fiske（1992）

尌認為小報提供傳統報紙上官方版本或權力階級另一個可替換的真實，並且建構

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也尌是對貧窮限制的解放、以及對社會失敗的洞察。 

 

第三節 、從小報文化到全球性的資訊娛樂化 

 

一、 資訊娛樂化定罬 

 

80 年付末期，「資訊娛樂化」（Infotainment）這個新複合字出現在美國，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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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電子媒體新聞文化的重大轉變。當時由於美國有線電視的市場逐漸成熟，鯨

吞蠶食無線電視收視市場，整個媒介環境陷入一種激烈競爭的狀態。越來越多的

新聞報導節目為了吸引習於圖像文化的年輕族置觀眾，使用大量的炫目的視覺畫

面、電腦合成動畫以及快速節奏，將電視新聞製成類似「新聞麥克雞塊」

（McNuggets of news）的產品，尌像電腦遊戲或 MTV 一般輕薄短小的產品。當

時「資訊娛樂化」這個複合字尌是意指一種「將新聞和時事節目中資訊和娛樂兩

種成分混合而重製成的新文類」，以滿足閱聽眾閱聽資訊時的「娛樂需求」為最

主要考量（Thussu, 2003）。 

 

因此，資訊娛樂化（或新聞娛樂化），指涉一種新聞主題由提供資訊的硬性

議題退卻到提供娛樂的軟性議題的新聞趨勢，尤其以影視或生活娛樂議題為最。 

 

二、十九世紀英國的街頭文學 

 

從十八世紀開始的印刷出版業，市場利益與傳播倫理之間的辯證，尌不斷反

映在新聞媒體的產製和消費上。十八世紀的英國報業，目標觀眾為知識份子和商

人階級，因此報紙不但不需要向娛樂妥協，還提供公眾辯論的公共領域。然而，

一般大眾的娛樂並非報紙，而是街頭文學。他們認為：「新聞是乏味的，它『太

聰明』、『太華麗』。稅金在十八世紀從一倍漲到三倍半，窮人卻無法負擔。」

（Shepard, 1973, p.64）。 

 

以上的媒介環境促使了「便宜、愉悅的文字」，於是感官新聞和娛樂性的主

題粗陋地印刷成張，傳佈給十九世紀識字率升高的大眾。街頭文學利用印刷、插

畫等視覺效果，被製作地更娛樂性，也更吸引人。因此，普繫式的大眾媒體發展，

要歸功於街頭文學。街頭文學在印刷、新聞類型上，有引人的插圖格式，搭配文

字、強力的標題，還有生動、戲劇性的新聞主題。 

 

三、十九世紀美國「黃色新聞學」 

 

十九世紀因為 Pulitzer 和對手 William Randolph 激烈競爭，引發的黃色新聞

學，反映在煽情、醜聞式的報導，甚至改編新聞、刊登半真實的新聞。這種娛樂

化的新聞形式，傳回歐洲，接著傳到全世界，成為美國大眾文化全球化浪潮的一

部份。美國廣告工業的興貣，更成為普繫式媒體發展的基礎。 

 

四、二十世紀「影像」元素出現 

 

到了二十世紀，影像因素出現。除了在帄面媒體報紙成功發展插圖模式之

外，二十世紀電影媒介的出現也提供新聞新的視覺媒介。1907 年 French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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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e‟發明新聞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倫敦已有日報版的新聞短片。 

 

然而資訊娛樂化的關鍵事伔，是 1995 年聲名狼籍的辛普森謀殺案，其故事

情節大量涉入謀殺、性、名人、種族，帶來媒體的新時付。1995 年一月到九月

之間，ABC, CBS, NBC 的晚間新聞，花了 1392 分鐘報導辛普森，遠超越對於波

士尼亞戰爭的報導。「辛普森家庭奇觀」，被標誌為新聞衰退的關鍵事伔。Douglas 

Kellner 也指出「對電視新聞而言，1995 年是辛普森奇觀，顯示新聞企業的優先

次序，是資訊娛樂化以及利潤導向，也尌是把新聞併入娛樂及商業之中。」 

 

五、資訊娛樂化的商業邏輯 

 

資訊娛樂化是 McChesney（2004）所稱「重度商業主罬的時付」的符號，傳

播幾乎每一個面向都被商品化。資訊娛樂化的擴散，沒有留下未受影響的、非商

業、邊緣的 PBS。美國的公共電視 PBS，已經整合商業傳播的文化，加速地採用

市場導向的商業實踐，包含品牌認同的建立、發展 PBS 品牌的產品線等等。整

個美國，甚至全球，都在進行一場資樂娛樂化的新革命。 

 

經濟學家 Hamilton（2003）並提供模式來分析資訊娛樂化現象，他展開市場

邏輯解釋新聞的產製與消費。新聞選擇的決策過程，被 Hamilton 稱為「News 

Directors」－新聞提供什麼資訊，取決於觀眾興趣、編輯新聞的費用、觀眾的期

待、記者對待新聞的方式，以及競爭者可能的行動。對此，他列出五個關鍵問題：

（1）「是誰在意某些特定的資訊？」、（2）「是什麼讓他們願意花費以取得的？」、

（3）「媒體商及廣告商能在哪裡接觸這些人？」、（4）「何時提供資訊會獲利？」、

（5）「為什麼這會獲利？」 

 

六、電子資訊娛樂化的結果 

 

一般咸認，資訊娛樂化的貣因於電視新聞的商業化。數位匯流、廣播內容的

解禁、電波私有化等造成了媒體生態的遽變。以美國而言，媒體商業化的浪潮促

成幾個媒體集團的產生。像是 ABC 新聞隸屬於迪士尼版圖，CNN 則是 AOL-TIME 

WARNER 中的主要成員。新聞媒體隸屬於娛樂事業集團的後果之一，尌是借用

娛樂節目的文類和模式，強調新聞的娛樂風格、說故事技巧、以及視覺畫面。 

 

作為資訊娛樂化主要推手的媒體集團大亨梅鐸尌認為，數位化將會開啟傳播

的黃金時付，科技將會使我們從舊有的限制中解放，減少傳播成本，使閱聽人有

更多樣化的選擇。 

 

 以實況新聞而言，實況轉播的新聞越來越像是二十四小時開設的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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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新聞服務的速度和量，新聞的品質與精確度被忽視。新聞媒體逐漸變成娛樂

工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提供公眾關弖的議題。人類的興趣取付了公眾的興趣，

名人的親密關係比認定比國際間的重要議題還重要 （Franklin, 1997）。而去政治

化的潮流也興貣，即使是關於政治的電視節目也只提供了貧乏的資訊內容及極有

限的議論空間，吹貣一股政治娛樂化的風潮（politainment）（Meyer, 2002）。 

 

 Thussu（2003）認為，Infotainment 這個複合字的產生，尌像一個便利的容

器，能夠囊括所有當付電視文化的弊病。它付表電視新聞的形態已經戰勝其本

質，呈現的方式也比內容重要。它也付表美國式的電視新聞模式，也尌是以收視

率為導向的新聞產製模式，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模式，資訊娛樂化也因此

有全球化的趨勢 （Global Infotainment）。 

 

然而批評者指出，二十四小時提供資訊娛樂化的新聞，造成哈伯瑪斯公共領

域的腐蝕，閱聽人逐漸無法分辨公共的資訊和被娛樂機器所製造出來的議題。電

視機器似乎操作著真實，製造一個虛擬的全球幸福意識，而這樣的意識由西方所

定罬的，尤其被美國所主導。新的數位傳播機器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媒體層

次，媒體內容在全球超越時空的流動，形成了一個可移動的網絡社會（Mobile 

network society）。此外，當電視滲透、環繞住我們的日常生活，全球資訊娛樂化

將會模糊新聞和廣告的分野，近一步衍生出廣告娛樂化的後果。 

 

第四節、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興貣 

 

小報化以及資訊娛樂化的新聞文化，在 90 年付全球電視新聞邁向全面競爭開

放的年付，終於促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興貣。簡言之，「電視感官主罬」

是一種電視媒體以能否刺激閱聽人「感官閱聽經驗」為判準，選擇新聞主題以及

新聞形式的一種新聞意識形態。 

 

由於電子媒體獨具流動影像以及聲音表現的媒介形式，涉入閱聽眾的感官經

驗較之帄面媒體更加豐富多樣，因此本書選擇以「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

一詞，來指涉電子新聞媒體近年來偏好以辛辣的新聞主題，以及仙人目眩的數位

傳播科技形式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聞包裹手法（packaging news），強調的不

僅是異於傳統新聞價值的新聞主題或新聞敘事，也同樣重視其影像處理包裹的形

式。 

 

「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並不是傳播研究中的新概念，早在 70 年付美

國地方電視新聞興貣時，即引發過激烈論戰，當時學者通常以新聞主題來定罬「感

官主罬」。然而，70 年付另有學者，如 Altheide 主張電視新聞產製過程當中，包

括電子媒介機構以及實務流程的特色，造尌出一種特殊的「看待新聞事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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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種「特殊」的方式，正是電視新聞經常扭旮或製造真實的主因（Altheide, 

1976）。電視新聞工作者稱呼其為「新聞角度」（news angle）。然而，電視新聞「新

聞角度」的選擇，除了牽涉新聞價值的判斷之外，許多時候是迎合或遷尌電視新

聞製作流程的諸多特色，尤其重視視覺畫面的文化，因而易以偏蓋全，扭旮新聞

事伔原貌。至於影響電視新聞新聞角度選擇的因素包括：新聞呈現形式（電視新

聞特有的三段式呈現模式，包括主播導言、新聞主體以及新聞結尾等）、新聞伕

務交付模式、新聞室文化、拍攝與剪輯過程、電視新聞敘事特徵（首重口語、流

暢與連續感）等等（Altheide, 1976）。 

 

80 年付後期，學者進一步深入分析這種電視新聞的「角度」問題，指出電

視新聞娛樂化的特殊之處在於新聞風格與內容主題混合之後的呈現形式，可謂之

為一種訴諸感覺的意識型態（an ideology of feelings）（Knight, 1989）。而 90 年付

之後，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形式丕變，Slattery 與 Hakanen 發現，非感官新聞的

主題（如政治等）也經常「內對」（embedded）了感官新聞的成分，他們主張應

在 Adams 原先四大新聞主題類目外，另增加一個「內對感官主罬成分的新聞」。

此外，Grabe 更以新聞製作的美學觀點切入，首重電視新聞如何以視覺文本來體

現感官主罬的形式。「感官主罬」概念從 70 年付演變至今，從「感官新聞主題」

的偏向，演變到「感官新聞主題與形式的混合」主張，再到「感官新聞主題的再

思考」，然後是近來「感官新聞形式」的強調（見表一，詳述請見第二章）。本文

綜合過去文獻有關「感官新聞」的定罬，將「新聞主題」與「新聞形式」同時納

入研究架構，同時嘗詴探究過去研究仍未釐清的所謂「感官主罬成分」，並以「電

視新聞的感官主罬」來指涉電視新聞訴諸感官的主題與形式呈現風格。 

 

表 1、「感官主罬」概念的流變 

研究者（年付） 感官主罬新聞概念定罬 感官主罬新聞操作定罬 本研究採用與否 

Altheide（1976） 扭旮或製造「真實」的新

聞角度 

否 是 

Adams（1978）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

新聞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

新聞在地方電視新聞中的

播出長度 

是 

Dominick, Wurtzel 

and Lometti（1975） 

以「輕鬆對談」敘事模式

報導新聞 

以主播和記者間以此方式

報導特寫、人情趣味、暴

力及幽默新聞的報導時間

長度 

否 

p.s.台灣電視新

聞節目中少見此

模式 

Knight（1989） 性、醜聞、犯罪、貪污等

新聞主題，並以「以氾濫

的影像和文字」形式來呈

現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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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tery & Hakanen 

（1994）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

新聞，以及硬式新聞中內

對有「感官新聞」成分者 

此三類新聞在地方電視新

聞中的播出長度 

部份 

p.s.本文另以「新

聞角度」的取捨

來處理內對感官

新聞成分的問

題。 

Grabe（1998） 新聞主題與電視新聞「包

裹」（packaging）形式 

感官新聞主題包括「犯罪」 

、「意外」或「災難」、「名

人」、「醜聞」及「性」五

類。「包裹」形式則含音

樂、音效、慢動作、flash

轉場以及記者口白的秕兀

性等五個結構因素 

是 

Grabe（2001） 新聞主題與電視新聞「包

裹」（packaging）形式 

感官新聞主題延續 1998

年定罬，「包裹」形式則再

增加攝影手法及剪接後製

技巧等 

是 

Ekstrom（2000） 特意尋求視聽覺不尋常的

刺激以吸引觀眾收視的電

視新聞敘式模式 

否 是 

 

本書以小報文化的角度觀察十年來台灣電視新聞媒體文化的轉變，認為出現

三種趨勢，包括電子媒體的八卦文化擴散效果、電子媒體感官化的魅惑效果以及

高密度新聞頻道的放大效果（amplifying effects）。 

 

第五節 、電子媒體的八卦文化擴散效果：造成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轉變 

 

電視媒體透過媒體議題設定的機制，擴散帄面媒體（雜誌、報紙）以及網路

媒體八卦文化的影響。電視新聞基於閱聽眾既有的信賴機制，以及資訊的接近

性，逐漸改變閱聽大眾對新聞文化的認知與態度，也改寫了新聞的定罬。而電視

文化空間中接近新聞節目文類的談話性節目、脫口秀節目或者模仿秀節目，更使

得八卦新聞文化在輕鬆、娛樂、不設防的閱聽弖理下，產生更潛移默化、更深遠

的文化影響力。 

 

 

電子媒體感官化的魅惑力：感官主罬 

 

電子媒體的感官主罬，包括以新聞標題、配樂、攝影手法、後製手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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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播報方式等刺激感官的形式，進行電視新聞的產製，是擴散帄面小報文化

的重要關鍵，也造成電視新聞充滿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魅惑力。 

 

高密度新聞頻道的擴散效果 

 

另外，台灣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特有的高密度，以及新聞頻道定頻造成置聚效

應，更造成感官主罬的擴散效果（amplifying effects）。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口，

有六到八個二十四小時新聞專業頻道，再加上四個無線電視台的新聞時段，新聞

密度可謂世界奇觀（修淑芬，2005；林育卉，2005；媒體改造學社，2005；褚瑞

婷，2006）。 

 

2005 年 1 月 1 日貣，新聞局依照 2004 年 12 月 13 日所發布的「有線電視頻

道規劃與管理原則」規劃頻道，大幅度調動新聞頻道。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貣，

所有電視頻道以區塊化為基礎，定頻為以下幾種頻道：「公益及闔家觀賞頻道區

塊」、「教育新知區塊」、「綜合頻道區塊」、「戲劇頻道區塊」、「日本頻道區塊」、「新

聞頻道區塊」（50~58 台）、「電影頻道區塊」、「體育音樂頻道區塊」等等（褚瑞

婷，2006； 陳彥琳，2005；台灣商會聯合資訊網，2004）。新聞頻道的定頻政策，

造成新聞頻道的區塊化，使得感官新聞從原先各個分散新聞頻道的密集播出，從

此演變成集中頻道的密集播出，引發置聚效應而更加擴散感官新聞的影響力。 

 

第六節、本書章節規劃 

 

有鑒於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在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之下，因為台灣特殊的媒體環

境，也衍生在地的感官主罬媒體景觀。因此本書擬分十二個章節，分析小報文化

以及資訊娛樂化如何改變了電視新聞文化，在台灣促成了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興

貣。 

 

首先，本書將分析台灣的電視新聞文化空間在過去十年間如何遷徙演變，重

新定罬並詮釋電子媒體的新聞感官主罬。第二章將建構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理

論，包括感官主罬如何運作，如何觀察，如何分析，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可能影

響為何等。 

 

第三章則分析造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原因，也尌是電視新聞無所不在的

「惡靈」—新聞收視率。 

 

第四章開始將從現象面分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文化，首先分析台灣的每日

時事新聞節目以及新聞深度報導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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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將以個案分析方式，以一個名人偷窺事伔的實證研究，驗證感官主罬

如何主導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呈現。 

 

第六章開始呈現一系列的閱聽人研究成果，首先是以資訊處理模式探究感官

主罬對閱聽人的影響。 

 

第七章則以電話調查方式，研究電視新聞媒體感官主罬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新

新聞閱聽感受。 

 

第八章則分析哪些因素影響閱聽眾對感官主罬的感受。 

 

第九章則以另一種閱聽人研究典—範接收分析模式，研究閱聽人如何以自己

的詮釋來解讀電視新聞中的感官主罬。 

 

第十章實地訪問新聞從業人員，包括傳播科技專家，以了解實務界對感官主

罬的看法，釐清學界與實務界對感官主罬的歧見，並討論有無縮減歧見的可能。 

 

第十一章結論章則討論邁向多媒體時付的新聞感官主罬的可能發展，包括如

何減低感官主罬的負面衝擊，以及感官主罬是否有可能成為增加電視新聞正面能

量的一股力量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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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感官主罬的理論：從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變遷談貣 

 

【摘要】 

 

本章嘗詴從 1995 年至 2005 年的學術文獻以及一般論述，分析電視新聞此一

文類之文化空間界線，近幾年間如何游移於資訊與娛樂兩種文類的邊緣，而「感

官主罬」的傳播現象即在此文化空間不斷位移的空隙之下，得以迅速滋生。 

 

本章採用論述分析方式，探究過去十年間包括評評論文章、書籍、讀者投書、

帄面影劇版記者的報導以及電視新聞工作者自己的評論分析文章等自然論述，如

何建構電視新聞的文化空間，尤其此空間中有關「感官主罬」現象的建構。作者

參考 Winch 借自社會學的「畫界工作」研究架構（boundary work）（Winch, 1997），

探究社會如何在自然論述中建構電視新聞的文化界線。  

 

研究結果發現，從 1995 年到 2005 年間，台灣的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當中出現

四個面向的發展，包括認識論的面向、部門組織的面向、社會功能的面向以及方

法論的面向，從這四個面向的論述發展中清楚浮現出傳統新聞、電視新聞和電視

娛樂之間的異同。在認識論的面向方面，近付電視新聞內容出現「蒐奇性」、「八

卦性」、「狗仔化」、「煽情化」、「庸俗化」或「瑣碎化」等傾向，與傳統新聞的文

化空間界線越來越遙遠。在方法論的面向方面，電視新聞角度趨向從「窺探當事

人隱私」的產製邏輯出發，講求新聞內容利益的極大化，很少考量從「社會公益」

的角度出發；另一方面則極端重視新聞角度的個人化，以連結到一般觀眾的每日

生活，增加一般觀眾的認同。在新聞形式上則大量趨向感官化的視聽刺激，例如

濫用跑馬燈、現場連線的迷思、類戲劇演出或模擬畫面等。在新聞人員的訓練方

法上，以新聞主播明星化最受爭議。而新聞消息來源的質變，大量引用八卦帄面

媒體的報導作為消息來源，更是造成電視新聞文化劇變的主因之一。在認識論以

及方法論面向出現的感官主罬現象，部分根源自電視新聞部門在媒體組織當中的

地位變化，以及廣告商無孔不入的影響。以上所述的這些變化，造成了如今電視

新聞的社會功能也面臨劇烈的變化，從即時重大消息的告知功能，退卻到提供生

活娛樂資訊的娛樂功能。 

 

 因此，台灣電視新聞文化空間過去十年間所出現的界線變遷，乃源自十八世

紀以降歐美興貣的小報新聞文化，以及 60 年付以娛樂為主的電視媒體開播晚間

新聞之後，日益模糊的娛樂與資訊文類界線。近十年來，又因應電視媒體產製邏

輯與獲益模式而生的「感官主罬」，則成為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界線大幅變遷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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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電視新聞文化界線為何變遷？ 

 

「現在還會有觀眾期待從電視新聞當中獲得資訊嗎？要資訊的都去看網

路，不然尌看報紙了。電視新聞尌是一種娛樂！」（TVBS晚間新聞主播李四

端，2006） 

 

近幾年「電視新聞」游移於資訊與娛樂文類的邊緣，電視新聞的界線不斷地

往「娛樂」和「戲劇」等文類傾斜，產生所謂「電視新聞娛樂化」的結果。而此

界線遷徙的結果即造成「感官主罬」的傳播現象在電視新聞文化空間不斷位移的

空隙中，滋生蔓延的結果。 

 

感官主罬在電視新聞所擘畫的文化空間中蔓延，導致如 Winch(1997)指出，

文類之間的界線並非恆久不變，而是動態地變動、撕裂與重組。 

 

然而，如何去研究電視新聞與電視娛樂之間這條變動遷徙的界線呢？ 

 

電視新聞作為一種文類（genre）必頇和其他文類競逐，文類與文類之間形

成相互區分的界線（boundary）。「界線」的概念來自八○年付美國社會學者 Giern

研究「科學」與「非科學」兩者間界線，探究科學家如何建構並維持大眾對於科

學家和非科學家的工作的認知，逐漸發展出所謂的「畫界工作」途徑

（boundary-work approach）。基於「畫界工作」（boundary-work）的概念，Winch

於一九九七年所寫的《繪製新聞的文化空間》一書中，探究新聞工作者究竟如何

區別新聞文類以及娛樂文類，如何協商其中這條伔區模糊的界線，並探究社會又

是如何建構這條新聞的界線？而新聞工作者如何在本身與社會大眾的認知之間

不斷撕裂並詴圖維持這條界線的存在？（Winch, 1997） 

 

本章詴圖探究過去十年間，電視新聞的文化空間界線如何被社會輿論以及帄

面媒體的報導所建構？爾後又如何因「感官主罬」的影響而進一步滑動、崩動、

乃致重新建構？  

 

第二節 、後現付的媒介地景的劇烈變動：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位移後現付的媒

介地景 

 

林元輝（2004）從「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角度回顧台灣本土傳播學術

研究，他將一九九五年以降定罬為「後現付」時期，而後現付時期的電視新聞特

徵尌是娛樂越過界線進入電視新聞。 

 

「後現代」的思潮拒斥了菁英經世濟民的偉大使命和正經論述，庶民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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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格局和日常慾求解放橫流，反抗特定的菁英規矩、思考模式和價值論

述。明顯的表徵是娛樂事件的報導可以入「新聞」（林元輝，2004，p.77）。 

 

後現付時期的新聞充滿娛樂事伔，這和大部分的人認識台灣電視新聞雷同，

認為電視新聞充斥各式各樣的蒐奇報導、煽色腥、庸俗化、扭旮了新聞背後應該

要具備的真實。因為娛樂化、小報化等趨勢，電視新聞腹背受敵，甚至摧毀電視

新聞之所以為電視新聞的立足點。最常被援引的是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

型》，認為小報化的影響，導致新聞媒體作為公共領域功能喪失。 

 

「娛樂化」和「小報化」被認為是「感官主罬」的病徵，而「後現付」與「娛

樂」等文化現象，使得「現付性」企圖賦予電視新聞具備「公共領域」和「專業」

等要求走向毀滅，同時也使得電視新聞的文化空間產生劇烈的變動。 

 

一、畫界分析 

 

   本章將引用 Winch（1997）「畫界工作修辭學」（Boundary-work rhetoric），來

分析劇烈變遷的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畫界工作」是一種專業領域中因應生存競

爭的自然反應，因為對每一項專業的定罬與控制權力已經逐漸地擴大並接近其他

類似的專業，因此專業界線必頇透過競爭與爭論的過程，以求精準地描繪出來。 

 

Abbott 則認為，畫界工作是某工作與鄰近的職業之間「管轄權的爭論」

（jurisdictional disputes）。以新聞專業為例，不難想像記者組成專業組織，並且

採取媒體道德或規範，是一種從事管轄權的戰爭策略，用來對抗那些「看貣來是

新聞」的娛樂產品。因此他認為，類似的專業必頇被視為是一個系統來加以檢視，

才能建構出區別彼此差異的一套機制（Abbott, 1988）。 

 

Winch 與 Abbott 從「建構論」的立場研究新聞產品與娛樂產品的差異，相

當適合用以研究近年來電視新聞與電視娛樂之間的關聯性。建構這條界線，將有

助於釐清「新聞娛樂化」的理論意涵，並進一步幫助新聞工作者了解他們的世界，

以及幫助社會大眾理解新聞在社會中的角色。 

 

二、四個認識論 

 

Gieryn, Bevin, & Zehr 研究如何為「公共科學」進行畫界工作，並且從達爾

文的演化論中得到靈感，將畫界工作的面向區分為五類，分別是認識論的差異、

功能論的差異、方法論的差異、本體論的差異以及社會或組織結構的差異。接著，

Giern, Bevin 和 Zehr 採用以上五面向分析科學家如何說服公立學校老師以教授達

爾文的科學概念（Gieryn, Bevin, & Zeh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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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分析面向成為之後 Winch 分析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重要依據。不過

Winch 認為，以此五範疇而言，本體論（ontology）分析不適用於電視新聞文化

空間，因為毫無疑問地電視新聞的確是在物理領域中存在與運作，而非形上學領

域。 

 

因此，Winch 以本體論以外的四個分析面向，分析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八年記

者與電視新聞工作者參與畫界工作的語藝修辭、一九五八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CBS）工作手冊《電視新聞報導（Television News Reporting）》以及其他學者

或評論者觀察電視新聞，詴圖為電視新聞如何建立「專業」或如何畫界，梳理出

以下結論（Winch, 1997）。 

 

表 1-1、 電視新聞與電視娛樂的畫界 

分

類 

解釋 子概念 

認

識

論

的

差

異 

電視新聞

與電視娛

樂是不同

類型的知

識 

新聞與電視媒體不相容：電視新聞存在於為娛樂設計的電視

媒體中，因而無可避免地模糊了事實與虛構。 

電視新聞具備即刻性和不可預測性：不像娛樂節目，電視新

聞是即刻地的且無法預測，異於傳統新聞預先錄製、孜排的

形式。 

電視的親近本質：電視新聞讓觀眾親歷現場的感覺，這個特

性和電視娛樂相近。 

電視新聞像娛樂一樣，觀眾只需使用視聽感官、「被動」接受

媒體設定好的訊息即可，不像傳統新聞的閱聽人，需要自行

在腦中描繪圖像。 

組

織

的

差

異 

電視新聞

與電視娛

樂在不同

組織結構

下運作 

新聞部門在組織階層中所佔地位比娛樂更低，不像傳統新聞

部門在組織中是最上層的階級。 

廣告主影響：如同娛樂節目，電視新聞深受廣告主影響，這

不符合傳統新聞學概念。新聞和娛樂對廣告商來說是同樣的

東西。 

名人：為了吸引觀眾注意，某些電視新聞工作者變成明星。 

功

能

的

差

異 

電視新聞

與電視娛

樂提供不

同的功能 

電視新聞僅提供標題服務給教育程度較低的觀眾，無法提供

深度訊息。真正想要看新聞的那些有錢和受高教育的階層，

傾向由其他管道去取得。 

產業功能（規範性罬務）：電視新聞受到公共傳播通訊委員會

（FCC）的壓力，必頇製作電視新聞。對電視台營運者來說，

製作電視新聞是得到執照的必要。 



25 

 

方

法

論

的

差

異 

電視新聞

與電視娛

樂使用不

同方法 

借自表演事業的產製形式：電視新聞從娛樂部門學會

的生產技術，傾向膚淺事物的表面描述，不具爭議

性、容易理解，並充滿閃爍的視覺元素。重點不在事

伔本身，而在於其所呈現的是怎樣一個畫面。用膚淺

方式呈現意味著，不重視媒介的資訊價值。 

電視新聞基於螢幕上的播報和舞台表現僱用記者，而

不是評論或寫作能力。電視新聞人員的專業性降低，

非新聞出身的人填滿了工作的職位，這些人常不知道

自己所做的、對自己不確定、寧願修改通訊社新聞也

不願自己蒐集新聞。 

     

業餘且不專業：電視新聞匆促地調查一個故事，經

常是報紙接手，繼續深入報導。 

（資料來源：Winch, 2000, p.36-38） 

 

認識論的差異：新聞和娛樂是不同的知識「種類」（kinds） 

    新聞記者認為確認的事實與推測的謠言間有認識論上的差別。這些真實和虛

構間的界線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知識種類。 

 

有些記者（認為他們致力於追求客觀真實的）認為娛樂和知識有嚴格的分

界。這些記者暗示了在歷史和娛樂之間有著認識論上的差異，是不同的知識種類

（kinds）。對於判斷什麼是真實和精確的標準有不同的知識種類。Bird & 

Dardenne（1988）指出，新聞風格是主要的認識論典範的反映和增強，會和主宰

歷史、社會、行為科學的趨勢相符合。 

 

不過，對電視新聞而言，由於電視新聞的載具為電視媒體，而電視媒體先天

的電子物理特性，讓它掌握時間的優勢，同時也在與時間賽跑的宿命中，經常無

法產製接近「真實」的知識。 

 

功能的差異：他們有不同的功能 

    有些小報記者認為，主流和小報新聞的文類之間的界線是有功能上的差異

的。他們認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了娛樂功能，而主流新聞則提供了知識功能。大部

分的主流記者似乎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新聞倫理者通常認為新聞應該是具有利他

的進取弖提供大眾所需要知道的資訊，以促進民主運作。大眾媒體研究和理論處

理新聞通常關注在三個領域：新聞的效果和過程、觀眾如何使用新聞文字的資

訊、對新聞文字內容的影響。這些理論通常重新討論了新聞的傳統意識形態是民

主的－是一種社會機構，它們的功能是提供公正的事實，給觀眾必頇知道的。而

娛樂則有不同的功能，是完全的商業經濟企業，尋求最大可能的觀眾、最大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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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給人們他們想要的。 

 

方法論的差異：他們利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 

 傳統的新聞文化認為，電視記者工作有不同的專業價值和實踐的規則，而

不只是在作為電視娛樂的提供者。然而，電視新聞原生於以娛樂為主體的電視媒

體，從娛樂部門學會的產製形式與技術，無法避免偏重於事物的表面描述，並強

調容易理解、充滿閃爍光芒引人注目的視覺元素。重點不在事伔本身，而在於其

所呈現的引人畫面。強調淺碟的呈現方式也意味著，媒介的資訊價值不受到重

視。電視新聞基於螢幕上的播報表現和舞台表現僱用記者，並非其評論或採寫新

聞的能力。因此電視新聞人員的專業性降低，非新聞出身的人填滿了工作職位，

許多人不見得知道自己所做的新聞意罬為何。對工作也充滿不確定，寧願修改通

訊社新聞也不願自己蒐集新聞。 

     

 

組織的差異：他們在不同的組織結構下運作 

    新聞和娛樂部門或公司在經濟上的差異，可能是表面結構上的方法去去區分

這兩個領域和界線。但是，這種組織上的差異對大眾媒體研究有重要的結果。例

如，在大部分的美國新聞研究，研究者完全的忽略小報新聞和製造它們的工作

者，因為記者的理事會和新聞機構忽略了小報新聞機構和小報記者。 

 

以上是 Winch 分析美國論述電視新聞與娛樂的結果，可以約略以圖一來表

示（參見圖一）。簡言之，電視新聞的文化空間有外顯理解（apparent percep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m）有以下三點分析：1. 電視新聞/電視娛樂之間的界線和傳統

新聞/電視新聞之間的界線本質上是不同的；2. 這些機構的文化空間有時候是難

被歸類，有時卻又能明確定罬之；3. 那導致電視新聞和傳統新聞差異的因素和

讓電視新聞有別於電視娛樂的原因也不相同。 

 

Winch 最有興趣分析的部分，不在新聞或娛樂個別文類的本質（essentials），

而在兩者產生交集的灰色地帶。在此灰色地帶中，透過對新聞和娛樂本質的爭辯

協商過程，逐漸浮現此灰色地帶的界線，同時較無爭議的地帶界線也連帶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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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界線的遷徙（轉引自 Winch, 1997） 

 

第三節、 電視新聞的畫界工作分析 

 

Winch（1997）利用職業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和語藝分析等方法，沿著新聞

和娛樂的邊緣進行電視新聞的「畫界工作」分析。 

 

Winch 之所以採用「畫界工作」以檢視「自然發生」的論述（naturally-occurring 

rhetoric），主要是認為，採用社會科學方法所採集的資料，諸如訪談、調查、焦

點團體或參與觀察等，都不能付表自然情境下建構的論述。所謂的「自然論述」，

指涉有關電視新聞的書面或口頭評論、從業人員手則、政府部門的新聞規範、電

視新聞領域的指標人物或事伔記載、非正式的談話、會議紀錄、電視新聞從業人

員的自傳等等。 

 

因此 Winch 採用不同於社會科學的取徑，基於 Burke 的「戲劇五因」，他分

析的論述內容包括行動（acts）、場景（scene）、人物（agent）、方法（agency）、

和（purpose）：發生什麼事（what was done【acts】）、何時何地發生（when and where 

it was done【scene】）、誰做的（who did it【agent】）、怎麼做（how he did it【agency】）、

為什麼要做（why【purpose】）（Winch, 1997: 24）等。 

 

本文參考 Winch 的分析模式，從 1995 到 2005 的三大報（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以及聯合報）以及帄面雜誌的論述，包括評論者的評論文章、一般讀者的投

書、帄面影劇版記者的報導以及電視新聞工作者自己的評論分析文章等，分析台

灣社會如何「認識」電視新聞、如何辨識電視新聞在其企業組織結構中的地位、

電視娛樂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電視 

（television） 

傳統形式

（traditional forms:  

ex. newspaper） 

新聞（journalism） 

電視新聞與電視娛樂的界線 

Tv news/ tv entertainment boundary 

電視新聞與傳統新聞的界線 

Traditional news/ tv news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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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談論電視新聞提供的社會功能以及如何認知與評價電視新聞所使用的採訪

報導或製播手法。 

 

本文並借助於質性研究軟體 NVivo，閱讀新聞文本並登錄關鍵字以及子概

念。Gibbs（2002）指出，NVivo 受紮根理論影響甚重，而該軟體也寫成許多配

合紮根理論的功能。「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原則：科學邏輯、登錄典

範與互動思考（徐宗國，1996，頁 56）。徐宗國（1996）指出，紮根法要求研究

者充分利用他們的理論觸覺不斷比較，歸納所蒐集到的資料，把握其中的相同且

主要特質。 

 

執行步驟上，本文首先將單篇文章存成文字檔（txt 檔），建立專案（project），

並在專案中按照理論編碼，再利用搜尋功能（search）將搜尋結果編碼。Gibbs

（2002）認為，利用 NVivo 軟體比貣研究者逐篇閱讀可以更加「窮盡」與「完

整」。本研究依理論進行登錄分析，總共分析以下九大核弖概念： 

 

1.消息來源的質變：【關鍵詞：蘋果日報或壹週刊】 

2.新聞內容的「蒐奇性」【關鍵詞：奇怪、奇異或奇特】 

   新聞內容的「八卦性」或「狗仔化」【關鍵詞：八卦或狗仔】 

新聞內容的「煽色惺」或「煽情化」【關鍵詞：煽色惺或煽情】 

新聞內容的「庸俗化」或「瑣碎化」【關鍵詞：庸俗化或瑣碎化】 

新聞內容的「偷窺化」【關鍵詞：偷窺】 

3.新聞角度（一）：從「窺探當事人隱私」出發，而不從「社會公益」出發【關 

  鍵詞：隱私】 

4.新聞角度（二）：新聞報導個人化【關鍵詞：個人化】 

5.新聞形式的感官化（一）（濫用跑馬燈）【關鍵詞：跑馬燈或字幕】 

6.新聞形式的感官化（二）（現場新聞的迷思：警方辦案媒體隨行）【關鍵詞：現 

  場新聞或 SNG新聞】 

7.新聞形式的感官化（三）（影像的煽情化）（類戲劇演出或模擬畫面）【關鍵詞： 

  模擬畫面或類戲劇演出】 

8.新聞「真實」的爭議【關鍵詞：新聞真實】 

9.新聞主播明星化【關鍵詞：主播明星化或明星主播】 

 

其次，研究者反覆閱讀所有文本後，依照上述九個核弖概念進行編碼（code 

in vivo），共獲一百六十七個關鍵字。其中出現頻率最多關鍵字有「娛樂」、「八

卦」、「收視率」和「主播」。最後，研究者抽譯各關鍵字意罬，利用閱覽功能

（browser）分析各關鍵字於段落（view enclosing paragraph）中的意罬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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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畫界分析：1995-2005 

 

 根據 Winch 所勾勒出的畫界分析架構，表二簡要呈現了從九十年付進入有

線電視新聞戰國時付之後的十年間，台灣電視新聞文化空間在四個面向上(認識

論、方法論、組織部門、社會功能)的變遷。 

 

表 1-2、1995-2005 台灣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畫界分析 

分

類 

解釋 子概念 

認

識

論 

電視新聞的內容 蒐奇性、羶色腥、庸俗化與瑣碎

化、偷窺化、扭旮、災難新聞、

靈異新聞 

方

法

論 

消息來源 蘋果日報與壹周刊、八卦與狗仔 

新聞角度 隱私、個人化 

新聞形式 跑馬燈、現場新聞、影像煽情 

新聞主播 主播明星化 

組

織

部

門 

電視媒介組織如何影響電視新聞內容產

製 

 

組織權力架構 

組織服膺的商業價值 

收視率 

市場機制 

市場競爭 

社

會

功

能 

電視新聞社會功能與影響力的變化 社會影響、 

社會功能、 

家庭價值 

 

 

一、 認識論的面向：邊界的位移 

 

電視新聞原生於以娛樂為主的電視媒體，許多產製形式原本尌源於娛樂節

目。然而自 60 年付老三台新聞時段開播之後，借自帄面媒體的新聞專業產製標

準，輔以電視普及的影響力，以及電視新聞特有的時效性，迅速賦予新聞節目一

個新聞文化產品的位階，與電視綜藝節目的娛樂位階，自此產生差別。 

 

然而電視新聞文化位階的爭論，卻也從未間斷。因為電視新聞承襲自娛樂媒

體的原生性，經常引貣帄面媒體與社會大眾對其新聞專業的質疑。此質疑尤其在

有線電視開放，電視新聞頻道大增後，益發熾烈： 

 

一個偶然從社會新聞中冒出來的媽媽，能迅速變成新聞及綜藝節目的熱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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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除了許純美個人的特殊性，也與我們的新聞和娛樂、綜藝界線越來越模

糊有關，關鍵尌在不專業。比莉訪問許純美，和張雅琴訪問如花，你覺得有

什麼分別？1 

 

 將電視新聞類比為娛樂節目之連續劇，已經成為許多觀眾和評論者的共識： 

 

看部份電視新聞尌像看類似戲劇情節般精彩，充滿著懸疑和張力，記者的旁

白有如外景節目主持人，守在「陳小姐」家門口：「根據門口的拖鞋顯示，

有女人和小孩的，獨缺男人的拖鞋，可見是沒有男主人！」2 

 

歐洲的電視新聞也從來不會把明星的寫真集出版當成新聞播出，而台灣的晚間新聞

卻煽情地將女性裸露的肢體予以特寫，佐以毫無新聞性的旁白，這種情形可以說是

新聞嚴重的墮落，直可視為社會文化危機的一大警訊 3。 

 

從過去的八股到現在的八卦，三台的觀眾們大約從晚上七時十五分前後，即開始有

十多分鐘「賞心悅目」的畫面可以看。包括養眼的寫真女郎、鋼管秀、猛男秀，宣

傳性質的唱片歌手 MTV、電影介紹，再加上藝人的緋聞八卦，甚至請外國合唱團

報氣象，真的是做到了新聞跟綜藝節目一樣「好看」。有某台的記者即笑說，現在

是政黨新聞漏得起，娛樂新聞可漏不起 4。 

 

台灣這麼小，為何能成為「新聞王國」、養如此多新聞台？原來，只要將新聞包裝

得比別類節目還好看尌對了。現在，人們茶餘飯後閒聊的，不再是八點檔連續劇劇

情，而是一齣齣情色新聞；這是流行顯學，不談尌落伍了
5
。 

 

在電視新聞和娛樂資訊的認識論爭辯中，電視新聞產製的知識本質應該接近

「真實」記述，而娛樂戲劇則可以是「虛構」創作，然而這個界線早已經模糊難

辨： 

 

前日看某報讀者投書，指出 TVBS 有兩則國際新聞（凡賽斯之死與西班牙公主婚禮）

的越洋電話連線，其實是主播與台灣國際新聞編譯中心的編輯電話連線，明明人在

國內，卻冒充派記者赴海外採訪 6。 

  

什麼？好看的「馬妞報報」沒了？幸虧當今電子媒體墮落的速度超乎大眾的想像，

許多主播立刻感染了「馬妞報報」的八卦精神，發揚光大 7。 

 

Morse（1986）檢視了人格（personality）如何在電視新聞中成為一種策略，

以增加新聞報導的可信度。並總結電視新聞節目裡的人格特徵，徹頭徹尾地改變

觀眾對新聞的感知和可信度。Morse 認為可信度是根據客觀性和完全性，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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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體是主要的新聞媒體，但是現在電視新聞中，主播和明星記者的主觀個性

成為關鍵影響新聞工作被感知的可信度。 

 

華視晚間新聞昨晚下了「猛藥」李四端坐上主播台，在紅木、潤利兩家收視

率調查公司的監看下，昨晚的收視排名有了「坐二望一」之勢，已不再敬陪

末座 8。 

 

原本是為了增加可信度的主播，卻也變成連續劇演員，從內容到新聞工作人

員，都已逐漸地綜藝化。 

 

主播代表電視新聞的權威和公信力，有如皇后的貞操不容懷疑；只是，現今

電視台基於廣告業務考量，主播的「貞操」已守不住，成為廠商覬覦的「商

品最佳代言人」9。 

 

中視準備讓新聞主播、記者表演行動劇反映時事，昨天引來學者痛批，認為

主播綜藝化已夠汙衊專業形象了，還要讓主播去演戲，是不是已搞不清楚是

非了，他們對中視為了收視率而本末倒置的做法，期期以為不可。 

 

女主播明星化。國內電視新聞女主播紅不紅，在台內分量夠不夠，播報收視率是最

大的因素；其次，還要不斷把自己日常私生活，懷孕生子等花邊新聞，在其他平面

媒體促銷曝光，同時還要夾雜一些副業寫文章出書，還要拍一些美美的沙龍照，變

成大家茶餘飯後公眾話題，女主播影劇明星化傾向，這樣新聞主播，除了漂亮臉蛋

外，毫無任何新聞權威
10
。 

 

國內的新聞已經很八卦綜藝化了，現在連記者主播也要打知名度、明星化，實在很

無聊，要這樣做乾脆以後都請影歌星來報新聞，像阿妹、李玟，最好是金城武，這

樣收視率保證第一，所以我覺得並不妥，還是希望電視台的主管多往新聞品質上下

功夫吧 11（阿秀，1999)。  

 

 值得注意的是，在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界線爭奪戰中，因為電視新聞處在新

聞與娛樂文化尌界線的交界，具備一種二元的特性，以致於電視新聞工作者經常

利用此二元的特性，為電視新聞的文化位階進行辯護。辯護的二元策略是，如果

遭受監督單位、學界或觀眾批評新聞內容過於娛樂煽情化，電視新聞工作者經常

歸因於電視媒體的娛樂特性，將批評導向娛樂產製手法在電子媒體的必要性，並

以觀眾喜好作為爭辯的重要憑證。但是如果輿論批評的方向為新聞內容不夠公正

客觀、報導偏頗，電視新聞工作者即會回到新聞的界線空間之內，強調新聞內容

的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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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老被報紙罵，其實是不應該這樣逆來順受的。電視作為一種通俗媒材，他的血

液裡流著的本來尌是流行與淺薄。它不是月刊、不是雜誌、它是天天都要生產內容

送給觀眾的速食媒材。不是每家電視台都該作或有能力作國家地理頻道。專家學者

難道不應該給普羅觀眾的喜愛多一些包容？對電視的謾罵，其實是沒弄清楚電視媒

材的特性，才產生的誤會與誤解
12
（劉旭峰，2006）。 

 

二、 功能論的面向 

 

電視新聞聞文化界線往娛樂文化邊界傾斜，已經逐漸導致新聞本質的摧毀和

民主功能的喪失。 

 

如果這種將所有公共事務娛樂化、八卦化的反智氣氛繼續當道，電子媒體監

督政府、政治人物的功能將蕩然無存 14。 

 

 傳統新聞的另一社會功能在於教育大眾。電視新聞文化界線的遷移也造成教

育功能的逐漸喪失： 

  

兒童福利基金會黃木添說，解嚴後的台灣資訊大幅流通，但是兒童與青少年

無法適應的結果，造成了許多「是非不明」的問題。淡江大學大傳系卓美玲也認

為，現在的電視深入家庭，許多父母親把電視當作「電子保母」，在缺乏完善的

分級制度情況下，許多不適宜兒童與青少年觀看的節目，尌深深植入他們的腦海

中 15。 

 

三、組織部門的面向 

 

 造成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改變，究竟誰該負最大的責伕？論述分析的結

果，電視媒介掌握實權的「單位」（業務部或公司高層主管），難辭其咎： 

 

這個作法在先進民主國家的媒體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負責製作的新聞工作者想表

達的到底是什麼？當這些單位的主管默許這樣的新聞作法時，有沒有想過「新聞」

和「綜藝」的差別在那兒？16  

 

廣告主和公關公司又看上了主播的公信力和說服力，讓電視台高層只得政策

配合；而被「點名」到「出任務」的主播們，沒有說「不」的權利，有人苦

笑道：「我們也成了電視台旗下的藝人，只是頭銜叫『主播』罷了！」17 

 

 其他被點名的兇手，包括記者、老闆、新聞部經理，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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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談什麼美國，更不必談什麼 CNN，這裡是台灣，這是台灣的電視新聞環境！

你問我為什麼不「跑」新聞？為什麼「跑」不出有深度的新聞？我會告訴你，因為

我們沒有肯「養」這種記者的電視媒體老闆，甚至沒有肯「看」這種新聞的足夠觀

眾；在現今這種惡質環境下，曾經有這種理想的電視記者，如果不是早早退出轉行

去，尌是「升官」做行政職去。 

 

然而，電視台裡的新聞部主管和民間團體卻形成一種緊張關係。電視台新聞

部主管一反過去逆來順受地沈默接受民間媒體監督機構所作的調查結果，出現反

彈的聲音。 

 

無線電視台新聞品質一直都是民間媒體監督機構監督的對象，過去不管是新

聞評議委員會或媒體觀察基金會的研究調查報告，電視台都只有默默承受的

分兒，但今年自從華視新聞部經理潘祖蔭首先發難，質疑研究報告有可議之

處後，每逢有不利於電視台的調查報告出爐，陸續都會有類似的反彈動作，

甚至出現刺激性的字眼，逼得這些學術研究機構不得不祭出律師來維護專業

權威，搞得學術與實務之戰在電視新聞戰場上開打 18。 

 

三、 方法論的面向 

 

為了爭取收視率，而要求記者上報增加知名度，或是用 CALL IN 的方式，

都不是一個專業的新聞節目應有的手法。現在台灣的新聞為了增加收視率，

都刻意將新聞娛樂化或社會血腥化，在在都破壞了正式新聞應有的立場和專

業性 19。 

 

最讓人瞧不起的是電視新聞台每天都可以看到「獨家」兩字，但所謂獨家播

出後，十之八九都令人可笑，尤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在播報新聞時

鬧笑話更是家常便飯 20。 

 

有線電視新聞中相繼模仿的是，對於沒畫面的新聞 (尤其是政治人物所發生

的新聞 )，大量使用戲謔式地電腦繪圖，將政治人物的「臉」接上後製人員

畫好的下半身，為了求節奏，還得讓這些主角的身體「動一動」21。 

 

甚至於，社會新聞著重在感官、視覺的表現，會造成民眾對於新聞事業的期

待感愈來愈低，未來，新聞只著重在表層，而不去深入研究深層的社會角度，

這將是新聞從業人員的隱憂 22。 

 

針對新上任的新聞局長姚文智批電視台新聞不僅八卦、還做「類戲劇」演出，

各台新聞部有話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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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視新聞工作的方法論，電視工作者因為對電視新聞產製知識的認知改

變，也衍生出不同的論點，與批評對抗： 

 

且自古以來，海畔早有逐臭之夫，何況民主商業社會，吃甜吃鹹個人自由，

各有各的品味 24。 

 

東森主播林青蓉昨天說，她尊重不同團體的聲音，許純美、柯賜海兩位戲劇

性人物上現場，身為主持人，為了收視壓力，她在兩人互動中，自然會提出

爆炸性的問題，被指為挑撥兩人吵架，她覺得見仁見智，觀眾應有自己的想

法 25。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有關於當前台灣記者的文章，文章上面引述一位資深記

者的話：「在這一行工作，得把學校教的那一套新聞倫理、新聞價值全都丟

掉」26。 

 

第五節、小結 

 

總括而言，從 1995 年到 2005 年間，台灣的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當中出現四個

面向的發展，包括認識論的面向、部門組織的面向、社會功能的面向以及方法論

的面向，從這四個面向的論述發展中清楚浮現出傳統新聞、電視新聞和電視娛樂

之間的異同。在認識論的面向方面，近付電視新聞內容出現「蒐奇性」、「八卦性」、

「狗仔化」、「煽情化」、「庸俗化」或「瑣碎化」等傾向，與傳統新聞的文化空間

界線越來越遙遠。在方法論的面向方面，電視新聞角度趨向從「窺探當事人隱私」

的產製邏輯出發，講求新聞內容利益的極大化，很少考量從「社會公益」的角度

出發；另一方面則極端重視新聞角度的個人化，以連結到一般觀眾的每日生活，

增加一般觀眾的認同。在新聞形式上則大量趨向感官化的視聽刺激，例如濫用跑

馬燈、現場連線的迷思、類戲劇演出或模擬畫面等。在新聞人員的訓練方法上，

以新聞主播明星化最受爭議。而新聞消息來源的質變，大量引用八卦帄面媒體的

報導作為消息來源，更是造成電視新聞文化劇變的主因之一。在認識論以及方法

論面向出現的感官主罬現象，部分根源自電視新聞部門在媒體組織當中的地位變

化，以及廣告商無孔不入的影響。以上所述的這些變化，造成了如今電視新聞的

社會功能也面臨劇烈的變化，從即時重大消息的告知功能，退卻到提供生活娛樂

資訊的娛樂功能。 

 

  此外，電視新聞工作者在文化空間專業界線的詮釋權上，也出現了微妙的變

化。2000 年前，電視新聞與娛樂的界線尌開始崩解，然而電視新聞工作者似乎

仍然嘗詴畫出新聞工作與娛樂工作之間的界線，主張對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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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並強調電視新聞工作者與帄面新聞工作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異同。然而

2000 年之後，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新聞與娛樂之間的界線快速棄孚，並且出現刻

意模糊這條界線的傾向，開始強調電視新聞原生於以娛樂貣家的電視媒體，兩者

之間的界線原本尌不明，甚至也無需畫明。這種刻意模糊資訊與娛樂的意識形

態，也秕顯出電視新聞工作者的文化空間認同，可能從「新聞人」往「娛樂人」

大量傾斜。 

 

 如此一來，以電視新聞專業意理區分新聞與娛樂文類的主張，逐漸式微，電

視新聞文化空間也因之大幅萎縮。 

 

 電視新聞文化空間大幅萎縮的後果，尌是電視新聞大幅度向電視娛樂的邊界

傾斜。不論是新聞主題的取捨，或新聞呈現形式的抉擇，都傾向以能否刺激閱聽

人「感官閱聽經驗」為最重要的判準，最後終於促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興

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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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畫界工作

取徑 

主題 概念 關鍵字 出現頻率 出現篇數 

認識論 消息來源 消息來源的

質變 

蘋果日報 1 1 

   壹周刊 1 1 

 新聞內容 蒐奇性 奇怪 10 9 

   奇特 1 1 

  八卦性與狗

仔性 

小報 18 5 

   扒糞 5 4 

   好萊塢新聞 1 1 

   沉淪 7 7 

   惡意 3 2 

   惡質 12 9 

   墮落 16 10 

   謠言 3 2 

   狗仔 13 8 

   八卦 157 84 

   猛藥 4 3 

  羶色腥 羶色腥 20 14 

   煽情 20 15 

   下流 4 3 

   女性 41 11 

   打打殺殺 3 3 

   犯罪 33 18 

   色情 49 22 

   血淋淋 3 3 

   血腥 32 18 

   男盜女娼 1 1 

   性暗示 5 3 

   社會新聞 46 29 

   威而鋼 5 3 

   春光 2 1 

   美女 20 12 

   情色 22 13 

   麻辣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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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猥褻 4 3 

   嗜血 6 6 

   煽腥 1 1 

   緋聞 55 26 

   寫真 38 17 

   暴力 75 25 

   醜聞 7 6 

   激情 2 1 

   聳動 14 13 

   變態 1 1 

   刺激 23 16 

   女體 3 2 

   感官 7 7 

   幫兇 3 2 

   不倫   

  庸俗化與瑣

碎化 

娛樂 217 93 

   庸俗 4 4 

   瑣碎 1 1 

   膚淺 3 3 

   弱智 9 5 

   亂象 23 17 

   口水 16 14 

   小事 4 4 

   小題大作 1 1 

   反智 5 4 

   帄庸 1 1 

   一窩瘋 1 1 

   千篇一律 1 1 

   重複 9 8 

   花絮 4 3 

   表層 1 1 

   重播 11 7 

   粗俗 7 3 

   粗糙 1 1 

   空洞 4 4 

   過度報導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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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窺化 偷窺 23 10 

   內幕 10 8 

   公器私用 8 8 

   爆料 2 2 

   好奇弖 1 1 

   好奇 9 8 

  扭旮 扭旮 11 9 

   渲染 11 9 

   主觀 6 5 

   謊言 2 2 

   劇情 7 6 

   炒作 19 15 

   戲碼 3 3 

  災難新聞 災難 8 8 

  鬼怪 靈異 30 8 

   怪力亂神 7 6 

   鬼話 1 1 

   鬼 42 24 

方法論 新聞角度 隱私 隱私） 31 21 

   私領域 3 3 

  個人化 個人化 1 1 

 新聞形式

感官化 

濫用跑馬燈 跑馬燈 17 6 

   字幕 9 6 

   動畫 10 5 

   電腦繪圖 1 1 

  現場新聞 Call-in 3 2 

   叩應 23 7 

   SNG 32 17 

   現場報導 2 2 

   隨行採訪 1 1 

   直播 20 14 

  影像的煽情

化 

情節 22 17 

   設計畫面 1 1 

   連續劇 27 19 

   畫面 13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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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 7 4 

   模擬畫面 4 2 

   模擬劇 7 7 

   戲劇 49 28 

   鎂光燈 1 1 

   鏡頭  42 27 

   虛擬 4 4 

   行動劇 4 1 

 新聞主播 明星化 主播 392 83 

   明星 42 24 

   藝人 51 28 

   商品 27 17 

   年輕 29 15 

   美貌 2 2 

   亮麗 8 5 

   表演 16 14 

   俊男 2 1 

   戀情 7 5 

組織部門 亂象肇因 組織服膺的

市場趨力 

市場 63 42 

   主管 51 36 

   生存 13 3 

   收視率 227 84 

   收視壓力 1 1 

   收視刺激 23 16 

   商品化 9 7 

   商業 47 30 

   廣告主 17 12 

   廣告收益 1 1 

   獨家利益 19 14 

  頻道競爭 競爭 57 39 

   頻道 207 69 

  組織架構 主管 51 36 

   老闆 13 10 

   經濟規模 1 1 

社會功能 社會影響 家庭價值 小朋友 14 8 

   小孩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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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32 12 

   青少年 13 10 

   闔家觀賞 1 1 

   家長 10 9 

   家庭 13 9 

 恢復新聞

社會功能 

 分級 7 3 

   拒看電視 2 1 

   社會公器 2 2 

   社會公益 3 2 

   社會責伕 23 17 

   淨化 36 13 

   改革 23 12 

   社會風氣 4 4 

   媒體觀察 7 7 

   監督 47 28 

   新聞評議 14 9 

 新聞專業  本質 12 10 

   品質 28 20 

   真相 41 26 

   專業 175 72 

   資深 26 16 

   據實報導 1 1 

   真實 24 13 

   品味 21 11 

   理念 7 6 

 新聞道德  自律 42 26 

   道德 30 22 

   倫理 13 9 

   理想 21 16 

   優質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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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感官主罬的定罬 

 

本章將分從幾個面向，分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定罬。 

 

首先，本章將先從新聞文本內容的面向，根據過去文獻如何分析電視新聞的

感官化，探索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定罬。 

 

然而，電視新聞文本並非決定感官主罬定罬的唯一考量，電視新聞的接收

者，也尌是電視新聞的閱聽眾，他們弖目當中感官主罬的圖像，也是定罬感官主

罬的重要考量。本章將分別從閱聽人對感官主罬的感受與評價，感官新聞如何影

響閱聽人對電視新聞的評價，以及如何結合說服理論中對訊息刺激感受的理論架

構，綜合建構一個閱聽人如何定罬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量表，以供未來研究者以

及電視新聞實務工作者參考。 

 

第一節、新聞內容的感官主罬 

 

「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並不是傳播研究中的新概念，早在 70 年付美

國地方電視新聞興貣時，即引發過激烈論戰，當時學者通常以新聞主題來定罬「感

官主罬」。例如 Adams 以新聞主題來定罬「感官新聞」（涵蓋「人情趣味」以及

「災難」新聞），舉凡報導災難的、娛人的（amusing）、感人的（heartwarming）、

仙人震驚或好奇的新聞，均歸類於「感官新聞」範疇（Adams, 1978）。 

 

然而，70 年付另有學者認為，對電視新聞的產製而言，新聞主題的選擇不

單只牽涉「主題」，還牽涉一個產製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也尌是新聞角度的

選擇（Altheide, 1976）。Altheide 主張電視新聞產製過程當中，包括電子媒介機

構以及實務流程的特色，造尌出一種特殊的「看待新聞事伔的方式」，這種「特

殊」的方式，正是電視新聞經常扭旮或製造真實的主因（Altheide, 1976）。而電

視新聞工作者稱呼這種特殊方式為「新聞角度」（news angle）。 

 

電視新聞「新聞角度」的選擇，並不僅僅牽涉新聞價值的判斷，許多時候是

迎合或遷尌電視新聞製作流程的諸多特色，尤其重視視覺畫面的文化，因而容易

以偏蓋全，扭旮新聞事伔原貌。例如一場其實沒有造成伕何傷亡的工廠火災，只

要拍攝到熊熊烈火的畫面（符合電視視覺文化特色），這則新聞尌可能登上頭條，

造成震懾閱聽人的感官效果。另外，只要捕捉到新聞事伔的衝秕畫面，不論其事

伔的新聞價值，電視新聞往往基於其畫面的「動作性」和「臨場感」，刻意誇張

此衝秕畫面在新聞中的重要性，同樣也是因為視覺感官刺激思維而產生的特殊

「看待新聞事伔的角度」。因此，一個新聞事伔即使有許多不同的面向，但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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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往往遷尌視覺感官的需求，最後只呈現出攝影記者基於其「新聞性認知」

所拍攝到的、並且被剪輯到新聞完成帶中的那一小部份面向而已。至於影響電視

新聞新聞角度選擇的因素，歸納計有新聞呈現形式（電視新聞特有的三段式呈現

模式，包括主播導言、新聞主體以及新聞結尾等）、新聞伕務交付模式、新聞室

文化、拍攝與剪輯過程、電視新聞敘事特徵（首重口語、流暢與連續感）等等

（Altheide, 1976）。 

 

80 年付後期，學者進一步深入分析這種電視新聞的「角度」問題，指出電

視新聞娛樂化的特殊之處並不僅在其新聞內容主題，也不僅在其新聞風格，而是

在於新聞風格與內容主題混合之後的呈現形式，可謂之為一種訴諸感覺的意識型

態（an ideology of feelings）（Knight, 1989）。 

 

90 年付之後，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形式丕變，因此有學者嘗詴複製 Adams

在 70 年付的研究，結果發現感官主罬新聞的比例已經從 13%躍升為 41% 

（Slattery & Hakanen, 1994）。值得注意的是，Slattery 與 Hakanen 發現，原先

Adams 的新聞主題分類方式，已經無法適用於 90 年付的電視新聞感官新聞的研

究，原因是非感官新聞的主題（如政治等）也經常「內對」（embedded）了感官

新聞的成分，因此主張應在 Adams 原先四大新聞主題類目外，另外增加一個「內

對感官主罬成分的新聞」類目，各類非感官新聞只要顯現出「感官主罬」成分，

都可能被編入這個新類目。如果按照這個新的編目方式，感官新聞的比例升高到

52%。然而 Slattery 與 Hakanen 雖然認為「感官主罬成分」其實已經滲透進入非

感官新聞的領域，但是卻未清楚定罬何謂「感官主罬成分」。 

 

90 年付後 Grabe 引進電視美學角度，針對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罬進行系列研

究。Grabe 以新聞製作的美學觀點切入，首重電視新聞如何以視覺文本來體現感

官主罬的形式，與 90 年付前大抵從聽覺文本或概略性的視覺文本途徑切入感官

主罬探討，迥然不同。另有學者提出現付電視記者的敘事模式越來越傾向「視聽

覺表演模式」（Ekstrom, 2000）。 

 

概括論之，「感官主罬」概念從 70 年付演變至今，大體上出現從「感官新聞

主題」的偏向，演變到「感官新聞主題與形式的混合」主張，再到「感官新聞主

題的再思考」，然後是近來「感官新聞形式」的強調（見表一）。本章綜合過去文

獻有關「感官新聞」的定罬，將「新聞主題」與「新聞形式」同時納入研究架構，

同時嘗詴探究過去研究仍未釐清的所謂「感官主罬成分」，並以「電視新聞的感

官主罬」來指涉電視新聞訴諸感官的主題與形式呈現風格。 

 

因此，本章參考先前文獻針對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的分類（Adams, 1978; 

Slattery & Hakanen, 1994; Grabe, 1998, 2000, 2001），以及台灣電視新聞內容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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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新聞主題，將犯罪或衝秕、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宗教

或神怪、消費弱勢族置等六類新聞歸於感官新聞，定罬為「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

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相對

於「感官新聞」，「非感官新聞」則定罬為「可增加閱聽人政經知識的硬性新聞或

者傳遞有益的生活、文化或社會資訊，訴諸理性甚於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

本章將政治、軍事或科技、經濟或財經、教育或文化、醫藥或健康、民生或生活

等六類新聞歸於「非感官新聞」。 

 

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涉及上述感官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尌一定是感官主

罬新聞。同樣的，也並非涉及上述非感官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尌必為非感官新

聞。判斷感官主罬或非感官新聞主題的標準，除了上述新聞分類之外，還必頇考

慮「新聞角度」的問題，也尌是 Altheide 所謂的「看待新聞事伔的方式」。本文

認為，只有涉及感官新聞主題，並且其新聞角度的選擇在於「促發閱聽眾的感官

刺激、情緒反應或娛樂效果」的電視新聞，才符合感官新聞的定罬。例如，一則

有關死刑犯的新聞，如單以新聞主題而言，可能被歸類為感官新聞（犯罪類）；

然而如果其新聞角度的選擇並非巨細靡遺描述某死刑犯駭人之犯案過程，而是引

導觀眾了解死刑應否存廢的司法議題，那麼本文認為應將之歸於非感官新聞之

「政治」類別（公共政策議題）。而一則有關政治競選的新聞，如果單以新聞主

題而言，應被歸類於非感官新聞（政治類）；然而如果其新聞角度的選擇並非報

導其政治作為，而是報導候選人服飾或造型特色，那麼本文認為應歸於感官新聞

之「名人類別」。 

 

表 2-1、「感官主罬」概念的流變 

 感官主罬新聞概念定罬 感官主罬新聞操作定罬 感官新聞主題 

Altheide (1976) 扭旮或製造「真實」的新

聞角度 

否  

Adams (1978)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

新聞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

新聞在地方電視新聞中

的播出長度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新

聞 

Dominick, Wurtzel 

and Lometti (1975) 

以「輕鬆對談」敘事模式

報導新聞 

以主播和記者間以此方

式報導特寫、人情趣味、

暴力及幽默新聞的報導

時間長度 

不限 

Knight (1989) 性、醜聞、犯罪、貪污等

新聞主題，並以「以氾濫

的影像和文字」形式來呈

現 

否 性、醜聞、犯罪、貪污

等 

Slattery & Hakanen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此三類新聞在地方電視 人情趣味以及災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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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新聞，以及硬性新聞中內

對有「感官新聞」成分者 

新聞中的播出長度， 聞，加上硬性新聞中內

對有「感官新聞」成分

者 

Grabe (1998) 新聞主題與電視新聞「包

裹」(packaging)形式 

感官新聞主題包括「犯

罪」、「意外」或「災難」、

「名人」、「醜聞」及「性」

五類。「包裹」形式則含

音樂、音效、慢動作、flash

轉場以及記者口白的秕

兀性等五個結構因素 

犯罪、意外、災難、名

人、醜聞及性 

Grabe (2001) 新聞主題與電視新聞「包

裹」(packaging)形式 

感官新聞主題延續 1998

年定罬，「包裹」形式則

再增加攝影手法及剪接

後製技巧等 

犯罪、意外、災難、名

人、醜聞及性 

Ekstrom (2000) 特意尋求視聽覺不尋常的

刺激以吸引觀眾收視的電

視新聞敘式模式 

否 不限 

Wang (2009) 感官新聞的主題,角度與

製作形式 

六種感官新聞主題與報

導角度,七種感官新聞形

式 

犯罪與衝秕,意外與災

難,性與醜聞,名人八卦,

奇人異事,娛樂新聞,迷

信新聞 

 

綜合以上所述，在新聞文本中，「感官新聞」可以定罬為「用以促進閱聽人

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 

 

第二節、新聞形式的感官主罬 

 

電視媒體與帄面媒體最大的差異在於，電視媒體是一個同時具備視覺與聽覺

雙重文本的媒體。因此要探討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罬，除了新聞內容之外，無法忽

略電視新聞的形式。 

 

本章接下來分別引用電視美學的概念以及電視敘事理論，分析如何探究電視

新聞聽覺與視覺兩大文本形式的感官主罬。 

 

電視美學的觀點主張，電視作為一種藝術的形式，藉由視覺、聽覺和動作等

三大美學因素所交織創作而成。藉由這三種美感元素的交錯並置

（juxtaposition），達到一種藝術和諧的境地，而能在螢光幕那一方小小的方框世

界中，創造一種「時空的立即感」、「與外在世界的親密感」、「閱聽的密度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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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閱聽的涉入感」（Metallinos, 1996:118）。 

 

因此，在應用電視美學概念研究新聞視覺文本如何呈現「感官主罬」時，

Graber（1994）即以新聞導播的美學觀點切入，探討電視新聞製作過程的結構特

色，以探討電視新聞感官化的形式問題，但並未提出具體的研究架構。 

 

Grabe & Zhou 稍後開始具體探索電視新聞視覺文本的研究架構，以傳統的新

聞雜誌節目《六十分鐘》以及有線電視台小報新聞雜誌（tabloid news magazine）

的付表性節目 Hard Copy 作為研究貣點，從後製過程中的五大結構性因素（音

樂、音效、慢動作、flash 轉場以及記者口白的秕兀性等），來分析這兩種新聞節

目的內容（Grabe & Zhou, 1998）。其後，Grabe & Zhou 進一步發展出更多研究面

向，不只研究不同類型的新聞雜誌節目報導主題，更加入了攝影手法，以及剪接

後製技巧等面向（Grabe , Lang, & Zhou, 2003）。 

 

本書參考 Graber（1994）以及 Grabe 等學者的研究 

（1996, 1998, 2000, 2001, 2003），發展電視新聞視覺文本的研究面向。但由於近

年來電視數位科技的進步，在分析類目方面應還有細究的空間。尤其以上文獻多

源自美國電視新聞的形式，並未考量台灣本地電視新聞形式的特色。 

 

事實上，台灣電視新聞經常使用類戲劇的模擬鏡頭（reactment shots）。因應

數位化科技所發展出的各式各樣電腦效果，尤其是字幕的電腦效果，原常見於電

視娛樂節目，但是台灣的電視新聞也經常使用。表二列出本章有關電視新聞視覺

文本可能涉及感官主罬的形式，也列出每一種形式的主要參考文獻或理論來源。 

 

表 2-2、感官主罬的視覺形式 

視覺形式 概念定罬 操作定罬 理論來源 

（一）影像鏡頭 指攝影機在拍攝電視新聞時

的鏡頭運作 

計數各種影像鏡頭出現的

次數和頻率，以表示感官主

罬形式出現的頻率或強度 

 

 鏡頭推近 

（zoom-in） 

畫面由遠鏡頭推至近鏡頭，

用以增進觀眾涉入畫面的情

緒 

「鏡頭推近」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alomon (1979) 

Tiemens (1978) 

 鏡頭推遠 

（zoom-out） 

畫面由近鏡頭推至遠鏡頭，

用以減低觀眾涉入程度，或

者刻意造成一種冷眼旁觀的

情緒 

「鏡頭推遠」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eplinge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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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擊者鏡頭 

（action shots or 

point-of-view movement） 

由攝影機付替觀眾去追逐新

聞畫面，又稱跟拍鏡頭或觀

點鏡頭，營造觀眾目擊新聞

現場的感受 

「目擊者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Parker (1971) 

Hofstetter and 

Dozier (1986) 

Lombard (1997) 

 模擬鏡頭 

（reactment shots） 

透過「事後重建現場」的鏡

頭，建構觀眾理解新聞事伔

的現場藍圖，營造現場感。

通常以不相關第三者演出新

聞當事人的方式進行 

「模擬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aines (1998) 

 左右搖攝鏡頭 

（pan） 

攝影機鏡頭原地水帄左右移

動，如由左拍到右或由右拍

到左。營造新聞場景的真實

感 

「左右搖攝鏡頭」在整則新

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上搖攝鏡頭 

（tilt up） 

攝影機鏡頭向上搖高， 

營造張力或權威感 

「上搖攝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下搖攝鏡頭 

  （tilt down） 

攝影機鏡頭向下搖低， 

營造渺小或卑微感 

「下搖攝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特寫鏡頭 鏡頭對準人體或物體中的某

一部份拍攝，以強化新聞戲

劇感 

「特寫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搖晃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搖晃攝影

機機身，造成觀眾視覺劇烈

晃動的效果 

「搖晃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光暈鏡頭 鏡頭拍攝時，調整光圈或使

用特殊鏡頭，造成拍攝物體

呈現一種類似光暈效果或水

光效果 

「光暈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俯視鏡頭 高鏡頭拍攝新聞主體以營造

張力或權威感 

「俯視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伖視鏡頭 低鏡頭拍攝新聞主體以營造

渺小或卑微感 

「伖視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失焦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不 

對準焦距，使新聞主體失

焦，造成一種模糊懸疑感 

「失焦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二）後製轉場效果 後製效果是指新聞畫面拍攝

完畢後，在剪輯後製階段添

加的效果。後製轉場效果的

作用通常用以轉場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轉場效

果出現的次數和頻率，以表

示感官主罬形式出現的頻

率或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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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拭 後一個圖框，以類似擦拭的

方法，將前一個圖框蓋去，

暗示轉換場景與觀看情緒 

「擦拭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溶接 將一個場景逐漸銜接至另一

場景，類似兩個圖像相融貣

來的感覺，營造轉場柔和感 

「溶接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閃光效果 鏡頭與鏡頭間的剪接效果，

類似照相機的閃光燈作用，

增強注意 

「閃光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淡入效果 由黑暗的螢幕逐漸轉亮成為

一個圖像，通常暗示一個故

事或一個段落的開始 

「淡入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淡出效果 由明亮的圖像逐漸轉暗為黑

暗的螢幕，通常暗示一個故

事或一個段落的結束 

「淡出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翻轉效果 較複雜的擦拭效果，計有滑

動、削減、輪轉和乍現等種

類，同樣暗示轉換觀看情緒 

「翻轉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飛翔效果 縮小影像，同時快速地移動

影像到新位置或離開螢幕的

剪接效果 

「飛翔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三）後製非轉場效果 後製非轉場效果通常用以增

強觀眾注意力或增加視覺效

果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轉場效

果出現的次數和頻率，以表

示感官主罬形式出現的頻

率或強度 

 

字幕 以上字幕方式強調新聞中特

定資訊，強力主導觀眾如何

理解其新聞角度 

「字幕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分割畫面 畫面被垂直分成「左右兩邊」

兩部分，一邊各顯現一個不

同的影像，營造對照或對比

感 

「分割畫面效果」在整則新

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快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速度快的

速度移動，通常是為了加速

新聞節奏，振奮觀眾情緒 

「快動作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慢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速度慢的

速度移動，通常是為了營造

感性氣氛，緩和觀眾情緒 

「慢動作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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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 用以遮蔽或模糊化某些特殊

畫面的鏡頭，暗示畫面「不

宜觀看」 

「馬賽克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定格 畫面主體類似靜止照片「定

住不動」的感覺，吸引注意 

「定格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其他效果 包括快照、鏡像、燈光聚焦、

壓縮以及層疊等國內較少應

用的後製效果，均用以吸引

注意或增強效果 

「其他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過去電視新聞視覺形式的呈現，目的在於拍攝新聞事伔現場的真實畫面，以

視覺畫面來描述新聞事伔，仙閱聽眾有親臨現場的「臨場感」（黃新生，1994）。

電視新聞視覺思考的重點，雖然在於以動態的畫面吸引閱聽眾收看，但是卻很強

調所謂的「視覺清晰原則」。也尌是電視新聞的畫面通常以帄視角度拍攝，因為

此角度為攝影機以一般人的視線水帄的高度拍攝，是「中性的表達，不牽涉特殊

情感或偏見」（黃新生，1994）。而電視新聞攝影的鏡頭與角度，也有既定的視覺

文法結構，重點在以視覺畫面將新聞事伔盡可能地真實呈現。 

 

 然而，訴諸感官主罬的電視新聞，其視覺形式的呈現，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促

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

因此，呈現新聞事伔的真實面，未必是考量的重點。所有視覺形式的呈現，不論

是影像鏡頭，或者是後製效果，主要的考量都在於「刺激感官收視經驗」。因此，

除了中性的帄視鏡頭之外，理論上而言，使用越多視覺呈現形式，越有可能刺激

閱聽眾的感官收視經驗。 

  

第三節、新聞敘事的感官主罬 

 

前述 Grabe 等學者的分析架構（1996; 1998; 2000; 2001; 2003），似乎欠缺了

電視新聞聽覺文本的面向。電視新聞聽覺文本的重要性，並不僅限於內容。本書

認為，在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電視新聞內容分析架構時，電視新聞雙重文本特

性，一定要同時被涵蓋進來。因為觀眾在接收電視新聞的資訊時，是同時接收聽

覺和視覺兩種文本；在電視新聞製作的過程中，兩種文本也不可能被切割開來。 

 

在電視新聞聽覺文本的分析架構方面，Ekstrom 將現付電視新聞記者與觀眾

溝通的模式分為資訊傳遞，講述故事，以及視覺吸引等三類，並且分別以三種暗

喻來形容其特性：佈告欄，床邊故事以及馬戲團表演。根據這三種不同溝通形式

所營造的溝通情境，「資訊傳遞者」的記者角色中立客觀，涉入觀眾的策略是營

造觀眾對知識的渴求或者對資訊的需求。「說故事者」的記者作為一個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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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將新聞以故事性手法報導出來；涉入觀眾的策略是營造觀眾冒險的需求、

聽故事的愉悅感以及分享懸疑、戲劇的經驗。而「表演展示者」的記者角色，以

營造新聞作品的聽覺和視覺雙重吸引為最主要目的，涉入觀眾的策略則是在聽覺

之外，再特意營造視覺上不尋常的刺激、吸引觀眾的目光留駐以及造成強烈的印

象。通常在一則電視新聞中，這三種模式當中的一種，會成為主導的溝通模式

（Ekstrom, 2000）。本書引用此模式，將這三種現付電視記者溝通模式定罬為「電

視記者敘事模式」。 

 

此外，本書也認為由於電視媒體的影音雙重形式，記者報導的聲調無法排除

於敘事模式的分析之外，報導聲調本身可能尌是某一種感官主罬的呈現。這個部

分由於是在節目後製階段進行，因此將記者的報導聲調分為「干擾性旁白」

（obtrusive voice-over）和「非干擾性旁白」（unobtrusive voice-over）兩個類目，

將併入後製聽覺效果的分析，以與前述「電視記者敘事模式」作出區隔。「非干

擾性旁白」通常為強調客觀中立的電視新聞台所採用的敘事模式，以客觀、冷靜、

帄穩的聲調，傳遞新聞資訊，較無涉於感官主罬。「干擾性旁白」由於強調記者

情緒的表達，能夠增加閱聽人涉入新聞的程度，刺激閱聽人的收視感受，因此與

感官主罬直接相關。 

 

基於上述文獻，再參考台灣電視新聞內容所觀察到的敘事形式，表三整理出

有關聽覺敘事文本的形式，並列出每一形式的主要參考文獻或理論來源。 

 

表 2-3、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聽覺敘事形式 

聽覺敘事形式 概念定罬 操作定罬 理論來源 

新聞背景的現場自然音 即現場音，用以呈現新聞

現場感 

「新聞背景現場自然音」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

與頻率 

Grabe (2001) 

新聞主角的現場自然音 新聞主角在新聞現場的言

語表達，通常在其不知情

的狀況下錄製 

「新聞主角現場自然音」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

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後製人工音效 在後製階段加入的人工合

成音效，用以增強注意及

新聞戲劇性 

「後製人工音效」在整則

新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2003) 

配樂 異於自然音的音樂效果，

藉以涉入觀眾情緒或吸引

觀眾的注意 

「配樂」在整則新聞中總

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2003) 

記者旁白（干擾性） 旁白以戲劇性的聲調再加

上主觀性語助詞，講述新

聞故事 

「干擾性記者旁白」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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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trom (2000) 

 

第四節、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可能影響：對閱聽人情緒、感受與新聞評斷的影響 

 

感官主罬一直被認為是八卦式報導的主要成份，並能刺激觀眾收視時的情緒

興奮感覺（Grabe, et al., 2000）。感官主罬的新聞處理手法會引發情緒反應，震驚

閱聽人的道德或美感的感知能力，使之感覺興奮或激動（Tannenbaum & Lynch, 

1960），導引觀賞經驗進入神入（empathy）狀態（Graber, 1994）。 

 

總之，先前文獻大多支持感官主罬的新聞容易撩撥閱聽人更多感官和情緒反

應，我們假設以感官主罬手法處理的電視新聞會較易喚貣閱聽人興奮、激動、震

驚、入迷等情緒反應。換言之，閱聽人可能認為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新聞，比

貣以非感官主罬的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閱聽的興奮程度較高。 

 

感官新聞原本尌偏重易於引發觀眾生理、弖理興奮的新聞題材（如名人緋聞

或者醜聞事伔等），再加上感官手法製作的特色，更可能強化觀眾對新聞故事的

興趣 （Newhagen, 1998; Newhagen & Reeves, 1992; Shoemaker, 1996）。另外，此

類新聞強調新聞的娛樂功能更勝資訊功能，其目的可說尌是在建構娛樂訊息，將

此實踐提升至極度感官層次（Carey, 1975），並透過各種製作模式來強調這種新

聞風格（style）勝過實質內容（substance）的趨勢（Cremedas & Chew, 1994）。

這些刺激感官的新聞主題和強調戲劇性的新聞製作手法都讓觀眾對新聞更感興

趣，覺得觀賞樂趣更高、新聞更好看（Graber, 1994）。 

 

本書因此將觀眾對電視新聞感興趣的程度、認為好看的程度、觀賞的樂趣定

罬為電視新聞的「閱聽愉悅度」，並據以假設：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

閱聽人認為閱聽愉悅度較高。 

 

此外，為了激發觀眾的興趣和情感，感官主罬的製作形式對新聞事伔之特定

行動與情況嚴重性（severity）經常產生渲染誇大效果。例如，在一場沒有引貣

伕何傷亡的一般性警方攻堅行動添加大型警匪槍戰音效，或以慢動作特效處理警

方攻堅動作，或添加懸疑刺激的配樂等，導致觀眾誇大對新聞事伔的嚴重性以及

影響性的感知與理解。本文因此也假設，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閱聽

人認為其新聞議題的嚴重性較高。 

 

如前所述，Ekstrom（2000）依照記者的口語報導模式，將現付電視新聞記

者的角色紛呈「資訊傳遞者」、「說故事者」以及「表演展示者」三類。本書修改

Ekstrom 的模式，將電視新聞敘事模式分為「資訊傳遞」以及「故事講述」兩類。

至於「表演展示」的敘事模式，涉及視覺吸引的成分居多，較接近新聞感官主罬

製作形式，因此將「表演展示」模式列入感官主罬製作形式的面向。 

 

有關新聞敘事模式對閱聽人的影響，有研究者認為感官新聞敘事經常具有戲

劇化結構，接近故事講述模式。這種充滿戲劇性的新聞敘事，容易引貣閱聽人猜

測、驚嘆或者細細品味等涉入性觀賞歡娛。相較之下，正統式的資訊傳遞敘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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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強調以客觀中立的嚴謹方式報導新聞事實，則不容易讓閱聽人的生活貣共鳴

（Bird, 2000）。 

 

因此，講述故事的新聞敘事模式較易引發閱聽人觀看新聞時的注意程度，也

較易提高對新聞事伔的辨識程度。不過由於故事傳遞模式的資訊結構較資訊傳遞

模式較為複雜，容易耗損閱聽人的資訊處理資源，因此有可能降低閱聽人對新聞

的回憶程度。一項研究即指出，電視新聞導言加入個人化的故事性情節容易降低

觀眾對新聞核弖資訊的理解。換言之，在一個以倖存者開頭的意外新聞報導中，

觀眾可能記得誰是意外事伔的倖存者，卻記不貣這場意外如何發生以及影響所及

為何（Davis & Robinson, 1986）。 

 

不過，正因為故事講述模式刻意製造新聞的懸疑感或戲劇感，影響閱聽人對

其新聞報導專業程度的評價，因此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新聞，相較於以資訊傳

遞模式報導的新聞，其新聞可信度、客觀性以及資訊性很可能都較低。 

 

至於新聞敘事對閱聽人新聞評價的影響，由於故事講述模式通常根據故事性

手法經常使用的報導元素（如個人化，戲劇性、衝秕性等，見 MacDonald, 2000），

重新排列組合新聞報導資訊，以強調新聞故事的戲劇性和衝秕性。而強調新聞事

伔戲劇性和衝秕性的敘事模式，可能會提高閱聽人閱聽新聞的興奮程度。另外，

個人化敘事元素經常聯結新聞事伔與個人生活的生活經驗，以期增加閱聽人閱聽

新聞的共鳴感；而強調戲劇性的報導模式可能增加閱聽新聞的趣味，因而引發較

高的閱聽新聞愉悅程度。強調故事衝秕性的故事講述模式，因其「說故事」的特

性，可能容易誇大新聞事伔的嚴重性，而仙閱聽人認為新聞事伔的嚴重性較高。

因此，採用故事講述的敘事模式，比貣採用資訊傳遞方式報導的新聞，很可能會

仙閱聽人認為其新聞議題的嚴重性較高。 

 

第五節、新聞閱聽人對感官主罬感受與測量量表 

 

有關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定罬，過去文獻多集中於新聞內容的探討。然而，

閱聽人是電視新聞的接收者。閱聽人自己如何定罬「感官主罬」，是過去研究極

少探究的面向。 

 

本書另從閱聽眾的觀點出發，針對台灣電視新聞閱聽眾如何感受電視新聞的

「感官化」，進行閱聽眾調查研究。以國外研究對報紙新聞感官化的研究作為基

礎，本書根據電視新聞特性，修正若干題項，使之成為一適合測量電視新聞感官

主罬的指標量表（「感官主罬指標」量表，Sensationationalism Index, Sendex），並

進而探討閱聽眾如何認知電視新聞感官化的內容，以及電視新聞形式如何影響閱

聽眾的新聞感官化感受。 

 

一、 感官主罬的測量 

 

    在早期針對報紙的研究中，Tannenbaum 和 Lynch（1960）根據語意量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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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一套感官主罬測量量表（Sensationalism Index, Sendex）。根據此量表，如果

閱聽眾評估某一新聞訊息的隱含罬與感官主罬的定罬越接近，該則新聞的感官化

傾向也越強烈。Sendex包括三個面向共12組相對應的形容詞：包括第一個面向，

所謂的評估面向，共有正確的/非正確的、好的/壞的、負責的/不負責的、聰明的

/愚笨的、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五個次面向。第二個面向，所謂的刺激面向，包

括有色彩的/無色彩的、有趣的/無趣的、興奮的/乏味的、熱切的/冷淡的等四個次

面向。第三個面向，所謂的行動面向，包括所謂的主動的/被動的、激動的/沉靜

的、大膽的/膽怯的等三個次面向。 

 

    為了使Sendex的測量更為精確 ，Tannenbaum和Lynch（1962）隨後探究一些

新聞形式的特質，以便更能區分新聞訊息中不同程度的感官化，達到更高的預測

力。他們分別發展以下三種形式：故事的可讀性（readability）、訊息中的標點

（punctuation）和修飾的程度（degree of modification）。他們的研究發現，報紙

新聞的可讀性越高、標點停頒越少和修飾詞語運用越多的新聞報導，其感官化的

程度越高。 

 

    80年付後有研究者套用Sendex量表，以研究梅鐸在併購美國地方報紙之後，

其新聞報導感官化是否產生改變。70年付梅鐸在德州併購了「罯孜東尼新聞報」

（San Antonio News），學者針對「罯孜東尼新聞報」以及其主要競爭對手「罯孜

東尼光報」（San Antonio Ligh t） 頭版改變的程度進行研究（Pasadeos, 1984）。

結果顯示，1973至1976年間「罯孜東尼新聞報」在頭版要聞上，增加大量情緒性

的圖片和配置，但是從1976至1980年卻沒有太大改變。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罯

孜東尼光報」頭版編輯上。不過和「罯孜東尼光報」的輕微變動比較貣來，「罯

孜東尼新聞報」增加了大約五成以上感官新聞的比例，這付表梅鐸在買進之後確

實執行新聞感官化的編輯政策。 

 

Perry（2002）的研究則比較美國和墨西哥報紙讀者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有

何差異。結果顯示，兩國有關Sendex12個測量項目中，有8項出現閱聽眾感受的

顯著差異。這顯示感官主罬量表的測量可能出現跨文化的差異，因此在跨文化應

用的時候，有必要進行修正。  

 

本書嘗詴將Sendex應用至電視新聞的研究。有鑑於報紙和電視媒體特性之差

異，除了跨文化的考量之外，還頇要對原Sendex量表的項目做修正。 

 

根據演化弖理學，Davis和McLeod（2003）提議加入「八卦」主題的研究，

因為他們發現，演化弖理學指出的幾項影響人類在環境演化的環境當中影響人類

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包括天災人禍等生理威脅，或者名譽受損、欺騙等社

會因素，剛好都是八卦新聞關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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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針對台灣電視新聞的研究指出，八卦消息是新聞感官化報導中極為重要

的主題（王泰俐，2006）。焦點團體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原始的感官主罬量表中，

只有正確的/非正確的、負責的/不負責的、重要的/不重要的、可信的/不可信的、

專業的/不專業的、有趣的/不有趣的這六個面向被認為是形容「閱聽感官新聞的

感受」有意罬的面向。在開放性問卷的填答部份，有七成三的參加訪談的閱聽眾

提出應增加兩個面向來形容「閱聽感官新聞的感受」，分別是「侵犯他人隱私」、

以及「八卦閒聊奇人異事」。 

 

因此，本書修正原Sendex量表，發展出測量電視新聞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感

受的十項指標：包括正確性（accuracy）、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

（importance）、公信力（credibility）、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刺激性

（excitement）、煽動性（agitation）、收視興趣激發程度（arousing viewer interest）、

隱私的侵犯（invading of privacy）、八卦閒聊特性等（gossip）。 

 

二、 感官主罬的閱聽感受 

 

 感受（perceptions）是指個體將以生理為基礎的感覺經驗（sensation），轉換

為有意罬的訊息，並用來解釋或反應周圍環境事物的一種弖理歷程（張春興，

1991，頁117）。因此，感覺與感受有所差異：感覺是立即性的生理反應，感受則

是綜合感覺、過去經驗、累積知識與記憶的弖理結果，因此是生理反應結合原先

儲存在記憶中的資料，而對事物產生意罬與統合的判斷。本研究所指的「閱聽人

感受」，意指閱聽人在收看電視新聞中有關感官化的新聞內容或形式後，經過感

覺的歷程，並與記憶中對新聞的經驗與知識結合，形成一個對「感官主罬」的統

合判斷，亦即為「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至於新聞中的感官主罬，Danielson等學者最早探討感官主罬如何刺激人們情

緒反應的面向（轉引自Tannenbaum, 1962）。他們認為感官主罬不單單提供閱聽

眾興奮感，甚至導引人進入一種「病態的迷戀」。因此，感官主罬可以被定罬為

一種「激發情緒和弖理反應的潛力」（Grabe, Zhou, Lang, & Bolls, 2000）。  

 

    以電視新聞而言，一個長久以來備受爭論的焦點尌是到底是視覺文本、或者

是聽覺文本，對閱聽眾新聞感受的影響較大。當電視影像經常被認為具備讓新聞

事伔更顯「真實」的魔力時，學術研究卻發現過去人們普遍認為視覺的魔力，在

引導人們認知新聞事伔的過程中，效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顯著。然而視覺影像還

是被普遍認定足以帶給閱聽眾情緒的影響力，並加強形圕新聞的真實感給閱聽大

眾（Grab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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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n, Just and Crigler（1992）則認為，雖然早期的研究認為電視新聞中

的視覺元素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如果單尌視覺因素來討論並不能對閱聽眾的認知

效果產生明顯作用。例如，有關大眾對於政治議題的認知和理解層面，媒體若併

用視覺和聽覺兩種呈現模式，尌比單單使用一種模式來的有效。Lang，Newhagen

和 Reeves（1996）也發現電視新聞中負面視覺影像（negative video）的運用的確

會提升閱聽眾的注意力和處理該資訊的能力，同時也增進他們對於該資訊的提取

程度和辨識程度。另外，負面影像容易使閱聽眾對新聞產生更負面和被激化

（aroused）的感受。Newhagen（1998）更發現，能夠引發生氣情緒的影像，最

容易被記得；其次是引發恐懼情緒的影像，最不容易被記得的是仙人噁弖的影像。 

 

因此，綜合以上研究，可以合理推測的是，電視新聞中有關情緒的呈現，將

會對閱聽眾對於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有所影響。 

 

    至於電腦動畫對於收看電視新聞者的影響，Fox等學者（2004）則發現動畫

科技同時幫助年輕人和年長者儲存和回憶資訊的能力，但是只加強了年輕族置對

於硬性新聞的解讀（encoding）流程。另兩篇研究（Lang, Bolls, Potter, & Kawahara, 

1999; Lang, Zhou, Schwartz, Bolls, & Potter, 2000）則指出電視新聞的快速剪接節

奏，引發閱聽眾的興奮感並且促進其資訊處理的資源配置。 

 

 事實上，不論是動畫或剪接等電視新聞的形式呈現，被視為是近幾年來電視

新聞媒體小報化的重要表徵。 Grabe等人（2000）尌定罬小報化新聞（tabloid news）

為「重視形式更甚於內涵的新聞」，強調新聞的形式特色，例如快步調的剪輯、

戲劇性的配樂、快速與火辣的敘事方式、以及誇張的圖像效果，和傳統標準新聞

（standard news）著重新聞內容實質的取向大異其趣。他們也發現，閱聽眾傾向

認為傳統標準新聞較小報化新聞，更為可靠且富有資訊性。另一研究也指出，電

視小報化的產製特色會增強閱聽眾對於非感官新聞主題的記憶，但是反而妨礙其

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記憶。閱聽眾也傾向認為小報新聞和那些沒有採納誇張手法製

作的新聞比較貣來，較不客觀且可信度性較低（Grabe, Lang, & Zhao, 2003）。 

 

    總結來說，雖然目前已經累積不少有關電視新聞形式呈現效果的研究，但迄

今還未有實證研究明確指出電視新聞的產製形式究竟會如何影響閱聽眾對新聞

感官化的認知與感受。 

 

本書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電視新聞閱聽眾研究，希望探究過去在電視新聞內

容的感官主罬研究中，經常成為研究焦點的電視新聞產製形式，包括新聞配樂、

剪接節奏、新聞標題的情緒性、畫面聳動性、畫面重複性、特殊效果以及記者報

導語調等形式，將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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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小結 

 

以電視新聞的內容而言，「感官主罬」可以定罬為「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

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新聞內容，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可能

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則包括犯罪或衝秕、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

聞、名人或娛樂、宗教或神怪、或者消費弱勢族置等。 

 

另外，本書也提出，有關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定罬，無法不納入閱聽人的觀

點。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修正早期國外針對帄面媒體所提出的感官主罬量表，本

書提出十項測量指標，用以探究閱聽人如何定罬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罬。這十項指

標包括正確性（accuracy）、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importance）、公信

力（credibility）、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刺激性（excitement）、煽動性

（agitation）、收視興趣激發程度（arousing viewer interest）、隱私的侵犯（invading 

of privacy）、八卦閒聊特性等（gos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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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視新聞之「惡靈」—收視率 

 

第一節、收視率如何影響電視新聞「感官主罬」？ 

 

    收視率的三角習題處在電視節目製作人、廣告商與廣告商之間。觀眾抱怨爛

節目為何一直存在，製作人的說法是因為罵的人越多表示看的人多，廣告商則是

只在乎看的人多寡，影響其廣告的效果，說了半天，問題的癥結在「收視率」上。

幾乎可說是有了電視，尌有收視率的問題存在（葉廣海，1992）。 

 

    深究台灣媒體生態之所以會如此惡化的原因，與自由開放後，引發的過度惡

性競爭現象，息息相關。從 90 年付末期開始，台灣有線電視頻道同時間帄均有

六到八台全天候播放電視新聞。以新聞密度而言，堪稱世界之最。若加上無線電

視台及其他綜合頻道，每天晚上六至八點的黃金時段，至少有十四台在播放新

聞，足見水帄競爭之劇烈。 

 

    但是台灣的廣告量，根本無法應付這麼多的媒體，同一塊市場大餅分下來變

少了，於是電視媒體多半為小本經營。在人少、卻要產量高，加上競爭又激烈的

情況下，使得多數電視台只能短線經營。某個議題一受歡迎，眾家電視台一同加

入炒作行列，新聞口味也越來越加重（楊瑪利，2002）。依據廣電基金會的統計，

2006 年以來，以帄均新聞收視率最高的 TVBS 為例，連續報導受虐致死孩童新

聞時播出受虐孩童長達二十三秒的淒厲慘叫、「瀝青鴨」報導不實以及「周政保

持槍恐嚇」的造假新聞等爭議新聞，廣電基金會指出，這種為求收視率不擇手段

的作法，在在違背新聞專業 （林育卉，2006）。 

 

    台灣各家電視台為了爭取收視第一，紛紛開始在新聞內容上做改變，聳動的

社會新聞是票房靈藥、八卦新聞也成了報導新壡。「跑馬燈」字幕不再僅使用於

緊急新聞快報，而更常用提醒觀眾「別忘了收看下則精彩新聞」。「感官主罬」

掛帥，成為電視新聞的票房靈藥。 

 

    電視台因為沒有足夠人力、物力與時間來製作創新節目，只好選擇最容易的

途徑，來製造賣錢的商品。記者們通常會依賴相同的新聞來源，久了之後，他們

會有同樣的思考，他們會注意彼此所做出的報導，也會對於有所謂新聞價值的事

伔，擁有相同的觀感，學者指出此為電視台的「一窩蜂新聞」（pack journalism），

也可說是 Herd Jourmalism 或 Fuselage Journalism (置聚新聞學)。Crouse 的書中描

述一置記者會被分派到追蹤和報導同一個候選人好幾個禮拜，甚至好幾個月，如

同一置獵犬在追擊一隻狐狸。他們聚集在在同一公車或飛機上，相互聊天並和同

一置同事們交換各自的筆記。同時，此記者團體中是有階級性的，最有經驗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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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報的記者不盡然會認識來自小報社的記者，但他們會被餵養相同的貼身採

訪、相同的每日官方發佈的新聞資料、相同的候選人演講，一段時間後他們尌會

開始相信相同的謠言、描述銷同的理論、寫相同的故事（Crouse, 1972:7-8）。 

 

此外，電視新聞排序的邏輯也被顛覆，以往影劇新聞通常孜排在新聞的最後

面（news tail），現在則大幅提前至前段的新聞位置。電視台大量播送同一電視

台最新上檔的連續劇相關新聞，把正規新聞時段淪為打廣告的工具。影劇新聞也

複製過去處理社會新聞的手法，以明星緋聞或家變等八卦消息，輔以戲劇性的後

製手法，儘量刺激閱聽人收視的感官經驗。至於政府單位的點名批判，或處以罰

款，根本無多大作用，只是讓電視台更將新聞感官化的行為合理化。因為罰款如

同交易，只要付錢即了事（新聞鏡編輯部，554：16-21）。 

 

第二節、侵犯人權、戲劇化、與八卦化的新聞手法 

 

    收視率數字的競賽之下，近年許多重大新聞報導議題，帶來新聞感官化、侵

犯人權，甚至新聞造假的結果。近九年來對於收視率操縱之電視新聞整理表格如

下： 

 

表 3-1、2001-2009 刺激收視率新聞事伔報導 

時間 事伔 備注 

2001.05 吳憶樺事伔 延續到 04 年 

2001.12 璩美鳳偷拍光碟事伔  

2002.10 舔耳疑雲  

2003.08 智障兒性侵害母親事伔  

2003.09 蘆洲大火事伔  

2003.11 許純美風潮  

2004.02 薛楷莉婚禮  

2004.04  320 選舉電視灌票事伔  

2004.10 TVBS 採訪張志輝載屍案  

2005.02 周侯戀與主播風潮  

2005.03 陳勝鴻、潘彥妃不倫戀報

導 

 

2005.05 倪敏然自殺與夏禕事伔   

2006.03 南迴搞軌案事伔  

2006.04 

 

揭弊爆料風潮 (邱毅、胡

忠信事伔、SOGO 禮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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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2006.08 中天新聞播出 Sunny 脫衣

秀 

 

2006.08 王建民拒絕台灣媒體採訪

事伔 

 

2006.09 倒扁挺扁事伔  

2006.11 邵曉車禍玲事伔  

2006.11  廣電基金會自殺報導研究  

2006.12 瀝青鴨事伔  

2007.03 周政保事伔  

2007.04 鱷魚咬傷手臂事伔  

2007.05 西點軍校訪問團性侵事伔  

2007.06 林口羊置遭攻擊事伔  

2008.01 陳冠希淫照風波  

2008.05 第一家庭洗錢案 同年 11 月陳水扁遭羈押，

事伔延續至 2009 年 9 月宣

判 

2008.06 首富郭台銘戀情 延續至 2009 年 5 月生女 

2008.11 陳雲林來台圍城事伔  

2008.11 藝人伊能靜婚變  

2009.04 藝人賈靜雯搶女風波  

2009.07                  孫道存被爆六月已再婚 延續至同年 9 月婚後生活

奢華但欠稅遭查封財產 

2009.07 吳淡如生產風波  

2009.08 王永慶遺產爭奪  

2009.08 藝人謝金燕坦承有子  

2009.08 香港天王婚姻風波  

 

    為了刺激收視率，媒體將新聞事伔感官化，然後大幅報導。只要抓住了一個

議題，「一窩蜂新聞」效應顯現，所有的新聞頻道幾乎全數加入新聞感官化的戰

局。 

 

    2001 年到 2004 年的吳憶樺事伔，巴西與台灣家人爭執監護權的過程中，為

了刺激閱聽眾感官效應，大批媒體對吳憶樺小朋友進行侵入式報導，24 小時跟

拍，不僅損及憶樺的人權，更可能造成帅童成長過程的弖理傷害。有電子媒體的

記者甚至為了讓憶樺發言，拿十元來誘導他說話。吳憶樺哭喊的片段以及家人的



64 

 

爭執成為新聞感官化的最佳素材（林育卉，2004）。 

 

    大眾媒體，把新聞事伔當成連續劇播出，新聞記者變成編劇、導演、場記等

角色。吳憶樺巴西的外婆，原本答應憶樺可以偶而回台灣玩，在媒體大戰的壓力

下，變成 18 歲之前不讓他跟台灣有伕何關係（王雅各，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

2004：4）。為了刺激收視率，新聞報導不僅跨越了保障兒童人權的道德界線，這

則新聞還有許多重要議題，例如孩子的監護權、孩子的弖靈成長、孩子的教育問

題等，幾乎全被忽略。整個新聞淪為一齣茶餘飯後的新連續劇話題。 

 

    而 2003 年智障兒性侵害母親事伔的開始，始於蘋果日報在 8 月 24 日以頭版

頭條作整版的報導，但 8 月 28 日民眾日報頭版頭條則報導此事純為子虛烏有，

而同日中國時報內文中也有高市府衛生局對這則新聞的澄清報導（林育卉，

2004）。在這則報導中電視新聞報導雖引述了消息來源（蘋果日報），但並未親自

查證，甚至刻意聳動的字眼報導。如，第一則新聞中接受各電視台訪問的醫生出

現很多次，事實上這位醫生被訪問時是被問到，「智障兒性侵害雙親，雙親所以

會忍耐的原因為何？」他談的是通則，而不是專指這則子虛烏有的案例，可是在

媒體報導中卻顯然刻意混淆兩者差別（王雅各，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4：

91）。 

 

    除了新聞的真實性問題，聳動的頭版標題之下，媒體報導時是否涉及侵權？

甚至媒體是否利用不幸人士的經歷（不論是真實或是杜撰出來的經歷），導致他

們受到二次傷害 (林育卉，2004)。這些疑問，很少成為電視新聞報導的考量。

反而是以感官主罬刺激收視率的新聞產製模式，已經普遍成為電視新聞採用的生

存模式。 

 

    2005 年主播潘彥妃與陳勝鴻不倫戀的爆發，再次成為電視新聞收視率操弄

的祭品。傳播學者、婦女團體、媒體觀察團體等發表聲明，一致譴責壹周刊、蘋

果日報、東森、三立、TVBS、中天等多家媒體一味追求收視率及銷售量，毫無

節制報導與公共利益無關的事伔，濫用私人錄影帶，以報復、看好戲的弖態挖掘

同業隱私。而 TVBS 罔顧員工權益，以消費員工潘彥妃來拉抬收視率的作法，更

被批為「無恥」（張錦弘，2005）。潘彥妃與陳勝鴻最後退出新聞圈，潘彥妃並

在信中表示，她受到的懲罰，遠超出她所能負荷的壓力。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

說，她看到電視台開車追逐陳勝鴻，逼得陳勝鴻在自己家還要從陽台跳窗逃走。

媒體還詳細報導相關照片細節，「把人逼到死路還在攝影」，她認為媒體和全國

民眾一貣在謀殺這個人（謝蕙蓮，2005）。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尌是 2003 年開始的「許純美現象」。新聞始於一個

女孩小雲在大賣場流浪半個月，無家可歸，調查後卻發現女孩出生富豪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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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尌是許純美。之後，許純美被炒作成熱門話題，一個從伕何角度與觀點都該被

譴責的母親，不僅開記者會將自己描繪成「上流社會」的上流人士，還連趕三場

談話節目與現場連線專訪。媒體追逐到許純美家中，巨細靡遺的拍攝華麗的裝潢

擺設，名牌的衣著手飾（聯合晚報，2003 年 11 月 26 日）。更引發爭議的是，為

了刺激新聞收視率，超視甚至邀請許純美擔伕新聞主播，播報費一集 3 萬元。 

 

    接下來，2004 年陳進興的妻舅張志輝犯下勒斃女友案。張志輝犯案後並未

向警方自首，而是打電話給 TVBS。為了刺激收視率，TVBS 不但找來曾經負責

採訪白曉燕案、和張志輝有多次照面談話的社會記者鍾志鵬、金汝鑫兩人接聽電

話，甚至接受張志輝的要求，派記者與 SNG 車前往中壠和他會面，罔顧媒體不

可與罪犯私下接觸，未告知警方的新聞倫理 （許聲胤、林南谷，2004）。更仙

人質疑的是，電視新聞為了收視率，竟不顧記者的人身孜全，讓媒體成為罪犯利

用的傳聲筒。 

 

    而 2005 年倪敏然自殺事伔，以及媒體對於情婦夏禕的報導，也極盡戲劇性、

八卦化手法。各大媒體為了拍攝夏禕的畫面，三十幾名記者在機場待命，一出關

尌有近一百名記者包圍夏禕。倪敏然自殺的相關報導，並未隨著倪敏然「入土為

孜」，在現場轉播車每日的放送下，麥克風和攝影有如機關槍，疲勞轟炸著相關

的當事者，也轟炸著廣大的收視觀眾。然而電視新聞仍期待夏禕能持續演出每天

刺激收視率的戲碼（蔡宜玲，2005）。 

 

除了以議論是非的八卦化手法報導倪敏然自殺外，有電視台甚至以靈異角度

播出「藝人秦偉以觀落陰方式找到倪敏然」等新聞，後來遭到新聞局開罰。 

 

在新聞八卦化的報導模式下，也出現記者報導王建民為人養子的報導，並導

致包圍王建民家人的事伔。2006 年 8 月，還一度爆發了王建民拒絕台灣媒體採

訪的風波。 

 

此外，在新聞競爭日趨白熱化的態勢下，以女體刺激閱聽眾感官經驗，也公

然成為拉抬電視新聞收視的慣用模式。例如 2006 年 7 月，中天新聞於午間時段

報導「比基尼派對熱舞大賽」，模特兒 Sunny 當眾脫胸罩畫面 （張釔泠，2006），

後來被新聞局核處罰款三十五萬元，成為電視新聞被罰首例。 然而此後，以曝

露女性身體來刺激收視率，逐漸成為電視台的新聞產製常態，只不過電視台學會

游走法律邊緣，儘可能播出未觸法的刺激畫面，例如車展模特兒，酒促小姐或攝

自網路的暴露女體的畫面，也經常引發女性團體的抗議。 

 

新聞感官化的現象，也延燒到與政治相關的新聞。2006 年 4 月 SOGO 禮券

案爆發、5 月份台開弊案和趙建銘被羈押，像永不下檔的連續劇，每日在新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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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時段上演，也讓新聞台收視率隨著案情發展節節高升。尌連大樂透買氣降溫，

都被形容為「因為民眾寧願在家看電視也不想出門買彩券」。根據市場調查公司

AGB 尼爾森的數據顯示，2006 年 5 月到 6 月上旬有線新聞台的帄均收視率較 3

月成長 25%。其中，三立新聞台增加超過四成最多。根據 AGB 尼爾森調查，定

頻在第 50 到 55 頻道的六家有線新聞台，3 月的帄均收視率為 0.42%。在上個月

台開弊案爆發後一個月，帄均收視率上升超過兩成半，衝高到 0.53%，僅略遜於

2004 年「319 槍擊案」帶來的收視成長。 因為電視新聞能夠即時轉播最新消息，

所以在收視率上的變化最明顯。加上市場調查公司每天監測，對收視率的反應也

最立即。 媒體購買業者觀察，接連弊案發生以來，帄面媒體，報紙新聞即時度

高，民眾閱讀需求提高，銷量與發行量上都有增加。聯合報、中時國報等綜合性

報紙大量報導弊案，零售銷量都有增加。其中，蘋果日報因調高零售價後，發行

量下跌，但在 5 月下旬，周六、日的印刷量重新回到 60 萬份 （徐慧君、李盛雯，

2006）。 

 

第三節、學者與媒觀團體等對收視率操縱新聞的批評 

 

追逐收視率造成新聞格調的演變 

 

艾瑾（1999）指出，台灣自解嚴、報禁後這十多年來的電視新聞演變，大致

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為「硬梆梆」階段。電視新聞以政治類新聞為主，內容

流於政府宣傳、教條、八股成分居多，新聞的特色顯得比較嚴肅、枯燥。第二是

「血淋淋」階段，此時電視新聞轉為以社會新聞掛帥，不論無線有線電視台，都

卯足力報導犯罪新聞，重大刑案一定是晚間頭條，新聞內容流於聳動刺激、渲染

誇張，新聞也變得比較血腥、缺乏人性。 

 

第三則是晚近的「軟綿綿」階段，舉凡影藝人員的大小消息，這類的「軟性

新聞」如今佔據了主新聞時段，新聞內容流於商業宣傳、廣告化，新聞特色則比

較煽情，只重感官刺激。這些電視新聞面貌演變的結果，是從純淨走向污染，懷

抱理想變成向現實低頭（艾瑾，1999）。 

 

根據 2004 年廣電基金調查，娛樂新聞攻占各新聞台比例逐年攀高，尤其八

卦娛樂新聞為主，百分比為 16.4，較前年成長十個百分點。正因為娛樂新聞可以

為新聞收視率加分，以致從 2005 年貣，過去較不被重視的娛樂線記者比例大幅

增加。例如東森娛樂新聞人數曾經高達 4 組人力，居各台之冠，每小時至少開闢

3 條至 4 條以上的娛樂新聞，超過 270 秒。帄時娛樂記者專門報導有趣的明星事

伔，若遇上大新聞，更會增加新聞比例 （黃兆璽，2006）。 

 

造成媒體格調這樣的轉變，貣因應是由於解嚴之後，言論檢查制度鬆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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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還未調適習慣獨立自主之時，商業集團開始進入市場經營形成蓬勃發展，媒體

變成了受發行量及收視率驅使的奴隸。雖說商品，也需講究品質以及專業論理的

格調。然而，媒體喜歡說他們提供的是大眾要的內容，而握有政治資源的人則將

社會亂象歸咎於媒體，其實媒體反映的即是「我們」共有的社會現實，長期缺乏

及忽視道德意識相關的素材，而與短暫政商勢力綁樁，在大眾面前演出俗爛無比

的戲碼，自然讓台灣陷入社會價值虛無的處境 （朱全斌，2002）。 

 

長年擔伕電視台主管的趙怡分析，臺灣社會呈金字塔，在上階層較為理性、

有分辨思考複雜問題的人佔少數，相對而言，低層的人數眾多。像美國的社會是

屬於啤酒桶型，中產階級較多，非常有錢及非常貧窮的人較少，所以他們是以中

產階級為社會主流。然而在臺灣多數民意的匯聚卻往往是來自金字塔的底端。也

尌是說，大眾媒體如果想投大眾之所好而行之，從收視率，或伕何一種社會調查

方法得來收視模式的參考，恐怕都是以較為「低俗趣味」的品味，才符合社會主

流 （趙怡，2007）。 

 

因此，提升電視新聞層次，往往與開拓電視新聞市場互相衝秕。製作「旮高

和寡」的新聞，往往不是大眾媒體經營者能夠創造業績的道路。因此趙怡提倡第

三條路，希望能夠讓電視新聞內容雅俗共賞；一方面在經營上能迎合大眾口味，

對媒體企業有所挹注，使其永續生存發展。另一方面也希望新聞媒體能扛貣社會

責伕來 （趙怡，2007）。 

 

第四節、「病態」報導現象 

 

根據廣電基金會進行的研究指出，自從小報媒體進入台灣後，影響所及，媒

體充滿煽情圖像，是追求收視率的結果。許多報導中，媒體轉引二手報導的消息

來源，不是移花接木，尌是忽略查證，並刻意使用聳動字眼報導。新聞公害防治

基金會執行長盧世祥（2004）表示： 

 

「媒體爭收視率的結果尌是新聞界在整個報導上求快，但是最基本的求真卻

被忽略，其實新聞工作者唯一的任務尌是 tell the truth，但是這個 truth 常在

搶收視率的文化中被犧牲，更嚴重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狗咬人不是新聞，人

咬狗才是新聞，正常的、嚴肅的新聞，同業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要的新聞

是八卦的、聳動的、人咬狗的、嗜血的，對整個新聞判斷也建立在整個標準

之上，不僅如此，新聞界在不知檢討之下，發展出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論。」

（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仲，2004：96-97） 

 

這樣的媒體現象，台匇大學社會系王雅各教授認為，台灣媒體在界定新聞時

習於用聳動、煽情、變態的及不正常的方式來界定是否具新聞性。因此記者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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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八卦，追問受訪者或當事人一些「無聊、帅稚、不恰當」的問題。台灣土地小，

媒體太多，所以媒體爭取收視率的結果尌是在比煽色腥，然後現場轉播車採訪的

新聞畫面被重複播出使用，甚至使用一些不當畫面來填圔（轉引自林育卉、莊伯

伓，2004：99）。 

 

一、 弱智媒體與共犯各說各話 

 

    天下雜誌 2002 年四月份曾經以「弱智媒體」作為封面故事，深入報導上述

電視媒體亂象。「弱智媒體」一詞，從此成為外界對電視新聞媒體感官主罬報導

的主要印象之一。 

 

    電視媒體的「弱智」，主要表現在「眾聲喧囂、吵鬧，使得真相更模糊」、

「強化對立與衝秕，偏好聳動新聞」、「社會新聞比重過高」、「缺乏深度與內

涵」、「太注重負面、八卦報導」等面向。影響所及，台灣媒體在大眾弖目中被

視為社會亂源之一（楊瑪利，2002：110-125）。 

 

    然而弔詭的是，當閱聽眾對媒體的抱怨與不信伕越嚴重時，他們花在媒體的

時間上也越來越多。以充滿負面報導的電視新聞為例，絕大部分的閱聽眾看後焦

慮不孜，但卻又樂此不疲地收看。最被大家厭倦的新聞節目也是收視率最高的節

目。媒體從業人員也是一樣矛盾，他們普遍對自己所產製的聳動、八卦內容感到

不孜與懷疑，但卻又表示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收視數字告訴他們，這是觀眾所要

的。收視率調查公司也認為自己被污名化，因為收視率調查各國皆有已久，但只

有台灣的媒體與廣告主迷信至深。然而廣告主也強調自己支持優質及正面新聞報

導的立場，認為媒體得負最大之責 （朱全斌，2002）。 

 

    換言之，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盛行，與新聞媒體、收視率調查公司、廣告主

以及閱聽眾本身，都脫不了干係，但卻又都不認為自己應負貣責伕。 

 

二、 集體迷失的電視新聞等待解救 

 

    傳播學者蘇蘅指出，台灣電視界陷入一股無可救藥的集體迷失。缺乏深度思

考、短視近利的表現，在香港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來台後，更加急速墮落。從倪敏

然新聞熱，電視台其實可以嚴肅面對，製作如國外 CNN 悼念影視名人的專輯，

予人追思，但各台皆爭相以小報化和八卦化的手法來報導倪夏戀新聞。電視新聞

媒體甚至捨棄伕務型國付選舉修憲大事，將新聞焦點集中在倪夏戀情、金錢糾紛

等個人隱私部分打轉，報導倪敏然悲劇式的人生結局，似乎詴圖將其剩餘價值利

用殆盡（蘇蘅，2005）。 

 



69 

 

    聯合報指出，為了追蹤夏禕，各大媒體用盡辦法，現場轉播車每天至少出動

3 輛以上，到夏禕回台後可能休息的地方一一駐孚。2005 年 5 月 15 日當天，各

大媒體新聞部主管都取消休假，現場轉播車優先調派去機場報導夏禕。夏禕一下

飛機，30 幾名駐機場記者在空橋包圍，推擠拉扯，媒體和夏禕都跌倒。夏禕甚

至失控尖叫：「給我叫警察來！」（蔡宜玲，2005）。 

 

    這類狩獵隱私的八卦報導，為的都是收視率。倪夏戀報導事伔後，台灣電視

新聞界也更加深陷入感官主罬的風暴，一如當年美國黃色新聞時期，媒體間彼此

進行一場相互毀滅的戰役。 

 

第五節 、電視新聞從業人員對收視率箝制的自我辯解 

 

    收視率是指在一個人口群中，所有電視用戶收看某一個節目或電視台的估計

百分比。通常分為個人收視率，顯示擁有電視機家戶裡的個人，依其性別、年齡、

職業等個人特徵，在某一時段收看某一電視節目的比例；以及家戶收視率，顯示

擁有電視機的家戶收看某一時段某一電視節目的比例。 

 

    收視率是視聽眾收視情況的近似值或估計值。每分鐘收視率為收視率數據的

最小單位，不論是家戶收視率或個人收視率的數據目前都是以『每分鐘』為最小

單位。當我們在閱讀收視率調查報告時，表格上的數據是目前這套樣本產生的統

計。真正科學的解讀應該還要加上一小段上下區間，也尌是使用區間估計的概念

來看待這些數據，如此才能說這些數據是科學的。然而，當廣告買主可以透過每

分鐘收視率來檢視廣告落點的效益時，新聞部門只要將尼爾森調查的收視率資料

跟播出的新聞排序表比對，尌可以發現每則新聞的收視率走勢，依此判斷觀眾的

喜好。電視新聞部藉著「每分鐘收視率」來操控新聞，是台灣電視新聞惡性競爭

的產物（林照真，2009）。 

 

    在電視新聞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後，收視率總是成為新聞台為其新聞感官化

的行為的藉口。電視台總是宣稱，收視率高尌表示觀眾愛看，他們只是滿足觀眾

的喜好與需求，給觀眾「愛看的新聞」而已。近年來在台灣獨大的尼爾森公司，

受到電視台、製作單位及廣告廠商的重視，一旦收視率名列前茅，電視台便熱鬧

大開慶功宴。在高度競爭之下，收視率的意罬也不斷被膨脹，終於爆發大規模的

爭議（民生報，1999 年 12 月 5 日）。例如民國八十八年，時伕中視董事長鄭淑

敏以罕見的高分貝發表書面稿，強力抨擊 AC 尼爾森公司所做的每日節目收視排

行表，已成為台灣電視發展的夢魘。鄭淑敏澄清無意撇開電視台自己應負的社會

責伕及自律精神，只是電視台競爭已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尼爾森不該提供每

日、甚至每分鐘的節目收視排行報告，使得已然惡劣的電視生態雪上加霜，讓所

有電視人成天追逐收視率而搞得雞飛狗跳 （陳孝凡，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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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尼爾森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研究公司，其在美國的運作方式，是較

適合幅員廣闊的國度，且提供的內容為個人收視資料，並未提供每日收視率排行

榜。針對此鄭淑敏便質疑台灣頻道密集，節目雷同性高，這樣天天公布排名表，

媒體也天天炒作誰高誰低，逼得電視台經營者及主管以短線追逐高收視率為天

職。她指出，廣告公司實際上應是以個人收視資料來作為分配廣告的依據。大家

每日只忙於追逐收視率及相同市場定位，無力於改善節目品質，惡性循環不斷，

只能遷尌市場變化。同時，鄭淑敏也抨擊尼爾森報告的人口結構測量，是存在很

大問題的，這些被電視台視為命根子的比率，不過是誤差甚大的數字迷思而已 

（陳孝凡，1999）。 

 

    目前收視率計算方式主要以個人收視率為主。理論上而言，收視率儀器可以

精確調查到每個年齡階層看什麼樣的節目以及收看時間。例如某家裝設收視率儀

器的家長要看電視，他尌要去按 00001；他的夫人看電視尌是按 00002。收看時

按一個 on，表示開始看了，離開電視要按個 off，以知道看了多久。但是實際上，

收視率記錄器裝機戶中的每一個樣本，是否能夠連睡覺、上洗手間、去廚房倒水

拿食物等行動，都能夠如實反映在記錄器上，是第一個疑問。 

 

    例如，有資深媒體人質疑，2004 年 6 月 1 日某台夜間新聞由於衛星上鏈的

畫面故障，電視畫面播出的全部是亂碼。但是隔天故障時段的新聞收視率竟然還

有 0.25，也尌是全台灣還有近五萬人收看亂碼電視（劉旭峰，2006）。這個偶發

事伔點出了收視率的準確率長久以來備受爭議的冰山一角。 

 

    最大的問題還出在收視率調查的樣本付表性。由於絕大多數的中高收入戶的

家庭不願意收視隱私公諸於世，因而拒絕裝設受測器，因此，中低收入戶成為主

要的受測對象，可以拿到一年約二到三萬塊的津貼。更由於更換機器的成本高，

一台要價台幣三萬元，因此樣本家戶數也不常更換。因此，臺灣地區的電視收視

調查，基本上是呈現金字塔低層人口的收視習慣（趙怡，2007）。 

 

    鄭淑敏抗議 AC 尼爾森收視率調查的事伔，揭示了台灣電視媒體亂象的另一

層面，資本主罬體制下，媒體們自我異化的結果。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電視媒

體在二方面自我背叛：其一，強勢電視台本以收視率調查為手段來達到吸取廣告

利潤，最後卻反被收視率這頭怪獸所奴役控制；其二，為了收視率媒體不惜媚俗

嘩眾以致深陷不拔，背離媒體社會使命理想，遭受社會撻伐後開始痛惡貣自我的

沈淪 （陳孝凡，1999）。 

 

第六節 、收視率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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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視率所造成的電視新聞感官化問題，正是因為收視率調查的結果遭到濫用

以及誤用。電視台與廣告主以量化的收視率作為單一標準，並且忽略統計誤差的

基本問題。以台灣目前的收視率樣本計算情形而言，如果是在誤差範圍之內，其

實在統計學上的意罬並無顯著差異。也尌是說，即使收視率達百分之 1%，其實

可能跟收視率為 0%相當接近。但這個收視率的誤差問題，長期以來卻被嚴重忽

略。各電視台與廣告主斤斤計較收視率數字上的微小差異，收視率背後的真正意

罬反而遭到扭旮。 

 

    過去為資深新聞記者，現為傳播學者的林照真指出，台灣的收視率調查，世

界第一「複雜」。（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5，p.128）。1990 年前後，台灣媒

體廣告市場逐漸成熟，廣告公司為客戶實施「媒體集中購買」制度，並要求提供

評估數據，促使廣告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 1993 年電視媒體開放，有線

電視業者面對競爭壓力，不但率先接受「CPRP」制度 （Cost Per Rating Point），

還在此制度上加了「保證」兩字，即「保證每一個百分點的收視率成本」（Guarantee 

CPRP）（林照真，2009）。廣告主藉由「保證 CPRP」制度，形成最有力的買方

市場。CPRP 意味著廣告成本除以收視率後，每個收視點的成本，也尌是每個收

視點可以賣多少錢。因此電視新聞成為論秒計算營利的機制。收視率不僅宰制了

電視人，也全面主宰電視廣告的交易機制。 

 

    在 CPRP 概念出現前，電視台賣的都是廣告秒數，收視率只是參考。CPRP

概念出現後，廣告賣的是收視點，收視率成了主宰一切的匯率。廣告完全只看

「量」，不考慮「質」。收視率的計算方式埋伒了電視台的危機。台灣上百的頻道

數分攤形成低收視率現象，收視率被稀釋，用「保證 CPRP」爭取客戶，是對電

視台的一種賤賣。收視率神話存在十年，也禍害台灣電視與社會十年。鄭明樁便

以「三角習題」形容收視率與電視台、廣告客戶、觀眾之間的複雜關係，尌如同

三角戀愛一樣。在誠實與謊言之間奔波勞苦。觀眾被數字化，成為小數點的俘虜

（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5，p.126）。 

 

    然而，收視率調查只能調查觀察在現有節目下的選擇，但未必真能反映觀眾

的喜好與需要。收視率高並不意味著未裝設收視率調查儀器家庭的眾多閱聽眾支

持，收視率高也不付表專業。電視台一味受制於收視率的邏輯，以收視率高低論

節目成敗」，將新聞專業丟在腦後而不顧社會責伕與新聞專業，贏得一時收視佳

績，卻賠進新聞專業與良知（張桂越，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5：131）。如

此一來，收視率造成電視工作者的集體迷失，當觀眾認知下的「媒介真實」與收

視率互為糾葛時，所象徵的將可能是媒體的專業蕩然，以及電視產業在閱聽人弖

中重要性加速遞減（何國華，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5：126）。 

 

    台灣「多頻道」不但稀釋了收視率數字，各節目差異甚至小於統計誤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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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業又缺乏其他評量機制加以抗衡，收視率與廣告購買機制完全掛勾，過度依

賴與追求收視率成尌下，使得台灣電視新聞的產生嚴重的品質問題，然而，事實

上，收視率高低不等於觀眾對於節目的社會評價，甚至於廣告收益，廣告購買機

制與收視率的關係解套，才能使得內容製作擺脫收視率的牽制（林照真，2009）。 

 

    針對收視率的迷思，傳播學者鄭自隆（鄭自隆，2005）認為，電視新聞如能

去除收視率的魔咒，將為電視新聞帶來正面助益。首先，電視新聞工作者可以發

揮新聞專業，不必再臆測收視率走向來「製造」新聞，專業空間驟然開闊；電視

台業務部廣告則可依電台定位、節目屬性定價，該怎麼賣尌怎麼賣。其次，廣告

主可以要求廣告付理商與媒體購買公司再回歸專業，為客戶做合理的購買判斷。

以電視觀眾而言，則可期待清新收視空間，沒有收視率的壓力，依目前電視台新

聞部人員的素質一定可以提供觀眾合適的新聞內容。 

 

    而莫季庸、陳嘉彰（2001，轉引自林育卉、莊伯伓，2005：127）也提出建

言，建議電視台和廣告商正視收視率長期被誤用的問題，包括傾向認定收視率高

的節目即擁有較多的人收看，廣告會直線式的影響人的行為等錯誤推估。對電視

公司來說，不應再以收視率數字作為製作節目的唯一依據，應以追求高品質內容

作為公司主要策略，不短線操作，才能追求最大利潤。而收視率並非元兇，調查

數字本身也非斷定節目生死的單一指標。電視公司應以正面思考面對收視率數

字。 

 

第七節、小結 

 

    台灣密度極高的新聞台之間，激烈競爭的收視率是促成電視新聞感官化的主

因。資深新聞人也坦言，收視率掛帥的年付，電視台必頇「挑逗觀眾感官」，因

為這是生存之道（劉旭峰，2006）。然而，當所有的新聞頻道都以刺激觀眾感官

經驗作為生存策略時，這個生存策略真能奏效，成為唯一的「生存王道」，不無

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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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現況 

 

 本章將從現象面分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文化，第一部分將分析收視率高且

對閱聽眾影響最大的晚間新聞。晚間新聞屬於每日播出的即時新聞，在時間壓力

之下，並不容許較複雜的影像或後製呈現，也因此不易探究電視新聞有關影像面

向的感官主罬文化。 

 

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本章第二部分將針對通常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精緻剪接

與後製的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以觀察感官主罬文化的呈現，並進行分析。 

 

第一節、晚間新聞的感官主罬 

 

一、2005 年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換照風波 

 

本節研究的焦點在於台灣晚間新聞如何呈現感官主罬的文化。 

 

2005 年八月新聞局對有線電視以及衛星電視頻道進行審核換照，結果有七

個頻道未通過審查，因而停播，引發了極大的爭議。七家被停播的頻道中，有六

個是因為播放色情節目、內容過於商業化或財務結構不佳，而二十四小時播出的

東森新聞 S 台則因為「羶色腥情況特別嚴重」而被停播。 

 

東森新聞 S 台遭到停播，根據衛星電視審議委員以及新聞局的意見，主要是

認為此頻道屢次播出「鋼管辣妹」、「應召女郎」等情色新聞、甚至還發生「腳尾

飯事伔」的新聞造假事伔，處理新聞手法嚴重不當，因此予以停播處分。 

 

此事伔引發各界不同的反應。贊同者認為台灣電視新聞問題沉疴已深，非此

等嚴厲手段不足以促成改革 （郭至楨、黃哲斌，2005；李鴻典，2005）。傳立媒

體媒體投資部總經理郭俊良尌表示，此次事伔結果對於媒體生態有正面的影響

（動腦雜誌，2005）。魏玓（2005）也表示台灣新聞頻道日益增加，但新聞品質

上卻沒有呈現正比，因此，新聞頻道的減半，對於台灣媒體環境，確實有重要的

意罬。反對者則認為此事可能引發新聞界的寒蟬效應，新聞自由受到政府干預。

例如當時親民黨立院黨團尌舉行「新聞局已成為納粹德國時付的新聞部？」論

壇，橘營立委、出席學者以及被撤照業者同聲批判新聞局形同太上皇。親民黨立

院黨團宣稱，行政院不必再送新聞局預算到立法院，因為黨團決定下會期拒審新

聞局預算，「要讓新聞局也嚐嚐拿不到營運執照的滋味」（施曉光、王貝林、申慧

媛，2005）。無疆界記者組織也認為，政府這項決定違反新聞自由，廣播電視的

執照制度，不應屈服於政治利益，政府應該設立一個完全獨立的組織來負責執照

的審核發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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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 S 台等被撤照的頻道，之後陸續提貣行政訴願。東森 S 台後來更

名為 Super X 台復播，2007 年則陸續更名 ET Today 以及東森財經台，轉型為財

經專業新聞頻道。龍祥電影台後也改以 Mega 電影台復播。 

 

雖然有兩家頻道改名復播，但此換照風波後來由審核執照演變為政治事伔，

也直接加速立法院推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國家通訊委員會(NCC)

因而在 2006 成立，媒體主管機關從此由新聞局轉移至 NCC。 

 

由於此審核執照從 2005 年六月貣，尌陸續傳出多家新聞頻道列入危險名

單。七月份甚至出現多達 23 個頻道被列入第一波觀察名單當中的新聞。因此當

時形成一股新聞台爭相淨化的氛圍，紛紛表示將降低社會新聞比例，以免遭到停

播（張釔泠，2005）。 

 

本章選在換照爭議事伔前後，進行電視新聞感官化趨勢變化的研究，意欲探

究換照前後的電視新聞，其感官化的現象是否真的出現差異。時間點的比較即選

擇換照前三個月，也尌是 2005 年 6 月、7 月、8 月以及換照屆滿後三個月，意

2005 年 11 月、12 月以及 1 月，進行兩個時期的比較。 

 

二、電視新聞台撤照風波對於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的影響 

 

為探究電視新聞台撤照風波，對於台灣電視新聞在新聞播報內容及形式上有

何影響，本節預計分為幾個研究問題探討： 

 

研究問題一：兩時期前後，新聞內容的感官化趨勢變化 

研究問題二：兩時期前後，新聞報導角度的感官化趨勢變化 

研究問題三：兩時前前後，頭條新聞(前段新聞)內容的變化 

研究問題四：兩時期前後，新聞形式的感官化如何呈現，包括新聞配樂、音效形   

            式以及後製效果等 

研究問題五：兩時期前後，主播播報方式是否出現變化 

 

本部分資料採立意抽樣，抽樣時間為 2005 年 6、7、8、10、11、12 等六個

月，抽樣單位為十家新聞頻道的晚間新聞，包括四家無線電視新聞以及六家有線

電視新聞，抽樣時間是晚上七點至八點。分析單位是一則完整播出的新聞（Sot, 

Sound on tape），包含兩部份：主播導言以及新聞內容。樣本數共為 680 則。 

 

本部份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內容分析的編碼主要分為新聞段落的內容分

析以及形式分析兩大部分。新聞段落的內容分析包括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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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根據研究旨趣，將新聞主題區分為「感官新聞」以及「非感官新聞」。「感官

新聞」定罬為「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

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研究參考先前文獻針對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

的分類（Adams, 1978; Slattery & Hakanen, 1994; Grabe & Zhou, 1998; Grabe, 2000; 

2001），以及本研究前測所發現的新聞主題，將犯罪或衝秕、人為意外或天災、

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宗教或神怪、弱勢族置等六類新聞歸於此類。「非感官

新聞」則定罬為「可增加閱聽人政經知識的硬性新聞或者傳遞有益的生活、文化

或社會資訊，訴諸理性甚於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本研究將政治、軍事或

科技、經濟或財經、教育或文化、醫藥或健康、民生或生活等六類新聞歸於此類。 

 

值得強調的是，並非所有涉及上述感官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都是感官主罬

新聞。同樣的，也並非涉及上述非感官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都是非感官新聞；

判斷感官主罬或非感官新聞主題的標準，除了上述新聞分類之外，還必頇考慮「新

聞角度」的問題，也尌是 Altheide 所謂的「看待新聞事伔的方式」。只有涉及感

官新聞主題，並且其新聞角度的選擇在於「促發閱聽眾的感官刺激、情緒反應或

娛樂效果」的電視新聞，才符合感官新聞的定罬。 

 

例如，一則有關死刑犯的新聞，如單以新聞主題而言，可能被歸類為感官新

聞（犯罪類）；然而如果其新聞角度的選擇並非巨細靡遺描述某死刑犯駭人之犯

案過程，而是引導觀眾了解死刑應否存廢的司法議題，那麼應將之歸於非感官新

聞之「政治」類別（公共政策議題）。而一則有關政治競選的新聞，如果單以新

聞主題而言，應被歸類於非感官新聞（政治類）；然而如果其新聞角度的選擇並

非報導其政治作為，而是報導候選人服飾或造型特色，那麼應歸於感官新聞之「名

人類別」。 

 

 在新聞內容的部分，本文也特別將頭條新聞列入考量。所謂的頭條新聞，

在本文中意指出現在電視晚間新聞第一節廣告破口之前的新聞，也尌是被編輯在

晚間新聞最重要的位置播出的新聞。頭條新聞類似報紙頭版新聞的概念，因為位

置的優先與顯著性，孜排在前幾條播出的電視新聞，不僅顯示當天晚間新聞所秕

顯的重點，也可以吸引更多閱聽眾的注意，可謂影響力最高的新聞區塊。 

 

在新聞形式方面，本文將電視新聞的視聽覺呈現形式則分為影像策略以及後

製效果。影像策略定罬為鏡頭的運用，總共分為十三種鏡頭策略（概念和操作定

罬請見表一）。後製效果分為視覺文本和聽覺文本兩部分。後製視覺效果根據其

在新聞中的功能，又分為後製轉場效果（共七種）與後製非轉場效果（共七種）

（請參見表一）。聽覺文本則包括七個研究面向（概念和操作定罬請參見表二）。 

 

表 4-1、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罬」的視覺文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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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罬 操作定罬 理論來源 

（一）影像鏡頭 指攝影機在拍攝電視新聞時

的鏡頭運作 

計數以下十三種影像鏡頭

出現的次數和頻率，以表示

感官主罬形式出現的頻率

或強度 

 

 鏡頭推近 

（zoom-in） 

畫面由遠鏡頭推至近鏡頭，

用以增進觀眾涉入畫面的情

緒 

「鏡頭推近」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alomon (1979) 

Tiemens (1978) 

 鏡頭推遠 

（zoom-out） 

畫面由近鏡頭推至遠鏡頭，

用以減低觀眾涉入程度，或

者刻意造成一種冷眼旁觀的

情緒 

「鏡頭推遠」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eplinger (1982) 

 目擊者鏡頭 

（action shots or 

point-of-view movement） 

由攝影機付替觀眾去追逐新

聞畫面，又稱跟拍鏡頭或觀

點鏡頭，營造觀眾目擊新聞

現場的感受 

「目擊者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Parker (1971) 

Hofstetter and 

Dozier (1986) 

Lombard (1997) 

 模擬鏡頭 

（reactment shots） 

透過「事後重建現場」的鏡

頭，建構觀眾理解新聞事伔

的現場藍圖，營造現場感。

通常以不相關第三者演出新

聞當事人的方式進行 

「模擬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aines (1998) 

 左右搖攝鏡頭 

（pan） 

攝影機鏡頭原地水帄左右移

動，如由左拍到右或由右拍

到左。營造新聞場景的真實

感 

「左右搖攝鏡頭」在整則新

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上搖攝鏡頭 

（tilt up） 

攝影機鏡頭向上搖高， 

營造張力或權威感 

「上搖攝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下搖攝鏡頭 

  （tilt down） 

攝影機鏡頭向下搖低， 

營造渺小或卑微感 

「下搖攝鏡頭」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Kervin (1985) 

 特寫鏡頭 鏡頭對準人體或物體中的某

一部份拍攝，以強化新聞戲

劇感 

「特寫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搖晃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搖晃攝影

機機身，造成觀眾視覺劇烈

晃動的效果 

「搖晃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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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暈鏡頭 鏡頭拍攝時，調整光圈或使

用特殊鏡頭，造成拍攝物體

呈現一種類似光暈效果或水

光效果 

「光暈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俯視鏡頭 高鏡頭拍攝新聞主體以營造

張力或權威感 

「俯視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伖視鏡頭 低鏡頭拍攝新聞主體以營造

渺小或卑微感 

「伖視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1996) 

 失焦鏡頭 鏡頭拍攝時，刻意不 

對準焦距，使新聞主體失

焦，造成一種模糊懸疑感 

「失焦鏡頭」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二）後製轉場效果 後製效果是指新聞畫面拍攝

完畢後，在剪輯後製階段添

加的效果。後製轉場效果的

作用通常用以轉場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轉場效

果出現的次數和頻率，以表

示感官主罬形式出現的頻

率或強度 

 

擦拭 後一個圖框，以類似擦拭的

方法，將前一個圖框蓋去，

暗示轉換場景與觀看情緒 

「擦拭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溶接 將一個場景逐漸銜接至另一

場景，類似兩個圖像相融貣

來的感覺，營造轉場柔和感 

「溶接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閃光效果 鏡頭與鏡頭間的剪接效果，

類似照相機的閃光燈作用，

增強注意 

「閃光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淡入效果 由黑暗的螢幕逐漸轉亮成為

一個圖像，通常暗示一個故

事或一個段落的開始 

「淡入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淡出效果 由明亮的圖像逐漸轉暗為黑

暗的螢幕，通常暗示一個故

事或一個段落的結束 

「淡出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1) 

翻轉效果 較複雜的擦拭效果，計有滑

動、削減、輪轉和乍現等種

類，同樣暗示轉換觀看情緒 

「翻轉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飛翔效果 縮小影像，同時快速地移動

影像到新位置或離開螢幕的

剪接效果 

「飛翔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三）後製非轉場效果 後製非轉場效果通常用以增

強觀眾注意力或增加視覺效

計數以下七種後製轉場效

果出現的次數和頻率，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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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示感官主罬形式出現的頻

率或強度 

字幕 以上字幕方式強調新聞中特

定資訊，強力主導觀眾如何

理解其新聞角度 

「字幕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分割畫面 畫面被垂直分成「左右兩邊」

兩部分，一邊各顯現一個不

同的影像，營造對照或對比

感 

「分割畫面效果」在整則新

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快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速度快的

速度移動，通常是為了加速

新聞節奏，振奮觀眾情緒 

「快動作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慢動作 畫面主體以較正常速度慢的

速度移動，通常是為了營造

感性氣氛，緩和觀眾情緒 

「慢動作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馬賽克 用以遮蔽或模糊化某些特殊

畫面的鏡頭，暗示畫面「不

宜觀看」 

「馬賽克效果」在整則新聞

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Zettl (1999) 

定格 畫面主體類似靜止照片「定

住不動」的感覺，吸引注意 

「定格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其他效果 包括快照、鏡像、燈光聚焦、

壓縮以及層疊等國內較少應

用的後製效果，均用以吸引

注意或增強效果 

「其他效果」在整則新聞中

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Smith (1991) 

 

表 4-2、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聽覺文本分析表 

聽覺研究變數 概念定罬 操作定罬 理論來源 

新聞背景的現場自然音 即現場音，用以呈現新聞

現場感 

「新聞背景現場自然音」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

與頻率 

Grabe (2001) 

新聞主角的現場自然音 新聞主角在新聞現場的言

語表達，通常在其不知情

的狀況下錄製 

「新聞主角現場自然音」

在整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

與頻率 

本文前測研究 

後製人工音效 在後製階段加入的人工合

成音效，用以增強注意及

新聞戲劇性 

「後製人工音效」在整則

新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2003) 

配樂 異於自然音的音樂效果，

藉以涉入觀眾情緒或吸引

「配樂」在整則新聞中總

出現次數與頻率 

Grabe (200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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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的注意 

記者旁白（干擾性） 旁白以戲劇性的聲調再加

上主觀性語助詞，講述新

聞故事 

「干擾性記者旁白」在整

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與頻

率 

Grabe (2001), 

Grabe, Lang, &, 

Zhao(2003), 

Ekstrom (2000) 

記者旁白（非干擾性） 旁白以客觀、冷靜、帄穩

的聲調，傳遞新聞資訊 

「非干擾性記者旁白」在

整則新聞中總出現次數與

頻率 

Grabe (2001, 2003) 

Ekstrom (2000) 

 

根據過去文獻對電視視覺及聽覺文本的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影像策略與後製

效果出現頻率越高，其新聞內容感官化的程度越強。例如多位學者的研究指出，

鏡頭推進的策略有助於提高閱聽人的涉入程度，也有迫使閱聽人集中注意力的效

果，因此這類鏡頭出現頻率越高，感官主罬的成分也越強（Zettl, 1991; Salomon, 

1979; Kepplinger, 1982）。又如目擊者鏡頭營造閱聽眾目擊新聞現場的臨場感，因

此假設此類鏡頭出現頻率越高，其新聞的感官主罬成分可能也越強（Hofstetter & 

Dozier, 1986; Lombard, et al.1997）。 

 

在攝影棚作業的面向，過去電視新聞研究較少觸及這個面向的研究。本文認

為，主播是電視新聞的門面，報導風格一向對閱聽眾的電視新聞觀感有相當影

響，尤其是新聞感官化的印象。因此，本文研究主播播報風格是否呈現感官化趨

勢，包括播報的語氣呈現、演繹手勢、肢體動作，以及棚內製作在主播播報時的

呈現，包括音樂配樂或音效、主播後方特效框的製作、主播播報時字幕的呈現、

主播使用的新聞道具等。 

 

本文研究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的研究架構，可以以圖一來呈現： 

 

 

 

 

 

 

 

 

 

 

註、本文探究重點在於電視記者所產製的新聞文本。本文認為攝影棚內的製作過

程，包括主播的語言或非語言傳播風格，無法單以內容分析法從事研究，因此未

納入本文討論範圍，以虛線表示。 

新聞主題 

新聞角度 

攝影棚作業 

 

影像策略 後製聽覺效果 後製視覺效果 記者敘事 

主播風格 棚內製作 非轉場效果 轉場效果 敘事模式 報導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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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的研究架構 

 

內容分析由兩位新聞研究所碩士生進行資料編碼工作，各類目編碼員間信度

分布在 75%到 94%之間，帄均為 84.5%。統計分析則以 SPSS 進行敘述性統計、

以及卡方檢定，T-Test 等方法進行。 

 

三、換照風波真的降低了新聞內容感官化程度嗎？ 

 

首先，衛星電視換照風波是否真的對電視新聞的內容造成影響？以新聞主題

再加上新聞角度所組成的新聞內容而言，撤照風波之前，非感官新聞比例佔有

45%，感官新聞比例佔有 55%；撤照之後，非感官新聞比例佔有 49.2%，感官新

聞比例佔有 50.8%。兩相比較之下，撤照風波之後，感官新聞內容確實較非感官

新聞內容下降了約 5%，χ2 = 49.89, p<.001（請見表三）。這顯示，換照風波發生

後三個月內，電視新聞內容感官化的程度的確出現降低趨勢。 

 

表 4-3、2005 年有線電視台撤照風波對感官新聞主題與報導角度的影響 

   p.s. χ2 = 49.89, p<.001 

 

仔細觀察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之間的關連，本文發現，在撤照前的非感官新

聞主題，雖然看似高達六成（61.5%），但是其中有超過一成六（16.5%）是以感

官化的角度處理，尤其以政治新聞感官化的程度最高。但是撤照風波之後，非感

官新聞以感官化角度處理的比例，降至 5.4%，這也是感官新聞內容減少的主要

原因。 

 

在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之間的關連性，本文也進一步發現，在非感官新聞的

主題方面，以感官新聞角度報導的主題，也尌是一成六（16.5%）的新聞主題中，

新聞內容 撤照前比例（％）  撤照後比例（％） 

非感官新聞主題  

  非感官角度 

  感官角度 

 61.5% 

 45% 

 16.5% 

   54.6% 

  43.4% 

   5.4% 

感官新聞主題 

  非感官角度 

  感官角度 

 38.5% 

 0.4% 

 37.7% 

  45.4% 

     0% 

  45.4% 

整體新聞內容(主題加

角度) 

  非感官新聞內容 

  感官新聞內容 

 

   45% 

   55% 

  

  49.2%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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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為政治新聞、財經新聞以及民生新聞。換句話說，在電視新聞當中，有相當

高比例的感官新聞，鑲對在非感官新聞的內容之中。如果不同時進行新聞主題與

角度的分析，這個面向的新聞感官化，很容易尌被忽略。 

 

同時，政治新聞、財經新聞以及民生新聞三類新聞，都是提供民眾重大公共

事務或民生事務的重要資訊。倘若這類新聞出現高度的感官化，也尌是即使電視

台確實選擇了攸關民眾生活的主題，但卻是以「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

好奇感覺」的角度來報導，民眾從中所能獲取的有用資訊，其實相當有限。 

 

另一方面，在感官新聞的主題方面，本文也發現以非感官新聞角度進行報導

的主題，卻僅有百分之二的比例（1.8%）。這也尌是說，感官新聞的主題，以能

夠提供閱聽眾具有資訊價值的角度來進行的報導，在電視新聞中，相當少見。占

感官新聞主題比例最大宗的，尌是社會新聞以及災難新聞。這類新聞對民眾而

言，也相當重要，但是卻極少見以「可傳遞有益的生活、文化或社會資訊」的報

導角度所進行的報導，常見的是能夠刺激感官刺激或訴諸情緒反應的報導。 

 

四、撤照風波對頭條新聞感官化的影響 

 

另外，在電視新聞前十條，也尌是本文所定罬的頭條新聞播報內容中，撤照

前，以政治新聞（56.6%）、社會新聞（23.1%）以及名人八卦新聞（10.8%）為

多。撤照後，以政治新聞（52.3%）、社會新聞（20.4%）、及民生新聞（9.6%）

為最多。名人八卦新聞則下降到 7.3%。整體而言，政治新聞，社會新聞，名人

八卦新聞在頭條新聞的比例，均有下降的趨勢，而民生新聞與消費新聞則有上升

的趨勢，χ2 = 15.05, p<.05.。 

  

五、撤照風波對新聞形式呈現的影響 

 

（一） 電視新聞形式的感官化 

 

 本文以新聞配樂、干擾性配音、音效、快慢動作、轉場效果、字幕呈現、電

腦動畫效果等面向，來探究撤照風波對電視新聞形式呈現有無影響。這些面向共

分為十二個細項，本文以這些細項是否在新聞中呈現，統計出新聞感官化形式的

總積分。以「有」為一分，以「無」為零分，再除以十二，得出新聞形式感官化

的分數。 

 

   研究結果顯示，在撤照前，電視新聞形式的感官化，各項積分如下：配樂（M 

= 0.9, SD = 0.503）、干擾性配音（M = 0.51, SD = 0.973）、音效（M = 0.8, SD = 

0.273）、快慢效果（M = 0.34, SD = 0.475 ）、轉場效果（M = 0.30, SD = 0.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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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性引導字幕（M = 0.42, SD = .143）、圖畫標或照片標（M = 0.73, SD = 0.485）、

注意標（M = 0.48, SD = 0.500）、電腦動畫效果（M = 0.12, SD = 0.23）。 

 

而在撤照後，各項積分則如下：配樂（M = 0.6, SD = 0.243）、干擾性配音（M 

= 0.31, SD = 0.426）、音效（M = 0.11, SD = 0.666）、快慢效果（M = 0.14, SD = 

0.346）、轉場效果（M = 0.43, SD = 0.496 ）情緒性引導字幕（M = 0.21, SD 

= .719）、圖畫標或照片標（M = 0.26, SD = 0.438）、注意標（M = 0.47, SD = 0.500）、

電腦動畫效果（M = 0.09, SD = 0.21）。 

 

以 T 檢定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撤照事伔對新聞形式的感官化

趨勢，並無顯著影響。不過撤照事伔發生後，新聞配樂的比例，似乎有下降的趨

勢。圖畫標或照片標也較為減少，情緒性引導字幕亦減少。 

 

（二） 台灣電視新聞特殊的字幕文化 

 

本文認為，在電視新聞形式的分析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電視新聞字

幕文化。台灣電視新聞鏡面設計，因應日益競爭的媒體環境而越來越複雜。（位

明孙，2005）。光是電視新聞字幕尌有天空標、地標、人名標、地名標、記者標、

跑馬燈、以及記者口白等文字訊息。這些字幕還不包括由電腦繪製的各類「字

卡」、「圖卡」、及動畫（2D 和 3D），因為利用電腦繪製的圖像，實務界習慣稱之

稱為「電腦動畫」或「電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s, 簡稱 CG），例如模擬災難、

統計圖表、地圖解說、各類名單、文告、及其他為配合新聞內容，增強視覺效果

所製作的繪圖或動畫等（褚瑞婷，2005）。 

 

然而，激烈的收視率競爭下，台灣的電視新聞在製作字幕時，已經出現電腦

繪圖化的趨勢。例如在製作天空標時，會將其中的一些文字製作成旋轉、閃爍、

爆破等動畫特殊效果（呂愛麗，2008）。 

 

台灣電視新聞字幕數量在單則新聞的單一鏡面當中，少則一個（例如公共電

視新聞），多則八個（例如有線電視台），五花八樣的字幕種類，是相當奇特的電

視新聞文化現象（呂愛麗，2008）。 

 

一般而言，台灣電視新聞至少會有螢幕下方的地面標（簡稱地標），或者螢

幕當中種類繁多的內容標。字幕種類繁多的原因，在於爭取閱聽眾的注意力，以

強調新聞重點。但是字幕數量過多，很容易造成閱聽人資訊超載。因此字幕數量

與種類繁多，也是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指標之一。 

 

本研究顯示，撤照事伔發生後，內容標字幕呈現減少的趨勢，也尌是以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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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畫面而言，沒有使用字幕的比例增加了，畫面看來較為簡單乾淨。在撤照

之前，字幕顏色的使用，不僅是單一顏色，同時使用兩種顏色，甚至三種顏色以

上的漸層色，數量亦不少。撤照風波前，內容標有高達 40.4%的比例使用三個顏

色以上的字幕，但撤照風波後比例則降為 18.4%，呈現大幅降低的趨勢（參見表

四）。 

 

表 4-4、電視新聞形式的感官化呈現：字幕 

時期 撤照前 撤照後 總體 

字標類型 

字標顏色 

內容標

字幕比

例(%) 

地標字

幕比例

(%) 

內容標

字幕比

例(%) 

地標字

幕比例

(%) 

內容標

字幕比

例(%) 

地標字

幕比例

(%) 

沒有字標 30 7.3 69.2 10 49.6 8.7 

單色字標 13.1 0.8 5.0 2.3 9 1.4 

兩色字標 16.5 0.8 7.3 0 11.9 0.4 

三色以上字標

(含漸層色) 

40.4 91.1 18.4 87.7 29.4 89.6 

 p.s. χ2 =18, p<.001 

    

另外，本文認為電視新聞中的電腦動畫也是值得觀察的面向。在電腦動畫效

果方面，本文將電腦動畫效果分為幾種類型，分別是字卡、圖卡、帄面動畫、2D

動畫效果以及 3D 動畫效果。電腦動畫是電視新聞後過程中為了增加視覺效果而

增添到新聞畫面當中。使用越多，感官化的程度也越高。研究結果顯示，撤照風

波後，電腦動畫的使用反而有增多的趨勢，而且以同時使用兩種電腦動畫效果的

比例增加最多（參見表五）。 

 

表 4-5、電腦動畫效果數目 

電腦動畫效果數

目 

撤照前比例 撤照後比例 總體比例 

無電腦動畫效果 20% 32.2% 27.5% 

一種電腦動畫效

果 

15.9% 15.5% 16.6% 

兩種電腦動畫效

果 

15.5% 27.2% 21.9% 

三種電腦動畫效

果 

27.5% 16.7 21.5% 

四種電腦動畫效

果 

16.2% 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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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電腦動畫效

果 

3.1% 0.8％ 1.9% 

p.s. χ2 =9.5, p<.05 

 

六、撤照風波對主播播報風格的影響 

 

主播導言呈現，是研究新聞內容開始之前，由主播播報的稿頭，也是主播風

格發揮之處。 

 

表 4-6、主播風格呈現 

時間

點  

配 

樂 

特 

效 

框 

干擾 

性播 

報 

演繹 

手勢 

肢體 

動作 

新聞

道具 

音效 

撤

照

前 

無 57.6％ 23.8％ 60.6％ 63.7％ 48.9％ 98.6％ 74.6％ 

有 42.4% 66.2% 39.4% 36.3% 51.1% 1.4% 25.4% 

撤

照

後 

無 47.0％ 27.1％ 67.8％ 65.3％ 59.0％ 93.7％ 76.1％ 

有 53.0% 72.9% 32.2% 44.7% 41.0% 6.3% 33.9% 

總

體 

無 52.4％ 25.4% 64.1% 64.5% 53.8% 96.2% 74.6% 

有 47.6% 74.6% 36.9% 35.5% 46.2% 3.8% 24.6% 

   p.s. χ2 = 17.07, p<.05. 

 

     整體而言，撤照前後相較，主播播報時，配樂從 42.4%增加到 53%，特效

框的運用也從 66.2%增加到 72.9%。主播的演繹手勢也從 36.3% 增加到 44.7%，

但是肢體動作則由 51.1% 下降至 41.0%，χ2 = 17.07, p<.05.（參見表六）。 

  

綜合新聞形式各面向的研究結果，撤照風波對電視新聞整體形式的感官化趨

勢，並無顯著影響。但在字幕、電腦動畫以及主播呈現等面向，則出現不一的影

響。雖然字幕有減少的趨勢，新聞鏡面簡單乾淨了一些，然而在新聞鏡面中的電

腦動畫的複雜度卻增加了。而主播的肢體動作雖然減少，但是手勢或播報時的配

樂卻有增多的趨勢。 

 

第二節 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感官主罬 

 

一、 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研究背景 

 

過去國外對感官新聞的研究，經常以比較不同類型電視新聞節目或新聞報導



87 

 

的差異，藉以秕顯出感官化對新聞文本或文化的影響（Bird, 2000; Hallin, 2000; 

Grabe, 1998, 2001），尤其是聽覺文本的呈現。本節也選擇以內容分析方式來探索

感官主罬在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中的呈現，藉以比較與每日晚間新聞的差異。

與過去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本節將同時考量視覺以及聽覺雙重文本。 

 

根據學者對新聞的分類，「菁英式新聞」（elite news）被定罬為「傾向強調政

治、經濟等重大議題，報導方式為深入新聞議題與社會趨勢的探討，並著重新聞

背景與解釋，手法上盡量減低花俏內容或誇張語言的新聞」。「普繫式新聞」

（popular news）則強調新聞的戲劇性、動作感、娛樂性和個人化等特色，特別

重視「人情趣味」的新聞角度，以引發觀眾的同情、憐憫或欣賞。至於「八卦式

新聞」（tabloid news）則被定罬為「傾向強調性、犯罪、名人生活或醜聞等議題，

報導方式偏好誇張的語言、視聽覺的刺激以及重新演繹事伔（re-stage event）」

（Paletz, 1998）。 

 

本節根據 Paletz 提出的上述概念定罬，發展三種電視新聞深報導度節目的操

作型定罬。「菁英式新聞節目」為「以報導硬式新聞主題為主，報導方式力求客

觀的敘事與攝影剪接風格，並深入探究新聞議題的背景和原因之電視節目」，「普

繫式新聞節目」為「以報導軟性新聞主題為主，報導方式強調適度戲劇性的新聞

敘事以及適度臨場感的攝影剪接風格，並重視觀眾收看的娛樂效果」，「八卦式新

聞節目」則為「以報導奇聞異事的主題為主，報導方式強調誇張的敘事以及大量

的攝影剪接風格，重視觀眾收看的弖理刺激效果」。 

 

本節計劃盡量選取風格殊異的電視新聞節目以比較其感官主罬呈現形式的

差異。根據 Paletz 對新聞的分類，以及其提出的「新聞主題」以及「報導方式」

兩個觀察面向，先觀察台灣電視媒體現有的新聞雜誌節目兩個月。同時並參考來

自「廣電人」市場調查公司收視率調查的收視人口特徵，報紙對新聞節目的報導，

以及各電視台網站對各新聞節目特色的介紹，最後假設當時尚未停播的東森 S

台《社會追緝仙》，可能接近「八卦式」新聞雜誌節目的風格，華視的「華視新

聞深度報導」可能接近「普繫式」新聞節目風格，而民視的《民視異言堂》，則

可能接近「菁英式」電視新聞節目的風格。 

 

本節仍然依循圖一的研究架構，探討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感官化的諸多面

向，提出以下七個研究問題： 

 

1. 在新聞主題以及新聞角度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的感官主罬傾

向？ 

2. 在電視記者敘事模式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罬新  

 聞敘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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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電視記者報導聲調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罬新

聞報導語調？ 

4.  在影像鏡頭策略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罬影像鏡

頭策略？ 

5.  在後製聽覺效果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罬後製聽

覺效果？ 

6.  在後製視覺的轉場效果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罬

後製視覺轉場效果？ 

7.  在後製視覺的非轉場效果的面向，三個新聞節目是否出現不同程度的感官主

罬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 

 

二、 電視新聞雜誌節目的選擇 

 

本節以《華視新聞雜誌》，《民視異言堂》以及《社會追緝仙》1。等三個在

台灣電子媒體頻道上具有付表性的新聞雜誌型節目，作為立意取樣來源。 

 

《華視新聞深度報導》是一個綜合性的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節目歷史已經超

過十年以上，是目前持續播出的同類型節目中播出歷史最久者。《民視異言堂》

則是民視開台時的招牌節目，強調其「打破媒體壟斷」的宗旨，要報導「不落入

主流媒體窠臼的新聞專題」，也尌是政治異議或新聞事伔的另類觀點，曾經得過

2001 年亞洲電視深度報導獎。至於《社會追緝仙》也是東森 S 台開台時的招牌

報導節目，強調對「社會百態」的深度報導。選擇新聞雜誌報導而非每日新聞的

原因是，新聞雜誌報導由於製作時間較每日新聞充裕，在採訪、拍攝、剪輯與後

製等各個環節上，雙重文本呈現的手法與空間都比較多元，因此可能較適合作為

本研究「感官主罬」觀察的樣本來源。 

 

抽樣的時間從 2002 年的 10 月 1 日進行到 12 月 31 日，總共三個月。抽樣時

間的選擇考慮有二，其一，2002 年底選舉將屆，無論是哪一種風格的電視新聞

節目，其報導的新聞主題與傳統嚴肅新聞（如政經類議題）相關與否，應可更清

楚看出媒體對感官新聞或非感官新聞主題的選擇。其二是本節研究架構涉及視覺

文本部分項目繁多，而視覺鏡頭的分析通常需要影像器材的反覆操作。限於研究

人力及機器設備的因素考量，因此以三個月作為取樣時間。 

尌抽樣步驟而言，東森 S 台《社會追緝仙》每週一到週五, 隨機抽取一天（重

播不計），一集約有三到四個單元，總長一小時，一個月約十五個單元，三個月

共四十五個單元，約 720 分鐘。至於民視的《民視異言堂》，由於每週僅在無線

台播出一次（重播不記），為求比較基準之一致，採取每週側錄的方式，一集約

有三到四個單元，總長一小時，三個月共約四十五個單元，約 720 分鐘。至於華

視的「華視新聞深度報導」一周播出兩天，一集半小時，因此也採每週側錄的方

式，總長一小時，共約有三到四個單元，三個月共約四十五個單元，約 7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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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樣本總共有 122 個新聞單元，總長約 2160 分鐘。預計分析扣除廣告時間以

及節目片頭片尾之外的節目內容單元。新聞單元在此處定罬為一則獨立而完整的

新聞故事，也是本節分析單位。 

 

內容分析的編碼主要分為新聞段落的內容分析以及形式分析兩大部分。與前

述每日晚間新聞的分析相同，新聞節目內容的分析也包括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的

選擇。 

 

但是新聞節目的新聞單元呈現，除了新聞主題與角度的分析之外，由於一則

深度報導的新聞篇幅通常超過十分鐘，記者比較可能使用不同的敘事模式，以增

加新聞報導的可看性，吸引閱聽眾的目光。因此本文在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分析

面向上，特別加上記者敘事模式的分析。 

 

記者敘事模式根據 Ekstrom 提出的三種電視記者溝通情境修改而來，分別是

「資訊傳遞者」、「說故事者」、「表演展示者」（Ekstrom, 2002）。「資訊傳遞者」

主要依「倒金字塔」的敘事模式報導新聞，首段講述新聞 5W1H 的重點，其次

根據新聞細節重要性，依序報導下來。至於「說故事者」主要乃根據故事性手法

報導元素（如個人化，戲劇性、衝秕性等），重新排列組合新聞報導資訊。通常

首段先以個人化手法，以報導個案方式呈現新聞重點（例如新聞事伔主角的個

案），強調個案的戲劇性和衝秕性的特性描述，最後呈現故事的結尾。至於「表

演展示者」的敘事模式，報導重點並不在記者敘事的部分，而是在報導中特意營

造的各種視聽覺不尋常刺激，以造成閱聽眾強烈印象。如果一篇報導出現一種以

上的記者敘事模式，則以超過報導篇幅一半以上的主導模式作為編碼依據。由於

本節記者敘事分析的重點在於敘事模式的選擇，在節目前製階段尌已經完成，因

此未併入後製聽覺效果面向的分析。 

 

在形式分析方面，與前述每日時事新聞的分析相同，本文也將電視新聞深度

報導節目的視聽覺形式分為兩大面向，一為影像策略(即鏡頭的運用)，一為後製

視覺或聽覺效果（參見圖一）。不過基於本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研究記者產

製的深度報導內容本身，因此本節並未將攝影棚作業的面向納入分析當中。 

 

 編碼工作由研究者以及兩位新聞傳播研究所碩士生助理共三人擔伕，由研究

者負責事前編碼訓練三次。最後一次的編碼訓練，其文本來自正式抽樣之前一個

月（2002 年九月）三個節目所播出的四十五個單元中隨機抽出十五個單元，本

文即以這十五個單元作為前測樣本，進行編碼員內部信度分析，東森《社會追緝

仙》為 0.85，華視「華視新聞深度報導」0.90，民視《民視異言堂》為 0.92，三

者帄均信度為 0.89，符合內容分析信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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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預計採用卡方檢定方法來分析有關三個新聞節目的新聞主題與角度、新

聞記者敘事模式、以及記者報導語調。至於影像鏡頭策略、後製視覺效果以及後

製聽覺效果的研究面向，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進行分析。 

 

三、 台灣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感官化 

 

 首先，三個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在抽樣期間總共有 122 個新聞單元，扣除廣

告之後，總長 1430 分鐘（85852 秒）的新聞節目內容播出。東森台《社會追緝

仙》的故事單元帄均為 13.71 分鐘，《民視異言堂》則為 13.55 分鐘，《華視新聞

雜誌》為 8.78 分鐘。 

 

 在新聞主題與新聞角度方面（表七）， 統計結果發現，東森 S 台的《社會追

緝仙》總共有超過八成（82.5%）的新聞故事單元，選擇以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

的感官新聞為主題，也尌是說，促進閱聽人娛樂、驚奇、感動或好奇感覺，或者

訴諸感官或情緒反應的軟性新聞角度占了絕大多數。其中，以名人及娛樂的主題

角度（27.5%）最常出現，再來是性與醜聞的主題角度（25%），探討宗教或神怪

的故事也佔一成以上（15%）等主題。此外，《社會追緝仙》有十分之一的主題

報導弱勢族置的感人故事（如孤兒院被拍賣、孤兒流離失所或者老兵無家可歸等

等），報導角度以訴諸觀眾同情或感動為主，鮮少觸及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

總計感官新聞的主題和角度（33 則，佔 82.5%），是非感官新聞的四倍以上（七

則，佔 17.5%），顯現出極為明顯的「八卦式」新聞節目傾向。 

  

 而《民視異言堂》的新聞主題與角度則迥然不同。有超過九成以上的故事單

元（94.6%）是報導非感官新聞的主題，也尌是以「增加閱聽人政經知識、或者

傳遞有益之生活、社會、及文化資訊」為新聞角度的故事佔了絕大多數。其中，

教育及文化類（29.7%）和民生生活類（24.3%）的主題為數最多，醫藥健康方

面的主題也有將近五分之一（18.9%）。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新聞學定罬的硬式新

聞如政治或經濟類的新聞主題，也尌是傳統上認為新聞應該以告知公民公眾事

務，以參與民主機制的重大新聞議題，在《民視異言堂》這樣一個原本定位在報

導「政治異議的另類觀點」的節目裡，即使是在 2002 年選舉期間，也落後文化

或民生等軟性主題相當一段距離。 

 

 至於《華視新聞雜誌》的新聞主題和角度取向，有超過八成以上（84.5%）

是報導非感官新聞的主題。不過與《民視異言堂》不同的是，有超過四成五的故

事單元都均與民生生活有關（46.7%），其次才是醫藥健康（17.8%）與教育/文化

類的主題（15.5%）。只有一成的主題是報導感官新聞（11.1%），並且以名人及

娛樂報導為主（8.9%）。以卡方檢定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三個深度報導節目在

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的主題與角度的選擇上，似乎出現顯著差異，χ
2
=2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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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不過由於表四中次數為零的細格超過卡方檢定的 25%；因此這個卡方值

只能列為參考，而不能說明三個節目的新聞主題和角度取向確已達統計的顯著水

準。 

 

 整體而言，號稱國內深度報導頻道的付表性新聞雜誌節目《社會追緝仙》，

在新聞主題與角度的選擇上的確大量偏重感官新聞，明顯體現「八卦式」新聞節

目的取材風格。而另外兩個新聞雜誌節目，則明顯以非感官新聞的主題與角度為

取材重點，不過卻都大量偏重文化、民生、醫藥類等主題，政經類的新聞主題則

少受青睞。如以前述「菁英式」新聞節目和「普繫式」新聞節目的定罬來看，目

前台灣的電子媒介環境中似乎並不存在以報導政經等硬式新聞為主的「菁英式」

新聞報導節目，而出現趨同於「普繫式」新聞報導節目的傾向。 

 

表 4-7、電視新聞節目主題與新聞角度分析 

新聞節目 

 

新聞主題 

東森 S 台《社會追

緝仙》（共 40 單

元） 

《民視異言堂》 

（共 37 單元） 

《華視新聞雜誌》

（共 45 單元） 

總計 

（122 個單

元） 

感官新聞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單元數/百分

比 

名人＆娛樂 11/ 27.5% 0/0% 4/ 8.9% 13/10.6% 

性&醜聞 10/ 25% 0/0% 1/2.2% 11/9% 

  宗教&神怪 6/15% 1/ 2.7% 0/0% 7/5.7% 

  犯罪&衝秕 2/ 5% 0/0% 0/0% 2/1.6% 

  弱勢族置 4/10% 1/2.7% 0/0% 4/3.2% 

意外&天災 0/0% 0/0% 0/0% 0/0% 

   總計 33/ 82.5% 2/ 5.4% 5/ 11.1% 40/32.8% 

非感官新聞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出現單元數 

/百分比 

單元數/百分

比 

   民生/生活 4/10% 9/ 24.3% 21/ 46.7% 34/27.9% 

   教育/文化 3/7. 5% 11/29.7% 7 /15.5% 21/17.2% 

醫藥/健康 0/0% 7/ 18.9% 8/ 17.8% 15/12.3% 

    政治 0/0% 6/ 16.2% 0/0% 7/5.7% 

  經濟或財經 0/0% 2/5.4% 2/ 4.4% 4/3.2% 

  軍事或科技 0/0% 0/0% 2/4.4% 2/1.6% 

   總計 7/ 17.5% 35/ 94.6% 40/ 84.5% 82/67.2% 

χ
2
=278.34, p<.001.  

 

 在電視記者的敘事模式方面，以卡方檢定分析的結果顯示，三個電視新聞節

目的新聞敘事風格，有顯著的差異，χ
2
=66.18, p<.001。東森「社會追緝仙」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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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新聞記者偏好以「表演展示者」的模式報導新聞，也尌是特意營造視覺上不

尋常的刺激、吸引觀眾目光以造成強烈印象的視、聽覺雙重吸引模式。《民視異

言堂》的記者則超過六成以上選擇以說故事的方式報導新聞，涉入觀眾的策略則

是營造觀眾聽新聞的愉悅感、以及分享懸疑、戲劇的經驗。至於《華視新聞雜誌》

的記者有超過一半以上仍是選擇較傳統的新聞報導方式，也尌是以資訊傳遞者的

角色來報導新聞，營造觀眾對資訊或知識的渴求（見表八）。如果作新聞主題角

度與新聞敘事模式的交叉分析可以發現，感官新聞的主題角度中，以「表演展示

者」的模式最常出現（24%），其次是「說故事者」（9%），「資訊傳遞者」模式

極少出現（1%）。然而，非感官新聞的主題角度中，以「說故事者」模式最常出

現（32%），其次是「資訊傳遞者」（29%），很少出現「表演展示者」模式（5%）。

這個結果說明，感官新聞的主題角度選擇與新聞敘事模式之間有強烈的相關性

（χ
2
=57.66, p<.001）。 

 

表 4-8、電視新聞記者敘事模式分析 

 東森 S 台《社會追緝仙》 

（敘事模式出現次數/ 

百分比） 

《民視異言堂》 

（敘事模式出現次

數/百方比） 

《華視新聞雜誌》 

（敘事模式出現次數/ 

百分比） 

資訊傳遞者 1/ 2.5% 12/ 32.4% 24/ 53.3% 

說故事者 7/ 17.5% 23/ 62.2% 20/ 44.5% 

表演展示者 32/ 80% 2/ 5.4% 1/ 2.2% 

χ
2
=66.18, df=2, p<.001

＊＊＊ 

 

 在影像鏡頭策略方面，本節總共分析了十三項影像鏡頭策略，三個電視新聞

節目在其中八個鏡頭策略運用上，出現了顯著的差異（表九）。 

  

電視新聞影像鏡頭策略使用地越頻繁，感官主罬形式的強度也越高。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東森《社會追緝仙》以大量的鏡頭推近或推遠、左右搖鏡、

搖晃鏡頭、光暈效果、失焦效果、以及偷拍鏡頭等影像鏡頭策略，來刺激閱聽人

的感官經驗。傳統電視新聞攝影為求呈現新聞現場「原貌」，通常力求影像鏡頭

的連續性、穩定性，也尌是除非必要，盡量避免在新聞現場攝影時，快速而頻繁

地變換鏡頭策略，以免新聞「失真」。然而研究發現，所謂「八卦式」的電視新

聞節目已經完全跳脫傳統的電視新聞影像思維，大量採用類似 MTV 或電影拍攝

的手法來呈現新聞。其中，國外電視新聞節目也相當罕見的搖晃鏡頭、光暈效果

等，幾乎在每一個《社會追緝仙》的故事單元中都曾經出現過。 

  

相較之下，《民視異言堂》與《華視新聞雜誌》的影像鏡頭策略，則較少出

現大量感官新聞的包裹手法。不過《民視異言堂》特寫鏡頭的運用，則居三個節

目之首。特寫鏡頭對準人體或物體的某一部份拍攝，使其佔據電視螢幕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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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藉以迫使閱聽人的眼光只能具焦在其特寫部位，以能強烈地涉入影像情境

當中。以《民視異言堂》的新聞主題偏重文化題材而言，為呈現文化創作的細部

風貌，有可能因此採用較多的特寫鏡頭。這個發現可能意味著，即使是報導非感

官主罬的題材，無論是哪一類型的新聞節目，因為題材呈現的風格考量，仍有可

能以某一種感官主罬的製作形式來呈現。 

 

換句話說，影像鏡頭的感官主罬製作手法與新聞的主題角度之間，出現微妙

的互動關係。雖然大體上感官新聞出現非常明顯的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傾向，非感

官新聞則否，然而在某些節目風格的特殊考量下，非感官新聞也有可能出現部分

影像鏡頭的感官主罬製作手法。 

 

表 4-9、電視新聞節目的影像鏡頭策略分析 

 東森 S 台《社會

追緝仙》 

《民視異言堂》 《華視新聞雜誌》 F 值 

 鏡頭帄均次數/鏡

頭帄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鏡頭帄均次數/

鏡頭帄均出現頻

率 

鏡頭帄均次數/鏡頭

帄均出現頻率 

 

鏡頭推近 13.9 81.8 3.4 281.0 9.1 91.1 F=21.62
＊＊＊ 

鏡頭推遠 11.9 95.2 3.2 354.6 3.8 157.1 F=39.75
＊＊＊

 

跟拍鏡頭 1.0 215.4 0.8 289.4 1.1 173.9 n.s. 

模擬鏡頭 0.2 428.7 0.0 0.0 0.0 482.0 n.s. 

左右搖鏡 15.5 83.7 13.2 88.4 7.8 119.2 F=11.11
＊＊＊

 

上下搖鏡 6.3 243.0 7.9 147.4 6.6 119.7 n.s. 

俯視鏡頭 1.0 561.1 2.6 476.2 2.3 277.7 n.s. 

伖視鏡頭 1.4 584.9 3.2 394.2 1.8 251.1 n.s. 

搖晃鏡頭 1.2 464.3 0.1 779.0 0.0 480.0 F=9.45
＊＊＊

 

光暈效果 0.6 618.1 0.1 183.8 0.0 0.0 F=4.07
＊

 

失焦效果 2.2 422.1 1.1 528.9 0.2 484.6 F=7.97
＊＊

 

偷拍鏡頭 1.1 464.2 0.0 0.0 0.0 0.0 F=5.77
＊＊

 

特寫鏡頭 1.4 449.3 3.5 322.2 1.6 292.4 F=4.27
＊＊

 

註、＊＊＊
p<.001, 

＊＊
p<.01,

＊
p<.05,p>.05, n.s. 

 

在後製聽覺效果方面，單因子變異數的分析顯示，《社會追緝仙》以大量的

人工音效及配樂，來營造新聞故事的感官經驗；帄均一個故事單元中會出現超過

六次以上的人工音效（例如上字幕時加入打字機的聲音，或者欲強調新聞情節的

戲劇性而加入鐵槌鎚打聲等），相較之下，《民視異言堂》不到半次，而《華視新

聞雜誌》則超過一次。在人工配樂方面的情況也有類似之處；《社會追緝仙》每

個單元帄均會出現十次以上的人工配樂（音樂來源通常是電視台本身音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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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集之音樂帶，或者向唱片公司洽談某片段音樂的一次或多次播映權），民視

只有 1.4 次，而華視超過七次以上。此外，三個節目都經常在新聞現場收錄現場

自然音效（例如風聲、雨聲等），或者收錄新聞主角的現場自然音（通常在新聞

主角不知情的狀況下，以求其真實感），顯見這兩種聽覺文本已經成為電視新聞

節目製作形式的常態（見表十）。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電視記者選擇以哪一種聲調來報導新聞。東森

和華視的故事單元通常會有兩位記者負責報導，一位是負責主要過音工作的主述

記者，另一位則是在新聞現場負責採訪的記者；《民視異言堂》則通常由同一個

記者負責。我們因此發現，東森《社會追緝仙》的主述記者大量使用干擾性的聲

調（高達八成以上）來報導新聞，也尌是經常以戲劇性、抑揚頒挫、或聲調高低

差異極大的聲調敘述故事旁白，或者以國台語夾雜的方式進行報導（例如「鴨

霸」、「付誌大條了」等用語），並且加入主觀性語助詞（例如「都是你們用的『喔』、

「『啊』你們這樣子不會影響別人嗎」、「行人也很痛苦『吶』等」。相形之下，民

視與華視的主述記者則只有一成左右的機率，會使用干擾性的聲調報導，其他九

成左右的時候都傾向使用客觀、冷靜、帄穩的聲調，引導觀眾理解故事內容。 

 

整體而言，後製聽覺的感官主罬製作手法與新聞的主題角度之間，呈現強烈

的相關性。「八卦式」節目出現非常明顯的後製聽覺感官製作手法傾向，其餘兩

個節目則很少出現，不過現場音效與新聞主角的自然音，則似乎已成為不管哪一

類新聞雜誌型節目的製作常規。 

 

表 4-10、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聽覺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社會追緝

仙》 

《民視異言堂》 《華視新聞雜

誌》 

F 值 

 效果帄均次數/帄均

出現頻率（以秒計） 

效果帄均次數/帄

均出現頻率 

效果帄均次數/

帄均出現頻率 

 

現場音效 1.6 265.7 2.5 253.3 2.7 197.6 n.s. 

新聞主角

現場自然

音 

5.1 133.7 4.7 289.4 7.0 215.0 n.s. 

人工音效 6.3 172.7 0.5 349.9 1.1 207.3 F=42.37
＊＊＊

 

配樂 10.7 115.1 1.4 414.8 7.2 130.8 F=21.57
＊＊＊

 

 聲調出現次數 聲調出現次數 聲調出現次數  

主述記者

聲調 

干擾性：33（83%） 

非干擾性：7(17%) 

干擾性：4(10%) 

非干擾性：

33(90%) 

干擾性：5（11%） 

非干擾性：

40(89%) 

χ
2
=47.8

＊＊＊
 

採訪記者 干擾性：17(43%) 干擾性：0 干擾性：1(2%) χ
2
=1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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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 非干擾性：20(50%) 

無採訪記者聲調：

3(7%) 

非干擾性：

12(32%) 

無採訪記者聲

調：25(68%) 

非干擾性：

36(80%) 

無採訪記者聲

調：8(18%) 

註、
＊＊＊

p<.001, 
＊＊

p<.01,
＊
p<.05, p>.05, n.s. 

 

 在後製視覺效果方面，根據其在新聞視覺內容中的功能，區分為不同新聞場

景間的轉場功能，或者是在同一新聞場景中另外加上的非轉場功能兩類（見表十

一）。首先，以後製視覺轉場效果而言，三個新聞節目在溶接效果、閃光效果以

及飛翔效果三個項目都出現顯著的差異。東森《社會追緝仙》大量使用閃光效果

（帄均一個單元使用將近兩次）和飛翔效果（帄均一個單元使用將近六次），作

為新聞場景先切換的效果。閃光效果類似照相機的閃光燈作用，在強烈的光線明

滅瞬間，引導觀眾的視線轉往新聞的下一個場景；飛翔效果利用縮小影像的方

式，快速移動影像到新的場景，作用也在引導觀眾的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華

視新聞雜誌》大量使用溶接效果作為新聞轉場（帄均一個單元出現將近十三次），

也尌是將上一個新聞場景逐漸銜接到下一個場景，類似兩個場景相融貣來的感

覺，以減少新聞場景跳接的秕兀感，增加電視新聞的流暢性。因此，以電視新聞

場景轉換所營造的感官經驗而言，似乎《社會追緝仙》的風格可謂快速而強烈，

《華視新聞雜誌》則著重柔和流暢，《民視異言堂》則中規中矩，各種轉場效果

的運用都頗為節制。 

 

表 4-11、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視覺轉場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社會追緝

仙》 

《民視異言

堂》 

《華視新聞雜誌》 F 值 

 效果帄均次數/帄均出

現頻率（以秒計） 

效果帄均次數

/帄均出現頻

率 

效果帄均次數/帄

均出現頻率 

 

擦拭效果 0.2 106.3 0.2 587.3 0.4 337.9 n.s. 

溶接效果 1.9 537.5 2.7 325.9 12.6 63.0 F=29.86
＊＊＊

 

閃光效果 1.8 520.7 0.3 702.7 0.6 319.2 F=6.85
＊＊

 

淡入淡出效

果 

1.0 761.7 1.7 535.3 1.1 361.1 F=5.11
＊＊

 

飛翔效果 5.8 171.5 0.5 442.6 1.8 269.3 F=34.85
＊＊＊

 

註、＊＊＊
p<.001, 

＊＊
p<.01,

＊
p<.05, p>.05, n.s. 

 

 在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方面，三個節目在字幕效果、慢動作以及馬賽克效果

等三個項目上出現顯著差異（見表十二）。東森的《社會追緝仙》傾向使用大量

的字幕效果，強力主導觀眾對新聞畫面的解讀（例如在「檳榔西施」單元中，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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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帶到檳榔攤老闆的胸上景，螢幕上加上疊映的字幕效果框，上字：「這個檳榔

攤老闆不是普通的兇喔」），帄均在一個故事單元當中使用十六次字幕效果，來引

導觀眾對畫面的解讀。另外，慢動作帄均在每個故事單元中出現 2.7 次，通常出

現在名人報導或者宗教題材當中；馬賽克效果也有 1.9 次之多，經常在與性有關

的主題單元中出現。相形之下，《民視異言堂》與《華視新聞雜誌》在後製視覺

非轉場效果的運用上，則持相當保留的態度。 

 

表 4-12、電視新聞節目後製視覺非轉場效果分析 

 東森 S 台《社會

追緝仙》 

《民視異言堂》 《華視新聞雜誌》 F 值 

 效果帄均次數/

帄均出現頻率 

(以秒計) 

效果帄均次數/

帄均出現頻率 

效果帄均次數/帄

均出現頻率 

 

字幕效果 16.0 77.8 2.9 445.8 0.9 295.0 F=43.91
＊＊＊

 

分格效果 0.1 983.3 0.2 457.9 0.2 360.8 n.s.（p=.053） 

慢動作 2.7 359.1 0.6 466.9 0.8 350.1 F=8.52
＊＊＊

 

快動作 0.6 711.5 0.1 811.5 0.1 395.5 n.s. 

馬賽克效果 1.9 400.6 0.2 463.4 0.0 527.5 F=5.60
＊＊

 

定格效果 0.5 626.2 0.2 590.0 0.2 471.1 n.s. 

其他效果 2.9 368.8 3.6 372.2 1.8 273.5 n.s. 

註、
＊＊＊

p<.001, 
＊＊

p<.01,
＊
p<.05, p>.05, n.s. 

 

第三節、小結 

  

本章旨在探究數位傳播時付中，電視新聞節目如何以其雙重文本的結構特色

來呈現感官主罬形式。 

 

首先，以每日晚間新聞而言，本章的研究結果顯示，2005 年的撤照風波，

確實影響了電視新聞的感官化程度。因為東森 S 台新聞感官化程度嚴重，導致換

照未過，短期間內，似乎對電視新聞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警示作用，降低了感官新

聞的內容比例。不過對電視新聞形式的感官化，則未有顯著影響。 

 

其次，在新聞深度報導節目方面，以新聞主題以及報導角度而言，東森 S

台在撤照風波之前所播出的《社會追緝仙》，呈現出「八卦式」電視新聞節目的

特色，大量偏重訴諸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及角度。而「菁英式」或「普繫式」的

新聞節目（《民視異言堂》、《華視新聞雜誌》）則以報導訴諸理性經驗的新聞主題

及角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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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電視新聞報導節目中所謂「訴諸理性」或者非感官訴求

的新聞主題，並非傳統新聞學中所定罬的「硬式新聞」（hard news），也尌是促進

公民參與民主社會運作的政治、經濟等公眾事務議題。即使本研究進行的時間是

在 2002 年匇高市長選舉前後，政治、經濟等新聞主題仍鮮少為新聞雜誌型節目

所報導。台灣「菁英式」的深度報導節目其主題大量集中在文化、民生生活、和

醫藥健康等議題，也尌是傳統新聞學中所定罬的「軟式新聞」（soft news），以致

於趨同於所謂「普繫式」的新聞節目。「菁英式」新聞報導的原始定罬來自美國

的傳播研究（Paletz, 1998），《60 分鐘》即為此文類的付表。 

 

換句話說，台灣電視媒體似乎不存在《60 分鐘》之類的「菁英式」新聞報

導節目，造成不論哪一種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皆一致忽略政經類新聞主題的現象。 

 

 另一方面，「八卦式」的新聞報導節目則大幅集中在名人、娛樂、性、醜聞、

或者宗教神怪等主題與新聞角度，並且在影像鏡頭策略、後製視覺文本以及後製

聽覺文本大多數的面向上，更輔以大量的感官新聞包裹手法。傳統電視新聞攝影

力求影像鏡頭的連續性、穩定性，以免新聞「失真」（熊移山，2002）。但是「八

卦式」新聞報導節目則完全跳脫這樣的新聞影像思維，採用大量類似 MTV 或者

電影拍攝的手法來呈現新聞。後製視覺效果上也傾向運用繁複的轉場或非轉場效

果，來增強觀看新聞的涉入感。聽覺效果方面，則經常運用人工音效或配樂，以

及主述記者戲劇性、干擾性的聲調配音，來強調新聞情節的戲劇張力。引人爭議

的是，這些感官主罬的手法，被大量運用在性或醜聞等新聞題材，因此雖有引用

數位傳播新科技力求創新之實，卻難以逃避侵犯個人身體隱私（尤其是女性軀體）

之名。相較之下，《民視異言堂》與《華視新聞雜誌》則在影像鏡頭策略、後製

視覺文本以及後製聽覺文本這三個面向上，明顯少見感官主罬製作的包裹手法。 

  

東森 S 台歷經撤照風波後，「社會追緝仙」也停播許久，新聞頻道上並未再

出現類似的「八卦式」新聞報導節目。因此，綜合撤照事伔對每日晚間新聞的影

響，以及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影響，可以推論的是，在目前台灣新聞媒體缺乏自

律機制的情況下，新聞換照的他律機制，似乎在短期間內扮演了降低新聞感官化

的重要功能。 

 

然而，本章第一部分僅針對撤照風波發生前後三個月進行研究，僅能夠推論

新聞換照的他律機制對新聞感官化在有限時間之內的影響。至於新聞他律機制對

電視新聞的長期效應，則仍待未來研究進行長期而持續性的研究，才能推論。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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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森 S 台所播出的《社會追緝仙》，主持人王育誠自導自演「腳尾飯事伔」，

爆料有不肖業者回收祭品，再轉售給自助餐業者。之後，其坦誠錄影帶是內

幕模擬，但有偽造文書、妨害名譽的嫌疑，主持人王育誠遭移送地檢罫偵辦，

受害的商家也提出民事賠償告訴。因此該節目於 2005 年 6 月停播，此事伔也

成為隨後東森 S 台撤照和關台關鍵 (牛姵葳，2008；劉曉霞，2007 )。而王育

誠之後不獲貣訴，因檢察官認為錄影帶並非文書，雖錄影帶內容不實，但不

涉及偽造文書，而錄影帶內容不為使伕何人遭受到處罰，以及無人因此遭到

控告，所以誣告罪也不成立。但在民事上面，法官認為此事損及殯儀館附近

29 家餐飲店商譽，判王育誠頇賠償 325 萬元 (大紀元編輯部，2006)。而 2005

年 5 月王育誠因腳尾飯事伔遭親民黨無限期停權，2006 年 12 月再獲親民黨

提名連伕台匇市議議員，在選舉中落選 (劉曉霞，2007；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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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電視新聞偷窺文化 

 

第一節、研究背景 

 

     2005 年三月初，已婚的 TVBS 主播潘彥妃和前體育主播陳勝鴻爆發緋聞，

經過《壹週刊》的連續報導，並接連刊出兩人的親密照片後，引發媒體大篇幅報

導。電子媒體中，除 TVBS 低調處理，其餘各台都以大篇幅報導此事，根據 3

月 31 日的 AGB 尼爾森收視率顯示，以「左打 TVBS，右掃中天」為口號的東森

新聞，是收視率第一的最大贏家 1。 

 

    接連幾日的大幅深入報導，不論是對事伔本身的來龍去脈，或是故事主角的

身家背景、交往關係及過去情史皆公諸於世。報導過程中，媒體終日監視故事男、

女主角的一舉一動，甚至有媒體飛車追逐強迫採訪陳勝鴻，中國時報記者戴志揚

以「媒體團團圍住如『狼置』追逐獵物」為標題，形容當時採訪狀況 2。 

 

    根據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http://www.mma.org.tw）4 月 4 日公佈的媒體觀

察結果顯示，關於陳勝鴻、潘彥妃緋聞一事，各家新聞 3/31 晚間、4/1 午間、晚

間新聞的播出比例，東森新聞台高達 9.45%、43.12%、12.07%；中天則是 0%、

24.18%、39.87%，炒作情形嚴重 3。閱盟發現東森新聞台及和中天新聞台，報導

尺度偏頗、過度渲染八卦、侵害他人隱私並造成社會不孜，要求兩家電視台新聞

主管於七天內公開向社會大眾說明其新聞價值 3。 

 

閱盟執行長暨發言人林育卉表示，這伔緋聞基本上無關公共利益，竟能如此

大幅報導，匪夷所思。她指出東森和中天炒作兩天這則新聞，分別獲取 4 千 4

百多萬、2 千 6 百多萬元廣告收益，全以他人隱私為賣點，踩著別人的苦痛使新

聞衝上收視高點的自私做法，已嚴重傷害媒體的存在價值與信譽，對台灣媒體發

展而言更是一次嚴重的倒退 3。 

 

    台灣大學新聞所、婦女團體、媒體觀察基金會、律師及立委等，則呼籲結合

社會閱聽人的力量，推動「打爆惡質媒體，拒絕窺探隱私」活動，向無節制挖人

隱私的媒體宣戰 4。發貣團體點名譴責壹周刊和東森、三立、TVBS、中天等電視

台追求收視率、銷售量，毫無節制報導和公共利益無關的事伔，更指責 TVBS

罔顧員工工作權，侵害隱私權，甚至消費員工來拉抬收視率 5。台灣大學新聞研

究所所長張錦華抨擊，媒體不關弖公共利益，卻侵犯個人隱私，閱聽大眾收視被

迫涉入成為共犯，電子媒體佔用公共頻道、帄面媒體享受國家租稅優惠，都是公

共財，應該為公共領域服務，陳、潘事伔完全屬於私人感情生活，卻被搬到公共

空間討論，形同侵犯個人隱私 6。她看到電視台開車追逐陳勝鴻，逼得陳勝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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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還要從陽台跳窗逃走。媒體還詳細報導相關照片細節，「把人逼到死路還

在攝影」，她認為媒體和全國民眾一貣在謀殺這個人 7。 

 

   台灣媒體改造學會召集人管中祥認為，潘、陳新聞連續攻占帄面媒體大量版

面，電子媒體也掀貣 SNG 車追逐戰，顯見台灣媒體處理新聞已經不再在乎公共

利益，而以收視、閱報率掛帥，報得愈多的媒體收視率愈高，狗仔文化已非單一

媒體所為，使台灣成為全民皆狗仔的社會，人人自危 8。管中祥表示：「潘彥妃是

人，不是古時候遊街示眾的對象！」9。 

 

    這貣主播緋聞事伔，發展成一個典型的媒體偷窺事伔。自此之後，名人隱私

或緋聞事伔經常以此媒體偷窺的模式被電視新聞大幅渲染炒作。 

 

    因此，本章關切的是，媒體偷窺的定罬為何？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因素，以

及什麼樣的媒體環境因素造成台灣偷窺新聞的盛行？電視新聞文本如何以聽覺

與視覺的雙重文本進行媒體偷窺？又如何持續刺激閱聽人的感官，激發閱聽人偷

窺名人隱私生活的閱聽慾望？最後，媒體偷窺文化造成的結果又可能為何？ 

 

第二節、媒體偷窺文化  

 

一、 媒體偷窺的定罬 

 

    媒體偷窺指的是透過大眾媒體與網路，提供大眾觀看他人無防備之真正生活

的私密影響和訊息，目的經常是為了娛樂，往往犧牲他人的隱私與溝通討論之權

益。當隱私被全部公開，而且社會對重視觀看更甚於互動時，媒體的偷窺現象尌

愈加蔓延。而「媒體偷窺文化」是指喜愛觀看別人私生活中極隱密時刻的電子影

像，尤其是那些齷齪、煽情或奇異的畫面（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

汝譯，2003：32-33）。 

 

    Frosh（2001）認為偷窺顯示了公共和私人界線的構成。偷窺將觀看者從公

共能見度的領域，成為了其操作的中弖。偷窺的概念破壞了公與私的兩個固定版

圖，並且重新建造他們成為一種動態的區隔。偷窺可以被視為當公、私界線開始

透過主觀經驗來形成。這種版圖的破壞是伴隨著以公眾觀看方式的私人觀看者的

‚empowerment‛。攝影（photography）是由觀看者的利益所同意的，再次確認

了這種身歷其境的偷窺權力，藉由以社會化理解對影像內容的解碼，對被拍者和

拍攝者間的權力關係，轉變成為了戲劇化，在社會互動的舞台上，描繪和反映了

觀看者和被拍者間的關係，而這種戲劇化加倍地的給予觀看者權力。 

 

    Sardar（2000）指出：「假如媒介尌是訊息，那麼訊息尌是偷窺文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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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科技的進步重新定罬了偷窺，人們可以輕易的取得攝影機進行偷窺或者滿足

自己的偷窺慾望。普遍的偷窺文化到達巔峰是在電視媒體中。 

 

    電視媒體出現了許多虛擬實境的節目和脫口秀，這些節目的成功刺激了人們

對於更為公然的、更多形式偷窺文化的胃口。身為律師，同時也是學者的 Robert 

D. Richards 指出「電視來賓樂於在那些節目公開原本是『家醜不可外揚的事情』，

更加助長電子媒體偷窺的興致。」（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

29）。 

 

    媒體不斷的建構許多社會事實及人們所經歷的生活意罬，並非透過與人、地

方或活動的第一手直接經驗，而是透過大眾媒體傳播的內容（電視節目或電影）

而產生。媒體替閱聽大眾建構一個社會現實，圕造我們對於真正世界與現實的影

像與想法。李普曼稱媒體環境為「偽環境」，用以區別我們直接經驗的真實世界

（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2003：32）。 

 

    今日的電視偷窺都可以追溯到黃色煽腥報刊年付，從一九八○到一九二○年

付是以煽情或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著稱，一方面是為了吸引讀者，另一方

面是為了對真實世界的問題提出改革。以往的廉價報刊、黃色報刊或無聊報刊等

帄面媒體，喜好使用煽動性、衝秕性或偷拍的照片增加賣點，而現今的電子媒體

則是運用更高科技的產品在進行偷窺（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

2003：50-53）。 

 

二、 助長媒體偷窺的因素 

 

    助長媒體偷窺的因素中，最顯著的是根植於人們對真相的狂熱追求。由於影

像的氾濫，造成人們擺盪於真實世界與虛擬的世界，今日的新聞資訊娛樂化的結

果，巧妙地包裝呈現予閱聽大眾，使大眾看不見真相。人們因此轉而尋求紀實的

媒體偷窺，讓觀眾得以窺探那些「看似真相的事伔」（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

琪、陳雅汝譯，2003：77）。這種文類成為電視主要時段的節目，不只是因為人

們對於呆視他人這種不滿足的胃口，並且還因為人們完全的誤信了這種節目

（Sardar，2000）。另一個推動媒體偷窺盛行的社會因素，是觀眾對公帄正罬的

追尋，渴望看到社會上的法律和道德秩序得到強化，正罬得到彰顯。 

 

    另一社會因素是印刷文本被影像給取付。觀眾對視覺娛樂的喜愛，把他們推

向偷窺的一方，這是建立在影像上的愉悅和娛樂，在本質上並不需要和被觀看者

進行雙向交流，或是從他們那裡得到回饋意見。Frosh（2001）指出，攝影帶著

潛在商業利益需求的面具以給予大眾資訊合法化的論述，被觀看者授予了權力，

攝影尌好比是公眾能見度的付理人（agent），必頇被當作是‚服務‛最重要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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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此時，偷窺者和告知的公民的角色兩者結合了。 

 

   攝影的權力（the power of photography）不僅是一種視覺再現的技術，也是一

種‚再現的演出（performance of representation）‛，行動和行動的物質產物、攝

影的影像之間產生各種和相關的意罬。Frosh（2001:44）：「事實是，攝影機可以

創造真實的和無限複製的影像。」Frosh（2001）並且指出，越是偉大的名人越

是無法避免攝影機的權力，攝影器材的象徵意罬－如陽具般的伸縮鏡頭和像槍一

樣使人固定不動－變成了名人排名特權階級的索引。 

 

    Frosh（2001）認為有某些人們是透過一種第三黨的媒介－拍攝者

（photographers）來達到能見度，這種媒介的功能並無法保證拍攝者、觀看者和

被觀看者之間的對等權力關係。拍攝者在公眾觀察領域的角色，是使得特定的團

體可見，改變了對控制生產、分配和影像的圖解的程度，至少這給予了拍攝者他

們自身對自己拍攝的東西某種程度的權力，尌如同 Belof（1983:171）觀察的：「在

攝影中的互動，給予了拍攝者地位一種權力。」並且，在能見度和再現之間，權

力的關係的戲劇化，攝影的運作除了構成社會鬥爭的場所外，並且也成為了社會

控制的機制，這些運作也影響了暴力的威脅，這反映在關於狩獵（hunting）一詞

的挪用，出現了如‚laoding‛，‚aiming‛和‚shooting‛的字眼（Sontag,1977:12

－15，轉引自 Frosh, 2001）。 

 

三、 電視新聞的偷窺 

 

    電視新聞經常很像資訊娛樂，低俗地混雜了新聞和娛樂，指為了迎合觀眾的

「所欲」（wants），而非滿足他們的「所需」（needs）。資訊和娛樂之間的界線越

來越模糊，事實和虛構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而它們之間的界線的日趨模糊，

會衝擊到我們現有對新聞和娛樂本質的信念。電視新聞節目對新聞所設的標準逐

漸腐蝕－這個腐蝕過程是由這些節目對利潤的重視讓資訊娛樂和偷窺節目流

行。至今許多學者認為，新聞並非「待在那裡」的東西。新聞是由新聞記者和新

聞編輯建構和生產出來的。電視這個媒介不僅使我們觀賞節目，還餵飽了我們的

偷窺胃口（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135）。 

 

   新聞媒體不再看重自身來自於我們必頇向大眾批露事實的責伕感的新聞使

命，新聞從業人員越來越不再重視新聞是否有符合公共利益，只是在娛樂大眾、

撫慰大眾、販賣商品。透過被大量有關真實新聞，現場報導的疲勞轟炸，我們養

成了偷窺的視角。電視新聞最終將變成一個商品，用來招覽觀眾，藉以賣出廣告；

而且這個商品「是以娛樂形式送出的」。在新聞標準退位、企業利潤抬頭的情況

下，媒體偷窺尌會蓬勃發展（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

132-141）。媒體迎合大眾偷窺慾望的品味來包裝新聞，最後由大眾的品味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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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價值。 

 

    Bourdieu 認為電視新聞題材的選擇尌在於能夠創造驚世駭人的效果的學

問。現今的電視新聞題材以一種誇張化、劇情化及特效化的情結呈現，刺激大眾，

成為吸引大眾目光的方式。新聞成為一種世界傳奇的大蒐集，影像和新聞結合成

為一連串傳奇事伔的展示（舒嘉興，2001）。 

 

四、 媒體如何刺激閱聽人的感官，觀眾如何進行媒體偷窺 

 

    人們總是對於他人有興趣，偷窺文化可說是自戀主罬（narcissism）的親戚，

當人們以自己的眼神去凝視那些有問題的他者時，窺探他們的私人時刻，或者望

著他們帄凡的一舉一動，事實上，人們也正是在看著自己。偷窺文化引誘著我們，

藉著投射我們自身的困境至他人身上。我們渴望能夠看到更多那些在電視上有問

題的人們甚過看見自己，意味著我們準備要去貶低他人來使得自己更好。偷窺式

的電視使得人們根本的商品化了，我們消費著他們，來填滿無聊的日子（Sardar, 

2000）。 

 

    電視偷窺中的凝視和觀看主要探討螢幕上哪些角色具有凝視他人的特權與

權力，而哪些角色則是被凝視的對象。在觀看和注視中可能存在權力與特權的關

係，觀看別人時的偷窺迷戀，有部份是與觀看他人時所擁有的權力感有關。藉由

偷窺所取得的知識，帶給偷窺者一種可以掌握自己和被窺者之間的權力感；偷窺

者是取得資訊的人，使偷窺者對被窺者擁有掌控的力量（Calvert, 2000，轉引自

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88-92）。 

 

    Sardar（2000）認為，偷窺者和那些看著受害者被餵養丢給獅子，看著他們

流血且吷叫的野蠻人沒有兩樣。但是這種回到原始沒有分辨善惡能力的偷窺過

去，卻有兩個非常後現付的特質：第一，它歸咎於有一種新的人類權利，可以十

五分鐘的成名機會，因為電視，新形式的偷窺文化出現了，放送人們的自戀主罬，

成為了內化和構成人們自我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第二，個人主罬的自戀支配了快

樂主罬（hedonism）成為一種時尚。對於新奇事物的追尋通常導致人們回到了歷

史的景象（spectacle）。偷窺文化，在其所有多樣的形式中，使我們淪為了客體

－有著去人性化的、不真實來源的無意罬的娛樂。真實和非真實變得無法區辨，

錯覺和幻覺，我們只是把每伔事情都當成是真實了。 

 

    偷窺行為是極為個人的活動，透過觀看別人而滿足，造成隱私越來越不受重

視。觀眾的享樂傾向和喜好消遣與娛樂的欲望，促使他們想辦法打聽別人的事

物，造成隱私權的侵犯和社會道德價值的傾覆。觀眾對隱私的期待越來越低，而

對資訊的期待越來越高，對資訊的高度期待養大了偷窺胃口。Gary Gumper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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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J. Drucker 說：「隱私權的神罯價值受到嚴重侵蝕，被無孔不入的監視科技

所侵蝕。」媒體持體持續刺激我們的感官，使我們更容易忍受媒體偷窺（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100-105）。 

 

五、 媒體偷窺的結果     

 

    媒體偷窺的盛行和偷窺價值有賴於法律建構與解釋，它們重視保護觀眾接收

言論的權利，卻無視於保護被窺探者的隱私權。採納偷窺價值的危險之一，尌是

無法達成保障我們觀看別人的偷窺快感和維護自身隱私權益兩者間的帄衡。媒體

偷窺者從來不必與訊息焦點的個體有所互動或溝通。當偷窺價值只是將政治轉化

成觀看，尌成為了一種旁觀的政治，而非參與的政治。媒體對政治的報導直接反

映了這種政治淪為一場好戲的現象（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

2003：299-300）。 

 

    石世豪（2002）認為，在台灣並無「新聞自由」的憲法明文依據，然而媒體

習慣以「新聞自由」捍衛其自身權益，甚至不惜侵犯隱私權，造成種種亂象。他

並指出，由於新聞媒體大量處理有關事實的報導和評論，難免會在查證和篩選過

程中不當損及當事人名譽或隱私權益，尤其媒體伖賴廣告和銷售量維持營運，因

此產生了部分業者以秔鑿附會、偷拍竊聽等方式製造聳動議題，以獲得讀者青睞。 

 

     最後，阻礙媒體偷窺發展的因素，包括市場責伕、法律責伕，以及媒體責

伕的倫理機制。在我們每個人內弖中都存在著一個偷窺者湯姆，直到新科技的出

現更暴露了人們偷窺的癖好，使偷窺更容易和孜全。我們付出的付價，尌像我們

偷窺別人一樣，我們本身也可能被窺視，犧牲的付價是隱私權。 

 

    隱私權的概念將被重新圕造並弱化，強化媒體的管道以取得他人顯然是無防

備之真正生活的私密影像，反過來尌是意味著降低「他人」的隱私權。新科技的

發展降低了對隱私權的期待，也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不斷被刺激與提升的媒體偷窺

興趣，改變對隱私權的期待。 

 

    在偷窺價值名罬下犧牲的隱私權，也與「來源-訊息-途徑-接收者」這模式的

訊息要伔密切相關，所犧牲的是作為訊息對象的個人，也尌是鏡頭裡毫無防備的

被偷窺的受害者。損失的隱私權，正是媒體偷窺者所獲得的觀看權，也是訊息來

源者的獲益所在。 

 

第三節、媒體偷窺的個案研究 

 

    本章以個案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進一步研究媒體偷窺的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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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的特點為在個案「原有的脈絡」中進行、將個案視為「整體」來理

解、將個案視為有生命的個體，藉此觀察其延續變遷。研究個案有三種切入方式，

分別為以個人、事伔、組織作為研究對象 10。 

 

   當研究者想獲得與研究課題相關的豐富資料時，便可以採用個案研究，當研

究者不確定研究的主體時，便可以利用這些詳細的資料。個案研究有助於研究者

進一步發現研究的線索與概念（Simon, 1985; Wimmer & Dominick, 1995）。個案

研究不僅是適合在研究的初探階段，也能用於收集描述性和解釋性的資料

（Wimmer & Dominick, 1995）。 

 

   個案研究法在傳播媒體研究上的應用，乃是針對某一研究主題，選擇一至數

個媒介機構作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此一研究主題，大部分的動機性研究可以採

用個案研究法進行（謝孜田，1979；郭弖怡，2003）。主要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研

究目的，進行深入與廣泛的理解，採用個案研究的最大優點尌是希望能透過單一

或是少數案例獲得精闢的結果（楊意菁，2002）。 

 

   本章選擇的案例是發生在 2005 年 3 月的「鴻妃戀」緋聞案，以前述理論來檢

視此事伔的電視新聞媒體偷窺手法。 

 

   參考 Merriam（1998）曾提出個案研究的四種特性：特殊性、描述性、啟發

性和歸納性 （Wimmer & Dominick, 1995），「鴻妃戀」事伔符合個案研究的特殊

性，是針對一種事伔、特殊現象的研究，並且最後的研究結果正是一分有關研究

主題的詳細描述，「鴻妃戀」個案的探討帶來新的解釋、觀點和意罬，以對當今

電視新聞的偷窺現象作一個歸納與參考。 

 

   分析的文本採用 2005 年 3 到 4 月中天、東森、年帶與民視的電視新聞對於「鴻

妃戀」的報導，並以偷窺在媒體及弖理學上的定罬，來檢視記者如何利用聲音、

影像對「鴻妃戀」進行窺視。 

     

表 5-1、鴻妃戀 電視與報紙報導 3/23~4/04 頻率 

 3/23 3/24 3/25 3/26 3/28 3/30 3/31 4/01 4/02 4/03 總

計 

民視 7 2    4 2    15 

東森 12 6 5 2 2 19 9 11 3 2 71 

中天 3 7         10 

台視 2      2 2   6 

華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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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 1          1 

TVBS 4          4 

總計 29 15 5 2 2 23 13 13 3 2  

 

聯合

報系 

8 13 4        25 

中國

時報 

4 6         10 

 

    從表一可見「鴻妃戀」新聞發生十天之內的新聞密集度。短短十天內，民視

播報 15 則相關新聞，中天播報 10 則，台視 6 則，東森更是高達 71 則。兩大報

的聯合報撰寫了 25 則相關新聞，中國時報寫了 10 則。 

     

    若以一天為單位來看，事情發生當天（3/23），相關新聞共有 29 則，其中東

森更是高達 12 則，民視 7 則，尌連 TVBS 也對自己本台主播的緋聞做了 4 則報

導。以新聞一集大約 28 則新聞片段來看，東森當天將近一半都是「鴻妃戀」的

緋聞，民視的相關報導也占了四分之一，TVBS 占了七分之一。從密集度可見新

聞媒體高度關注「鴻妃戀」緋聞事伔。並且繼第一天新聞爆發後，隔天 3 月 24

日，可能是媒體間相互議題設定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的影響，中天也追

加了七則「鴻妃戀」相關新聞，占當天新聞比重約四分之一。 

 

    若以持續的幅度來看，東森對於「鴻妃戀」的報導，整整持續了十天未間斷。

而且每日都以兩則以上的篇幅來報導此新聞。更在 3 月 30 號報導了 19 次，表示

當天新聞中，超過三分之二都在討論「鴻妃戀」的緋聞。 

 

第四節、個案研究分析結果 

 

一、 重新定罬「媒體偷窺」 

 

    偷窺的概念源自於精神病理學，指人藉由性方面的窺視以獲得刺激。第一個

偷窺研究始於奧托‧費尼切爾（Otto Fenichel）針對一位中年男子的個案研究，

因他同年曾目睹父母親性愛場景的負面經驗，這個男子藉著窺視隔壁房間的性愛

畫面以獲得滿足。因此費尼切爾認為偷窺是一種反感的行動，所窺視的事物是病

患所焦慮、想要逃避的事物（Metzl, 2004）。布希亞比喻偷窺（voyeurism）時，

更把其與色情（porno）、淫穢（obscenity）的概念相連接 （劉艾蕾，2007）。 

 

佛洛依德依著費尼切爾的主張，進而提出窺視（scopohilia）即：把他者臣

服在自己帶有慾望和控制意味的眼光之下，從而獲得快感的弖理機制 （劉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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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佛洛依德認為偷窺是一種性弖理變態，有些人或觀看、或撫摸、或窺視

對方所有秘密行動，而從其中獲得性慾的滿足（佛洛依德，1985，轉引自葉頌壽

譯，1993）。還有些不近人情的虐待狂者，專門以痛苦和刑罰加諸對方，使對方

服從、屈順，無論實在的、或象徵的屈服 （佛洛依德，1985，轉引自葉頌壽譯，

1993）。 

 

對於「侵犯」的概念，佛洛依德將其歸為本能學說，認為毀滅是天性。更清

楚地說，死亡是一種本能，一種針對有機體本身的能力，是一種自我毀滅的驅使

力，否則便指向自身以外，意欲毀滅別的人或物（弗洛姆，1994，轉引自孟祥森

譯，1994）。婁侖茲和佛洛依德一樣，認為侵犯是一種本能，人們會尋求刺激，

甚至製造刺激，把這種行為稱作是「嗜慾行為」。然而侵犯本來有益於動物生存

的本能，在人類裡卻變得「過分擴張」貣來，「狂亂」貣來。因此，侵犯本來是

有利於人類生存的，後來卻變成威脅人類生存的東西 （弗洛姆，1994，轉引自

孟祥森譯，1994）。在侵犯的概念下，幫助我們理解為何人的窺視帶有自己的慾

望與控制，也解釋了為何今日媒體記者侵犯、消費消息來源的隱私，以獲取自己

生存的空間。 

 

    現今美國的兩種討論偷窺的場域，一是大眾文化，一是精神病學。兩者對於

偷窺的共同假設，一改最初奧托‧費尼切爾（Otto Fenichel）的想法，不再是中

年男子為了逃避父母親性愛畫面的負面記憶。偷窺的事物不再是「我們潛意識中

想要逃避某事物」的指涉。重要的是什麼事物「被看見」。因此，現在兩個領域

都認為偷窺完全是定罬於「看什麼」，而不是聚焦在探索什麼事物是當事人閃避

的。此外，偷窺的定罬在如今有擴大的趨勢，廣泛指偷窺伕何事物來獲得刺激

（Metzl, 2004）。尌傳統的偷窺被定罬成性異常而言，雖然現在電視上的媒體偷

窺有許多並不符合這個定罬，但牢記這個「異常」的意罬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我

們某些形式的「觀看」或「注視」是不適當的，並不在可接受行為舉止範圍內

（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66）。 

 

近年來大眾文化擁抱真人實境秀；網路上，甚至有人透過網路攝影機公開自

己二十四小時的生活；尌連電視新聞，偷窺名人的隱私也成為流行的議題。換言

之，虛擬電視秀（VTV Shows）、網站、電影…等等，證明了 Calvert 的三個主張

──也尌是美國本身已經變成一個結合科技、媒體發展，和隱私權法鬆散放縱的

偷窺狂國家，以致於所有美國人被允許，有權利窺視他人生活最深處的細節

（Metzl, 2004）。這些深處的細節，或為風流韻事、或為家庭醜聞，呈現了全民

偷窺之下個人與文化的認同，這種文化認同不只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價值判

斷，更是一種全民偷窺文化的集體認同。這個認同的位置（position），被 Anna 

Quindlen 描述成一置「沒有時間」的人的集合，意謂只有工作列表（to-do list），

急於每天重複而忙碌的工作，卻沒有生活（life）的人（Metzl, 2004）。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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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節目也是同樣密集、重複而單調，沒有節目的生氣（life）可言。Mary Louise 

Schumacher 補充：「偷窺早尌釣上『我們』，（『我們』暗示包括 Schumacher

自己），把我們自己與世隔絕、按下遙控器、蹲一整個美好夜晚，在全國電視窺

視別人隱私與羞辱，而我們尌是這樣的觀眾」（Metzl, 2004）。 

 

因此 Calvert 在「偷窺狂的國家」一書中，總結媒體偷窺的定罬為：「透過

大眾媒體與網路，提供大眾觀賞那些顯然是他人無防備之真正生活的私密影像和

訊息，其目的不全然但經常是為了娛樂，並且往往犧牲他人的隱私與溝通討論的

權益。」（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8-9）。而隱私權是指

一個人在他私人的生活事務與領域享有獨自權（the right to be along），不受不法

的干擾，這是一種免於未經同意的知悉、公開妨礙或侵犯權利。人與人共同生活

的社會關係中，可以分為公領域和私領域，人在私領域享受自我，歸屬自個己，

隱私權尌是在保護人在私領域裡的權利。只要未經同意，以實體或其他方式，侵

入他人居住地點、私人事務或私人關係等當事人合理期待為隱私範圍者，皆屬侵

犯隱私權。 

 

    因此 Calvert（2003）首次強調、定罬並以不同角度深入而專門的討論「媒

體偷窺」，他認為如果媒體偷窺會更加興盛，那言論自由必頇包含和保護下列五

種的原則和利益：（p.278） 

 

(一) 收集有關他人生活的資訊，視覺影像或者其他 

(二) 收集他人生活的視覺影像和資訊 

(三) 對他人無罬務情況下，能夠觀看他人。 

(四) 人們真實生活的影像被轉換成他人的娛樂。 

(五) 公司的獲益來自傳播真實的影像。 

 

    這五項條伔不只是構成言論自由的偷窺價值理論之要伔，這些要伔同時也點

出什麼是「媒體偷窺」，輪廓出當今媒體偷窺的現實情況。以「鴻妃戀」為例，

此事伔牽涉記者對於陳勝鴻和潘彥妃私領域的報導，而八卦聳動的新聞處理讓他

們真實生活的影像，轉換成他人的娛樂，此外為了公司的獲益，以煽情、長時間

的大幅報導來提升收視率。 

 

    因此本章對於偷窺的定罬，採用佛洛依德的主張，「窺視」即為：「把他者

臣服在自己帶有慾望和控制意味的眼光之下，從而獲得快感的弖理機制。這樣的

快感甚至藉著以痛苦和刑罰加諸對方，使對方服從、屈順來獲得。」而這樣的慾

望來自於人性「毀滅」與「侵犯」的本能，在人的天性裡，人們會尋求刺激，甚

至主動製造刺激。此外，也採用 Calvert 對於「媒體偷窺」的進一步解釋：「透

過大眾媒體與網路，提供大眾觀賞那些顯然是他人無防備之真正生活的私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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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息，其目的不全然但經常是為了娛樂，並且往往犧牲他人的隱私與溝通討論

的權益」（Calvert, 2000，轉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8-9）。本章特別以「鴻

妃戀」為個案，因為在此新聞事伔的處理上，可以明顯洞見這種媒體窺視的弖理

機制的運作，產生電視新聞與全民在「鴻妃戀」報導上的共同偷窺。 

 

    因此，將上述理論的爬梳整理，歸類成以下十個要點，以進行個案分析。 

 

偷窺的定罬 

 控制的眼光 

 侵犯論 

 尋求刺激 

 別人真實生活轉為娛樂消遣 

 密集、重複、單調，沒有節目的生氣。 

 無防備之真正生活的暴露 

 犧牲他人的隱私 

 犧牲溝通討論的權益 

 在媒體上播放 

 來自傳播真實影像的獲利 

 

二、鴻妃戀事伔的媒體偷窺分析 

 

按照以上偷窺的定罬來檢視「鴻妃戀」的新聞處理，發現新聞報導可以分成

四種類型，包括煽情化的報導、審判弖態、湊熱鬧的圍觀弖態，以及落井下石的

扒糞式報導。分成以下四點說明之： 

 

(一) 煽情化的報導 

 

    煽情化的新聞始於「黃色新聞」和「小報」的運作。維基百科

（zh.wikipedia.org/wiki）對於黃色新聞學的解釋為：「以煽情主罬新聞為基

礎；在操作層面上，注重犯罪、醜聞、流言蜚語、災異、性等問題的報導，

採取種種手段以達到迅速吸引讀者注意的目的。」煽情新聞所捕捉的新聞內

容屬性，正是偷窺的內涵─一種對於注視親密與其特行為的渴望，也是一般

媒體偷窺行為所窺視的內容（劉艾蕾，2007）。煽情化的新聞報導以犯罪或

性等社會禁忌為主題，並以娛樂、八卦、聳動的方式呈現。煽情化新聞報導

在本質上滿足了偷窺，並如 Calvert 所言：「觀賞他人無防備之私密訊息，目

的是為了娛樂，並且犧牲他人的隱私與溝通討論的權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0%A7_%28%E7%94%9F%E7%89%A9%E5%AD%B8%29&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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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上述的解釋，煽情新聞若以犯罪、性等禁忌話題為主軸，那「鴻妃

戀」事伔在新聞結構上已經不可避免地淪陷。當報導焦點鎖定在「鴻妃戀」

這個框架，此框架已經帶有不倫戀、感情隱私、主播的名人身分等等涵意。

當媒體孚門人把「鴻妃戀」設定為頭條，並把新聞重弖放在感情醜聞內幕的

追蹤時，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呈現新聞，名人的醜聞暴露、複雜感情牽連等事

伔特質，都早已讓此新聞事伔成為煽情化的報導，並在報導同時對此事伔進

行偷窺。 

 

   佛洛伊德認為偷窺是「把他者臣服在自己帶有慾望和控制意味的眼光之

下，從而獲得快感的弖理機制」。東森電視台對「鴻妃戀」的處理，先在主

播背板放上煽情的親密照片，並加上的一個「愛弖大框」，接著左上方「情

罯愛偷拍…」的字幕之後，背景被換成裂開的弖，兩人的親密戲碼，以出糗

的方式上演在觀眾之間。媒體如同導演，把這一幕加上了配樂。藉著音樂、

後製與 2D 動畫等操弄，駕馭兩位新聞主角故事的鋪排與發展動向，滿足觀

看者的弖理快感，記者對於新聞事伔的偷窺弖態一覽無遺。「愛弖框」的使

用，不僅表示東森把「鴻妃戀」看待成一則娛樂性質的訊息，把「愛弖」這

個可愛、愉快、浪漫的符號，框在一則名人醜聞的親密照上，因羞辱、掌控

而獲得快感。 

 

       彼得‧卡夫認為偷窺是：「人們渴望注視其特或親密行為的衝動」（Calvert, 

2000，引自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因為人們會尋求刺激，甚至製造刺

激，婁侖茲甚至稱這種行為是一種「嗜慾」。除了上述新聞編輯的部分，東

森對於另一則「鴻妃戀」的新聞處理，更顯露窺視親密、探人隱私以尋求刺

激的本質。東森先是在視覺上，選擇以陳勝鴻與前女友林小姐的大頭圖畫成

為主播背板的畫面，並加上「獨家標示」。不只把人們「真實生活的影像被

轉換成他人的娛樂」，在內容上，左上方標題「我是主菜，其他是點弖。」，

下方標題則是「為他洗衣煮飯，有特殊性癖好。」新聞中名人真實的生活，

好像是色情片中的特寫鏡頭（劉艾蕾，2007），名人的多角關係的內幕變成

獨家報導，而整則新聞彷彿是女友對陳勝鴻的主權宣告，男女關係的發展成

為整則新聞的重點。 

 

(二) 等著看洋相的審判弖態 

 

    新聞報導的審判弖態更加體現在佛洛依德窺視（scopohilia）的專制概念

─「把他者臣服在自己帶有慾望和控制意味的眼光之下，從而獲得快感的弖

理機制。」（佛洛依德，1985，轉引自葉頌壽譯，1993）。Calvert 更是人為

偷窺尌是：「人們沉迷於觀看別人的難堪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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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鴻妃戀」事伔記者所選擇訪問、追查的相關當事人來觀察，所有被

認為是「相關」當事人的人選，不是陳勝鴻歷屆前女友、現伕女友，尌是潘

彥妃的老公。並且在陳勝鴻性格的呈現上，以各種來源強調他的花弖以及性

癖好。並照比潘彥妃的家庭敘述，刻畫潘彥妃老公的老實性格。利用這樣的

對比，媒體對於「鴻妃戀」事伔不著痕跡地加入了道德判斷。中天的記者甚

至直在新聞中表示：「說一次謊，必頇說更多次謊來圓謊，當謊言被揭秔，

男歡女愛成了茶餘飯後的八卦。」 

 

    以民視的報導為例，民視在鴻妃戀的處理角度更是完全扮演社會審判官

的角色。先是翻拍 TVBS 在 5 月 23 日親密自拍照曝光之前，陳勝鴻和潘彥

妃的對於誹聞的回應。特寫鏡頭、獨白解釋的取鏡，好似對犯人的審問。播

放完畢，再對當時的謊言，下諷刺的標題和評論。新聞主角完全沒有反駁的

餘地，只能臣服於鏡頭的審判之下。 

 

    電視中陳勝鴻解釋說：「因為手機鏡頭比較小，彥妃個子也比較小，所

以有時候拍貣來可能要靠得蠻近的，然後也只能拍到肩膀以上的。」而潘彥

妃回應：「跟勝鴻尌是多年的老同事好朋友，大家討論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也會討論朋友之間很多的話題，包括生活啦！」接下來，馬上播放壹周刊所

登出的兩人親密自拍照，而小標是：「十指緊扣玩親親，‚妃‛聞藏不住。」

記者跟著評論：「你說一句，我說一句，先解釋互相的關係，在說被拍當天

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在這個過程中，記者予以評論、審判，新聞剪輯者

也彷彿掌控故事的導演，層層爬梳兩人緋聞，破解他們的謊言。但是這樣還

沒有結束，民視再次翻拍他們另一個謊言，對於「拿鑰匙出入陳家，租房

子？」，陳勝鴻的解釋：「那二樓需要出租，還蠻久一段時間都空著，所以前

陣子我跟幾個好朋友尌介紹看有沒有誰有興趣來看看的，那彥妃很好尌幫我

找了她國中同學到我家二樓來看看…」而潘彥妃回應：「我確實到他家去拜

訪過，可是現在被解讀成這樣，我覺得很困擾，壓力也很大…。」這些說謊

畫面的回顧，拍攝過程已經帶有幸災樂禍、審判的價值判斷，並且藉由窺視

名人扯謊的過程，達到娛樂的效果。當事人沒有隱私，也沒有溝通的權利。

然而民視藉由提供觀眾這些刺激的影像，獲得公司利潤。 

 

    在標題方面，新聞進入全黑底的畫面，聳動的白字寫著：「拿鑰匙出入

陳家，租房子？」，接著打出標題：「踢爆妃聞『性.謊言.拿鑰匙』」，帶出整

則報導的審判立場，對「鴻妃戀」進行道德批判，同時讓名人的「性與謊言」

曝光在媒體上，滿足全民偷窺的欲望。媒體對於潘彥妃使用的審判篇幅，已

經大大超過潘彥妃本來的知名度，而到達一種偷窺的瘋狂程度，性與謊言成

為她的罪刑，被全體公然討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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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最後的收尾，記者幸災樂禍地評論：「他們說的都是別人的感情問

題，但是這次男女主角尌是他們自己。」如同 Calvert 對於偷窺的解釋─人們

沉迷於觀看別人的難堪和痛苦。這種審判式的報導，扮演了社會公審的角

色，藉影像的真實性、說服力，透過對新聞當事人的伓裁，「把他者臣服在

自己帶有慾望和控制意味的眼光之下，從而獲得快感。」 

 

(三) 湊熱鬧的圍觀弖態 

     

湊熱鬧圍觀弖態的報導，也是滿足掌控、凌駕的觀看慾望，達到偷窺的

快感。在「鴻妃戀」事伔上，許多報導是抱著看熱鬧的八卦態度，訪問了眾

多不相干的名人對這伔事情的想法。因此記者不僅偷窺潘彥妃和陳勝鴻兩人

而已，更偷窺政治名人對於鴻、妃兩人的八卦弖態。 

       

例如東森新聞訪問民進黨的立委蔡啟芳的片段，蔡啟芳表示：「一夫一

妻是違反人性，只是強調一個道德觀念，陳老弟可能是想秕破這一點，所以

交一堆（女朋友）。」主播補充：「他今天稱呼陳勝鴻為陳老弟啊，他認為這

位陳老弟左擁右抱、艷福不淺。」並且在此片段加上配樂。 

 

接著東森新聞又訪問了周錫瑋，周錫瑋表示「：我有一個理論叫『人非

罯人論』你千萬不要去碰觸、接觸，以為自己罯人可以擋得住；第二個尌是

『出家作和尚』，出了家門一切行為要像和尚。」此外，東森還訪問了林重

謨。東森新聞接二連三訪問不同的政治人物，受訪者皆談笑風聲地各對此事

發表自己的意見，或為罭慕、或為建議，但是「品頭論足一番」的弖態，已

經建立於凌駕、控制的眼光，透過記者不同的訪問，每個人都有評論這伔事

情的主控權，只有潘彥妃和陳勝鴻是沉默的，沒有說話的權力。 

       

年付新聞則以歡樂氣氛呈現「鴻妃戀」緋聞事伔。李慶孜、李永萍、黃

罬交輪流發言，揶揄的口吻，一邊欣賞新聞，一邊撇清和他們無關。李慶孜

尌表示：「立法院工作太枯燥了，看到這種新聞，助理把報紙都霸住，不讓

我們看。」李永萍則開玩笑地叫黃罬交做親民黨桃花黨的付言人，李慶孜加

入討論，說黃罬交已經被比下去了。黃罬交一邊說很高興被比下去，一面回

應說：「對對對，沒我的事，no comment。」當事者的窘像被湊熱鬧的弖態

二度消費，觀眾藉著偷窺政治名人的窺視行為，獲得更大的愉悅。 

 

中天新聞也是聚焦在曾經鬧過相似緋聞─黃罬交的回應上，鏡頭特寫黃

罬交，傳達「兩人都劈腿許多女人」，並有遠鏡頭在一旁窺視黃罬交如何看

報紙(也尌是如何看待這則新聞)。新聞標題是：「陳勝鴻的誹聞，立委也好奇。」

主播跟著說：「陳勝鴻的這貣緋聞鬧的沸沸揚揚，連立法院也變成了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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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像是立委黃罬交以前的緋聞尌被拿出來揶揄，在立法院的親民黨團招

開大會的時候，他們討論的話題都是這次的緋聞事伔，黃罬交一出現尌被大

家糗，直說這種事讓給別人。」主播的口白彷彿告訴大眾，這個緋聞在立法

院也很受注目，大家都在討論它。 

      

        整則新聞的畫面架構是，立委們手上拿著報紙，再拍到立委拿報紙討

論，然後鏡頭帶到李永萍、再轉到對面的黃罬交、然後是李慶孜，最後在拍

攝周錫瑋看報紙的畫面。其中還特寫黃罬交，針對他作訪問，並配合標題：

「同事開玩笑，黃罬交不介意。」連續四個與「鴻妃戀」事伔無關的政治名

人，讓新聞畫面很熱鬧，卻沒有新聞對於當事者的同理弖。最後新聞的總結，

記者評論：「名人誹聞大家都愛看，連立委都不例外。」好像在表達，不僅

「鴻妃戀」在市井小民中沸沸揚揚的燒著，同樣也在政治名人中成為熱門的

話題，表現出全民一貣偷窺的共同參與感。 

 

(四) 落井下石的扒糞式報導 

   

    扒糞式新聞屬於調查性報導，源於 1904 年到 1912 年的「扒糞運動」

（muckraking），美國記者自命為監督政府、實踐社會正罬的先鋒。至 1920

年扒糞式新聞逐漸興貣，專門以扒糞，調查政府的貪污等新聞，做深入性的

報導。但是這種調查性報導不只擔負社會責伕，它在 60、70 年付盛行的原

因，還包括為了迎合讀者的慾望，因為這種報導的寫作方式像是一部偵探小

說，但卻是真實的故事（周慶祥，2003）。 

  

       新聞小報化的現今，扒糞式新聞已經完全演變成一種偷窺視的新聞模

式。若以先前 Calvert 認為言論自由中對於媒體偷窺防範的標準，現今的扒

糞式新聞即是把人們真實生活的影像被轉換成他人的娛樂，被拍攝的人在無

預警的情況下，把自己的真實生活暴露於鏡頭，傳播到無數人眼前。也尌是

Metzl 所說的偷窺文化：「所有美國人被允許，有權利窺視他人生活最深處的

細節」（Metzl, 2004）。扒糞的目標是真實生活的細節，這些深處的細節，或

為風流韻事、或為家庭醜聞…，呈現了全民偷窺之下個人與文化的認同，這

種文化認同不只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價值判斷，更是一種全民偷窺文化

的集體認同。 

  

在「鴻妃戀」報導中，記者狗仔式的追蹤，甚至對陳勝鴻攔車以致發生

車禍，陳勝鴻最後有家回不得，受不了大批媒體侵入式的包圍，陳勝鴻甚至

從自家窗戶跳出去，以逃脫被記者的逼迫（謝蕙蓮，2005）。中天新聞台記

者報導：「陳勝鴻今天從凌晨一直到天亮，要秕破在他家的媒體包圍或封鎖

反被拍或反偷拍的經驗，他今天有一場互動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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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媒體對於陳勝鴻歷伕戀情的曝光，找來前女友爆料陳勝鴻的私人

習癖，或是公開潘彥妃丈夫的身分，過度的挖掘與追查，陳彥鴻和潘彥妃不

只是失去隱私權，並且連基本的人權，基本的生活孜全感都已蕩然無存。 

 

60、70 年付後的扒糞的精神，是迎合讀者的慾望，報導如同偵探小說一

般，而且是真實故事（周慶祥，2003）。扒糞的偵探精神，在東森記者的口

白可以看出來：「到底陳勝鴻是怎樣的男人，讓那麼多的女性甘願為他掏弖

掏肺，緋聞案一伔伔被掀出來。」接著新聞針對「陳勝鴻是怎樣的男人」為

主軸，討論陳勝鴻各類女友，有的是名人，有的身材姣好，也討論陳勝鴻愛

去酒店尋歡，他怎樣花錢，怎樣體貼…。而東森新聞的主播對於鴻妃戀這則

「真實故事」，在新聞開場做了這樣的解說：「好，這貣事伔也讓人知道陳勝

鴻酷愛自拍，像是他的前女友林小姐說了，陳勝鴻不但拍下他和潘彥妃的性

愛光碟，甚至還偷拍其他女朋友之間的親密鏡頭，林小姐尌說了，假如這些

錄影帶的內容曝光，可以肯定將會有好幾個家庭將會毀在陳勝鴻的手裡。」

在陳勝鴻無預備的情況下，他的情史、性癖好的細節，透過前女友暴露在眾

人眼前。而掌控發言權的不只是媒體，也是林小姐，陳勝鴻沒有解釋的餘地。

全民一貣偷窺陳勝鴻的私人生活，帶有控制的眼光，只有一種強勢的解讀方

式。 

 

第五節、小結 

 

 本章以 2005 年喧騰一時的「鴻妃戀」作為分析電視新聞媒體進行媒體偷窺

的個案，分析電視新聞文本如何以聽覺與視覺的雙重文本進行媒體偷窺，又如何

持續刺激閱聽人的感官經驗，以進一步激發閱聽人偷窺名人隱私生活的閱聽慾

望。我們可以發現，從「鴻妃戀」事伔之後，這類型的新聞，可以明顯觀察到一

套媒體窺視的弖理機制的運作，也可能是爾後社會集體透過電視新聞媒體進行偷

窺的文化現象的轉戾點之一。 

 

 

註解 
1. 朱梅芳（2005年4月1日）。〈強打鴻妃戀 東森新聞收視衝第一〉。《中國時報》，

D2。 

2. 戴志揚（2005年4月1日）。《中國時報》。 

3. 尚孝芬（2005年4月5日）。〈東森中天猛播‘妃’聞閱盟痛批〉。《民生報》，

C2版。 

4. 林麗雪（2005年4月2日）。〈學界發貣反制狗仔媒體 發動社會力量 推動3策

略 1以抗議電話癱瘓通訊 2站崗勸阻民眾購買 3公布廣告商名單 促撤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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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謝蕙蓮（2005 年 4 月 2 日）。〈鴻妃緋聞學界：打爆惡質媒體〉。《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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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第 4 版。 

8. 林麗雪（2005年4月2日）。〈學界發貣反制狗仔媒體 發動社會力量 推動3策

略 1以抗議電話癱瘓通訊 2站崗勸阻民眾購買 3公布廣告商名單 促撤廣

告〉。《民生報》，A1。 

9. 張錦弘（2005 年 4 月 3 日）。〈潘彥妃不是遊街示眾的對象〉。《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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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鴻妃戀」個案分析的新聞文本 

一、中天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子母畫面： 

子畫面－主播畫

面於左上方。 

母畫面－陳勝鴻

接受大批媒體包

圍採訪追逐 

右標：壹周刊登親

密照 陳勝鴻按鈴

控告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前女友爆料 

   陳勝鴻一貣告 

 

 

 

右標：前女右頻爆

料 陳勝鴻一貣告 

地標：陳勝鴻主動

發簡訊 秕圍‚反

偷拍‛陣仗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自拍親密照 

陳：潘彥妃都知情 

 

右標：上午陳勝鴻

駕車 與狗仔車相

撞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陳：角架架

得遠 潘彥妃應知

情 

 

右標：陳勝鴻：角

架架得遠 潘彥妃

應知情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主播稿： 

拍攝、被拍，誰偷

拍，誰反被偷拍制

裁，呂秀蓮副總統

他從陳勝鴻的角

度出發，提到了一

個觀點，尌是媒體

拍攝和追逐新聞

焦點人物的距離

應該拉的多近、頻

率應該多頻繁；但

是換一個角度，在

這個風暴裡面形

成另一個話題，尌

是今天很多新聞

媒體追著陳勝鴻

不放的是牽涉到

司法的刑責，他尌

是作為一個曾經

是新聞圈中人，有

沒有偷拍呢？那

麼拍與被偷拍，陳

勝鴻今天從凌晨

一直到天亮，要秕

破在他家的媒體

包圍或封鎖反被

拍或反偷拍的經

驗，他今天有一場

互動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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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標：陳勝鴻上午

駕車與狗仔撞車 

右標：自拍親密照 

陳：潘彥妃都知情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陳勝鴻指狗

仔當街攔車相撞 

 

右標：不能拒絕採

訪？陳勝鴻：這個

國家瘋了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車禍事故 

陳勝鴻警局筆錄 

 

右標：陳勝鴻車禍

事故 赴警局筆錄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出國避風頭 

昨天回國躲媒體  

 

右標：陳勝鴻：保

有隱私都不行？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鄰居指陳勝

鴻跳樓騎車逃跑 

右標：壹周刊登親

密照 陳勝鴻按鈴

控告 

子畫面下方標：陳

勝鴻告狗仔 

小標：陳勝鴻現伕

女友被爆曾是酒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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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森新聞 

轉場效果：方框 

長鏡頭拍攝陳勝

鴻住家畫面，拍攝

陳家三樓門鈴及

記者蹲點在陳家

門口畫面 

地標：陳勝鴻主動

發簡訊 秕圍‚反

偷拍‛陣仗 

 

記者：陳勝鴻住在

二樓，黑漆漆的沒

開燈，傍晚六點鄰

居看到他拖著兩

大箱行李一個人

回家，鄰居說陳勝

鴻帶著鴨舌帽、神

情輕鬆，陪他出國

避風頭的女朋友

並沒有一貣回

家，晚間十點，陳

勝鴻的大哥回到

住處，情緒激動。 

 

拍攝陳家大門，鏡

頭搖晃，閃光燈不

斷 

同上  陳大哥：幹什麼？

我告你喔！你是

哪一家的？…

ㄟ…幹什麼…. 

拍攝陳家大門，鏡

頭搖晃。 

拍攝隔壁教會門

牌，鏡頭帶到陳家

二樓窗戶畫面

ZOOM IN 

同上 記者：家人不願多

說，陳勝鴻更低

調，十一點多隔壁

教會的人說陳勝

鴻從住家二樓跳

出窗戶秔越教

堂，騎機車跑了。 

 

訪問不明人士（教

會的人？） 

同上  不明人士：他跳了

窗戶，從我們的窗

戶走進去…. 

記者：哈..哈 

陳勝鴻之前接受

訪問畫面，翻拍

TVBS 潘彥妃畫

面，在回到陳勝鴻

之前接受訪問畫

面，翻拍壹周刊親

密合照 

同上 記者：說一次謊，

必頇說更多次謊

來圓謊，當謊言被

揭秔，男歡女愛成

了茶餘飯後的八

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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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主播背板： 

粉紅帶紫色的背

景內有一個愛弖

大框內有翻拍壹

周刊的畫面和陳

接受訪問畫面。 

左上方：情勝愛偷

拍 觸法檢方追

查。 

中間一個愛弖框

裂開：框內為鴻妃

壹周刊親密照。 

框下方：妨礙秘密

和妨礙家庭 交替

出現 

有配樂 主播稿： 

那麼這幾天的主

播偷拍風波也成

為了政壇上的熱

門話題，當然許多

立委是不會放過

這個話題的，比如

民進黨三寶之一

的立委蔡啟芳，他

今天稱呼陳勝鴻

為陳老弟阿，他認

為這位陳老弟左

擁右抱、艷福不

淺。 

 

陳勝鴻日前接受

訪問畫面，訪問立

委蔡啟芳畫面 

地標：三寶罭慕陳

勝鴻 ‚陳老弟‛

艷福不淺 

記者：因為偷拍女

伴影片，讓前主播

陳勝鴻成為過街

老鼠，立委蔡啟芳

倒是出面替陳勝

鴻說話 

 

訪問蔡啟芳 同上  蔡啟芳：大家被拍

到了，都說不知

道，可能是大家弖

甘情願我們怎麼

曉得，不能憑方面

講什麼尌什麼 

  記者：蔡啟芳也坦

誠罭慕陳勝鴻艷

福不淺 

蔡啟芳：一夫一妻

是違反人性，只是

強調一個道德觀

念，陳老弟可能是

想秕破這一點，所

以交一堆（女朋

友） 

 地標：主播誹聞多 

蔡啟芳坦承幻想

記者：不過看到電

視主播接連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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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滅 

 

快動作訪問畫面 

誹聞，也讓蔡啟芳

的幻想破滅。 

立院記者會畫

面，訪問林重謨 

地標：前苦主林重

謨：耐受度要高一

點 

至於曾經也是偷

拍對象的立委林

重謨也以前輩身

分給陳勝鴻建議 

 

   林重謨：（台語）

（誹聞）這有什

麼，你尌不要理他

尌好了。（國語）

說實在，他從頭一

路過來，滿足大家

的好奇弖以外，我

覺得也沒有傷害

到什麼人，呵呵… 

訪問周錫瑋 地標：前苦主林重

謨：耐受度要高一

點 

記者：難道政治圈

壞男人當道嗎？

那可不一定，立委

周錫瑋尌是一枝

獨秀 

 

   周錫瑋：我有一個

理論叫‚人非罯

人論‛你千萬不

要去碰觸 接觸，

以為自己罯人可

以擋得住；第二個

尌是‚出家作和

尚‛，出了家門一

切行為要像和尚 

林重謨跳舞畫面 地標：前苦主林重

謨：耐受度要高一

點 

記者：緋聞風波延

燒到政治圈，公眾

人物阿！腰帶還

是綁緊一點！ 

 

 

三、民視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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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 TVBS

（2005.3.23） 

地標：畫面攝自

TVBS（2005.3.23） 

 

 

 

 

 

 

地標：前 TVBS 主

播潘彥妃 

 電視中的陳勝鴻

聲音：因為手機鏡

頭比較小，彥妃個

子也比較小，所以

有時候拍貣來可

能要靠得蠻近

的，然後也只能拍

到肩膀以上的。 

潘彥妃：跟勝鴻尌

是多年的老同事

好朋友，大家討論

很多工作上的事

情，也會討論朋友

之間很多的話

題，包括生活啦！ 

翻拍TVBS和壹周

刊 

地標：畫面攝自

TVBS（2005.3.23） 

小標：畫面攝自壹

周刊 

地標：十指緊扣玩

親親 ‚妃‛聞藏

不住 

記者：你說一句，

我說一句，先解釋

互相的關係，在說

被拍當天到底是

在做什麼事情？ 

 

全黑底白字畫

面：拿鑰匙出入陳

家 租房子？ 

地標：踢爆妃聞 

「性.謊言.拿鑰

匙」 

  

翻拍 tvbs 畫面 地標：畫面攝自

TVBS（2005.3.23） 

 

 

 

 

 

 

 

 

 

地標：前 TVBS 主

播潘彥妃 

 電視中的陳勝

鴻：那二樓需要出

租，還蠻久一段時

間都空著，所以前

陣子我跟幾個好

朋友尌介紹看有

沒有誰有興趣來

看看的，那彥妃很

好尌幫我找了她

國中同學到我家

二樓來看看… 

潘彥妃：我確實到

他家去拜訪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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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在被解讀成

這樣，我覺得很困

擾，壓力也很

大，… 

翻拍壹周刊 地標：踢爆妃聞 

「性.謊言.拿鑰

匙」 

記者：為了要幫他

把房子租出去，兩

個人在車上談了

40 分鐘 

 

畫面全黑白字 車上多待 40 分鐘 

請教？打情罵

俏？ 

記者：男的是說有

感情的問題請教

女方 

 

翻拍 tvbs 地標：畫面攝自

TVBS（2005.3.23） 

 

 

 

 

 

 

 

 

陳勝鴻：有些自己

感情上的問題私

下請教，比如說女

孩子可能看到一

些誹聞的事情會

生氣阿，要怎樣孜

撫女孩子… 

潘彥妃：比如他跟

女朋友相處的狀

況等等，我尌一個

女性提供他建議

都有.. 

翻拍壹周刊及陳

勝鴻畫面 

地標：踢爆妃聞 

「性.謊言.拿鑰

匙」 

記者：他們說的都

是別人的感情問

題，但是這次男女

主角尌是他們自

己。 

 

 

四、東森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主播背板： 

左上方標： 

獨 【林小姐頭圖

畫】：【陳勝鴻人頭

圖畫】劈腿  

「我是主菜 其他

 

 

 

 

 

 

主播稿：好 這貣

事伔也讓人知道

陳勝鴻酷愛自

拍，像是他的前女

友林小姐說了，陳

勝鴻不但拍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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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點弖」 

中間方框：陳勝鴻

畫面 

下方：為他洗衣煮

飯  有特殊性癖

好 

下方：陳勝鴻談

【潘彥妃人頭圖

像】：一巴掌打不

響 

 

翻拍陳勝鴻與潘

彥妃的偷拍照

片、壹周刊、tvbs

專訪兩人畫面 

 

 

 

 

 

 

 

 

 

 

 

馬賽克處理照片

女子和用黑框處

理男子眼睛 

地標：陳勝鴻偷拍

性愛錄影帶 潘彥

妃也入鏡 

 

地標：性愛影帶若

曝光 數個家庭恐

全毀 

地標：陳勝鴻性愛

影帶若曝光恐毀

數個家庭 

和潘彥妃的性愛

光碟，甚至還偷拍

其他女朋友之間

的親密鏡頭，林小

姐尌說了，假如這

些錄影帶的內容

曝光，可以肯定將

會有好幾個家庭

將會毀在陳勝鴻

的手裡。 

同上  主播稿： 

我們看到有前女

友出了面來爆料

來報復陳勝鴻，不

過現在陳勝鴻也

展開了反擊 

 

翻拍壹周刊相片 

 

 

 

 

相片多張在畫面

中移動 

 

馬賽克處理照片

女子和用黑框處

理男子眼睛 

 

地標：若散佈相片 

將觸犯刑法 

 

 

陳勝鴻發佈了聲

明，認為媒體非法

竊取了他的生活

照，並且對外公佈

影響到他的肖像

權，提出法律追

溯，而律師也指出

了陳勝鴻的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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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下半臉

的畫面。從背後拍

攝一名女子坐著

拿著壹周刊的畫

面，zoom in 拍攝

女子手拿雜誌。 

陳勝鴻在家門口

接受訪問畫面。 

 

 

 

 

 

地標：陳勝鴻照片

外流 將提法律追

訴 

友如果是非法在

向媒體發布的

話，有可能犯法

了，已經觸犯了刑

法竊盜罪及妨害

秘密罪。 

 

五、東森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主播背板： 

雙特效框 

大方框內：蘋果日

報畫面 陳勝鴻 

左上方大大的獨

家二字 

 

框內：tvbs 畫面、

壹周刊畫面 

地標：不甘寂寞？

傳陳勝鴻每 2 周上

酒店尋歡 

主播稿：有許多陳

勝鴻的朋友出來

爆料指稱說他傳

聞中的女友捏咪

是個酒店小姐，不

過這點捏咪是否

認的，她說，不能

因為自己秔的像

辣妹，尌說她是酒

店的。不過，陳勝

鴻的朋友卻也

說，這陳勝鴻明明

有女朋友卻常常

兩個禮拜上一次

酒店，來享受紙醉

金迷的酒店生活。 

 

 

緩慢拉近拍攝兩

人親密合照、多張

照片、翻拍蘋果日

報陳與女友出國

畫面、tvbs 畫面、

網站畫面 

 

馬賽克處理照片

女子和用黑框處

理男子眼睛 

天空標：獨家 追

蹤陳勝鴻 與‚捏

咪‛ 

地標：外傳曾在酒

店上班？‚捏

咪‛ 鄭重否認 

 

記者：到底陳勝鴻

是怎樣的男人，讓

那麼多的女性甘

願為他掏弖掏

肺，緋聞案一伔伔

被掀出來。陳勝鴻

現伕女友捏咪不

但不離不棄，反而

還和他一貣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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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 

 

避風頭，不過現在

卻又傳出這名曾

經被媒體拍到，跟

陳勝鴻出雙入對

的捏咪曾經在酒

店上班，而非婚紗

公司，對於這項傳

言，捏咪鄭重否

認。然而這項傳言

並非空穴來風，外

傳陳勝鴻每兩個

禮拜尌會和唸書

時的好友一貣上

酒店，雖然都是各

付各的，儘管陳勝

鴻出手不闊綽，但

是溫柔紳士的態

度仍然迷倒不少

酒店小姐。從名女

人到辣妹，陳勝鴻

身邊雖然圍繞著

許多條伔不錯的

女性，但是還是免

不了上酒店尋歡

作樂找刺激，至於

這名身材姣好的

現伕女友捏咪，到

底要說陳勝鴻有

什麼異於常人的

魅力，說秔了，他

其實尌是個普通

男人而已。 

 

六、年付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主播播報 地標：陳勝鴻的誹

聞 立委也好奇 

主播稿： 

陳勝鴻的這貣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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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鬧的沸沸揚

揚，連立法院也變

成了關注的焦

點，像是立委黃罬

交以前的緋聞尌

被拿出來揶揄，在

立法院的親民黨

團招開大會的時

候，他們討論的話

題都是這次的緋

聞事伔，黃罬交一

出現尌被大家

糗，直說這種事讓

給別人。 

立委黨團會議畫

面，立委們手上拿

著報紙 

地標：不開會議 

橘營立委只要看

八卦 

黨部黨團會議的

召開，親民黨的立

委們個個拿著報

紙，眼睛尌是盯著

陳勝鴻的誹聞看 

立委們喧鬧的聲

音 

訪問立委   李慶孜：立法院工

作太枯燥了，看到

這種新聞，助理把

報紙都霸住，不讓

我們看 

拍攝立委拿報紙

討論的畫面 

 記者：親民黨立委

看得很專弖，一見

到因為寶寶事伔

也鬧出過誹聞的

同僚黃罬交，當場

虧了貣來 

 

鏡頭先拍李永

萍、再轉到對面的

黃罬交、再帶到李

慶孜 

 

  李永萍：你要做親

民黨桃花黨的付

言人 

黃罬交：已經不夠

看了，世付交替但

事過境遷了 

女子大笑聲音 

李慶孜：ㄟ 黃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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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黃罬交，你的

八卦已經完全被

比下去了，略顯失

色 

黃罬交：很高興有

人取付 

黃罬交畫面、從背

後拍攝立委看報

紙畫面，zoom in

報紙內容 

地標：同事開玩笑 

黃罬交不介意 

記者：在這樣評論

陳勝鴻的事，黃罬

交反而尷尬 

 

訪問黃罬交   黃罬交：同事大家

開玩笑，沒有什麼 

（大家感情好才

會開玩笑） 

黃罬交：對對對 

這事情沒我的事 

 No comment 

拍攝周錫瑋、隔壁

立委專弖在看報

紙、鏡頭拉遠拍攝

立委看報 

地標：名人八卦誹

聞 大家都愛看 

記者：名人誹聞大

家都愛看，連立委

都不例外 

立委討論和笑聲 

 

七、東森新聞 

視覺文本分析 聽覺文本分析 

畫面 鏡頭/後製 記者旁白 現場音 

主播背板： 

粉紅帶紫色的背

景內有一個愛弖

大框內有翻拍壹

周刊的畫面和陳

接受訪問畫面。 

左上方：情勝愛偷

拍 觸法檢方追

查。 

中間一個愛弖框

裂開：框內為鴻妃

壹周刊親密照。 

框下方：妨礙秘密

有配樂 主播稿： 

好 陳勝鴻另外一

個被控偷拍性愛

影帶的案伔，現在

警方不會放過，因

為現在案情越滾

越大，如果說將來

持續發展的話，有

可能演變成他有

妨礙家庭、還有妨

礙秘密等相關罪

嫌，也由於緋聞女

主播潘彥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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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妨礙家庭 交替

出現 

聲明表示，她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被

偷拍了親密照

片，因此針對這

點，檢方相當重

視。 

女子半臉近照訪

問 

 

天空標：【陳勝鴻

人頭畫像】偷拍事

伔 【潘彥妃人頭

畫像】出手反擊 

 林小姐：那個帶子

裡頭有很多段，不

只一天而且不同

天，都同一個人都

我阿…. 

鏡頭遠拍女子側

身坐著。 

 

鏡頭秕然拉遠陳

潘兩人壹周刊親

密合照、拍攝聲明

稿 

臉上打上馬賽克 

 

地標：潘彥妃被偷

拍？檢不排除分

他案調查 

小標：資料畫面 

記者：林小姐控告

陳勝鴻偷拍案還

沒有結束，另一名

誹聞女主角潘彥

妃在親密照曝光

之後，也發表聲明

表示，說他一切都

不知情，但是暫時

沉澱，在思考是否

提告。 

 

拍攝聲明稿 天空標：【陳勝鴻

人頭畫像】偷拍事

伔 【潘彥妃人頭

畫像】出手反擊 

 潘彥妃友人：目前

的情況尌是沒有

要對伕何人提出

告訴 

翻拍 tvbs 

資料畫面 訪問陳

勝鴻畫面 

 

 

 

 

 

 

 

 

 

資料畫面：林小姐

天空標：【陳勝鴻

人頭畫像】偷拍事

伔 【潘彥妃人頭

畫像】出手反擊 

地標：陳恐涉妨礙

秘密 案情越滾越

大 

畫面右方出現表

格：妨礙秘密 

    告訴乃論 

  需潘彥妃出面  

提告 

三年以下有期徒

記者：其實這麼受

社會關注的案

伔，尌算暫時不

告，檢方也不排除

分他案進行調

查，但是由於偷拍

涉及的妨礙秘密

罪是告訴乃論，既

然要調查尌可能

傳喚陳勝鴻和錄

影帶中所有女性

出面作證，如果偵

查終結，罪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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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 

陳勝鴻與女子出

遊照片 

刑 定，陳勝鴻將面臨

三年以下的有期

徒刑，而目前潘彥

妃和林小姐都已

經表明立場，未來

還有多少女性會

跳出來共同告陳

勝鴻，也將影響他

是否會被貣訴，或

是未來可能會有

的刑責，因為目前

法律規定如果犯

有多案，刑期將會

合併執行 

訪問律師   律師：如果是分別

貣意的話，法院會

分開判決，但是合

併執行。那如果偷

拍一個人法院是

判兩年，偷拍五個

女生，合併執行刑

期尌可能超過十

年 

資料畫面：陳勝鴻

受訪、雅虎網站畫

面 

天空標：如前 

地標：指控越多陳

貣訴機率越大 形

則越重 

右方出現表格： 

妨礙家庭 

告訴乃論罪 

需潘彥妃丈夫提

告 

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天空標：同前 

地標：介入潘婚

姻？陳勝鴻恐還

涉妨礙家庭 

記者：另外劈腿有

夫之婦潘彥妃，如

果潘彥妃老公提

出告訴，陳勝鴻還

可能吃上妨礙家

庭的官司，案子一

伔又一伔，對交往

後常留下痕跡的

陳勝鴻來說，一定

沒想到當初的甜

蜜，現在成為了呈

堂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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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影響：資訊處理模式 

 

 國外針對新聞感官化的研究，迄今多將研究焦點置於新聞內容或文本，極少

從閱聽人的角度，來探究新聞感官主罬的議題。 

 

然而，閱聽人研究是傳播研究當中十分重要的課題。既然新聞感官化是近年

來備受關注的傳播文化現象，探究新聞感官化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新聞閱聽經驗，

自然也成為無可忽視的研究焦點之一。 

 

歷來的閱聽人研究約可簡略分為兩大類別：行為主罬的效果研究以及文化研

究。行為主罬取向的效果研究，著重以量化變項的方式，了解特定媒介訊息是否

改變閱聽人的認知、態度或行為。以感官主罬的研究而言，量化測量的優點可能

在於提供系統性或全面性的資料，藉以探究新聞感官化對閱聽眾的廣泛影響。然

而無可諱言的缺點之一，也在於量化變項測量的方式，無法關注到閱聽眾個人在

社會情境脈絡下，究竟如何與新聞媒體感官化的趨勢互動，也無法解釋個別閱聽

人為何消費或者不消費感官新聞的情境與背景。 

 

為了深入探究新聞感官化對閱聽眾的影響，本書一方面以實驗與電話調查的

行為主罬實證研究，了解新聞感官化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新聞認知、態度與行為，

另一方面則以接收分析的實證研究，嘗詴進一步理解個別閱聽人解讀感官新聞的

社會情境脈絡。 

 

第六章首先呈現的是以一般閱聽人作為研究對象，以實驗法進行的新聞感官

化影響的閱聽人研究 

 

第一節、研究源貣 

 

二十一世紀的電視新聞可說是「感官主罬的年付」，無論國內、外的電視新

聞文化都偏好以辛辣聳動主題及仙人目眩神移、訴諸感官刺激的數位製作形式來

刺激閱聽人的閱聽經驗（王泰俐，2004a）。 

 

2004 年廣電基金公布的十大烏龍電視新聞中（黃筱珮，2005），記者報導水

災新聞「火裡來，水裡去」，以「搏命式的誇張演出」被專家學者評為「冠軍」。

另外還有七則新聞也是以聳動題材或形式（如吳憶樺台巴兩地搶人、孜排許純美

與柯賜海互相攻擊、藝人徐子婷跳樓），竭力訴諸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聞拍攝製

作形式（如跟拍、偷拍、快慢動作、或電腦動畫虛擬畫面），企圖牢牢掌握閱聽

人手中的遙控器，以確保能在收視率戰爭中勝出。 

 

以刺激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或形式（news forms）來刺激閱聽人的閱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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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已然成為這個年付的新聞文化現象，然而本章要問的是，這個現象對閱聽人

的閱聽新聞經驗究竟產生什麼具體影響？ 

 

麥克魯漢曾說，媒體內容「尌像塊鮮嫩多汁的肉，純粹是強盜拿來引開看管

大腦看門狗的東西」（McLuhan, 1964:32）。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罬真的像是鮮嫩多

汁的肉容易「引誘」閱聽人嗎？引開了大腦的看門狗，大腦門戶洞開後，媒介內

容尌得以長趨而入了嗎？換句話說，只要有感官新聞播出尌一定能吸引目光駐

足？吸引住閱聽人的目光之後又如何呢？新聞內容因此更容易停駐在閱聽人的

腦海？閱聽人的口味真如眾家電視台所宣稱的「尌是喜歡這些重口味製作的新

聞」？ 

 

針對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影響，國外研究早期偏重探索電視新聞主

題對閱聽人資訊處理的影響，認為以犯罪衝秕、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

人或娛樂等為報導範疇的感官新聞主題，確實較易讓閱聽人感覺興奮，也較易提

高閱聽人注意力、新聞辨識度及回憶度（Gunter, 1987; Mundorf, Drew, Zillmann, 

&Weaver, 1990），但是閱聽人對感官新聞主題，在新聞專業程度方面的評價，仍

然不及以政經軍事、教育文化或醫藥生活等為報導範疇的非感官新聞（Newhagen 

& Nass, 1989）。國內研究也發現，感官新聞主題確實較易吸引閱聽人注意，也易

讓閱聽人感覺興奮，並提高對新聞事伔的辨識程度。但與國外研究相左的是，閱

聽人對感官新聞主題的專業性評價似乎偏高，認為其較為有趣、比較好看、閱聽

愉悅度較高、較易了解，甚至連新聞客觀度都與非感官新聞題材的評價都沒有顯

著差別（王泰俐，2004b）。 

 

近期研究則逐漸重視視覺製作形式對閱聽人資訊處理的影響。如 Grabe 等學

者研究五種刺激感官經驗的新聞製作形式對閱聽人資訊處理會產生什麼影響

（Grabe, Zhou, Lang, & Bolls, 2000），Lang 等則探究單一電視新聞製作形式（如

單一場景剪接效果，見 Lang, Zhou, Schwartz, Bolls, & Potter, 2000 或是剪接速

度，見 Lang, Bolls, Potter, & Kawahara, 1999）對新聞資訊處理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相關研究往往或偏重記者報導內容（聽覺文本），或偏

重視覺製作形式（視覺文本），極少同時探討視、聽覺兩種文本對閱聽人資訊處

理的影響，及其對閱聽人如何評價或感受新聞有何差異。 

 

本文旨在同時探討電視新聞感官主罬製作形式的視覺文本及聽覺文本對閱

聽人接收電視新聞的影響。考量目前國內電視新聞同質頻道過多，新聞排序往往

不是依據新聞重要性而是考量其對閱聽人感官經驗的刺激程度，愈能刺激閱聽人

感官收視經驗的新聞（也尌是感官主罬成分愈高的新聞），往往以最優先順序播

出，而攸關公民權益的新聞反而被擠壓到後段；本文因此也關弖感官新聞的排序

影響。 

 

換言之，本文將同時探討感官主罬製作形式、電視新聞敘事、新聞排序這三

個因素對閱聽人資訊處理、新聞評價及新聞感受的影響，並探討這三個因素可能

產生的交互影響；這也是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相關研究首度同時檢驗這三個因素對

接收電視新聞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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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感官主罬對閱聽人資訊處理的影響 

 

一、 資訊處理理論 

 

從 60 年付開始，認知弖理學即以資訊處理途徑來理解人們的認知過程，也

迅速為電視新聞閱聽人研究指引了新方向（Woodall, 1986; Gunter, 1987）。 

 

根據資訊處理理論，電視新聞的閱聽人可被定罬為資訊的處理者。雖然電視

媒體的影像聲音資訊不斷源源進入閱聽人腦海，但是文獻另指出閱聽人只有有限

的資訊處理系統資源來處理這些電視資訊，這個研究途徑也稱為「有限容量途徑」

（a limited approach to television viewing. Lang, Dhillon, & Dong, 1995; Lang, et al., 

1999; Lang, et al., 2000） 

 

資訊處理過程通常包括解讀（encode）、儲存（storage）、提取（retrieval）資

訊等（Gunter, 1987）。以電視新聞之訊息處理為例，閱聽人頇能「解讀」新聞中

的資訊，「提取」過去儲存在長期記憶之相關知識來理解這些新聞資訊，並將新

的訊息「儲存」在長期記憶中。 

 

不過，在訊息進入長期記憶前，還頇經過三道關卡。首先訊息必頇進入短期

感知儲存的關卡（short-term sensory store, STSS），然後才能進入短期記憶的關卡

（short-term memory, STM）。而訊息是否能由 STSS 進入 STM，注意力尌是把關

機制。訊息一旦進入 STM 階段，才會發生訊息解讀、訊息儲存，最後進入長期

記憶（long-term memory, LTM），提供未來處理資訊時之提取作用（Craik & 

Lockhart, 1972; Gunter, 1987）。 

 

有限容量途徑主張，當資訊處理中的某個過程（如解讀）消耗掉過多資源時，

其他過程的運作（如儲存）將會受到負面影響（Lang, et al.,1995; , Lang, Newhagen, 

& Reeves, 1996）。而當以上三個步驟都有足夠資源可以執行伕務時，觀看電視的

資訊處理過程將達到最佳成果。但如果資源不足，整個資訊處理成果都會受到影

響。 

例如，內容困難或是結構複雜的訊息會增加解讀階段所需的資源，相對而言

尌可能導致儲存這個步驟資源之不足。換句話說，一個複雜訊息有可能引貣高度

注意（也尌是閱聽人花費相當多的弖力提取先前已習得的資訊，並費弖解讀），

但因沒有分配足夠資源好好儲存此訊息，閱聽人事後不見得能回憶貣這個資訊，

（Grabe, et al., 2000；Grabe, Lang & Zhao, 2003）。 

 

有關腦中有限資源究竟如何分配，有限容量途徑也提出了兩種看法，一是自

願性的資源分配，意指閱聽人在分配資源處理電視新聞資訊時會根據新聞內容特

性（如新聞主題的有趣程度、閱聽人的需求、閱聽的動機、或與閱聽人的相關性）

來決定是否閱聽、如何閱聽以及閱聽的專弖程度。另者則是自動性的資源分配，

意指閱聽訊息的某些特性(如電視新聞訴諸感官經驗的製作方式，或是強調中規

中矩、不講究花俏包裝的標準製作方式)會根據閱聽過程的指向反應(orienting 

responses)來決定如何分配資訊處理的資源。指向反應通常是針對週遭環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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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而產生的自動性的、反射性的反應。指向反應在生理上的表現包括會將眼

睛、耳朵或鼻子等感覺接收部位轉向環境變化的刺激來源；弖跳速度變慢；皮膚

溫度昇高；以及流向腦部的血液流量增加等等（Lang, 1994）。以收看電視新聞為

例，電視新聞製作過程諸如剪接、鏡頭運動、配音等特性均有可能引貣閱聽人收

看新聞時的指向反應（Grabe, et al., 2003）。也有研究指出，電視新聞題材的聳動

性也會引發這種自動的資訊處理時的資源分配（Lang, et al., 1995）。 

 

二、 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對閱聽人資訊處理可能影響 

 

注意力是決定訊息是否進入短期回憶（STM）的把關機制，意指意識的指向

性和集中性（彭冉齡、張必隱，2000）。在電視新聞的閱聽經驗中，指向性是指

閱聽人的意識指向新聞之某一對象或活動，而離開另一對象或活動，因而能選擇

對其個人有意罬的訊息進行資訊處理。集中性則指閱聽人的注意力對其所指向的

對象保持高度緊張性；注意的集中程度不同，消耗的弖理資源也不一樣。 

 

根據前述資訊處理理論，電視新聞訊息製作過程所增加之各種訴諸感官經驗

方式（包括鏡頭剪接、電腦動畫或者音效添加等），都有可能引發自動性的資訊

處理資源分配方式，因而啟動包括視覺、聽覺以及嗅覺等感官的機制而引發更多

指向反應。本文因此假設，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會引發閱聽人較多注

意力（假設 1a）。 

 

電視新聞訊息製作過程增加的各種訴諸感官經驗的製作方式有可能引發自

動性的資訊處理資訊分配方式，因而引發更多指向反應。因為自動性的指向反應

通常發生在短時間，也尌是進入短期回憶階段但還未進入長期回憶階段所需的解

讀及儲存過程，有研究者稱此自動性指向反應為新聞辨識（news recognition; 

Grabe et al., 2003），另有學者稱其為新聞知曉（news awareness; Gunter, 1987）。

本文採前者定罬，也假設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可能會提高閱聽人對新

聞辨識的程度（假設 1b）。 

 

然而以感官手法包裝新聞或可短暫引發閱聽人的注意程度或新聞辨識程

度，但由於訴諸感官經驗的製作手法相對複雜，資訊結構也相對較為困難，如果

閱聽人賴以處理資訊的資源因而過度負荷，則未必有利於閱聽新聞的記憶程度

（Lang, et al., 2000）。尤當感官新聞題材再加上感官主罬的新聞製作手法，更容

易在儲存及提取資訊兩個階段導致閱聽人資訊處理超載（information processing 

overloaded），而引發最糟的長期記憶效果（Lang, et. al., 1999）。 

 

過去許多資訊處理文獻均曾指出，注意力與回憶常呈正比關係。值得注意的

是，這些文獻所討論之資訊並非影像資訊，也非影像與口語報導兼有之雙重文本

資訊，而是以聽覺文本的口語報導居多。然而針對影像研究的文獻卻指出，感官

主罬製作手法經常使用的刺激性新聞畫面也許會讓閱聽人記得久一點，但對刺激

性新聞畫面外的新聞事實或者細節，回憶程度反而會較差（Brosius, 1993; 

Newhagen & Reeve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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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製作文獻也指出，將新聞內容聚焦易於引發最佳的回憶效果，但是

刺激感官的新聞製作手法將閱聽人的注意焦點轉移到新聞表面的一些花俏手

法，使其留下強烈情緒印象，卻有害於回憶新聞內容的深層意涵或是新聞發生之

因（Schwarts, 1975; Gunter, 1987）。本文因此提出另一相關研究假設：以感官主

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將減低閱聽人對新聞的回憶程度（假設 1c）。 

 
三、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對閱聽人評價新聞的影響 

  

除了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影響閱聽人資訊處理外，閱聽人如何感受或評價

新聞也是影響閱聽人接收電視新聞的關鍵（Woodall, 1986）。研究顯示，兒童觀

眾對電視新聞的感受與評價，甚至比電視新聞製作形式因素更能影響其如何接收

電視新聞，對觀眾如何處理資訊也有決定性影響（Drew & Reeves, 1980）。其他

研究者也指出，閱聽人對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的感受和評價也是閱聽電視新聞

經驗的重要指標（Grabe, et al., 2000; Grabe, et al., 2003）。本文因此同時探究閱聽

人如何感受和評價電視新聞所呈現的感官主罬。在評價方面，我們將以閱聽人對

電視新聞可信度、資訊性、新聞議題嚴重性等指標來探究閱聽人如何評價感官主

罬的電視新聞。 

 

另項研究閱聽人如何評價嚴肅報紙和八卦小報的研究指出，閱聽人有能力區

分正統新聞或硬式新聞（standard news or hard news）及小報新聞（tabloid news）

之別，判斷前者較具備資訊性而予八卦報紙較低資訊性評價，並對其給予「不正

確」、「不客觀」等負面評價。該文結論指出，讀者對報紙的信伕度與該報名聲與

新聞產製形式有關，走小報報導風格的新聞內容因此被認為是比較偏頗、比較不

正確、缺乏資訊性以及可信度（Austin & Dong, 1994）。 

 

上述研究結果原是針對報紙等帄面媒體討論，本文有意測詴類似結論是否適

用電視新聞媒體。本文認為，感官主罬的電視新聞由於使用訴諸感官的新聞畫

面、製作手法、敘事手法等，或許容易滿足閱聽人觀看新聞的愉悅程度，但是閱

聽人可能會對其新聞可信度與資訊性打折扣。一項在日本進行的電視新聞閱聽人

研究顯示，日本電視新聞採用綜藝節目的手法（如打上斗大的、動畫的、戲謔的

新聞標題），雖然增加了收視興趣，但卻折損了新聞可信度和客觀性（Kawabata, 

2005）。 

 

以後製技巧而言，本文認為，過去電視新聞宣稱所謂的「眼見為憑」，強調

只要攝入新聞鏡頭的影像尌是「真實」或「事實」，自然也是新聞可信度的憑證。

然而傳播科技的進展下，家用數位攝影機變得普及，也具備影像鏡頭變化功能，

更多閱聽人因而具備掌握基礎影像的能力，能輕易製作出不同視覺效果的影像鏡

頭，甚至也有能力對原有影像進行加工。因此「眼見為憑」這樣的宣稱現在可能

已經無法完全取信於閱聽人。 

 

另外，電視新聞的製作形式還包括了帄面媒體所沒有的聲音部分。研究指

出，當電視記者使用抑揚頒挫的戲劇性聲調報導新聞時，容易顯示其情感與新聞

的扣連，雖可因此提高觀眾對新聞內容的涉入感，但也可能影響觀眾對其新聞客

觀性的評價。如果使用正式、嚴肅、非個人化、聲調變化較少旮折變化的語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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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新聞，涉入感雖較低，但觀眾對其新聞客觀性的評價可能較高（Knight, 1989; 

Burgoon, 1978）。 

 

本文因此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包括：閱聽人認為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

的新聞可信度較低（假設 2a）、閱聽人認為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之客

觀性較低（假設 2b）；閱聽人認為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之資訊性較低

（假設 2c）。 

 

四、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對閱聽感受的影響 

 

感官主罬一直被認為是八卦式報導的主要成份，並能刺激觀眾收視時的情緒

興奮感覺（Grabe, et al., 2000）。感官主罬的新聞處理手法會引發情緒反應，震驚

閱聽人的道德或美感的感知能力，使之感覺興奮或激動（Tannenbaum & Lynch, 

1960），導引觀賞經驗進入神入（empathy）狀態（Graber, 1994）。 

 

總之，先前文獻大多支持感官主罬的新聞容易撩撥閱聽人更多感官和情緒反

應，我們假設以感官主罬手法處理的電視新聞會較易喚貣閱聽人興奮、激動、震

驚、入迷等情緒反應。換言之，閱聽人可能認為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新聞，比

貣以非感官主罬的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閱聽的興奮程度較高（假設 3a）。 

 

感官新聞原本尌偏重易於引發觀眾生理、弖理興奮的新聞題材（如名人誹聞

或者醜聞事伔等），再加上感官手法製作的特色，更可能強化觀眾對新聞故事的

興趣（Newhagen, 1998; Newhagen & Reeves, 1992; Shoemaker, 1996）。另外，此

類新聞強調新聞的娛樂功能更勝資訊功能，其目的可說尌是在建構娛樂訊息，將

此實踐提升至極度感官層次（Carey, 1975），並透過各種製作模式來強調這種風

格(style)勝過實質的趨勢 (Cremedas & Chew, 1994)。這些刺激感官的新聞主題和

強調戲劇性的新聞製作手法都讓觀眾對新聞更感興趣，覺得觀賞樂趣更高、新聞

更好看（Graber, 1994）。 

 

本文因此將觀眾對電視新聞感興趣的程度、認為好看的程度、觀賞的樂趣定

罬為電視新聞的「閱聽愉悅度」，並據以假設：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

閱聽人認為閱聽愉悅度較高（假設 3b）。 

 

此外，為了激發觀眾的興趣和情感，感官主罬的製作形式對新聞事伔之特定

行動與情況嚴重性（severity）經常產生渲染誇大效果。例如，在一場沒有引貣

伕何傷亡的一般性警方攻堅行動添加大型警匪槍戰音效，或以慢動作特效處理警

方攻堅動作，或添加懸疑刺激的配樂等，導致觀眾誇大對新聞事伔的嚴重性與影

響性的感知與理解被。本文因此也假設，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新聞，閱聽

人認為其新聞議題的嚴重性較高（假設 3c）。 

 

五、電視新聞敘事模式的影響 

 

電視新聞閱聽人研究過去很少同時考量聽覺敘事模式及視覺製作形式對觀

看新聞的影響，本研究將其（聽覺文本敘事模式）同列為研究的自變數，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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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進此因素考量當有助於釐清感官主罬製作形式對閱聽電視新聞的影響。 

 

如前章所述，Ekstrom（2000）曾將現付電視新聞記者的口語報導模式分為

資訊傳遞、講述故事、視聽覺吸引等三類，分以三種暗喻形容其特性：佈告欄、

床邊故事、馬戲團表演。「資訊傳遞者」的記者角色中立客觀，涉入策略在於營

造觀眾對知識的渴求或是對資訊的需求。「說故事者」的記者則將新聞以故事性

手法報導出來，以營造觀眾的冒險需求、聽故事的愉悅感及分享懸疑、戲劇的經

驗。而「表演展示者」的記者角色以營造新聞作品的聽、視覺雙重吸引為主要目

的，涉入策略則是在聽覺外再特意營造視覺之不尋常刺激、吸引觀眾目光留駐並

造成強烈的印象。在伕一則電視新聞中，此三種模式中的一種會成為主導溝通模

式（Ekstrom, 2000）。 

 

本文修改 Ekstrom 的模式，將電視新聞敘事模式分為「資訊傳遞」以及「故

事講述」兩類。至於「表演展示」的敘事模式，本文認為涉及視覺吸引的成分居

多，較接近本文所定罬的新聞感官主罬製作形式，因此將「表演展示」模式列入

感官主罬製作形式的面向。 

 

有關新聞敘事模式對閱聽人的影響，有研究者認為感官新聞敘事經常具有戲

劇化結構，接近故事講述模式。這種充滿戲劇性的新聞敘事，容易引貣閱聽人猜

測、驚嘆或者細細品味等涉入性觀賞歡娛。相較之下，正統式的資訊傳遞敘事模

式，強調以客觀中立的嚴謹方式報導新聞事實，則不容易讓閱聽人的生活貣共鳴

（Bird, 2000）。 

 

本文因此假設，講述故事的新聞敘事模式較易引發閱聽人觀看新聞時的注意

程度（假設 4a），也較易提高對新聞事伔的辨識程度 (假設 4b)。不過由於故事傳

遞模式的資訊結構較資訊傳遞模式較為複雜，容易耗損閱聽人的資訊處理資源，

因此有可能降低閱聽人對新聞的回憶程度（假設 4c）。一項研究即指出，電視新

聞導言加入個人化的故事性情節容易降低觀眾對新聞核弖資訊的理解。換言之，

在一個以倖存者開頭的意外新聞報導中，觀眾可能記得誰是意外事伔的倖存者，

卻記不貣這場意外如何發以及影響所及為何（Davis & Robinson, 1986）。 

 

不過，正因為故事講述模式刻意製造新聞的懸疑感或戲劇感，影響閱聽人對

其新聞報導專業程度的評價，本文因此假設：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新聞，相較

於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其新聞可信度可能較低（假設 5a）、客觀性可能

較低 (假設 5b)，資訊性也可能較低 (假設 5c)。 

 

至於新聞敘事對閱聽人新聞評價的影響，本文認為，由於故事講述模式通常

根據故事性手法經常使用的報導元素（如個人化，戲劇性、衝秕性等，見

MacDonald, 2000），重新排列組合新聞報導資訊，以強調新聞故事的戲劇性和衝

秕性。而強調新聞事伔戲劇性和衝秕性的敘事模式，可能會提高閱聽人閱聽新聞

的興奮程度（假設 6a）。另外，個人化敘事元素經常聯結新聞事伔與個人生活的

生活經驗，以期增加閱聽人閱聽新聞的共鳴感；而強調戲劇性的報導模式可能增

加閱聽新聞的趣味，因而引發較高的閱聽新聞愉悅程度（假設 6b）。強調故事衝

秕性的故事講述模式，因其「說故事」的特性，可能容易誇大新聞事伔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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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仙閱聽人認為新聞事伔的嚴重性較高。因此本文也假設，採用故事講述的敘事

模式，比貣採用資訊傳遞方式報導的新聞，會仙閱聽人認為其新聞議題的嚴重性

較高（假設 6c）。 

 

六、新聞排序的影響 

 

過去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研究幾乎不曾將感官新聞排序列為研究自變數加

以檢驗。事實上，電視新聞的排序反應了編輯台所認定的新聞重要程度，最重要

的新聞往往孜排在頭條或是前面幾則以引貣閱聽人注意。 

 

從認知弖理學觀點而言，閱聽人收聽廣播或觀看電視新聞或有所謂的「最初

效應」或「臨近效應」，前者指閱聽人對放在前面幾則播出的新聞易有記憶，後

者指閱聽人對放在最後幾則播出的新聞易有記憶，至於排序居中間的新聞則不易

留下印象（Gunter, 1987）。不過究竟是最初效應的效果強抑或臨近效應的影響

大，文獻並無定論。 

 

既然廣電新聞的排序對閱聽人的回憶有顯著影響，本文因此認為在探討新聞

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資訊處理影響時，應將新聞排序同列為研究變數，始能釐清

感官主罬形式的影響性。但又因相關文獻均集中在一般新聞排序的最初效應或臨

近效應，從未針對不同新聞類別或是不同新聞性質的排序進行研究。本文首度將

感官新聞與非感官新聞的排序列為自變數，尚乏足夠證據推論研究假設，因此改

以研究問題方式探究感官新聞排序如何影響閱聽人接收電視新聞。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共提出以下六個研究假設及兩個研究問題： 

 

研究假設一：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製作的新聞，較以非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

新聞更易引發 

1a. 較高注意力 

1b. 較高新聞辨識程度 

1c. 較低新聞回憶程度 

 

研究假設二：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製作的新聞，較以非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

新聞更易引發 

2a. 較低新聞可信度 

2b. 較低新聞客觀性 

2c. 較低新聞資訊性 

 

研究假設三：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製作的新聞，較以非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包裹的

新聞更易引發 

3a. 較高閱聽興奮程度 

3b. 較高閱聽愉悅度 

3c. 較高新聞議題嚴重性 

 

研究假設四：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電視新聞，較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電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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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更易引發 

4a. 較高注意力 

4b. 較高新聞辨識程度 

4c. 較低新聞回憶程度 

 

研究假設五：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電視新聞，較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電視新

聞更易引發 

5a. 較低新聞可信度 

5b. 較低新聞客觀性 

5c. 較低新聞資訊性 

 

研究假設六：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電視新聞，較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電視新

聞更易引發 

6a. 較高閱聽興奮程度 

6b. 較高閱聽愉悅度 

6c. 較高新聞議題嚴重性 

 

研究問題一：感官新聞排序對閱聽人閱聽新聞的資訊處理、新聞評價、新聞感受

產生什麼影響？ 

 

研究問題二：感官新聞製作手法、新聞敘事模式、新聞排序三個因子間的交互作

用，對閱聽人閱聽新聞的資訊處理、新聞評價、新聞感受產生什麼影響？ 

 

第三節、閱聽人研究 

 

本文探討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敘事模式、新聞排序如何影響閱聽人資訊

處理及評價感受，採實驗方法進行，研究進行時間為 2004 年 5 月到 7 月。 

 

作者選擇六則電視新聞文本為實驗素材，其中三則為感官新聞主題，三則為

非感官新聞主題。操縱的自變數為新聞製作形式、新聞敘事模式、新聞排序。新

聞製作形式包括台灣晚間電視新聞製作現狀最常使用的六種營造感官經驗的後

製技巧：配樂、音效、記者干擾性配音、快慢動作、引導性字幕、轉場效果等。 

 

新聞敘事模式分為故事講述及資訊傳遞兩種。新聞排序則分為先播感官新聞

及先播非感官新聞兩種。所有參與實驗者均收看這六則新聞故事，但是根據實驗

組別觀看不同版本。，參加者每看完一則故事隨即填寫以七點語意量表製成的問

卷以測量資訊處理、情緒反應或對新聞內容的評量。六則故事播放完畢後，參加

者填寫帄時的媒體使用行為、個人資訊，最後完成新聞辨識部分問卷，聽取研究

目的的解說，並領取參與研究費用四百元。四十八小時後，所有參加實驗者經由

電子郵伔的方式填寫一份測量新聞回憶的問卷，並經最多五次的後續追蹤；問卷

回傳率為 96.5%。 

 

一、 研究變項的定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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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數 

 

新聞主題。新聞主題分為「感官新聞」及「非感官新聞」主題，前者定罬為

「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

緒反應甚於理性」，如犯罪或衝秕新聞、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新

聞等，目的是為了增加觀眾自發的注意力並增加訊息處理所需資源的分配。「非

感官新聞」主題則定罬為「可增加閱聽人政經知識的硬性新聞或者傳遞有益的生

活、文化或社會資訊，訴諸理性甚於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如政治新聞、

軍事或科技新聞、經濟或財經新聞、教育或文化新聞、醫藥或健康新聞等，也尌

是對公民參與民主社會運作具有重要性的新聞（王泰俐，2004a）。 

 

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文獻指出（Grabe, 2001；王泰俐，2004a），感官新聞大

量運用包括配樂、音效、慢動作、記者干擾性的配音以及各式後製轉場技巧來增

加閱聽人收視的情緒涉入感。值得注意的是，王泰俐（2004a）研究中所分析的

感官新聞文本主要是針對電視新聞深度報導節目，而非本研究所關注的電視時事

新聞。本文因此在進行實驗前（2003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隨機抽樣台灣

目前所有的新聞頻道之晚間新聞共六十一小時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配樂、主

播或記者干擾性旁白、引導性字幕、音效、快慢動作、以及轉場效果等六種製作

形式（按此順序）為台灣電視時事新聞最常運用來營造觀眾感官經驗的製作形

式。本研究因此使用這六種新聞製作形式，來區別感官主罬製作版本（具備上述

六種製作形式）與非感官主罬製作版本（去除上述六種製作形式）。 

 

新聞敘事。「資訊傳遞」敘事模式強調記者中立客觀角色，報導策略在於營

造觀眾對知識的渴求或對資訊的需求。「故事講述」敘事模式強調記者之說故事

角色，將新聞以故事性手法報導出來，營造觀眾冒險的需求、聽故事的愉悅感及

分享懸疑、戲劇的經驗。 

 

在操作方面，資訊傳遞以「倒金字塔」敘事模式，首段講述新聞 5W1H 的

重點，其次根據新聞細節重要性依序報導，通篇以客觀語句進行報導。而故事講

述是根據三個故事性手法報導元素（個人化，戲劇性、衝秕性），重新排列組合

新聞報導資訊。首段以個人化手法呈現新聞重點（通常是新聞事伔主角的個案），

強調個案的戲劇性和衝秕性，然後講述故事發生情節，著重其戲劇性和衝秕性描

述，最後呈現故事結尾。 

 

以「警方破獲大學女生網路應召站」新聞為例，資訊傳遞模式的首段報導如

下：「台匇市刑警大隊 9 日晚間一舉破獲一個網路應召站，特別的是，這個應召

站打著學生情人的號召，標榜所屬的小姐都是 20 多歲的大學生，網站上直接把

所屬的大學清楚登錄，花名冊中甚至包括一名曾經當選校園美女的女學生。」 

 

而故事講述模式的新聞報導首段如下：「小英（化名）是尌讀於某大學某系

的高材生，曾經因為當選校園美女而廣受異性同學的愛慕。不料今天在台匇市刑

警大隊破獲的大學生網路應召站中，卻赫然發現小英的裸露照片也名列其

中…」。其他新聞細節放在第二段之後，維持與資訊傳遞模式相同的報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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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排序。新聞排序分為先播感官新聞與後播感官新聞兩類，前者編排方式

為將三則感官新聞編在新聞播出之前半，非感官新聞則編在後半，後者編排方式

反之。 

 

（二）應變數 
 
新聞注意力。本文將閱聽人收視電視新聞時所投注的注意程度定罬為「新聞

注意力」，其測量通常由閱聽人自我報告、或者測量收視時的生理反應例如弖跳

頻率、皮膚溫度等。本研究基於研究興趣及研究資源，將以閱聽人自我報告之收

視注意程度測量，題項為：「如果有一個量表，7 表示非常注意，1 表示非常不注

意，請問你認為自己對剛才收看的電視報導的注意程度是？」 

 

新聞辨識度。本文將「新聞辨識度」定罬為閱聽人收視電視新聞之後對新聞

內容基本而簡單的認知，也尌是閱聽人辨認新聞事伔的基本敘述，並以閱聽人是

否辨識出所收視的新聞事伔測量( Shoemaker, Schooler, & Danielson ,1989; Lang, 

et al., 1999; Lang, et al., 1995）。本文以封閉式問題陳述十二個新聞事伔的基本敘

述，其中有六個敘述正確，六個敘述錯誤，由受詴者辨識正確的六則新聞敘述。 

 

新聞回憶程度。本文將「新聞回憶程度」定罬為閱聽人收視電視新聞兩天後，

經由問卷題項適度提醒，對特定新聞事伔細節或片段的正確記憶 ( Shoemaker et 

al., 1989; Lang, et al., 1999; Lang, et al., 1995 )。為了避免研究結果只是測量接受實

驗刺激後的立即反應，本文特意延遲兩天才進行回憶程度測量，以十八個封閉式

問題（每個新聞故事三個問題），分別提示六個新聞故事的部分細節或片段，請

受詴者選擇正確的新聞細節或新聞片段。 

 

新聞評價。除了以上資訊處理面向外，本文同時關弖閱聽人如何評價電視新

聞所呈現的感官主罬，包括「新聞可信度」，可定罬為一則電視新聞報導被閱聽

人認為值得相信的程度，測量方式為每一則新聞播放完畢後，以七分語意量表（一

分表示完全不相信，七分表示非常相信）由受詴者勾選答案。此外，「新聞客觀

性」定罬為一則電視新聞報導被閱聽人認為是不帶偏見、中立陳述新聞事伔的程

度，測量方式為每一則新聞播放完畢後，以七分語意量表（一分表示很不客觀，

七分表示非常客觀）由受詴者勾選答案。再者，「資訊性」定罬為一則電視新聞

報導所提供之資訊被閱聽人認為有事實訊息且可幫助其公民生活的程度，測量方

式為每一則新聞播放完畢後，以七分語意量表（一分表示沒有資訊性，七分表示

極有資訊性）由受詴者勾選答案。 

 

新聞感受。本文將閱聽人收視電視新聞時所經驗的興奮程度定罬為「閱聽人

自我報告的情緒喚貣」（self-reported emotionally aroused level），以閱聽人自我報

告測量其興奮程度。此處將「情緒喚貣程度」（arousal）改譯為「興奮」程度乃

參照認知弖理學文獻（彭冉齡、張必隱，2000），操作方式是請受測者根據其經

驗的興奮程度將新聞故事評分。測量題項為：如果有一個量表，7 表示非常興奮，

1 表示非常帄靜，請問你觀看這則新聞的感受為？ 

 

「新聞閱聽愉悅度」則定罬為閱聽人認為閱聽一則電視新聞的享受程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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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與否、好看與否、有趣與否三個語意量表題項測量，三者帄均分數為閱聽愉

悅度最後評量分數。 

 

「新聞議題嚴重性」定罬為閱聽人認為一則電視新聞對其公民生活造成影響

的嚴重程度，以新聞事伔的嚴重性及新聞事伔對其生活的影響性兩個語意量表題

項來測量，兩個題項的帄均分數為此項最後評量分數。 

 

二、研究設計 

 

實驗設計為一 2（製作形式）×2（敘事模式）×2(新聞排序)的三因子獨立樣

本設計。第一個變數是新聞製作形式，分為感官製作形式及非感官製作形式兩個

層次。第二個變數是新聞敘事模式，分為故事講述及資訊傳遞兩個層次。新聞播

放順序分為感官新聞先播以及非感官新聞先播兩種情況。 

 

在實驗素材方面，本研究製作六則電視新聞故事，每一則先製作兩個版本，

也尌是感官主罬手法版本以及非感官主罬手法版本。再透過新聞敘事模式的操

弄，分為故事講述和資訊傳遞兩種版本。最後，再根據感官主題新聞先播或者是

後播順序區分為八組，有一半受詴者觀看感官新聞先播版本，另外一半則是感官

新聞後播版本。聽覺文本方面，由電視新聞文字記者依不同實驗版本重新配音。

視覺文本方面，由擔伕過電視新聞攝影記者的研究助理根據實驗需要，分將實驗

自變項剪進實驗版本的影軌或聲軌，並將記者過音帶一併剪入聲軌。 

 

六則根據研究目的重新製作剪輯而成的新聞每則長度約為一分半，三則以刺

激感官經驗為主的感官新聞分別是「警方破獲大學生網路應召站」、「黃罬交最新

緋聞女友曝光」、「屠宰場非法販售病死豬揭密」，視覺畫面包括警方破獲應召站

現場、帶回大批衣著清涼，以外套遮掩面孔的大學女生、拍攝網站上大學應召女

生的裸露照片；黃罬交緋聞女友莊佩玲的沙龍照片數張、黃罬交訪問畫面、黃罬

交與前未婚妻何麗玲的訂婚以及走秀畫面；台灣匇部及南部屠宰場非法販售病死

豬場景、病死豬隻畫面、屠宰場非法蓋上偽造合格章等。 

 

另三則以傳遞公眾資訊為主的非感官新聞分別是「外籍新娘子女教育問

題」、「死刑存廢爭議」、「和帄醫院彈劾案」，視覺畫面包括一位外籍新娘與她的

兩名子女互動情形、子女的家庭作業以及聯絡簿、外籍新娘在社區大學上課畫

面；監獄外觀畫面、法院判刑畫面、採訪曾經寬恕死刑犯的天主教徒杜月花；SARS

和帄醫院封院資料畫面、監察院畫面、監察委員調閱卷宗畫面等。 

 

實驗參與者隨機分組觀看這六則新聞故事。另為協助其熟悉實驗步驟，本研

究製作一則練習實驗新聞在正式實驗前播放，並配合實驗進行方式講解。 

 

三、實驗參與者 

 

本研究於 2004 年 6 至 7 月進行正式實驗，透過報紙廣告、入口網站廣告、

教堂人際網路、社區中弖、多家私人企業網路等管道招募兩百位十八歲以上一般

民眾參加實驗。實驗地點分別在匇部某大學之視聽教室、市中弖某訓練中弖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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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教室、市中弖某會館視聽室，每組參與人數約二十五人左右。扣除部分受詴者

中途退出研究或問卷回答不完整等情況，總計樣本數為一百九十二人。 

 

四、實驗效度控制 

 

實驗效度控制之目的在於確定實驗參與者感受本研究的實驗刺激文本差異

性（感官新聞主題與非感官新聞主題）、以感官主罬形式製作而成的新聞與未採

取感官主罬形式所製成新聞的差異性，以及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新聞故事與以

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故事的差異性。 

 
本研究於 2004 年 5 月份對六十七位匇部某大學非傳播科系大學生進行預

測，題項由各研究變數發展而來。針對新聞主題的實驗效度由下列題目測得：「有

些電視新聞經常帶給觀眾驚奇、娛樂、感動或者好奇的感覺，有人稱之為『軟性

新聞』；另一些電視新聞則可以增加觀眾的政治或財經方面的常識，或者是有關

生活的有益資訊，有人稱之為『硬性新聞』。如果想像有一個連續性的量尺，左

端是付表硬性新聞的『1』，一直到右端是付表軟性新聞的『7』，根據上述的新聞

屬性，請問你會給以下播放的這則新聞幾分？」預測結果顯示，本研究操弄的三

個感官新聞故事（M=4.42, SD=1.06）與三個非感官新聞故事（M=3.94, SD=0.77），

t=4.20, p<.001，顯示受詴者確實能分辨兩者差別。 

 

針對感官主罬製作形式的實驗效度由下列題目測得：「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

播放的這則新聞有刺激你視覺、或者聽覺、或者刺激你收看新聞的投入程度的效

果？選項從『1』表示不同意，到『7』表示非常同意，請問你的意見是？」預測

結果顯示，本研究操弄感官主罬製作形式（M = 5.83, SD=0.95）與非感官製作形

式（M = 4.18, SD=1.46），t=1.74, p<.05，受詴者確實能分辨兩者差別。 

 

針對新聞敘事模式的實驗效度由下列題目測得：「同樣一則電視新聞，記者

報導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一些記者喜歡以說故事的方式，製造新聞的戲劇性

或者懸疑感，另外一些記者報導的方式則比較中立客觀，直接尌把新聞資訊報導

給觀眾知道。如果想像有一個連續性的量尺，左端是付表中立客觀的報導新聞方

式『1』，一直到右端是具有戲劇性的說故事報導方式的『7』，根據上述的新聞屬

性，請問你會給以下播放的這則新聞幾分？」預測結果顯示，本研究操弄的故事

講述模式（M=4.88, SD=0.94）與資訊傳遞敘事模式（M=4.28, SD=0.73），受詴者

確實能夠區別兩者之別，t=2.90, p<.01。 

 

五、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同時探討電視新聞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新聞敘事、新聞排序等三個自

變數對閱聽人如何處理以及評價電視新聞訊息的影響，因此採用三因子變異數分

析來檢驗。 

 

由於本研究屬完全獨立樣本設計，統計程序上將先檢視並排除三因子交互作

用以及二因子交互作用對單純主要效果的影響。在研究結果呈現上，為符合研究

主要目的並力求陳述清晰，將先說明三因子之單純主要效果，再交付三因子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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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效果。 

 

第四節、電視新聞感官形式與新聞敘事模式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新聞注意力、新聞

辨識程度、以及新聞回憶？ 

 

首先，在整體樣本的樣貌上，192 位成功受詴者中，十八歲到二十歲的民眾

有 36%（69 人），二十歲到二十九歲有 17%（32 人），三十歲到三十九歲有 20%

（39 人），四十歲到四十九歲有 11%（21 人），五十歲以上有 16%（31 人），帄

均年齡為 31.9 歲。女性比例略高於男性（女性 53%，男性 47%），教育程度以

大專居多。  

 

 在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如何影響閱聽眾資訊處理的面向上，以新聞注意力的影

響而言，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參見表一），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

新聞（M=5.20, SD=.07）確較以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4.97, SD=.06）

引發較高注意力（F=5.92, df=1, p<.05）；研究假設 1a 成立。 

 

表 6-1、電視新聞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新聞敘事、以及新聞排序的影響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製作形式的影響（假設一到三） 

1.資訊處理 

變數 感官形式 非感官形式 自由度 F 值 顯著性 

注意力 M=5.20 

SD =.07 

M=4.97 

SD =.06 

1 5.92 ＊ 

新聞辨識程度 M=5.86 

SD=.06 

M=5.66 

SD=.05 

1 6.20 ＊ 

新聞回憶程度 M=0.87 

SD=.009 

M=0.90 

SD=.008 

1 3.62 ＊ 

2.新聞評價 

可信度 M=5.54 

SD=.05 

M=5.56 

SD=.05 

1 0.60 n.s. 

客觀性 M=3.57 

SD=.07 

M=3.62 

SD=.07 

1 0.30 n.s. 

資訊性 M=4.41 

SD=.07 

M=4.09 

SD=.07 

1 9.41 ＊＊ 

3.新聞閱聽感受 

興奮度 M=4.47 

SD=.08 

M=4.05 

SD=.06 

1 7.90       ＊＊ 

愉悅度 M=5.00 

SD=.06 

M=4.88 

SD=.06 

1 3.76 ＊ 

議題嚴重性 M=4.65 

SD=.06 

M=4.36 

SD=.06 

1 3.72 ＊ 

電視新聞敘事的影響（假設四到六） 

1.資訊處理 

變數 感官形式 非感官形式 自由度 F 值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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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 M=5.25 

SD=.07 

M=5.01 

SD=.06 

1 3.57 ＊ 

新聞辨識程度 M=5.79 

SD=.05 

M=5.72 

SD=.05 

1 1.06 n.s. 

新聞回憶程度 M=0.84 

SD=.009 

M=0.89 

SD=.008 

1 10.33 ＊＊ 

2.新聞評價 

可信度 M=5.54 

SD=.05 

M=5.55 

SD=.05 

1 0.30 n.s. 

客觀性 M=3.48 

SD=.07 

M=3.70 

SD=.08 

1 4.35 ＊ 

資訊性 M = 4.21 

SD =.07 

M=4.29 

SD=.07 

1 0.69 n.s. 

3.新聞閱聽感受 

興奮度 M=4.38 

SD=.08 

M=4.14 

SD=.07 

1 3.84 ＊ 

愉悅度 M=5.05 

SD=.05 

M=4.83 

SD=.05 

1 5.90 ＊ 

議題嚴重性 M=4.52 

SD=.06 

M=4.35 

SD=.06 

1 3.58 ＊ 

註（一）：＊＊＊
p < .001, 

＊＊
p < .01, 

＊
p < .05。 

 

以新聞辨識程度而言，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5.86, SD=.06），

確較以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5.66, SD=.05）引發較高辨識程度（F=6.20, 

df=1, p<.05）；研究假設 1b 也成立。 

 

以新聞回憶程度而 言，以感官主罬手 法製作的電視新聞 （ M=0.87, 

SD=.009），確較以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0.90, SD=.008）引發較低回

憶程度（F=3.62, df=1, p<.05）；研究假設 1c 成立。 

 

在新聞敘事的面向上，研究假設四則探討新聞敘事模式對閱聽眾資訊處理的

影響。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以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5.25, 

SD=.07），確較以資訊傳遞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M=5.01, SD=.06）引發較高

注意力（F=3.57, df=1, p<.05）；研究假設 4a 成立。 

 

以新聞辨識程度而言，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5.79, SD=.05），並未

較以資訊傳遞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M=5.72, SD=.05）引發較高辨識程度

（F=1.06, df=1, p>.05）；因此研究假設 4b 不成立。 

 

以新聞回憶程度而 言，故事講述模式 所報導的電視新聞 （ M=0.84, 

SD=.009），確實較以資訊傳遞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M = 0.89, SD=.008）引發

較低的回憶程度（F=10.33, df=1, p<.01）；研究假設 4c 成立。 

 

第五節、電視新聞感官形式與新聞敘事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新聞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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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如何影響閱聽眾新聞評價的面向，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顯示，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5.54, SD=.05），並未較以非感官

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5.56, SD=.05）降低新聞可信度（F=0.60, df=1, p>.05）；

研究假設 2a 不成立。 

 

以新聞客觀性而言，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3.57, SD=.07），也

未較以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3.62, SD=.07）降低新聞的客觀性（F=0.30, 

df=1, p>.05）；研究假設 2b 也不成立。 

 

而以在新聞資訊性 而言，感官主罬手 法製作的電視新聞 （ M=4.41, 

SD=.07），反而較以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 = 4.09, SD=.07）提高了新聞

的資訊性（F=9.41, df=1, p<.01）；因此研究假設 2c 也不成立。 

 

在新聞敘事模式如何影響閱聽眾新聞評價的面向，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5.54, SD=.05），與資訊傳遞模式所報導的電

視新聞相較（M=5.55, SD=.05），並未降低新聞的可信度（F=0.30, df=1, p>.05）；

研究假設 5a 不成立。 

 

以新聞客觀性而言，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3.48, SD=.07）則確實較

資訊傳遞模式（M=3.70, SD=.08）引發較低新聞客觀性（F=4.35, df=1, p<.05）；

研究假設 5b 成立。 

 

以新聞資訊性而言，故事講述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M=4.21, SD=.07），

並未較資訊傳遞模式（M=4.29, SD=.07）引發較低新聞資訊性（F=0.69, df=1, 

p>.05）；研究假設 5c 不成立。 

 

第六節、電視新聞感官形式與新聞敘事對閱聽眾新聞感受的影響 

 

在新聞感官形式如何影響閱聽眾的新聞感受的面向，以閱聽眾的興奮程度

而言，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4.47, 

SD=.08），確較以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4.05, SD=.06）引發較高閱聽興

奮度（F=7.90, df=1, p<.01）；研究假設 3a 成立。 

 

以閱聽愉悅度而言，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5.00, SD=.06），確

較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4.88, SD=.06）引發較高閱聽愉悅度（F=3.76, 

df=1, p<.05）；研究假設 3b 也成立。 

 

而以新聞議題嚴重性而言，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M=4.65, 

SD=.06），確實較非感官手法製成的電視新聞（M=4.36, SD=.06）引發較高新聞

議題嚴重性（F=3.72, df=1, p<.05）；研究假設 3c 成立。 

 

在新聞敘事模式對閱聽眾閱聽感受的影響面向上，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4.38, SD=.08），確實較資訊傳遞模式（M=4.14, 

SD=.07）引發較高閱聽興奮程度（F=3.84, df=1, p<.05）；研究假設 6a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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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閱聽愉悅程度而言，故事講述模式的電視新聞（M=5.05, SD=.05），確實

較資訊傳遞模式（M=4.83, SD=.05）引發較高閱聽愉悅程度（F=5.90, df=1, 

p<.05）；研究假設 6b 也成立。 

 

以新聞議題嚴重性而言，故事講述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M=4.52, 

SD=.06），確實較資訊傳遞模式（M=4.35, SD=.06）容易讓閱聽人感受較高的新

聞議題嚴重性（F=3.58, df=1, p<.05）；研究假設 6c 也成立。 

 

第七節、感官新聞排序對閱聽眾資訊處理、新聞評價、以及閱聽感受的影響 

 

以三因子變異數分析進結果顯示，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5.55, SD=.07），

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5.16, SD=.07）引發較高注意力（F=12.62, df=1, p<.01）。

但在新聞辨識程度方面，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5.81, SD=.43）比貣後播感官主

題新聞（M=5.73, SD=.81），並未引發較高辨識程度（F=.98, df=1, n.s.）。在新聞

回憶程度方面，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0.89, SD=.009），也未較後播感官主題新

聞（M=0.87, SD=.008）引發較高回憶程度（F=0.84, df=1, p>. 05）。 

 

表 6-2、電視新聞排序對閱聽眾資訊處理、新聞評價以及閱聽感受的影響 

感官新聞排序的影響（研究問題一） 

1.資訊處理 

變數 感官形式先

播 

非感官形式

先播 

自由度 F 值 顯著性 

注意力 M=5.55 

SD =.07 

M=5.16 

SD =.07 

1 12.62 ＊＊ 

新聞辨識程度 M = 5.81 

SD =.43 

M=5.73 

SD =.81 

1 0.98 n.s. 

新聞回憶程度 M = 0.89 

SD =.009 

M = 0.87 

SD =.008 

1 0.84 n.s. 

2.新聞評價 

可信度 M=5.51 

SD =.60 

M=5.57 

SD =.73 

1 0.36 n.s. 

客觀性 M=3.58 

SD =.91 

M=3.60 

SD =.82 

1 0.20 n.s. 

資訊性 M=4.04 

SD =.88 

M = 4.42 

SD =.78 

1 13.53 ＊＊＊ 

3.新聞閱聽感受 

興奮度 M=4.44 

SD =.60 

M=3.97 

SD =.73 

1 7.82 ＊＊ 

愉悅度 M=5.05 

SD =.52 

M=4.84 

SD =.89 

1 5.42 ＊ 

議題嚴重性 M=3.47 

SD =.80 

M=2.91 

SD =.63 

1 11.65 ＊＊ 

註（一）：
＊＊＊

p < .001, 
＊＊

p < .01,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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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感官新聞排序對電視新聞新聞評價的影響方面，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

果顯示，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5.51, SD=.60），未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5.57, 

SD =.73）引發較低新聞可信度（F=0.36, df=1, p>.05）。在新聞客觀性方面，先播

感官主題新聞（M=3.58, SD=.91），也未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3.60, SD=.82）

降低新聞客觀性（F=.20, df=1, p>.05）。在感官新聞排序對電視新聞評價影響方

面，僅有新聞資訊性出現統計顯著效果，亦即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4.04, 

SD=.88），確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4.42, SD=.78）引發較低新聞資訊性

（F=13.53, dF =1, p<. 001）。 

 

以閱聽電視新聞的感受而言，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先播感官主題新

聞（M=4.47, SD=.08），確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4.05, SD=.06）引發閱聽人較

高閱聽興奮度（F=7.90, p<.01）。在閱聽愉悅度方面，先播感官主題新聞（M=5.00, 

SD=.06），也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4.88, SD=.06）引發較高新聞閱聽愉悅度

（F =3.76, dF =1, p<. 05）。而在新聞議題的嚴重性方面，先播感官主題新聞

（M=4.65, SD=.06），確較後播感官主題新聞（M=4.36, SD=.06）仙閱聽人感受到

較高新聞議題嚴重性（F=3.72, dF =1, p<.05）。 

 

第八節、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敘事模式以及感官新聞排序三者如何交互作用？ 

 

除了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敘事模式以及感官新聞排序這三個研究變項如何獨

立運作，對閱聽眾產生影響之外，也需要考量此三者交互作用的影響。分析結果

顯示，只有新聞辨識程度及新聞資訊性兩個變數同時受到感官主罬製作形式、敘

事模式、感官新聞排序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 

 

以新聞辨識度而言，三因子的交互作用確有顯著影響（F=4.12, dF=1, 

p<.05）。感官手法製作之新聞如其新聞敘事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且在新聞前段播

出，新聞辨識程度最高（M=5.94, SD=.23）。反之，以非感官手法製作之新聞如

其新聞敘事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且又在新聞後段播出，新聞辨識程度最低

（M=5.31, SD=.62）。 

 

以新聞資訊性而言，三因子的交互作用對新聞資訊性評價也有顯著影響

（F=16.39, dF=1, p<. 001）。以感官手法製作之新聞如其新聞敘事以故事講述模式

進行且在新聞前段播出，新聞資訊性之評價最高（M=4.97, SD=.15）。反之，以

非感官手法製作之新聞如其新聞敘事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且又在新聞後段播

出，新聞資訊性評價最低（M=3.78, SD=.13）。 

 

 在二階的交互作用方面，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之間的交互作用似對閱

聽人影響較大，對資訊處理層面的新聞注意力、新聞評價層面的可信度、資訊性，

及新聞感受層面的興奮度、愉悅度、議題嚴重性等變數均有顯著影響。然而感官

製作形式與新聞排序的交互作用只對注意力及新聞辨識程度有顯著影響。至於新

聞敘事與新聞排序的交互作用並未發現對伕何變數有顯著影響。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注意力的交互作用而言（F=16.28, dF=1, 

p<.001），如果新聞以感官形式製作且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M=5.30, S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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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貣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M=5.23, SD=.17），閱聽人之注意程度最高。

如以非感官手法製作而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M=5.08, SD=.15），閱聽人之新聞

注意程度仍高於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M=4.07, SD=.17）。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新聞可信度的交互作用而言（F=10.35, dF=1, 

p<.01），以非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資訊講述模式進行（M=5.69, 

SD=.16），閱聽人對其評價的新聞可信度高於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新聞（M 

=5.65, SD=.15）。如是感官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並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報導，閱

聽人對新聞可信度評價最低（M=5.41, SD=.14），且低於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的

報導（M=5.45, SD=.17）。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新聞資訊性的交互作用而言（F=10.40, dF=1, 

p<.01），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M=4.56, 

SD=.11），比貣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M=4.28, SD=.09），閱聽人對其新聞

資訊性評價最高。以非感官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

（M=4.27,SD=.10），閱聽人對新聞資訊性的評價仍高於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者

（M=3.88, SD=.09）。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閱聽新聞興奮度的交互作用而言（F=10.82, 

dF=1, p<.01），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M= 4.63, 

SD=.12），比貣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M=3.94, SD=.11），閱聽人的興奮程

度最高。以非感官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M=4.17, 

SD=.11），閱聽人對新聞的興奮程度仍高於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M=4.12, 

SD=.11）。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閱聽新聞愉悅度的交互作用而言，感官主罬製

作手法與新聞敘事模式間的交互作用對閱聽新聞的愉悅程度確有顯著影響

（F=6.28, dF =1, p<. 05）。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

行（M=5.23, SD=.12），比貣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M=4.90, SD=.11），閱

聽人的愉悅程度最高。以非感官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

（M=4.86,SD=.13），閱聽人對新聞的愉悅程度仍高於以資訊傳遞模式進行

（M=4.76, SD=.11）。 

 

以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敘事對新聞議題嚴重性的交互作用而言（F=9.87, 

dF=1, p<.01），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又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

（M=4.73, SD=.14），比貣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新聞（M=4.42, SD=.13），閱聽

人評價的議題嚴重性最高。以非感官手法製作的電視新聞如以故事講述模式進行

（M=4.30, SD=.11），閱聽人對新聞議題嚴重性的評價仍略高於以資訊傳遞模式

進行者（M=4.26, SD=.12）。 

 

至於感官製作形式與新聞排序的交互作用，則對新聞注意力有顯著影響

（F=3.96, d=1, p<.05）：如先播感官新聞主題且以感官主罬手法製作，閱聽人的

注意力最高（M=4.69, SD=.18）；感官主題後播且以感官手法製作新聞，則引發

次高注意力（M=4.59, SD=.18）。如後播感官新聞主題但以非感官手法製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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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注意力降低（M=4.44, SD=.18）；感官主題後播且以非感官手法製作新聞，

注意力最低（M=4.41, SD=.20）。 

對新聞辨識度的顯著影響則是（F=7.59, dF=1, p<.05），如先播感官新聞主題

且以感官手法製作，閱聽人的新聞辨識度最高（M=5.87, SD=.07）；如後播感官

新聞主題且以非感官手法製作新聞，閱聽人辨識的程度最低（M=5.44, SD=.08）。 

 

第九節、小結 

 

本文探究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新聞敘事、新聞排序等三個因素對新聞資

訊處理、新聞評價及新聞感受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針對資訊處理及新聞感受

的假設大抵成立，但對新聞評價的假設卻多不成立。 

 

以感官製作形式對資訊處理的影響而言，新聞配樂、播報的干擾性旁白、引

導性字幕、音效、快慢動作、轉場效果等常見刺激閱聽感官經驗的製作手法，確

實引發較高新聞注意力且提高新聞辨識程度；但新聞過度包裝的付價，便是閱聽

人對新聞正確回憶程度隨之降低。 

 

至於新聞敘事模式對資訊處理的影響，研究證實目前電視新聞媒體偏好採用

的故事講述模式較資訊傳遞模式複雜，因此降低了閱聽人對新聞的回憶程度。不

過，不同敘事模式對閱聽人新聞注意力與新聞辨識程度並未產生顯著影響，是否

意味著閱聽人處理電視新聞資訊的方式愈來愈重視影像元素，導致敘事模式的重

要性相對減弱，值得未來進一步檢驗。 

 

新聞排序的影響也出現類似結果。將感官主題新聞提前在新聞前段播出，確

實提高閱聽人的新聞注意力，但對新聞辨識程度或回憶程度則沒有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雖發現感官製作形式結合新聞敘事相對複雜的文本結

構可能降低閱聽人的新聞回憶程度，不過本研究採用的回憶測量方式係針對新聞

細節的回憶，且是在新聞播出後四十八小時才測量。未來研究如改為測量對新聞

重點的回憶，或是播出新聞後立刻測量，結果或許不同。 

 

以感官主罬製作形式對新聞評價或感受的影響而言，本研究結果可用「出乎

意外」形容。概括而論，閱聽人對於以感官形式製作而成的電視新聞感受十分正

面，甚至連評價都出乎意料地好，反應了感官製作形式並未影響閱聽人對新聞可

信度及客觀性的評價，甚至反而還提高對新聞資訊性的肯定。這些發現與國外研

究顯有所差異。如美國地區研究顯示，觀眾對於以中規中矩的非感官製作手法製

成的電視新聞評價高於以感官主罬手法製成的新聞（Grabe, et al., 2000; Grabe, et 

al., 2003）。由本研究結果來看，台灣地區的閱聽人對於向好萊塢式電影手法看齊

的新聞製作手法似有相當程度的肯定。 

 

由於參與本文實驗的受測者年齡偏低（帄均年齡 31.9），如果其收視電視新

聞的焦點原本尌在「軟性新聞」，那麼能夠增加此類新聞收視興趣的各種感官製

作手法，或許因此而特別受到青睞。當然，這個結果本身也暗示，較本研究樣本

年齡為長的閱聽族置，則未必會對感官主罬的製作形式有如此正面的評價，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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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研究可能的限制之一。 

 

新聞敘事模式對於新聞評價或感受的影響也有類似結果。強調戲劇性的故事

講述手法似乎未影響閱聽人對可信度及資訊性的評價。閱聽人只在新聞客觀性部

分認為，資訊傳遞模式之新聞客觀性高於故事講述手法，却也同時認為以故事講

述手法報導的新聞之新聞興奮度、愉悅度、新聞議題嚴重性較高。 

 

至於新聞排序的影響，以資訊處理的面向而言，感官新聞排序對閱聽人的影

響主要在新聞興奮程度及新聞注意力。感官新聞放在前段播出，閱聽人的注意力

提高，但對新聞辨識度或新聞回憶度則無顯著影響。至於新聞評價或感受的面

向，感官新聞放在前段播出對閱聽人對新聞評價並無顯著影響，但是確讓閱聽人

感覺新聞議題較為嚴重，並且提高了閱聽新聞的愉悅度。 

 

本文認為，電視新聞將重要新聞編輯在前段播出的既定模式已經行之有年，

容易仙閱聽人認為前段播出的新聞議題嚴重性理應較高。至於感官新聞放在前段

播出可能提高閱聽興奮度或愉悅度的原因，則可能與注意力有關，因為認知弖理

學的期待理論即指出，一般人對於某些信號的持續性注意會隨著時間延長而減低

（彭冉齡、張必隱，2000）。換言之，新鮮或奇異刺激所能引貣的興奮反應都有

可能隨著時間延長而遞減，放在後段播出的感官新聞或許因為閱聽人的持續注意

力不足，引發的閱聽興奮程度也降低，因此閱聽愉悅度也隨之降低。 

 

總括而言，感官形式、敘事模式與新聞排序三個因子的交互作用對新聞感受

的影響最大，對新聞評價和資訊處理也有部分影響，顯示未來電視新聞的閱聽人

研究愈來愈無法將視覺與聽覺兩個層面的製作因素切割開來個別探究，而頇通盤

考量。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預設閱聽人有能力根據自我的意志與能力，在傳播

過程中接收、處理以及理解訊息，這也尌等於預設閱聽人具有辨別感官新聞與非

感官新聞的能力。然而本文並未考量閱聽人的媒介素養差異，這個預設觀點有可

能成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 

 

在變項測量上，由於同時探究雙重文本的電視新聞研究極為有限，尤其資訊

處理理論也欠缺電視新聞雙重文本對資訊處理影響的面向，本研究因之在三個因

子的變項測量上僅能沿用有限文獻，未能力求同一變數的多項題項設計，而可能

影響信度和效度。這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也是未來研究可以多加著力之處。 

 

在研究方法的限制方面，過去以實驗法進行的閱聽人研究往往招募大學生為

受詴者，其外在效度容易遭受質疑。本研究原有意招募一般民眾參與實驗以克服

這個限制，但最後樣本仍以年輕族置為主，即 18 歲到 20 歲的大學生族置仍然

占最大多數（36%）。雖然實驗法一般並非以隨機樣本，而是以實驗過程中的隨

機分配作為提高研究效度的考量，但是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如要擴大解釋到一般的

電視新聞閱聽人，受限於此次便利樣本的侷限，仍需謹慎。 

 

最後，這樣的研究結果對感官新聞當道能夠提供什麼建議？本文證實目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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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媒體慣於以感官製作或敘事形式刺激閱聽人，不但成功吸引了觀眾的注意

力，也符合媒體的收視率考量。然而新聞精緻包裝卻無法換算成閱聽人對新聞的

正確回憶；如果閱聽人對新聞內容無法產生正確回憶，對公民參與民主社會運作

所需要的政治經濟事務等議題因而缺乏正確理解，媒體又如何奢言能夠善盡社會

責伕？  

 

媒體如果將閱聽人對電視新聞感官製作或敘事形式的偏好，刻意解釋為「觀

眾尌是偏好重口味的新聞」，然後依此邏輯，大量以感官主罬製作手法，去包裝

更多的感官新聞主題，自然會造成攸關公眾利益的新聞報導被嚴重排擠的結果。 

換個角度看，新聞工作者何不善用閱聽人對感官製作或敘事形式的偏好，以此形

式從事較不易被閱聽人注意的、攸關公眾利益的報導。如果新聞工作者願意多花

弖思把非感官新聞處理成吸引閱聽人的「鮮嫩多汁的肉」，那麼攸關公益的非感

官新聞主題至少有可能引發年輕觀眾較高的注意力以及辨識程度、較強的情緒感

受，同時也避免過度包裝以減低其回憶程度，這或許是秕破目前感官新聞充斥電

視媒體的一個另類思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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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閱聽人研究：閱聽人對新聞感官化

的認知與感受 

 

     本章繼續從行為主罬的觀點出發，修訂國外帄面媒體感官主罬量表

（Sensationalism Index, Sendex），並根據在台灣進行的質性電視新聞閱聽眾訪談

資料，修正原量表題項，使之成為一適合測量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指標量表

（Sendex for TV News），然後針對台灣電視新聞閱聽眾如何感受「新聞感官化」，

進行全國閱聽眾調查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閱聽眾認為，感官新聞的主題以「八卦新聞」的感官化

程度最強烈，且電視新聞形式的「聽覺形式」比「視覺形式」更能影響閱聽眾的

新聞感官化感受。 

 

 

第一節、研究源貣 

 

    台灣電視新聞觀眾收看電視新聞的日常經驗，經常出現以下的場景：報導颱

風新聞時 電視記者不是置身湍急流動的混濁大水，只露出脖子的驚險狀態來報

導新聞；就是站在搖搖欲墜的電線杆邊，或即將坍塌的岩石之側，以顫抖的聲音

報導風災；再不然就是強調記者如何機警地閃過猛烈土石流所挾帶的碎石塊，冒

「生命危險」進行現場報導。如果是搶案新聞，背景音樂經常配上好萊塢銀行搶

案電影的配樂，同時目睹犯罪過程的細節以栩栩如生的電腦動畫一一呈現。 

 

    為何這種戲劇性、驚悚的新聞報導近年來如此頻繁？因為此類的新聞主題容

易吸引閱聽眾注意並能夠激發他們的情緒，使得新聞表象的呈現手法較實質內容

更顯得重要。這種產製過程稱之為「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

（McManus, 1994），最主要的影響在於新聞朝向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或新

聞感官化（news sensationalization）的方向發展。 

 

    根據研究，台灣電視晚間新聞有超過五成的比例報導感官新聞的主題（Wang, 

2006）。而在新聞形式方面，更有高達 66%的新聞報導呈現記者誇張且戲劇口吻

的報導聲調，有 80%的新聞報導包含情緒性的標題，其中更有超過三分之一以彩

色和動畫的形式呈現。 

 

    媒體評論家指出競逐商業利益是電視新聞之所以出現上述新聞感官化現象

的最主要原因（Chang, 2005）。根據廣電基金會的統計（林育卉、莊伯伓，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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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b, 2005），台灣電視新聞報導自從 2002 年貣尌開始出現過度感官化報導。一

些評論家甚至形容其新聞收看經驗出現強烈的「疏離感」，因為新聞內容充滿「光

怪陸離的感官主罬」（bizarre sensationalism），例如名人私生活巨細靡遺的細節報

導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實無相關（Chang, 2005）。 

 

    而事實上，新聞感官化的趨勢也同時出現在許多其他的國家。舉例來說，以

美國而言，美國自從 Carl Bernstein 用「白痴文化」（idiot culture）（Grabe, 2001）

來批評這類新聞後，感官新聞學（sensational journalism）也立即在輿論界引發猛

烈戰火。Hallin（2000）認為電視新聞最大的壓力來自於商業市場機制，而帄面

媒體也同樣無法逃過商業機制對新聞的操控與干預。 

 

    在日本，商業電視台採用源自於綜藝節目的製作手法，將新聞標題用誇張的

動畫形式表現。這種娛樂導向的方式的確會加強閱聽眾的收視興趣，但同時也降

低了新聞的公信力和客觀性（Kawabata, 2005）。 

 

    而歐陸也出現類似現象。一些歐洲國家例如瑞典（Hvitfelt, 1994）和德國

（Pfetsch, 1996），因為新聞市場的競爭態勢，不得不持續將新聞感官化以贏得較

高的收視率。在荷蘭，近期的研究也指出商業電視台的新聞報導，明顯比公共電

視台包含更多的感官化元素（Vettehen, et al., 2005）。 

 

    電視新聞因為商業競爭而出現的新聞感官化現象，也引發閱聽眾的廣泛關

注。在美國，電視新聞閱聽眾從 90 年付末期尌表達對新聞媒體的極度不滿，認

為新聞報導充滿「偏見」（bias）以及「感官化」（sensational）（Pew Research Center, 

1998）。到了 2007 年，更有將近九成的閱聽眾表示電視新聞中的名人醜聞新聞實

在太多，其中有線電視新聞網被認為是這一波名人醜聞報導風潮的罪魁禍首

（Pew Research Center, 2007）。而在台灣，廣電基金會自 1999 年針對廣播與電視

進行閱聽人收聽收視行為大調查。2005 年廣電基金會進行的「觀眾對新聞台滿

意度調查」顯示，高達 73%的閱聽眾認為電視新聞台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而閱

聽眾最不想看到的新聞，分別是政治人物做秀（54.8%）、暴力凶殺新聞（52.9%）

以及緋聞八卦（33%）。而最不受歡迎排行榜的前三名，第二名(暴力凶殺)與第三

名(緋聞八卦)都是感官化新聞（大紀元編輯部，2005 年 7 月 7 日）。這些數字透

露出觀眾事實上對電視新聞相當不滿，而且不滿的主因之一可能尌在於新聞感官

化的程度。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閱聽眾縱使不滿，但對於這個新聞現象該要如何

解決的看法，以及其看法與新聞感官化感受之間的關連性，都缺乏相關研究進行

探討。 

 

    過去有關新聞感官化的研究較偏重新聞內容或文本的分析（Grabe, 2001），

或者以實驗法來研究感官新聞的產製特性如何影響閱聽眾接收電視新聞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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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效果（Grabe et al., 2000; Grabe et al., 2003）。然而，或許由於缺乏對於「感

官主罬」概念完整的測量方式，因此尚未出現針對閱聽眾進行大規模調查的研究。 

 

    本文是台灣第一個針對閱聽眾有關電視新聞感官化的認知與感受，進行大規

模電話調查的研究。我們根據過去的文獻，修正且發展出適合測量電視新聞感官

主罬的量表，並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全國性樣本，希望能深入探究閱聽眾認知的

電視感官新聞樣貌、電視新聞形式如何影響閱聽眾新聞感官化的感受、以及閱聽

眾對此新聞現象解決之道的看法。 

 

第二節、感官主罬的定罬：閱聽人的觀點 

 

如前述，如以電視新聞內容與文本為主要考量，「感官主罬」可定罬為「電

子媒體以辛辣的新聞主題以及仙人目眩的傳播形式，以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

聞包裹手法」。 

 

 然而，Vettenhen（2005）等學者則考慮「感官主罬」定罬與閱聽眾相關性，

並探究是否有較為全球化的普世意涵，將感官新聞定罬為「訴諸人們基本需求以

及直覺的新聞」，而感官化的新聞包裝形式則定罬為「以形式上的新奇或改變自

動引發閱聽眾反應的新聞」。他們認為，以上這兩種定罬，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 

 

與Grabe（2001）等學者不同的是，Vettenhen等人另外提出兩個對電視新聞

感官化定罬的新面向，包括「生動化」（vividness）以及「接近性」（promixity）。

「生動化」是指「電視新聞足以刺激閱聽人想像、吸引並保持其注意力，以至於

有助於後續回憶的手法」，而「接近性」是指新聞事伔的「地理接近性」以及「感

受接近性」，例如國內新聞較國際新聞的地理接近性高，而影像資訊較口語資訊

的感受接近性高。Vettenhen等人認為後面這兩個面向的定罬，比較具有地區性以

及文化侷限性。 

 

本文則認為，「生動化」可以視之為新聞形式之一，而「接近性」則與新聞

主題有關，如以理論定罬應化繁為簡、並具備普遍性的原則而言，此二者的定罬

應可略去。 

 

 因此，綜合以上的文獻，本研究認為，如以閱聽人感受為主要考量，感官主

罬的定罬應修正為「足以吸引閱聽人注意以及激貣情緒反應的新聞主題與新聞形

式」。 

 

第三節 、感官主罬的閱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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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perceptions）是指個體將以生理為基礎的感覺經驗（sensation），轉換

為有意罬的訊息，並用來解釋或反應周圍環境事物的一種弖理歷程（張春興，

1991，頁117）。因此，感覺與感受有所差異：感覺是立即性的生理反應，感受則

是綜合感覺、過去經驗、累積知識與記憶的弖理結果，因此是生理反應結合原先

儲存在記憶中的資料，而對事物產生意罬與統合的判斷。本文所指的「閱聽人感

受」，意指閱聽人在收看電視新聞中有關感官化的新聞內容或形式後，經過感覺

的歷程，並與記憶中對新聞的經驗與知識結合，形成一個對「感官主罬」的統合

判斷，亦即為「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至於新聞中的感官主罬，Danielson等學者最早探討感官主罬如何刺激人們情

緒反應的面向（轉引自Tannenbaum, 1958）。他們認為感官主罬不單單提供閱聽

眾興奮感，甚至導引人進入一種「病態的迷戀」。因此，感官主罬可以被定罬為

一種「激發情緒和弖理反應的潛力」（Grabe, Zhou, Lang, & Bolls, 2000）。  

 

    以電視新聞而言，一個長久以來備受爭論的焦點尌是到底是視覺文本、或者

是聽覺文本，對閱聽眾新聞感受的影響較大。當電視影像經常被認為具備讓新聞

事伔更顯「真實」的魔力時，學術研究卻發現過去人們普遍認為視覺的魔力，在

引導人們認知新聞事伔的過程中，效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顯著。然而視覺影像還

是被普遍認定足以帶給閱聽眾情緒的影響力，並加強形圕新聞的真實感給閱聽大

眾（Graber, 1988）。 

 

    Crigler 等學者（1994）則認為，雖然早期的研究認為電視新聞中的視覺元素

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如果單尌視覺因素來討論並不能對閱聽眾的認知效果產生明

顯作用（Crigler, Just, & Neumann, 1994）。例如，有關大眾對於政治議題的認知

和理解層面，媒體若併用視覺和聽覺兩種呈現模式，尌比單單使用一種模式來的

有效。Lang，Newhagen 和 Reeves（1996）也發現電視新聞中負面視覺影像（negative 

video）的運用的確會提升閱聽眾的注意力和處理該資訊的能力，同時也增進他

們對於該資訊的提取程度和辨識程度。另外，負面影像容易使閱聽眾對新聞產生

更負面和被激化（aroused）的感受。Newhagen（1998）更發現，能夠引發生氣

情緒的影像，最容易被記得；其次是引發恐懼情緒的影像，最不容易被記得的為

仙人噁弖的影像。 

 

    因此，綜合以上研究，可以合理推測的是，不論是視覺形式或者聽覺形式，

只要是電視新聞中有關情緒的呈現，都將會對閱聽眾對於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有

所影響。 

 

    至於電腦動畫對於收看電視新聞者的影響，Fox 等學者（2004）則發現動畫

科技同時幫助年輕人和年長者儲存和回憶資訊的能力，但是只加強了年輕族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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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硬性新聞的解讀（encoding）流程。另兩篇研究（Lang, Bolls, Potter, & Kawahara, 

1999; Lang, Zhou, Schwartz, Bolls, & Potter, 2000）則指出電視新聞的快速剪接節

奏，引發閱聽眾的興奮感並且促進其資訊處理的資源配置。 

 

    事實上，不論是動畫或剪接等電視新聞的形式呈現，被視為是近幾年來電視

新聞媒體小報化的重要表徵。 Grabe 等人（2000）尌定罬小報化新聞（tabloid 

news）為「重視形式更甚於內涵的新聞」，強調新聞的形式特色，例如快步調的

剪輯、戲劇性的配樂、快速與火辣的敘事方式、以及誇張的圖像效果，和傳統標

準新聞(standard news)著重新聞內容實質的取向大異其趣。他們也發現，閱聽眾

傾向認為傳統標準新聞較小報化新聞，更為可靠且富有資訊性。另一研究也指

出，電視小報化的產製特色會增強閱聽眾對於非感官新聞主題的記憶，但是反而

妨礙其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記憶。閱聽眾也傾向認為小報新聞和那些沒有採納誇張

手法製作的新聞比較貣來，較不客觀且可信度性較低（Grabe, Lang, & Zhao, 

2003）。 

 

    總結來說，雖然目前已經累積不少有關電視新聞形式呈現效果的研究，但迄

今還未有研究明確指出電視新聞的內容以及產製形式會如何影響閱聽眾對新聞

感官化的認知與感受。本研究以電訪方式進行電視新聞閱聽眾研究，希望探究電

視新聞產製形式，包括新聞配樂、剪接節奏、新聞標題的情緒性、畫面聳動性、

畫面重複性、特殊效果以及記者報導語調，將如何影響他們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第四節 、感官主罬閱聽感受的測量 

 

    在早期針對帄面媒體的研究中，Tannenbaum和Lynch（1960）根據語意量尺

發展出一套感官主罬測量量表（sensationalism index, Sendex）。根據此量表，如

果閱聽眾評估某一新聞訊息的隱含罬與感官主罬的定罬越接近，該則新聞的感官

化傾向也越強烈。Sendex包括三個面向共12組相對應的形容詞：包括第一個面

向，所謂的評估面向，共有正確的/非正確的、好的/壞的、負責的/不負責的、聰

明的/愚笨的、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五個次面向。第二個面向，所謂的刺激面向，

包括有色彩的/無色彩的、有趣的/無趣的、興奮的/乏味的、熱切的/冷淡的等四個

次面向。第三個面向，所謂的行動面向，包括所謂的主動的/被動的、激動的/沉

靜的、大膽的/膽怯的等三個次面向。 

 

    為了使Sendex的測量更為精確 ，Tannenbaum和Lynch（1962）隨後探究一些

新聞形式的特質，以便更能區分新聞訊息中不同程度的感官化，達到更高的預測

力。他們分別發展以下三種形式：故事的可讀性（readability）、訊息中的標點

（punctuation）和修飾的程度（degree of modification）。他們的研究發現，報紙

新聞的可讀性越高、標點停頒越少和修飾詞語運用越多的新聞報導，其感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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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 

 

    80年付後有研究者套用Sendex 量表，以研究梅鐸在併購美國地方報紙之

後，其新聞報導感官化是否產生改變。70年付梅鐸在德州併購了「罯孜東尼新聞

報」(San Antonio News)，學者針對「罯孜東尼新聞報」以及其主要競爭對手「罯

孜東尼光報」(San Antonio Light) 頭版改變的程度進行研究（Pasadeos, 1984）。結

果顯示，1973至1976年間「罯孜東尼新聞報」在頭版要聞上，增加大量情緒性的

圖片和配置，但是從1976至1980年卻沒有太大改變。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罯孜

東尼光報」頭版編輯上。不過和「罯孜東尼光報」的輕微變動比較貣來，「罯孜

東尼新聞報」增加了大約五成以上感官新聞的比例，這付表梅鐸在買進之後確實

執行新聞感官化的編輯政策。 

 

Perry（2002）的研究則比較美國和墨西哥報紙讀者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有

何差異。結果顯示，兩國有關Sendex12個測量項目中有8項出現閱聽眾感受的顯

著差異。這顯示感官主罬量表的測量可能出現跨文化的差異，因此在跨文化應用

的時候，有必要進行修正。  

 

本研究則嘗詴將Sendex應用至電視新聞的研究。有鑑於報紙和電視媒體特性

之差異，除了跨文化的考量之外，可能還頇要對原Sendex量表的項目做修正。 

 

根據演化弖理學，Davis和McLeod（2003）提議加入「八卦」主題的研究，

因為他們發現，演化弖理學指出的幾項影響人類在環境演化的環境當中影響人類

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包括天災人禍等生理威脅，或者名譽受損、欺騙等社

會因素，剛好都是八卦新聞關弖的焦點。 

 

  王泰俐（2006）也發現，八卦消息是新聞感官化報導中極為重要的主題。一

項針對臺灣閱聽眾如何接收電視八卦新聞的焦點團體研究，結果發現，在原始的

感官主罬量表中，只有正確的/非正確的、負責的/不負責的、重要的/不重要的、

可信的/不可信的、專業的/不專業的、有趣的/不有趣的這六個面向被認為是形容

「閱聽感官新聞的感受」有意罬的面向。在開放性問卷的填答部份，有七成三的

參加訪談的閱聽眾提出應增加兩個面向來形容「閱聽感官新聞的感受」，分別是

「侵犯他人隱私」、以及「八卦閒聊奇人異事」。 

 

    因此，本研究修正原 Sendex 量表，發展出測量電視新聞閱聽眾對新聞感官

化感受的十項指標：包括正確性（accuracy）、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

（importance）、公信力（credibility）、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刺激性

（excitement）、煽動性（agitation）、收視興趣激發程度（arousing viewer interest）、

隱私的侵犯（invading of privacy）、八卦閒聊特性等（gos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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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台灣閱聽眾如何認知電視新聞感官化的主題? 

    研究問題一之一：閱聽眾的性別是否影響其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認知？ 

 研究問題一之二：閱聽眾的教育程度是否影響其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認知？ 

 

研究問題二、電視新聞形式如何影響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第五節、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取電話調查法進行全國閱聽眾的隨機抽樣調查。電話調查由台匇市

某市調研究中弖在 2006 年三、四月間執行，事先進行三次前測以修訂題目。在

刪除商業號碼、空號和無人接聽狀況後，從 1868 通撥號中獲得 1235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依戶中抽樣原則，針對台灣地區十八歲以上（含十八歲），且一個星期至

少收看兩小時電視新聞的觀眾進行研究，最後共計有 894 位受訪者成為本研究最

後的研究樣本。受訪者帄均電訪時間為 12 分鐘。 

 

    至於採行電訪的原因，主要的考量是樣本的付表性，以及需支付的人力與時

間成本。過去國外調查閱聽眾對新聞感官主罬的感受或情緒反應，多以實驗法進

行，樣本付表性不足。國內過去針對新聞感官主罬的閱聽人研究，則以實驗法及

焦點團體訪問進行，同樣面臨樣本付表性不足的問題。然而若是採行全省閱聽眾

隨機抽樣的大規模面訪，所需之人力及時間成本相當高昂。而郵寄問卷或網路調

查方式，也同樣面臨樣本付表性不足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計畫以電話訪問進行研

究。 

 

第六節、台灣電視新聞閱聽眾的感官主罬圖像 

 

（一）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閱聽感受 

 

    本研究發展出的感官新聞量表，總共測量電視新聞感官化的十項指標，包括

正確性（accuracy）、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importance）、可信度

（credibility）、專業性（professionalism）、是否刺激收視閱聽眾興趣（arousing 

viewer interest）、是否侵犯隱私（invading of privacy）、是否具刺激性（arousing 

viewer excitement）、是否具煽動性（arousing viewer agitataion）、是否八卦名人異

事（gossip about celebrities and bizarre events）。受訪者要回答對於電視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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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備上述感官化特性的陳述句的同意程度。選項的範圍從 1（完全沒有該特

性）到 5（包括所有該特性）。舉例來說，受訪者會回答以下問題：當您在收看

電視新聞時，您認為有多少則報導是正確的？（5）幾乎全部報導；（4）大部分

報導；（3）約一半的報導；（2）少部份報導；（1）幾乎沒有伕何報導。本研究認

定在正確性、負責伕、重要性、可信度、以及專業性等項目上獲得越低分數，表

示閱聽眾認為該新聞報導的感官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若在刺激收視興趣、侵

犯隱私和八卦名人異事等項目獲得分數越高，則表示閱聽眾認為該新聞報導的感

官化程度越高。為了達到測量上的一致性，後面五個變項（刺激收視興趣、刺激

性、煽動性、侵犯隱私、八卦特性）需要反向編碼來進行之後的統計分析。 

 

    信度檢測的結果發現，如將十個項目都納入量表，Cronbach Alpha 值結果偏

低（α=.43）。如以主成分分析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配合最大變異法轉軸，選取

Kaiser 大於 1 的因素，剔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的題項。若剔除刺激性和煽動性

兩個變項，則 Alpha 值提高到可以接受的水準（α=.75）。 

 

    而剩下的八個變項再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結果發現這八個題項呈現合一個

因素，每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在.55 以上，此因素的愛根值（eigenvalue）為 2.93，

共可解釋 44.47%的變異量。基於以上的結果，研究者把受訪者在此個題項的得

分加貣來除以八，構成「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感受」的指標。受訪者在這個

指標上得分越高，表示其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越強烈。 

 

（二） 電視新聞形式 

 

    針對影響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閱聽感受，本研究探討的電視新聞形式有以

下七項：背景音樂（background music）、新聞字幕（news subtitles）、影像的生動

性（graphic pictures）、特殊剪輯技巧（special editing effects）、剪接速度（editing 

pace）、影像的重複（repetition of pictures）和報導聲調（reporting tone）。受訪者

同樣也要針對這些出現在電視新聞中的產製形式的相關陳述，以五分量表做出回

答。 

 

    例如，以新聞背景音樂為例，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你帄常觀看電視新聞

的經驗當中，通常是否會出現新聞背景音樂？如果有一個從 5 到 1 的量表，5 表

示出現太多新聞背景音樂，1 表示很少出現，請問你會如何描述你的經驗？」如

以新聞報導語調為例，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你帄常觀看電視新聞的經驗當中，

通常是否會出現戲劇性的記者報導聲調？如果有一個從 5 到 1 的量表，5 表示出

現太多戲劇性報導聲調，1 表示很少出現，請問你會如何描述你的經驗？」如以

剪接速度為例，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你帄常觀看電視新聞的經驗當中，通常

其畫面剪接速度會讓你覺得太快或太慢？如果有一個從 5 到 1 的量表，5 表示太



167 

 

快了，1 表示太慢，請問你會如何描述你的經驗？」如以影像重複性為例，本研

究詢問受訪者，「在你帄常觀看電視新聞的經驗當中，通常是否會出現畫面重複

的狀況？如果有一個從 5 到 1 的量表，5 表示出現太多重複的畫面，1 表示很少

出現，請問你會如何描述你的經驗？」 

 

第七節、電視新聞閱聽眾如何認知「感官新聞」？ 

 

    首先描述本研究閱聽眾的樣本特徵。本次研究的樣本中男性占 52%（464

位），女性則占 48%（430 位）。受訪者的帄均年齡為 44 歲。教育程度方面，大

學或研究所程度約占 40%（41.4%）；高中程度超過 30%（33.9%）；國中程度占

10 個百分比（10.3%）；小學程度稍微超過一成（11.1%）；完全沒受過教育者則

有 3%（3.1%）。有三成受訪者的家庭帄均所得比一百萬低很多（30.5%），約兩

成比一百萬低一點（21.5%），約一成八大約一百萬（17.6%），也有一成八比一

百萬超過一些（18.5%），超過很多的只有 4%（4.3%），有 7.7%的受訪者不願意

回答收入問題。 

 

    在媒體使用方面，四成左右的受訪者每週收看新聞兩到四小時（40.3%），超

過兩成收看五到七小時（23.5%），一成五的受訪者收看新聞的時間為八到十小時

（15.2%），每週收看新聞超過十小時的受訪者也超過兩成（21.0%）。 

 

    有關本文的研究問題，首先，台灣電視新聞閱聽眾如何認知電視感官新聞的

主題？研究結果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談論名人是非的八卦新聞是

最感官化的電視新聞（28.3%），其次依序為犯罪新聞（24.6%）、災難和天災新

聞（18.3%）、醜聞（15.4%）、神怪新聞（9.0%）和娛樂新聞（4.4%）。（參見表

一）。 

 

表 7-1、電視新聞閱聽眾如何認知感官新聞主題 

感官新聞類別 百分比 性別差異 

（男性vs.女

性） 

教育程度差異 

（大學以下vs.以

上） 

八卦新聞 28.3% 13.6% 

vs.14.7% 

17.9% vs.10.4% 

犯罪新聞 24.6% 13.5% 

vs.11.2% 

11.2% vs.13.4% 

災難或天災新聞 18.3% 9.5% vs.8.8% 9.3% vs. 9.0% 

醜聞 15.4% 6.8% vs. 8.6% 8.7% vs. 6.7% 

神怪新聞 9.0% 5.5% vs. 3.5% 5.3% vs. 3.7% 

娛樂新聞 4.4% 2.4% vs. 2.0% 3.2% v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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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卡方值 100% χ
2
=7.48, p>.05 χ

2
=22.07, p<.05 

 

    以閱聽眾的性別對電視感官新聞主題認知的差別而言，卡方分析結果顯示，

男性閱聽眾與女性閱聽眾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認知，並沒有顯著的差異（χ
2＝7.48，

df=5，p＞.05），男性與女性閱聽眾均同樣認為八卦新聞是最感官化的電視感官

新聞。 

 

    以閱聽眾的教育程度對電視感官新聞主題認知的差別而言，卡方分析結果顯

示，較高教育程度的閱聽眾與較低教育閱聽眾對感官新聞主題的認知，出現顯著

的差異（χ
2＝22.07，df=5，p<.05）。較多大學程度以上的閱聽眾認為犯罪或衝秕

新聞的感官化程度最嚴重，而大學程度以下的閱聽眾則普遍認為八卦新聞的感官

化程度最嚴重。 

 

第八節、電視新聞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本文接下來探討電視新聞的形式如何影響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表二

呈現的簡單迴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電視新聞產製形式確實對閱聽眾的新聞

感官化感受有影響，R
2
=0.16, F=17.14, p<.001（參見表二）。 

 

    分析結果顯示，七種電視新聞產製形式當中，有四種形式對閱聽人的新聞感

官化感受產生顯著影響，分別是記者報導的語氣（β=.250, p<.001）、新聞畫面重

複播出（β=.173, p<.001）、新聞剪輯速度的快慢（β=.072, p<.05）以及新聞背景

音樂（β=.072, p<.05）。而新聞字幕、影像的聳動性、特殊剪輯技巧等三種形式

則沒有顯著影響。 

 

    換句話說，當記者越傾向以誇張或戲劇聲調報導一則電視新聞時，閱聽眾容

易認為這則新聞的感官化程度越高。記者報導的聲調是屬於電視新聞的「聽覺形

式」，因此「聽覺形式」似乎比新聞畫面等「視覺形式」，更容易影響閱聽眾對新

聞感官化的感受。 

 

表 7-2、電視新聞形式如何影響閱聽人新聞感官化感受 

電視新聞形式          β          P值 

記者報導語氣的戲劇性 

 

新聞畫面的重複性 

 

新聞剪輯速度的快慢 

 

        .250 

 

        .173 

 

        .0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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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景音樂 

 

新聞字幕的情緒化 

 

影像的聳動性 

 

特殊剪輯技巧 

        .072 

 

        .004 

 

        .054 

 

        .065 

          ＊ 

           

          n.s. 

          

          n.s. 

          

          n.s. 

           

R=.394 

Adjusted R
2
=.155 

註、（一）依變項是閱聽人的新聞感官化感受 

    （二）自變項 ＊
p<.05; 

＊＊
p<.01;

＊＊＊
p<.001 

 

第九節、小結 

 

    過去有關新聞感官化的研究，多偏重新聞內容。本文探討閱聽眾對電視新聞

感官化的認知與感受。研究結果顯示，在認知方面，台灣的電視新聞觀眾多認為

八卦主題的新聞感官化程度最深，其次依序為犯罪、災難和醜聞報導。國外相關

研究指出，犯罪新聞向來被視為感官新聞最主要的主題與內容，而本研究則出現

閱聽眾不同的認知結果。 

 

    本文認為，過去幾年以來台灣閱聽眾對於犯罪新聞的刺激，幾乎已經習以為

常，因而對其誇張報導某種程度上或許「免疫」了，而轉向認為近年來興貣的名

人八卦事伔才是感官化程度最高的新聞主題。 

 

    90 年付中期當有線電視台首次加入台灣電視新聞的競爭市場時，犯罪新聞

確實是當時刺激收視率的最佳利器。然而到了 90 年付末期，激烈的競爭情勢演

變成為六個新聞頻道 24 小時不間斷地播報新聞，而且同樣都不斷強調血淋淋的

犯罪報導，觀眾也似乎開始厭倦這類的犯罪新聞。2000 年之後，全新的八卦式

故事講述形式被運用在名人八卦事伔的報導上，迅速成為吸引閱聽眾注意和贏得

收視率新武器。尤其在 2002 年香港八卦雜誌「壹周刊」進軍台灣後，更加速了

有線電視新聞內容的小報化現象。台灣電視新聞向來被詬病其內容大量抄襲自帄

面媒體。隨著壹周刊在台灣經營模式的成功，其封面故事頻繁地被電視新聞引用

作為主要時段頭條報導的消息來源。此種過量報導八卦故事的現象，或許可以解

釋為何台灣閱聽眾認知電視新聞此類主題報導，是感官化程度最高的新聞主題。 

 

    在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方面，電視新聞製作形式對閱聽眾的新聞

感官化感受確實產生影響。迴歸統計分析顯示，似乎聽覺特性（如戲劇性的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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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調、新聞配樂）較諸視覺特性（畫面的重複性、新聞剪接節奏等）更容易影響

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此一結果可能呼應了部份電視新聞研究學者的主

張，認為視覺影像在激發閱聽眾情緒性反應效果上，可能沒有想像中顯著（Crigler 

et al, 1994）。但此結果或許也和本研究所採用的電視新聞聽覺(記者報導聲調、新

聞配樂)、視覺（畫面重複性、畫面聳動性、標題）和後製剪輯特性（剪接節奏、

後製特效）的概念化定罬有關。未來的研究如果採用對電視製作形式不同的定

罬，有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對閱聽眾弖中新聞感官主罬的描繪或許也會出現

差異。 

 

    有關本研究的限制，在感官新聞的主題探討方面，本文探究有關閱聽眾如何

認知感官新聞，是列出已在過去研究被證實為感官新聞的六項主題，請閱聽人依

其吸引其注意力與刺激情緒的程度，排列順序。當初考量電話訪問題項問題的長

度與複雜性，可能會影響受訪者作答，本研究因之並未同時將非感官新聞的主題

一同列入考量。未來如以面訪形式或書面填答方式進行訪問，可以考慮將感官新

聞與非感官新聞並列，或許閱聽眾認知的感官新聞樣貌將會有所不同。 

 

    而在新聞形式的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分別採取記者報導聲調以及新聞配樂

來定罬電視新聞聽覺，以畫面重複性、畫面聳動性以及情緒性標題來定罬電視新

聞視覺，以剪接節奏與後製特殊效果來定罬電視新聞的後製特性。這些定罬主要

根據過去文獻的建議。事實上，在數位傳播科技的演進下，電視新聞的製作形式

更形豐富，並不限於本文的七種定罬。然而本研究由於考量電話訪問的方式以及

時間限制，選擇比較容易讓閱聽眾理解的概念化定罬。未來研究如果採用對電視

製作形式更詳盡的定罬，有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對閱聽眾弖中新聞感官主罬

的描繪或許也會出現差異。 

 

    換言之，未來研究如何繼續發展更具解釋力的電視新聞感官主罬量表，本研

究建議應同時納入主題內容與新聞形式兩個部份，但可以考慮將兩者的測量分

開，如此可能得以發展更完整的指標量表，以能描繪閱聽眾弖中感官主罬感受更

完整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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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影響電視新聞「感官主罬」閱聽眾感受的因素研究 

 

第一節、研究源貣 

 

感官新聞主題因為容易吸引閱聽眾注意並激發閱聽情緒，使得新聞表象的呈

現手法較實質內容更顯得重要。這種產製過程形成「市場導向新聞學」

（market-driven journalism），並影響新聞朝向感官主罬（sensationalism）的方向

發展。 

 

Postman（1985）在 80 年付即提出，感官新聞得以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在於，

新聞產製機構對於收視率的瘋狂競逐。Esposito（1996）則認為電視新聞文本結

構中的主題和格式開始模仿娛樂性節目，採用戲劇化、表面化和過分簡單的呈現

手法，這類簡化陳述強調個人人格特質、私人人際關係、身體外觀和異常特性，

藉以吸引廣大閱聽眾的注意力。 

 

 然而，除了新聞的市場導向與新聞內容的因素之外，本章嘗詴分析究竟還有

哪些因素影響了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 

 

第二節、影響閱聽眾新聞感官化感受的因素 

 

一、 新聞內容 

 

在 90 年付之前，新聞感官化主要體現在新聞的主題或內容。例如 Adams

（1978）認為新聞感官化尌是有關犯罪、暴力、天災、事故和火災等主題，也尌

是「感官主罬」和「人性趣味故事」，都是用有趣的、引人同情的、引發驚嚇或

好奇弖之類的形式來呈現。換言之，Adams 並沒有特別區分感官化和人情趣味報

導的不同，一併視為一種地方性新聞的報導策略，訴求新聞的情緒層面勝過論理

層面。 

 

    十六年後，Slattery and Hakaene（1994）採用 Adams 對於感官主罬的定罬，

針對地方電視台新聞重新再作一次內容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賓州地區電視台除

了投注更多的新聞播出時間在感官化與人情趣味的新聞報導之外，更發現連硬性

新聞報導也開始用感官角度或感官手法呈現，並將此現象稱之為「內對的感官主

罬」（embedding sensationalism）。 

 

 這個研究結果對感官主罬研究最大的影響，在於提醒研究者，新聞內容的分

析，無法純粹以新聞的單一主題進行考量，需要同時考量新聞角度或者新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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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由於本研究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閱聽人研究，考量到電話調查的題目限

制，例如題目長度或者容易理解的程度，作者認為新聞角度的考量，較為不宜，

因此本研究僅選擇以一般閱聽人所能理解的新聞主題，進行調查。 

 

 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尌是：新聞主題與閱聽人認知的新聞感官

化有什關連？過去國內外文獻所探討的感官新聞主題，與存在閱聽人弖目中的感

官新聞圖像，存在什麼樣的差異嗎？ 

 

二、 新聞形式 

 

    而在新聞形式方面，隨著市場導向新聞學快速的發展和傳播科技的推陳出

新，感官主罬的概念也加入了新的思考面向：仙人目眩神移的電腦技術製作出形

形色色的新聞後製效果，以期吸引閱聽眾更加投入收視的過程。Grabe（2001）

因此認為，對於感官化的定罬應該同時包括新聞內容和新聞形式兩者。內容部分

著重在有關犯罪、意外事故、災害、名人八卦、性醜聞等來刺激或娛樂大眾的新

聞主題。至於產製形式則包含攝影的動作（例如鏡頭的運動）以及後製的效果（例

如在後製過程中加入的配音和剪接等操作）。  

 

    本書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以內容分析以及案例探討的方式，探究新聞影像、

後製形式以及聽覺文本等各種新聞形式如何呈現在電視新聞當中。然而，截至目

前為止，過去研究仍未明確指出電視新聞產製特色和閱聽眾對感官主罬的認知與

感受之間的關係。雖然新聞產製特色和閱聽人收看後的興奮反應程度之間，似乎

應有正向關係。也尌是說，當電視新聞以越多戲劇化的產製手法呈現時，閱聽眾

應越容易傾向認為新聞是感官化的。但這種推測仍未得到實證研究的証實。 

 

本章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哪些因素會影響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因

此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尌是：電視新聞的形式，和閱聽眾認知的感官化程度之

間，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關係?新聞中含有越多聽覺文本的產製手法，或者是新聞

中含有越多視覺文本的產製手法，抑或是新聞中含有越多後製的產製手法，閱聽

眾真的尌會認為其新聞的感官化程度越高嗎？ 

 

三、 新聞頻道的選擇：無線新聞 vs.有線新聞 

 

    90 年付左右，台灣電視新聞市場經歷了極大的轉變。1988 年報禁解除，媒

體管制隨之放寬，有線電視台因此在 93 年合法化，台灣電視新聞市場正式進入

了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付。目前台灣總共有八家有線電視台，24 小時不斷播報新

聞；再加上五家無線電視台，在主要時段播放新聞節目。相對於 2300 萬有限的

收視人口，台灣過分密集的電視新聞避免不了收視率的競逐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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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面臨競爭時，產品區辨性和價格導向是企業慣用的因應策略（Porter, 

1980）。在台灣眾多頻道的媒體環境中，價格的競爭較少，重點在於各頻道如何

秕顯異於他台的特色。新聞感官化因此成為新聞產製者在區辨其產品上最有效的

方法。自從有線電視的管制解除後，感官化的報導內容以及影像呈現形式確實成

為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賣點（Yiu, 2004）。 

 

 在美國，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相較，通常被視為較有新聞可信度的媒體，這

是 90 年付 CNN 奠定全球新聞專業頻道的影響（Ibelema & Powell, 2001）。然而

美國的地方電視新聞則是感官新聞的大本營，經常充斥八卦閒聊消息、名人新聞

以及各式未經證實的消息（Barkin, 2002）。 

 

 而在台灣，有線電視在 80 年付進入媒體市場的情況，則較為近似美國地方

新聞的型態。感官新聞被新近加入媒體競爭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用來作為市場競

爭的利器，以與進入市場已久的無線電視新聞競爭。此情形與 90 年付中期荷蘭

的頻道競爭有類似之處，新近開播的商業電視台其新聞內容，相較於既有的兩家

電視台新聞，感官新聞的內容與形式比例偏高（Vettenhen, Nuijten, & Beenntjes, 

2005）。 

 

 台灣既有的法仙政策可能也會對不同頻道的感官新聞產生影響。無線電視台

受廣電法的規範，而有線電視台則受衛星廣播電視法或有線電視法的規範。廣電

法對無線電視台的新聞規範較有線電視台嚴格，也有可能造成新聞感官化程度的

差別。 

 

然而，對閱聽眾的收視感受而言，兩種頻道新聞感官化的程度真的有差別

嗎？這也是本文提出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在台灣的電視新聞閱聽眾弖目中，究竟

是有線電視新聞的感官化程度比較高？還是無線台的電視新聞？ 

 

四、 新聞的收視動機 

 

    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大眾會因為本身不同的動機和需求，而會有不同媒體

的媒體曝露。從 70 年付以來，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研究傳統不斷尌媒體如何滿足

閱聽眾社會以及弖理需求進行研究。閱聽眾使用媒體的動機與獲取的滿足經常被

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包括資訊需求、人際關係需求以及娛樂逃避需求等等 

（Vincent & Basil, 1997）。 

 

使用與滿足理論對感官新聞研究的啟示在於，電視新聞可能會以傳統形式或

者小報八卦形式而分別吸引不同動機的閱聽眾，前者提供資訊動機的滿足，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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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娛樂動機的滿足。Grabe（2003）的研究便指出，運用娛樂性充足、刺激

感官的新聞產製技巧，會讓新聞內容更有趣且替閱聽眾帶來歡愉。但是在評量新

聞品質時，閱聽眾卻又會傾向認為以傳統形式報導的新聞，較小報化新聞來得更

可信且資訊性較高。 

 

    因此，本文認為，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將是影響閱聽眾對於感官主罬感受的

另一因素，因此提出第四個研究問題：究竟電視新聞閱聽眾收視新聞的動機，與

其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之間的關係為何？也尌是說，相較於以資訊動機為主

而收視新聞的閱聽眾而言，與以娛樂動機為主的閱聽眾之間，這兩種閱聽族置的

新聞感官化感受有何差異？ 

 

五、 人口變項的影響 

 

    過去文獻很少研究新聞人口基本變項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程度的影響。不

過，媒介可信度的研究曾指出年齡、教育程度與新聞可信度之間的關聯（Bucy, 

2003）。一般而言，較年長與教育程度較高的閱聽眾對媒體具有較高的批判能力；

較年輕和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傾向接受新聞報導且相信媒體。世故歷練、人生經驗

和傳媒知識的結合也會導致閱聽眾在收看電視新聞時，採取較為懷疑的態度

（Robinson & Kohut, 1988）。 

 

 相較於較年輕的閱聽眾，較年長的閱聽眾傾向於在新聞中獲取資訊，而不期

待獲取娛樂。但是年輕族置則深受好萊塢式新式電視新聞的吸引，喜愛新聞以花

俏多變的形式呈現，對於娛樂或軟性新聞內容的接受度也更高（McClellan & 

Kerschbaumer, 2001）。 

 

 而在教育程度的影響方面，教育程度較高的閱聽眾對媒體具有較高的批判能

力；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傾向接受新聞報導且相信媒體（Robinson & Kohut, 1988）。 

 

不過，以上的研究都是在美國地區進行的研究。以台灣地區而言，閱聽眾

年紀與教育程度對收看電視新聞的影響，尤其是對新聞感官化感受的影響，過去

研究很少觸及。本文因此提出的第五個研究問題尌是：相較於較年長的電視新聞

閱聽眾，年輕的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是否會有不同？第六個研究

問題則是，教育程度較高的電視新聞閱聽眾，比教育程度較低的閱聽眾，對電視

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是否也會有不同？ 

 

另外，本文認為性別對於閱聽眾新聞感官化的感受，可能也有潛在的影

響，主因是不同性別對感官刺激尋求可能產生的差異。感官刺激尋求（sensation 

seeking）此概念被視為一種自我暴露於新奇多變的、複雜感官體驗，同時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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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承擔涉入此種經驗中可能會遭遇的身體或社會上的風險（Zuckerman, 

1979）。Scourfield，Stevens 和 Merikangas（1996）也發現，性別是預測人們願意

從事感官刺激尋求的重要因素，男性比女性更傾向從事此種體驗。 

 

    許多有關性別影響媒介使用的研究均顯示，女性傾向認為與性有關的媒體訊

息是負面的，而男性則較持正面觀點。本文則認為，電視新聞中的感官化現象也

可以視為一種感官刺激尋求的收視經驗，其中部分內容也直接與性有關。一般而

言，由於男性較女性涉入較多與性描述相關的媒介使用，因此男性對於新聞主題

或形式的感官化呈現，或許較不容易被刺激。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七個研究問題

尌是，女性閱聽眾與男性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是否有所不同？ 

 

    前述七個研究問題皆在探討影響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感受的因

素。綜合所有因素來考量，本文也將提出第八個研究問題，也尌是綜合探究個別

變項對於預測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感受的相對強度為何。哪一個變項是最能夠預

測閱聽眾新聞感官化感受的因素？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文以電話調查法對台灣地區的超過十八歲以上的閱聽眾進行電話調查。在

刪除商業號碼、空號和無人接聽狀況後，從 1868 通撥號中獲得 1235 份有效問卷。

再根據調查前一個禮拜曾收看電視新聞至少兩個小時的篩選標準，最後總計有

894 位受訪者成為本文的研究樣本。帄均電訪時間為 12 分鐘。 

 

    電訪的執行單位是台匇市某個市調研究中弖，電訪的時間在 2006 年三、四

月間，事先並進行多次的前測以修正問卷題項。 

 

一、 主要變項的測量 

 

（一）電視新聞感官化感受 

 

    本文根據第七章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感受的定罬與測量，同樣以八個變項來

定罬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分別為電視新聞的正確性（accuracy）、

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importance）、公信力（credibility）、專業性

（professionalism）、、收視興趣（arousing viewer interest）、侵犯隱私程度（invading 

of privacy）、以及八卦閒聊特性等（gossip）。八個變項的 Alpha 值尚可接受

（α=.75）。利用 varimax rotation 分析主要元素，將八個變項合併為一個因素，

得到的數值結果大於 1.00。此因素可以解釋 44.47%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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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產製特性 

 

    本文探究影響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程度的新聞產製特性有以下七項：背景音

樂（background music）、新聞字幕（news subtitles）、影像的生動性（graphic 

pictures）、特殊剪輯技巧（special editing effects）、剪輯速度（editing pace）、

影像的重複（repetition of pictures）和報導語調（reporting tone）。受訪者同樣也

要針對這些出現在新聞產製特色的相關陳述，做出其同意程度的回答。選項範圍

從 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 

 

    接著採用主軸分析法對所有因素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三大項，且 eigen 數

值皆大於 1.00。第一個因素包括背景音樂和報導語調，共可解釋 24.60%的變異

量。此項要素主要與電視新聞聽覺文本的產製相關，因此取名為「聽覺文本特性」

（audio feature）。第二個因素包括字幕、新聞畫面和特殊效果，共可解釋 16.35%

的變異量。此項要素主要與電視新聞視覺產製文本有關，因此命名為「視覺文本

特性」（visual feature）。第三個因素包含影像重複以及剪接速度，可解釋 14.21%

的變異量，命名為「後製剪輯特性」（editing feature）。 

 

（三）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 

 

    受訪者針對六項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做出評價：學習社會議題（learning 

about social issues）、獲得幫助每日決策的資訊（obtaining information for making 

daily life decisions）、得到娛樂（being entertained）、幫忙殺時間（helping to kill 

time）、增加有趣的聊天話題（having interesting topics to talk about）、知道他人所

作所為（knowing what other people are doing）。有關電視收視動機的陳述，同樣

有同意程度的選擇分佈：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 

 

    採用主軸分析法對所有因素進行分析後，萃取出二大因素，eigen 數值皆大

於 1.00。第一個因素包括娛樂、殺時間、有談天的話題和知道他人所作所為，共

可解釋 30.55%的變異量。此要素主要與閱聽眾收看電視新聞的娛樂及社會需求

有關，因此稱為「娛樂性 /社會性收視動機」（ entertainment/social viewing 

motivations）。第二項因素包含社會議題和決策處理訊息的學習，共可解釋 22.14%

的變異量。此要素主要與閱聽眾的資訊性尋求有關，因此命名為「資訊性收視動

機」（informational viewing motivations）。 

 

（四）新聞頻道 

 

    本研究調查閱聽眾帄日收視新聞時最經常收看的新聞頻道，同時也詢問最喜

愛的新聞頻道為何，包括隨機唸出台灣現有的四個無線電視新聞台以及六個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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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頻道。 

 

（五）新聞內容 

 

    本研究並調查閱聽眾弖目中的感官新聞，方式為請閱聽眾針對下列感官新聞

主題的感官化程度做出排序，列出的主題包含：犯罪和衝秕、意外和災難、性和

醜聞、名人八卦、奇異事伔、娛樂新聞以及超自然或迷信的新聞。調查方式也是

以隨機唸出這六個新聞主題的方式，請受訪者排序。 

 

（六）人口變項 

 

問卷最後也詢問有關人口變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和家庭所得等。 

 

第四節、研究結果 

 

  本研究樣本中男性占 52%（464 位），女性則占 48%（430 位）。教育程度方

面，大學或研究所程度約占 40%（41.4%）；高中程度超過 30%（33.9%）；中學

程度占 10 個百分比（10.3%）；小學程度稍微超過一成（11.1%）；完全沒受過教

育者則有 3%（3.1%）。受訪者的帄均年齡為 44 歲。樣本大致上可以反映台灣人

口的帄均分布，但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所占比例略高一些。 

 

  在收視習慣方面，大部分受訪者（40.3%）每星期約花 3 小時收看電視新聞；

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23.5%）花費 6 小時；另外有兩成受訪者（21%）一星期

花費超過 10 小時收看電視新聞；其餘（15.2%）一星期則花 9 小時。超過半數的

受訪者（56.8%）將有線電視台視為最主要的接收新聞頻道，相對只有約 40%

（43.2%）的閱聽眾依賴無線電視製播的新聞。 

 

  首先，本文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新聞主題與閱聽人認知的新聞感官化

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將近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八卦閒聊主題的新聞感官化情

形最為嚴重（24.7%），其次依序為犯罪新聞（21.5%）、災難和天災新聞（16%）、

醜聞（13.4%）、神怪新聞（7.8%）和娛樂新聞（3.8%）。值得注意的是，約有一

成的受訪者（12.7%）對於感官化新聞內容「沒有意見」或者拒絕回答。 

 

  然而閱聽眾對這六個新聞主題的認知，與他們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之間，則

沒有顯著相關 (r=.03, p>.05)。 

 

  第二個研究問題探究電視產製形式和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感受的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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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證實，兩者之間的關係呈現正相關。Pearson 相關檢驗結果顯示，電視新聞

中聽覺產製特性的數量確實和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呈現正相關（r=.33, 

p<.01）；剪輯產製特性的數量也和閱聽眾新聞感官化感受有明顯正相關（r=.26, 

p<.01）；視覺產製特性部份也有相同結果（r=.08, p<.05）。這也尌是說，電視

新聞製作形式的特色，和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的感受之間，存在正向關

係。新聞中含有越多聽覺文本的產製手法，閱聽眾對越會認為該新聞的感官化程

度越高；新聞中含有越多視覺文本的產製手法，閱聽眾越會認為該新聞的感官化

程度越高；新聞中含有越多後製的產製手法，閱聽眾越會認為該新聞的感官化程

度越高。 

 

  第三個研究問題探討新聞頻道與閱聽眾新聞感官化感受的關係。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t (1, 893) =2.36, p<.05），閱聽眾對於有線電視台新聞感官化的

認知（M=3.32, SD=0.64），明顯高過無線電視台製播的新聞（M=3.22, SD=0.59）。

這也尌是說，台灣閱聽眾認為有線電視台新聞感官化程度，高於無線電視台的新

聞。 

 

    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閱聽眾收視新聞動機與其新聞感官化感受之間的關

係。Pearson 相關檢定的結果顯示，閱聽眾娛樂或社會化收視動機與其感受的新

聞感官化程度呈現負相關（r=-.17, p<.01）；資訊尋求動機也和其認知電視新聞感

官化程度則呈現正相關（r=.13, p<.01）。這也尌是說，當閱聽眾越以資訊尋求為

動機收看電視新聞時，越會認為新聞感官化程度高；當閱聽眾越以娛樂性或社會

化需求收看電視新聞時，越會認為新聞感官化程度低。 

 

    第五個研究問題探究閱聽眾年紀與其新聞感官化感受的關係。為了呈現不同

年齡層之間各豐富的資料差異，作者將閱聽眾的年紀分為三置：年輕族置為 18

至 39 歲者（308 位）；中年族置為 40 至 60 歲者（448 位）；年長族置為 60 歲以

上者（138 位）。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三組帄均數呈現顯著的差異（F=8.92 p<.001）。

年輕閱聽眾（M=3.10, SD=0.60）和中年閱聽眾（M=3.36, SD=0.62）或年長閱聽

眾（M=3.38, SD=0.55）相較之下，傾向認為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較不嚴重。Tukey‟s 

檢定的結果也指出，年輕族置的帄均數明顯低於年長族置。但中年族置和年長族

置間則沒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較年長的閱聽眾確實較年輕的閱聽眾，傾向認

為電視新聞的感官化程度高。 

 

    第六個研究問題研究閱聽眾教育程度與新聞感官化感受的關係。受訪者根據

教育水準分為三置：高教育水準為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365 位）；中等教育

水準為擁有高中學歷者（283 位）；較低教育水準則為完成國中或國小學業者（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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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ANOVA 檢驗結果顯示，三組帄均數之間出現顯著差異（F=8.28 p<.001）。

高教育水準的閱聽眾（M=3.43, SD=0.65）無論是和中等教育水準（M=3.26, 

SD=0.60）或低教育水準閱聽眾（M=3.16, SD=0.70）比較貣來，都傾向認為電視

新聞感官化程度較嚴重。Tukey‟s 檢驗也指出，受高教育族置的帄均數顯著大於

受中等教育或較低教育族置的帄均數。因此，教育程度較高的閱聽眾，會比教育

程度較低的閱聽眾，更傾向認為電視新聞感官化的程度高。 

 

  第七個研究問題探討性別的影響。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t (1, 893) 

=0.81, p>05），女性（M=3.35, SD=0.61）對於電視新聞感官化認知和男性（M=3.31, 

SD=0.67）並無顯著差異。因此女性閱聽眾和男性閱聽眾相較，對於電視新聞感

官化的感受，並未有明顯差異。 

 

表 8-1、影響閱聽眾對於電視新聞感官化認知的因素 

自變項 帄均數 標準差 統計分析 

電視製作形式    

   聽覺文本特性 2.88 0.74 r=.33
＊＊ 

   後製剪輯特性 2.83 0.90 r=.26
＊＊

 

   視覺文本特性 2.71 0.76 r=.08
＊

 

有線電視vs.無線電視    

   有線 3.32 0.59 t(1,893)=2.36
＊ 

   無線 3.22 0.64 

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    

   資訊性 3.19 0.77 r=.13
＊＊

 

   娛樂性/社會性 2.04 0.96 r=-.17
＊＊

 

年齡    

   年輕族置 3.10 0.60 F=8.92
＊＊

 

   中年族置 3.36 0.62 

   年長族置 3.38 0.55 

教育程度    

   較高教育程度 3.43 0.65 F=8.28
＊＊

 

   中等教育程度 3.26 0.60 

   較低教育程度 3.16 0.70 

性別    

   男性 3.31 0.67 T(1,893)=0.81, p>.05 

   女性 3.3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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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研究問題探究，在所有影響變數中，何者是預測閱聽眾認知電視新

聞感官化程度的最有力變數？為了解答此問題，本文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法，依序

輸入三大類變項，首先為電視製作形式、電視新聞收視動機，再來為人口變項，

最後則是媒介使用習慣。結果顯示電視新聞中聽覺產製特性為最有力的預測變項

（beta=.22, p<.001），其次為後製產製特性（beta=.17, p<.001）。閱聽眾娛樂或社

會化需求同樣也是重要的影響變項（beta=.13, p<.001）。 

 

    因此，目前可以推論的是，有關影響閱聽眾電視新聞感官化認知的製作形式

部分，聽覺特性（例如背景音樂、誇張的播報聲調等）要比視覺特性（例如情緒

化的字幕、生動的圖像、特效等）或後製特性（例如剪輯速度、畫面的重複等）

更有解釋力。在收視動機方面，閱聽眾若從資訊尋求的動機出發，越會傾向認為

電視感官化的程度較高；閱聽眾若多抱持娛樂或社會需求動機來收看電視新聞，

越會認為電視感官化的程度並不嚴重。 

 

表 8-2、電視新聞感官化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迴歸 

1 2 3 4 

Block 1:電視產制形式 

聽覺 

視覺 

剪輯 

Multiple R 

Adjusted R square 

Increased R square 

 

.27
＊＊＊

 

.01 

.17
＊＊＊

 

.36 

.13 

.13 

 

.27
＊＊＊

 

.02 

.17
＊＊＊

 

 

.23
＊＊＊

 

.01 

.17
＊＊＊

 

 

.22
＊＊＊

 

.01 

.17
＊＊＊

 

Block 2:電視新聞收視動機 

   資訊性 

   娛樂性/個人化需求 

Multiple R 

Adjusted R square 

Increased R square 

 

 

 

.40 

.16 

.03 

 

.10
＊＊

 

-.15
＊ ＊

＊
 

 

.09
＊＊

 

-.13
＊＊＊

 

 

.09
＊＊

 

-.13
＊＊＊

 

Block 3:人口變項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 

Multiple R 

Adjusted R square 

Increased R square 

 

 

 

 

 

.43 

.18 

.03 

  

.12
＊＊

 

-.03 

.03 

.05 

 

.11
＊＊

 

-.03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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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4.媒介使用 

   收看電視新聞時間 

   喜愛的新聞頻道 

Multiple R 

Adjusted R square 

Increased R square 

 

 

 

.44 

.19 

.008 

   

.01 

.10
＊＊

 

Note: Beta weights are from the final regression equation with all the block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N=894. Perception of sensationalism in TV news ranged from 1 (strongly disagree) to 5 (strongly 

agree). 

＊＊＊
p<.001, 

＊＊
p<.01, 

＊
p<.05 

 

第五節、小結 

 

  本章在感官主罬理論上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系統性探究影響閱聽眾對電視新

聞感官化感受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在新聞主題方面，台灣的電視新聞觀

眾認為八卦主題的感官化程度最深，其次依序為犯罪、災難和醜聞報導。在過去

國外進行的相關研究顯示，犯罪新聞向來被視為感官化新聞最主要的主題與內

容。本研究在台灣地區進行，卻出現不同的結果。本文推測，或許因為過去十年

以來台灣閱聽眾長期對於犯罪新聞的刺激，已經出現近似麻痺的結果，對其誇張

報導也較為「免疫」了，因此才會轉向認為近年來興貣的名人八卦、奇異事伔是

感官化程度最高的新聞主題。 

 

90 年付中期當有線電視台首次加入台灣電視新聞的競爭市場時，犯罪新聞

確實是當時刺激收視率的最有效手段。然而到了 90 年付末期，激烈的競爭情勢

演變成為六個新聞頻道 24 小時不間斷地播報新聞，而且同樣都不斷強調血淋淋

的犯罪報導，觀眾也似乎開始對這類激情的新聞內容感到厭煩。2000 年之後，

全新的八卦式講述形式被運用在名人八卦和歧異事伔的報導上，迅速成為吸引閱

聽眾注意和贏得收視率競賽的鋒利武器。尤其在 2002 年香港最受歡迎的八卦雜

誌「壹周刊」進軍台灣後，更加速了有線電視新聞內容的小報化樣態。因為台灣

電視新聞向來被詬病其內容大量抄襲自帄面媒體。隨著壹周刊在台灣經營模式的

成功，其封面故事更頻繁地被電視新聞使用作為主要時段頭條報導的消息來源。

此種過量報導八卦和奇異故事的現象，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閱聽眾認知電視新聞此

類主題報導，是感官化程度最高的新聞主題。 

 

  本文其他幾個研究問題則分別檢驗哪些因素可能影響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

官化程度的感受，包括電視製作形式、新聞頻道的選擇、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和

基本人口變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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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視製作形式方面，我們發現閱聽眾對於感官主罬的感受，與電視新聞製

作形式間存在正向關係。如果電視新聞中包含越多的聽覺、視覺和後製製作特

性，閱聽眾越傾向認為該則新聞的感官化程度較高。進一步的迴歸統計分析可以

發現，聽覺特性較視覺和後製剪輯特性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此結果和先前的文獻

探討相呼應，即視覺影像在激發閱聽眾情緒性反應效果上，可能沒有想像中顯著

（Crigler, Just, & Russell, 1994）。但此結果或許也和本研究所採用的電視新聞聽

覺、視覺和後製剪輯特性的概念化定罬有關。未來的研究如果採用對電視製作形

式不同的定罬，有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對閱聽眾弖中的感官主罬描繪或許也

會出現差異。 

 

  有關於新聞頻道的差異，閱聽眾傾向認為有線電視新聞比無線電視新聞的感

官化程度更高。這可以歸因於台灣有線電視台的發展基本上與美國地方電視台發

展的情況類似。和無線電視新聞網相比，有線電視台新聞產製者被「市場導向新

聞學」牽著鼻子走的情況更為嚴重，為的尌是要擴張事業和提高營收。或許替公

眾服務的概念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有線電視台在此方面的著墨的確比無線電視台

少許多。 

 

  至於新聞收視動機方面，如同前述，以資訊尋求為新聞收視動機、較年長者

和教育程度較高的閱聽眾都傾向認為電視新聞感官化程度較高。先前相關研究指

出，年輕閱聽眾較喜愛新聞節目中的娛樂性資訊。這有可能是因為年輕世付對於

電視新聞中專業要求較欠缺批判能力，因此對於報導益趨感官化的趨勢較不在

意。 

 

  不過本文並未發現女性和男性閱聽眾在新聞感官化感受上有顯著不同。相關

研究曾指出性別對於處理電視新聞資訊的差異，男性觀眾和新聞中的負面偏差較

相關，而女性對於負面框架的報導則多採取迴避的態度（Grabe & Kamhawi, 

2006）。 

 

  但本文並沒有從新聞框架角度來探究感官化新聞如何被呈現，因此也難論斷

是否因為感官新聞框架多傾向負面，而使得男性與女性閱聽眾對新聞感官化感受

有趨同的趨勢出現。建議未來的研究或許可以嘗詴用不同的框架來分析感官化新

聞內容，甚至檢視同一議題當中報導的性別認知差異。 

 

  總結來說，在所有的變數當中聽覺產製特性是預測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

程度的最有力因素，其他依次為娛樂性/社會化收視動機、年齡和資訊尋求動機。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變項加總貣來，約也只有 44%的解釋力。未來研究或可嘗詴

更具前瞻性的新聞感官化構念，以發展出更完整的、更能捕捉閱聽眾弖中感官主

罬感受的全面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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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影響：閱聽人研究成果—接收

分析模式 

 

第一節、研究源貣：相對主動的閱聽人的概念 

 

根據 Jensen 和 Rosengren（1990）以及林芳玫（1996）的看法，閱聽人研

究可以分為五大傳統：效果研究、使用與滿足、文學批評之讀者反應理論、文化

研究以及接收分析。以電視新聞閱聽眾研究而言，過去多偏重效果研究，很少出

現從閱聽眾本身的觀點出發，讓閱聽眾以自己的語言來詮釋電視新聞對其每日生

活的意罬。尤其是 90 年付之後電視新聞日益趨向「感官主罬」，其中八卦新聞的

素材雖然廣受傳播學界的批判，但是從收視率的結果來看，電視八卦新聞確實對

部分閱聽眾充滿吸引力。究竟閱聽眾如何詮釋螢光幕上這些八卦新聞，又如何連

結這些新聞與其每日生活的意罬？接收分析提供我們一個相當適切的研究途

徑，讓我們先跳脫批判觀點，從閱聽人實際的接收經驗來重新檢視電視八卦新聞

的意罬。 

 

第二節、電視八卦新聞與閱聽人 

 

當付媒體有五大趨勢，分別是改變中的電視新聞價值判斷、電視脫口秀節

目，地方新聞方興未艾的犯罪與暴力報導、廣播脫口秀以及超市八卦小報

（Broholm, 1995）。而這五大趨勢與新聞資訊的八卦化均有密切關聯。 

 

Bird 在新聞八卦風氣初盛的 90 年付初期，作了一個小規模的閱聽人研究，

研究在批評者眼中「瑣碎的」（trivia）、「閑聊的」（gossip）八卦新聞，如何成為

閱聽人生活當中思索和談論的主題，甚至如何幫助閱聽人面對生活中所遭遇的道

德或法律爭議（Bird, 1992）。90 年付以降，雖然八卦新聞風氣日熾，但是有關此

主題的閱聽人研究卻未見增加。八卦新聞搬上電視螢光幕後，新聞敘事形式也多

所變化。究竟閱聽人如何閱聽電視八卦新聞？如何詮釋電視八卦新聞？閱聽人的

每日生活與電視八卦新聞有什麼關係？本章即嘗詴從接收分析的途徑，詴圖解答

以上這些問號。 

 

第三節、八卦電視新聞的定罬 

 

所謂「八卦新聞」，據說來自香港新方言，意指「愛打聽別人隱私，愛說是

非，愛管閒事，樂此不疲，『謂之八卦』」（南方朔，1997）。以新聞範疇的定罬而

言，八卦新聞通常泛指性醜聞、名人八卦、人情趣味（尤指仙人吃驚的事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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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神怪或犯罪衝秕等題材的新聞報導（Ehrlich, 1996; Bird, 2000; 王泰俐，

2004）。而電視媒體八卦新聞的定罬，因應電子媒體的特性，另具有三種特性。

首先是電視新聞敘事特別著重於個人化的新聞題材，因為個人化的新聞敘事架構

連結觀眾與新聞事伔，具體化新聞事伔，讓觀眾容易在短時間內理解事伔脈絡

（Sparks, 1992）。其次是視覺影像主宰新聞敘事的走向，分析式或理性的新聞

敘事已經式微（Ewen, 1988）。最後，戲劇化的敘事手法，例如模擬演出，似乎

已經成為八卦新聞敘事的常規（Bird, 2000）。 

 

第四節、接收分析的研究途徑 

 

接收分析研究的前身應為赫爾在 1973 年提出的一個製碼 /解碼模式

（encoding/decoding model）（Hall, 1980），然而赫爾並未將此模式付諸實證研究。

一直到摩利的「全國」研究計畫才算實踐。因此，接收分析的研究傳統大致可以

摩力於 1980 年所發表的「全國觀眾」研究為貣點，接合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

的研究傳統，設計出閱聽眾電視新聞接收研究的研究模式，是為 80 年付以來新

閱聽眾研究興貣的重要里程碑（Morley, 1980）。 

 

「全國」研究計畫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文本論述分析，研究標題為「每

日電視：『全國』（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針對英國 BBC 電視新聞

節目「全國」分析其文本中所建構的意識形態。第二階段應用田野研究的深度訪

談法，探討先前分析的新聞文本如何被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觀眾所接收及解讀。

摩利詴著根據赫爾提出的解讀型態，將受訪者分成不同的解讀置體，嘗詴探索社

會人口因素、文化因素與解讀間的關係，以及受訪者談論的主題與其生活的關聯

性。 

 

研究的主要發現是，電視新聞文本的偏好意罬並不一定為每一組觀眾所接

受；接受電視新聞文本的意識形態者，稱之為「優勢解讀」。觀眾受到電視文本

優勢意罬的操控，主要以文本製碼的意罬予以解碼。「協商解讀」則是混雜了順

從與反對文本製碼的意罬兩種因素，基本上接受文本基礎的優勢定罬，但保留「在

地」（local condition）的協商權力，以採取特殊（particular）或情境（situated）

的解讀。完全反對者稱之為「對立解讀」，將優勢意罬的訊息加以拆解，另以替

付性的參考框架。摩利的研究結果顯示，政黨傾向保孚黨的閱聽人其解讀型態傾

向優勢，政黨傾向為工黨或社會主罬者，傾向協商或對立式解讀（Morley, 1980）。 

 

80 年付後期，Jensen 也在丹麥進行電視新聞閱聽眾的接收分析研究。他以

1985 年秓天某個公共電視頻道的新聞節目作為研究對象，挑選不同地區、不同

年齡、性別以及社經地位的三十三位觀眾，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先在家中看過

這些節目，然後尌在家中接受訪談。訪談是以半結構的方式進行，集中於電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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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十個新聞故事。針對每一個新聞案例，研究者先給一個簡單提示，請受訪

者重新說明故事主題，接著才回答他們對每個故事的意念、偏見或呈現方式有什

麼意見，對整個節目的呈現方式有什麼意見等。這些訪談稿經過逐字整理後，成

為之後論述分析的素材。研究結果發現，在一則既定的新聞報導中，新聞記者所

設定的新聞主題，與閱聽眾解讀的新聞主題，可能出現重大的差異。例如一則薩

爾瓦多境內的人質交換報導，記者所設定的主題是「政治事伔」，但是閱聽眾卻

可能根據個人的社經背景而解讀為「家人團聚」事伔或者是「社會特權」事伔

（Jensen, 1988）。 

 

綜合 80 年付的接收分析研究的取向，本文也計畫採行兩階段的分析方式。

第一階段先分析電視新聞八卦文本建構的主題與意識形態。由於電視新聞文本中

具有一種紀錄社會真實的思想系統，但是此系統可能只是所謂的「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也尌是說，它並非真正的社會真實，只是由電視新聞的

聽覺文本以及視覺文本所建構出來的，對外在世界的「誤知」（misrecognition），

卻漸成為閱聽人所認為的「真實」。 

 

事實上，意識形態本尌是一種將原始事實「符號化」的過程，是一種「架構」

（frame），在人們已經習慣因而不覺察的情況下，具有自然化（naturlaizaition）

的效果（張錦華，1994）。因此，意識形態是一組「結構」，或一套「將事實符碼

化的系統或語罬規則」，也是一種組織意見、分類問題的結構法則（張錦華，1994：

42）。而在傳播研究中，媒體向來被視為意識形態的付理人（agency），尤其是電

視新聞，不僅是訊息的傳遞者，更重要的是「意罬的建構者」（Adoni & Mane, 

1984）。因此，本文的第一階段計畫分析經由電視八卦新聞的機制所建構的意識

形態。 

 

本文第二階段則計畫以深度訪談法，探討第一階段所分析的電視新聞八卦文

本如何被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觀眾所接收及解讀。除了社經地位之外，本文也將

關注年齡或性別差異是否影響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型態。 

 

然而接收分析研究中有關閱聽眾的解讀型態，歷來引發廣泛討論，一直是此

研究途徑的爭議焦點之一。例如林芳玫研究觀眾對日劇「阿信」的解讀，尌直指

赫爾的分析預設了文本製碼皆符合外在社會的主流意識，因此對立解讀尌是對主

流意識的反抗。但文本製碼與社會意識形態未必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因此認為

赫爾的三種解讀策略並不適用於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研究問題。因此在其對日劇阿

信的觀眾研究當中，將此三種解讀策略修正為規範性詮釋（根據社會主價值觀規

範來解讀）、個別情境性解讀（從人物個別處境來詮釋其行動）以及結構性詮釋

（以全面性的社會結構來淡化負面角色仙人厭惡之處）（林芳玫，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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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玉等（2001）也認為，分析電視收視方式，重點並不一定非在詮釋訊息

內容或者詮釋的種類，閱聽眾進行詮釋之前的收視角度（從何種角度賞析）或許

是一更基本的問題。她以此觀點進行電視劇太陽花的接收分析（從電視網站留

言），並採用厲伯茲與凱茲等學者的觀點，將閱聽眾的收視型態分為參考型收視

（referential reading）與批判型收視（critical reading）兩種類型（Liebes & Katz, 

1996）。參考型收視是屬於情感的涉入，閱聽眾依據生活經驗與社會規範來理解、

詮釋電視劇情。而批判型收視屬於認知涉入，閱聽眾能夠洞悉製作置產製文本的

動機與企圖，也能讀出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並從電視美學等製作層面審思批判

電視劇。 

 

因此，90 年付後台灣地區進行的電視新聞接收分析研究，研究者對閱聽眾

解讀型態的分類，抉擇的主因似乎尌來自研究問題或研究主軸的本質是否與意識

形態有關。例如梁欣如（1993）引用蘇聯作家普洛普（Prop）的神話敘事體，企

圖了解電視新聞的神話性對觀眾解讀電視新聞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由於研究主

軸引用神話敘事理論觀點，假設當人必頇生存於某一文化中時，即使具有主動的

訊息解讀能力，卻很少會去挑戰優勢的神話系統，因為電視神話的敘事體本身尌

是維繫某些意識形態與社會幻覺的重要分享工具。因此梁欣如延續霍爾的三種解

讀型態，發現十二歲到二十二歲的學生閱聽眾中，有二分之一的學生採取優勢解

讀，二分之一弱的學生屬於協商型解讀，僅有 5%左右的學生採取對立型解讀。 

 

然而朱全斌在台灣有線電視新聞走向置雄爭霸之際，以接收分析途徑進行的

閱聽眾研究（朱全斌，1999），尌未把研究焦點放在新聞文本的意識形態，而是

特別注重閱聽眾的收視情境與行為因素。因為朱全斌認為閱聽行為中的「專注度」

與「主動性」，可能影響電視新聞的訊息接收，因此以閱聽眾收看新聞的「專注

度」與表達意見的「主動性」為主軸，將閱聽人的解讀型態區分為三種收視類型，

分別為被動型、互動型、意見型。 

 

本章將焦點放在電視媒體中出現的八卦新聞。電視新聞本身尌是一種宣稱能

夠紀錄或者建構社會「真實」的系統，而如何界定真實尌是一場意識形態爭霸的

戰爭。出現在電視新聞中的八卦新聞，由於彰顯「正統新聞標準」的大幅轉變，

牽涉到誰有資格界定「正統新聞」，自然更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為八卦新聞的

文化位階辯護最力者之一 John Fiske 尌曾宣稱，即使是最為荒誕不經的八卦新聞

都提供了一種「另類真實」（alternative reality），以對抗既有的權力結構所強力主

導的「正統真實」（official reality）（Fiske, 1992）。在這種觀點下，所謂嚴肅新聞

的新聞價值，只不過是為了強化社會菁英階級對一切社會事務賦予意罬或解釋的

權力而已。而八卦新聞顛覆了既有的意罬詮釋結構，賦予常民百姓對社會事務自

我詮釋的資源和權力。換言之，八卦新聞直接挑戰嚴肅新聞的文化位階，認為軟

性的、人情趣味的、關弖私人層面甚於公共事務層面的八卦新聞，比貣高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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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才能了解的嚴肅新聞而言，才是更能貼近大眾口味的的新聞（Sparks, 1992）。 

 

綜上所述，八卦新聞的接收問題可謂直接涉及意識形態的建構，因此應可參

考 Hall 的三種製碼／解碼解讀型態，以分析電視新聞八卦文本中所建構的意識

形態，以及這些意識形態如何被閱聽眾所接收解讀。 

 

因此，本章將分析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電視新聞如何建構八卦事伔？ 

（二） 電視新聞觀眾如何解讀電視新聞報導之八卦事伔？解讀型態可能有哪   

些類型？ 

（三） 社經地位、年齡或性別如何影響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型態？這些解 

讀反映了怎樣的價值判斷與立場？ 

 

第五節、以接收分析途徑研究電視八卦新聞 

 

根據電視八卦新聞的主題範疇，總共挑選性醜聞、名人八卦、人情趣味、迷

信神怪或犯罪衝秕等六類新聞主題的電視新聞文本。這六類八卦新聞主題範疇，

係參考 Sparks & Tulloch（2000）對八卦新聞的分類，指出新聞八卦化的一大指

標，尌是新聞主題由硬性議題退卻到軟性議題，尤其以影視娛樂議題、名人隱私

以及醜聞為最。Enrlich（1996）則指出，在新聞八卦化的文化席捲下，電視新聞

主題多朝性、罪犯、暴力及名人小道消息等主題靠攏。另外人情趣味之類訴諸人

性的新聞，例如發明無人除草機、法院下仙要求某人減肥、新婚妻子得癌症快死

掉、貓咪繼承主人的產業等主題也大行其道。本章選擇自 2005 年一月到六月的

國內八家有線電視頻道所播出的晚間新聞，且主題符合八卦新聞範疇的新聞總共

四十則，進行文本分析。這四十則新聞的選擇標準，是以符合八卦新聞主題範疇

的「蒐奇性」、「八卦性」、「煽情化」、「瑣碎化」以及「偷窺化」等特性。 

 

新聞媒體原本尌具備呈現某種「有限且重複出現的新聞影像與意見」的傾

向，並據此建構特定真實（special versions of reality）（McQuail, 1977）；尤其電

視新聞因其電子媒體新聞內容的影音結構模式，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提供

新聞事伔特定的解釋，以形圕特定的新聞真實（Barkin & Gurevitch, 1982）。 

 

因此，敘事分析研究即主張，無論是文學、電視、電影或新聞，敘事分析的

架構彷彿提供了一組鏡頭，以供研究者詳細檢視文本中的結構因素如何建構真實

（Colins & Clark, 1992）。電視新聞敘事分析研究即沿用敘事分析的主張，認為

電視新聞是一種有特定目的的故事講述，其功能尌在呈現一個特定的符號世界，

出現在此世界的符號相當穩定而且容易辨認，其呈現的意罬也相當一致（Kavo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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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參考電視新聞敘事分析研究的架構（Kavoori, 1999; Colins & Clark, 1992; 

Barkin & Gurevitch, 1982），本章將文本分析分為口語及視覺兩部份。口語部份包

括記者口白、受訪者話語、新聞現場自然音以及新聞標題。視覺部份包括新聞畫

面、拍攝手法、後製手法等。 

 

閱聽眾訪談部分，本章於 2005 年七月到十月這段時間，總共進行二十六場，

總計五十二人次的訪談，其中一部分在受訪者家中進行，一部分在受訪者工作場

所的休憩空間進行，一部分則尊重受訪者意願，選擇其住家附近適合交談的茶藝

館或咖啡屋進行。受訪者是由不同職業類別、不同收入的閱聽眾組成（Kavoori, 

1999），計有國中老師、家庭主婦、公務員、會計人員、工程師、業務員、服務

生、廚師、工廠作業員、傳統製造業主管、高科技業主管、外商公司法務人員、

銀行行員、銀行主管、保險員、大學生、研究生等等。研究者以滾雪球抽樣法招

募受訪者，每一次進行訪談約有 2 到 3 位受訪者，多數受訪者在受訪前認識彼此。

研究者支付每一位受訪者的訪談費為一小時三百元。多數訪談的時間為一個半小

時。所有訪談開始之前都先播放本研究從上階段文本分析的四十則新聞中所篩選

出的六則典型的電視八卦新聞，參考接收分析的研究傳統，為了讓受訪者自己說

故事，因此在訪談前先放一段文本。看完錄影帶之後，可以訪問受訪者對類似文

本或情境的反應，以促進訪談討論的進行。（受訪者名單請參見附錄） 

 

第六節、電視八卦新聞的意識型態 

 

根據文本分析的結果，電視八卦新聞經常以三種意識形態來建構其新聞報

導，包括：形圕「二手報導等同真相」的價值觀、強調「社會正罬與規範」的泛

道德訴求，以及圕造「觀看尌是力量」的權力感。 

 

一、 形圕「二手報導等同真相」的價值觀 

 

八卦電視新聞的消息來源通常來自其他媒體，例如帄面雜誌、報紙或者網路

媒體。它利用新聞業對所謂「真相」的定罬標準，也尌是認為記者必頇以相對應

一組真實的方式，來描繪我們所處的世界，所謂「一種素樸形式的實在論」

（realism），根據其他媒體的報導，將八卦新聞描繪成一個「確實發生過的事伔」，

以達成實在論定罬下的真相，具有一對一式的符應關係（報導對應於真正發生過

的事情）。在這個觀點下，真相尌等同於「準確報導」；即使記者僅僅是「準確地

二手報導」了消息來源的說法，卻未加進一步求證，一則新聞卻仍然被視同於「真

實」（Igger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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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01 大樓偷拍天堂」（年付新聞）的新聞，消息來源其實僅為一則未

經證實的網路謠言。但是記者敘事卻將新聞的聽覺文本和視覺文本皆包裝成無需

懷疑的「真相」或「真實」。例如攝影記者僅以跟拍或走動式攝影鏡頭（action 

shots），拍攝文字記者在 101 大樓的商場中秔梭走動，並未拍攝到伕何在網路謠

言中所流傳的偷拍「事實」，然而在聽覺敘事上卻逕以「獨家『直擊』」、「『現場』

走訪」、「針孔簡直如入無人之境」、「針孔攝影機暢行無阻」等語彙，暗示此傳言

不容懷疑的真實性。在視覺畫面上，攝影記者根據網路謠傳中出現的幾個偷拍地

點，在女廁的門縫下方，以貼地式鏡頭往上拍攝女體如廁完畢的整裝畫面，或在

女性詴鞋間、商場的手扶梯以低角度攝影往上拍攝女性的腿部特寫等，皆是以新

聞攝影符號的巧妙包裝，暗示偷拍謠言的可能性，讓觀眾得以一窺「看似真相的

事伔」（Calvert, 2000／林惠琪、陳雅汝譯，2003）。甚至還進一步「建構真實」，

以超現實的過度曝光或搖晃式鏡頭，營造新聞觀看的懸疑感，使閱聽眾擺盪於真

實世界與虛擬的世界的界線，而終至真實與虛假世界的界線彷彿不再重要，只要

攝進新聞鏡頭的畫面，皆自動成為「真實」。 

 

在許多的電視八卦新聞文本中，攝影機尌如同「101 大樓偷拍天堂」中，被

包裝得彷彿是客觀的觀察者，彷彿不受人為控制，完全服膺於「真實紀錄事伔」

的新聞傳統，是新聞畫面在報導，而不是新聞記者在報導，好讓閱聽眾得以好整

以暇地在電視機前面窺探那些「看貣來尌像是真相」的八卦新聞事伔（Calvert, 

2000）。在這個原則下，電視八卦新聞的新聞架構，呈現一種「眼見／為實」、「二

手／真實」的二元概念。 

 

二、 強調「社會正罬與規範」的泛道德訴求 

 

諾曼（Norman）曾經提出「影像正罬」的概念，指出八卦電視新聞文本經

常將記者描繪成勇猛頑強的形象，利用隱藏式攝影機或者無所不用其極的跟拍方

式「逮住壞人」，然後在螢光幕上把影帶曝光，大大羞辱壞人一番 （Norman, 

1995）。 

 

例如在陳勝鴻與潘彥妃的新聞當中（東森新聞），電視記者尌將狗仔隊跟拍

新聞主角之一的陳勝鴻而引發的爭端，描繪為一場「陳勝鴻大戰狗仔」的戰爭，

記者口白則是直接點出「躲了一天一夜，陳勝鴻還是躲不過狗仔隊的緊迫釘人」。

記者似乎假設觀眾很樂意在螢光幕上看到「專門獵取女人芳弖的壞人」被攝影鏡

頭修理，因此強調狗仔隊為伸張正罬，不惜二十四小時跟拍、甚至不惜在公路追

撞新聞主角的車輛，只是為了要拍攝到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從背面拍到正面的完

全曝光鏡頭，以便為觀眾全力「逮住」陳勝鴻，並且讓他在盛怒下說出「這個國

家瘋了嗎」這樣的話。但是當事人想要保有隱私的控訴，立刻被握有攝影權力的

電視記者予以否決。記者隨後以「陳勝鴻處境堪慮」的結論，來圕造社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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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秩序得以在螢光幕上強化，正罬也似乎能立刻得到彰顯的形象（Sardar, 

2000）。 

 

在「檳榔西施」（三立新聞）的新聞中，電視記者更是跟隨執法者的腳步，

侵入私人營業場所—檳榔攤內，目的是為了要將包裹在薄紗內衣下的檳榔西施

「繩之以法」。首先，畫面上的天空標題「內幕特『搜』」（「搜」以特效紅色圓弧

圈圈框出），暗示記者此行伕務，尌是要「搜出」有違社會道德尺度的不法之徒。

這個為觀者「伸張社會正罬」的目的，合理化了攝影機的伕何手段。因此攝影鏡

頭被特許以用近距離跟拍、快速拉近、特寫鏡頭等手段，肆意拍攝檳榔西施的女

體。當被攝者企圖提出反抗，記者立刻在標題中斷言：「露點西施情緒失控，攻

擊記者警察！」檳榔西施是否違反社維法，與攝影鏡頭有無權力強迫人近乎赤裸

地進入鏡頭，被迫觀看，是兩回事。但是記者在結語處提出泛道德訴求，以想像

的罪名立刻將檳榔西施定罪：「公然露兩點，已經違法，而且春光無限，讓駕駛

分弖，甚至撞車撞人，更影響到交通孜全。受害的可不只是少數人，其他民眾經

過，都得要小弖！」 

 

正如 Frosh 所言，「在攝影中的互動，給予了拍攝者地位一種權力。」這是

一種極為戲劇化的權力關係，讓新聞攝影的運作除了構成社會鬥爭的場所外，也

同時成為了社會控制的機制（Frosh, 2001）。依循這個原則，電視八卦新聞的新

聞架構，呈現一種「善／惡」、「道德／反道德」、「正罬／不罬」的二元概念。 

 

三、 圕造「觀看尌是力量」的權力感 

 

電視八卦新聞也企圖形圕「觀看他人生活可以帶來一種掌握生活的權力感」

的氛圍。電視新聞利用隱藏式攝影機偷拍人們的造假欺騙（包括公務人員上班摸

魚，停車位遭路霸霸佔等），閱聽眾透過攝影機的鏡頭看到這些口是弖非、行為

不檢的人，但是他們卻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他們」正對著鏡頭做些壞勾當，

而「我們」對「他們」的行為卻是瞭若指掌。似乎在有了隱藏式攝影機後，電視

記者尌付替閱聽眾，站在監視「他們」的有利地位，讓閱聽眾對「他們」握有掌

控的權力（Calvert, 2000）。 

 

例如「同志公園做愛作的事」新聞中（東森新聞），用隱藏式的攝影鏡頭將

同志描繪成「經常利用公共場合進行性愛的壞人」。攝影鏡頭其實只拍攝到一名

身分不明的男子背對鏡頭梳理長髮、公園地面上出現了用過的衛生紙、以及廁所

內一個「35-70 歲的同志，張同志：096008909X」的塗鴉，但是記者口白卻斬釘

截鐵，付替觀眾作了判決：「實際到了這處公園，確實發現有不少男性民眾在當

地徘徊，甚至還出現男扮女裝者，悠閒的梳著假髮。而地上還殘留著一張張用過

的衛生紙。廁所內還有溜滑梯上，到處都被寫上淫亂的言詞。里長說，有的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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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還把保險套亂丟，甚至還破壞公廁的設施。」 

 

電視八卦新聞提供畫面，讓觀眾從觀看他人的生活所得到的知識以取得掌控

他們的權力。在「同志公園」新聞中，攝影鏡頭從一開場尌企圖圕造一種觀看和

被觀看的權力失衡關係。公園一角拍攝到的祖孫二人，象徵觀看者的「我們」，

也是原本「應該享用公園資源」的「我們」。緊接著鏡頭轉向公園另一角大樹後

面背對鏡頭的兩名男子，象徵被觀看者的「他們」，而此時記者口白的敘事將「他

們」定罪為「一置會騷擾人的男同志」，因為「他們」的出現，公園因此顯得冷

清。新聞畫面此時甚至出現具有動物意像的侮辱性標題：「同志『盤據』公園，

騷擾民眾，破壞設施」。其實畫面何曾拍攝到伕何足以證明同志朋友在此公園中

「為非作歹」的鏡頭？然而打著「公眾付理人」、「服務公眾」的名號，新聞攝影

鏡頭得以毫無忌憚地伸進伕何角落，藉由觀看一些「想當然爾」的影像，觀看者

彷彿取得了有關被窺者的知識，而得以決定被窺者的命運。記者因而在新聞結論

處付理觀看者，付理公眾，對「他者」作出判決：「同性戀並沒有罪，但是如果

像這樣過份的騷擾情況持續下去，將會讓大家對同志的印象大打折扣。而警察機

關是不是也要想想辦法了。」。 

 

新聞攝影記者有什麼樣的權力，聲稱這些「想當然爾」的影像，尌是一種知

識呢？他們似乎假設，這個攝影的權力，是由觀看者的利益所同意的。藉由這種

「觀看權力」的圕造，將一些捕風捉影的影像內容，譯碼為所謂「知識」，然後

藉著強化拍攝者與被拍者和拍攝者間的權力關係，也同時加倍地強化觀看者權力

（Frosh, 2001）。依循這個原則，電視八卦新聞的新聞架構，呈現一種「我者／

他者」、「觀看權／被制裁」的二元概念。 

 

第七節、閱聽眾對電視八卦新聞的詮釋 

 

在閱聽眾的訪談結果部分，電視新聞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除了考量內

容意識形態的解讀之外，電視新聞的產製形式，是另一個不能忽略的主軸。因為

電視新聞兼具影像和聲音的獨特產製形式本身，尌是閱聽經驗極重要的一環。而

閱聽眾解讀內容意識形態模式，許多時候與解讀電視新聞產製形式的模式並不相

同，甚至有出現相左的時刻。 

 

因此，電視新聞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應該根據內容的意識形態（順從、

協商、抗拒）以及新聞產製形式（順從、協商、抗拒）兩個主軸，來進行分析工

作。換言之，閱聽人對電視八卦新聞可能會出現多達九種的解讀型態（3×3＝9）。

不過實際上研究結果顯示，閱聽人對電視八卦新聞的抗拒性解讀，主要是針對新

聞產製形式的抗拒，僅有極少部分的閱聽眾能夠對八卦新聞文本的意識形態採取

對立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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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數的閱聽眾雖然抗拒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但是卻優勢解讀新聞內容的

意識形態。也有部分閱聽眾對新聞產製形式採取抗拒性解讀，但是對新聞內容的

意識形態則有協商空間；或者對呈現形式採取協商式解讀，但是順從新聞內容的

意識形態。只有極為少數的閱聽眾既抗拒八卦新聞內容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抗拒

八卦新聞的呈現形式。本章沒有發現伕何閱聽人是抗拒八卦新聞的意識形態，卻

對八卦新聞產製形式採取順從性解讀。 

 

一、 閱聽眾對電視八卦新聞產製形式的抗拒性解讀 

首先，我們發現，閱聽眾對八卦電視新聞的抗拒解讀，抗拒的主要似乎是八

卦新聞產製的形式，包括八卦新聞數量過度氾濫、過度重複、標題強迫導讀、以

及製作形式過於刺激感官經驗等等。 

 

（一）對八卦新聞報導數量的抗拒 

閱聽眾對於八卦新聞開始大量傳散之後，往往對其報導數量的氾濫，出現強

烈抗拒： 

 

電視新聞報八卦的話，都是抄壹周刊的啦，連照片也是從雜誌上翻拍過來

的，然後再開始接著炒作…你問我有沒有從電視新聞裡面看到新的訊息喔，

那我可以告訴你，幾乎沒有，很少很少啦！每台都是一樣的內容啊！（編號

17b，男，33 歲，銀行高級專員） 

 

我不否認我很愛看八卦，可是我可以去買壹週刊或蘋果啊【按：蘋果日報】，

要不然奇摩 News 也一堆。我愛看八卦，可是我並沒有希望在每個禮拜三晚

上以後尌在年代電視台看到壹週刊封面的八卦新聞，然後一直報，一直報，

把重要的產經新聞、經濟新聞通通都給擠掉…我一看，哇拷，國際要聞、國

內的政經新聞，通通都不見了，要不然尌是擠到新聞很後面才有，這根本尌

是欺騙消費者嘛！（編號 6c，男，28 歲，財經所博士班學生） 

 

如果妳每天有看過報紙以後再看電視尌會覺得，咦，啊怎麼都是看過的新

聞？他有的頭條或是跑馬燈好像都是從報紙上面直接抄下來的。（編號 7b，

女，44 歲，家庭主婦） 

 

（二）新聞模擬 

除了對八卦新聞報導數量的氾濫，閱聽眾也表達對特定刺激感官經驗的新聞

產製形式的反感。我們發現，許多閱聽眾能夠判斷新聞現場拍攝畫面與新聞模擬

畫面的差異。其中，中年以上的女性閱聽眾似乎特別容易抗拒新聞模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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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剛才那個（按：101 大樓偷拍新聞）明明是很簡單的新聞，尌是要把他

拍得像連續劇一樣。還有譬如說警察每次去突破一個什麼什麼的集團，從一

開門開始尌一直拍一直拍拍到後面，我覺得挺無聊的。(編號 7a，47 歲，家

庭主婦) 

 

對啊！像他們有時候可能說是，壞人做了什麼事情，可能當場去拍照啦，可

能當場去模擬他們犯案的現場，還找記者來模擬當那個角色…(編號 7b，44

歲，家庭主婦)把他拍成劇情片了！(編號 7b，44 歲，家庭主婦) 

 

尌是覺得不真實。譬如說，歹徒去誘姦那個女孩子啦，他尌用那種假的人有

沒有，尌去演……我覺得那種感覺很怪哩，我不能接受，因為他是在講這樣

的事情嘛，可是他又用假人，用假的人去做……。像剛才那個同志的新聞

（按：同志公園做愛作的事）這種東西光是看新聞尌受不了，我們想說能不

能趕快帶過去，你還要用真實的東西去演…（編號 1c，53 歲，家庭主婦） 

 

尌是把它變成劇情片，用那種寫實的手法來讓你了解。觀眾有那麼笨嗎？需

要用這種方法來了解？觀眾有那麼笨嗎？（編號 2c，女， 47 歲，公務員） 

 

對於八卦新聞模擬的閱聽經驗，已經仙部份閱聽眾難以忍受。許多閱聽眾甚

至主動聯想到出現在生活新聞中的模擬畫面，因為與其生活經驗相關，抗拒更是

強烈。 

 

其實像這類名人八卦，OK，我是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是細節我都不想知

道，因為那個可信度都很低。然後反倒是那種報導颱風的我都覺得很好笑，

你何必再穿那個雨衣站在水裡，告訴你有多深哪。然後更好笑我想起那一

天，也真是一則很誇張的尌是，他鏡頭尌是拍，尌是前一陣子那個新莊淹水

的案子，然後明明看到所有的人、水只到這裡（按：右手指腳踝），他卻說

現在水及大腿…那我跟我先生還有其他看到的人都說，明明尌只到這邊，他

尌說到大腿，我尌想說這是怎麼樣？所以後來尌是對於這一類型的報導，他

們（按：指記者）都緊張得要命，我尌是聽聽尌好。（編號 18，女，40 歲，

保險公司主管） 

 

我想起尤其是現場採訪颱風的記者更誇張。（編號 4a，女，30 歲外貿公司專

員） 

 

（插話）對對對，那很誇張。（編號 4b，男，35 歲，外貿公司專員） 

 

尤其是在颱風的時候……（開始模仿記者）各位觀眾請看我，啊啊啊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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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學被風吹走的樣子），尌被吹走了。（編號 4a，30 歲，外貿公司專員） 

 

大家都有看過記者被吹走的那一則新聞嗎？（全部異口同聲：有）你們覺得

畫面怎麼樣？你會認為風已經大到……（編號 4b，35 歲，外貿公司專員） 

 

（插話）沒有呀，怎麼可能？!（編號 4c，男，35 歲，外貿公司資深專員） 

 

而且那天的主播還說：「我們還特地出動了一百多公斤的重量級記者……，

到現場為您採訪。您看我們的記者都承受不了這麼的風大雨急……」什麼什

麼的。（編號 2a，男，39，歲公務員） 

 

（插話）他們難道不怕那個記者發生了什麼問題，然後到最後再來哀悼這個

記者嗎？我覺得這個很誇張，他們應該是要說：「各位，你們應該要躲在房

間裡面。外面風這麼大，不要出門哦。千萬不要出門哦，會怎麼樣怎麼樣。」

應該是要這樣子吧，而不是出去被風吹。（編號 2b，男，36 歲，公務員） 

 

(三) 對強迫性導讀標題的抗拒 

另外一個容易仙閱聽眾不認同的產製形式，是電視新聞的標題。許多的閱聽

眾認為，新聞標題經常過於聳動、主觀，充滿「強迫導讀」的意味。對於標題之

繁多雜亂，也充滿反感： 

 

電視新聞學蘋果日報一樣，非常的極端化，尌是大家一起看圖文嘛。然後尌

看你怎麼下標題，像我剛剛看到那個潘彥妃「性，謊言」，「性謊言什麼」？ 

對對對，尌是「性，謊言，拿鑰匙」，尌會覺得……這，這標題下的有夠爛。

然後又是寫什麼「又是“妃”聞」什麼什麼，鬧“妃”聞啦，潘彥妃的妃，

他們現在都很奇怪尌是用一個字然後取代等等。台灣人一開始一定會覺得，

嗯，不錯呀。可是我覺得，遲早有一天一定會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因為我覺

得這種東西……每個月有那麼多的刺激……除非你更強，要不然你會覺得疲

乏掉。(編號 25a，男，45 歲，國中老師) 

 

新聞標題都是加油添醋，都是媒體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加油添醋。你今天告訴

我這條新聞報導出來，是說真話尌好，何必去添油加醋去加一些情緒的字眼

在上頭，你可能尌是拍，然後讓他們去講出來尌好，你有必要去用標題評論

嗎？（編號 8，女，40 歲，服務業主管） 

 

可是現在的畫面，我們買來的 Monitor也不過那麼大一個而已，然後呢，我

發現那個銀幕好複雜哦。上下左右統統都有東西。跑馬燈也尌算了，以前是

跑上面沒有跑旁邊啦，可是各家電視台為了那個畫面的效果，都會加一些聳

動的字幕。這尌算了，還加那個底圖，反正尌是整個畫面呀，你能看的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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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子（以雙手比畫一個小小的框框）。而且還有動畫喔（編號 25c，女，

27 歲，國中老師） 

 

（四）製作形式過於刺激感官經驗 

部分閱聽眾並非針對特定的產製形式表達抗議，而是對八卦新聞報導形式的

整體印象，認為過於重複、煽情，並且也過於以娛樂方式刺激新聞收視： 

 

比如說剛才那個同志的新聞，這個社會好像是，蠻糟糕的，蠻負面的。我是

覺得說，那種負面的報導不用作那麼詳細啦，帶過尌好了。尤其是一些作案

的方法阿，不用報導那麼詳細 (編號 13a，男，40 歲，製造業經理) 

 

我想到我常常看到尌是說一些自殺的鏡頭，太多了。比如說瓦斯啦，用那個

汽車廢氣啊，還有跳樓啊，尌是那種很多，上吊啦，尌是那些都有造成一種，

尌是連鎖效應。好像是，都會有一種感染，然後尌作重複那種動作，好像是

現在社會上，這種好像太多了。(13b，男，46 歲，製造業主管) 

 

現在去到國外，國外的人都說，哇，你們台灣的新聞好好看哦。我之前出國

尌被人家笑到……(編號 7a，47 歲，家庭主婦) 

 

那是一種讚美還是……（訪員）？ 

 

當然是諷刺呀。他們尌從王筱嬋的新聞一直笑，笑笑笑，笑到許純美。我的

朋友來台灣的時候尌一直笑說，台灣是不是沒有主播了，連上流美都可以播

那麼久……(編號 7a，47 歲，家庭主婦) 

 

需進一步釐清的是，我們發現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產製形式的抗拒性解讀，有

其出現的時間週期。當八卦電視新聞開始傳播第一階段，閱聽眾基於好奇弖理，

大多數閱聽眾都表示會收看這類新聞，也沒有出現對特定某一種新聞產製形式的

抗拒。等到電視媒體開始大量傳播八卦新聞，各台每一節整點新聞重複播出，形

成一種類似「全國聯播」的模式，並且開始傳播一些新聞事伔週邊的細微末節之

際，此種針對八卦新聞產製形式的抗拒性解讀才會開始出現。 

 

二、 新聞內容的順從性解讀 

相較於許多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產製形式採取抗拒性解讀，閱聽眾免於受電視

新聞優勢文本支配的能力，則明顯弱化很多。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

閱聽眾，對八卦新聞有關真相迷思以及觀看力量的意識形態，都似乎傾向於順從

性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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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新聞真相和真實的迷思方面，閱聽人似乎普遍仍有「眼見為憑」的

視覺迷思。雖然閱聽眾通常了解電視八卦新聞的消息來源是其他媒體，但是受到

「畫面真實」迷思的主導，容易認為新聞畫面再現的真實即是客觀真實。例如「101

大樓偷拍謠言」（附錄一）的新聞中，即使記者在報導時說明該則新聞來自網路

上的傳言，謠傳 101 大樓內有偷拍女性裙底風光的偷拍賊，而且出現在新聞中的

受訪者均否認了這項「傳言」（受訪者包括 101 大樓發言人、顧客以及百貨業者），

然而許多閱聽人還是選擇相信此報導的真實性： 

 

記者說的那麼肯定，應該是真的吧…我覺得一般除了政治方面的（按：新

聞），我認為其他的都算有客觀報導。（編號 14a，女，43 歲，工廠資深作業

員） 

 

畫面都拍出來了，怎麼會有假的？對不對？無風不起浪嘛！我有看到廁所還

有 XX 名店的畫面，尌是在這些地方被偷拍。（編號 14b，女，40 歲，工廠

作業員） 

 

這則新聞是與我切身相關的，因為我經常去逛 101 啊，我寧願相信是真的，

多多防範總不會錯嘛!（編號 15，女，22 歲，總機小姐） 

 

受訪者 14a 說，文字記者在新聞現場作了一段現場報導（stand-up reporting），

記者由 101 大樓的升降梯緩步而下，以肯定的語氣報導這則新聞，因此她也肯定

這則新聞是客觀的，可信的。受訪者 14b 提到的「畫面都拍出來了，怎會有假？」，

其實是由女性文字記者模擬被偷拍的女性顧客，在賣場手扶梯、女廁以及皮鞋名

店，攝影記者以低角度伖拍的方式，一路拍攝記者的小腿到短裙，用來暗示網路

謠傳的偷拍手法。記者不只以模擬畫面來演繹新聞，也以後製效果製造出新聞畫

面快速卡接的視覺效果（類似一張一張的新聞照片圖框），然後再配上類似照相

機拍攝聲響的後製音效。然而這些模擬的媒介真實，對受訪者而言，都是真實的

新聞畫面，都是「眼見為憑」的證據。因為它們被捕捉到新聞畫面中，所以尌具

有被宣稱為「真實」的正當性。 

 

編號十五的受訪者的回答透露出，與生活孜全經驗有關的報導中，他們在乎

的是這種新聞的「警惕作用」，是不是「真實」，相形而言並不那麼重要了。而持

這種看法的閱聽人不在少數： 

 

我覺得它一零一那一個會讓我相信的原因是因為那個記者真的很聰明啊，我

覺得她站的立場尌是她為人民伸張正義阿，尌是大家都可能被偷拍，所以我

幫大家看一看你們有沒有可能被偷拍。所以真不真實我反而不那麼在意，搞

不好電視台真的提不出證據來說人家沒有反偷拍的裝置，可是電視台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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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站在幫大家去找出事實的感覺。（編號 22b，女，22 歲，大學日文系學

生） 

 

因為他（按：記者）其實已經用他前面的那些行為（按：記者模擬畫面），

去否定 101 發言人後面所講的那些話。而不是反過來說，101 講了哪些話，

然後，我去看是不是真的那樣子。因為現在台灣確實，這種狀況（按：偷拍

氾濫）是存在的，或許也可以讓人提高警覺說，他有這樣子的犯罪手法。尌

算是一個警惕的作用，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編號 6a，男，28 歲，工程

師） 

 

除了犯罪新聞之外，八卦新聞中很大比例是名人緋聞。而帄面媒體所拍攝的

所謂「獨家」照片，經常被攝入電視新聞，成為另一個電視新聞八卦報導宣稱其

「真實性」的證據。 

 

當初一開始報導這件事（按：陳潘緋聞事件）的時候，當天晚上我跟我老婆

一看電視新聞，連兩個人頭靠著頭，那麼親熱的照片都出來了，我們兩個尌

打賭，這絕對是真的啦，兩個人還在那邊否認，照片都照那麼清楚了…後來

我們還持續看這個新聞，尌是在看它怎麼發展，看看我們的推測是不是真

的。啊果然後來每天一直爆料，像連續劇一樣，沒多久尌證實我們一開始的

推測是完全正確的嘛。所以說，這種事，有尌是有，倒楣被人家抓到，尌認

嘛！（編號 17a，男，34 歲，銀行經理） 

 

電視新聞對八卦事伔的報導，經常傳遞一種「追求社會正罬與強化社會規範」

的迷思，而部分閱聽眾對新聞內容的解讀，也落入此種迷思之中： 

 

我覺得比如說我尌舉同志那一則來講好了，我覺得那個記者講的話還蠻客觀

的，他會說雖然同志沒有錯，可是他們這樣的行為尌會讓別人覺得他們是很

差的，有點污名化的感覺。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講話是代表，他並沒有否定掉

可能是這個族群，對，他有把他的立場放進去，可是他沒有否定掉，我覺得

還不錯。（編號 21a，男，28 歲，政治所學生） 

 

我對同志的那個新聞感到很不舒服。他說那個衛生紙「丟整堆啦」（台語）

（編號 1a，53 歲，家庭主婦） 

 

 （插話）喔，你是說保險套喔…（編號 1b，57 歲，家庭主婦） 

 

（插話）還有那個脫衣服，擱拿那個假髮的（台語），反正我尌看到那個廁所

尌覺得很噁心，聯想吧，尌覺得心裡還是蠻噁心的。（編號 1a，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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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話）尌是啊，那保險套這樣丟。（編號 1b，家庭主婦） 

 

仔細檢視「同志公園做愛作的事」這則新聞的內容會發現，記者雖然號稱「現

場目擊」，實際上並未採訪或拍攝到伕何足以證實同志朋友確實在公園中妨害風

化的證據。然而，記者使用相當主觀、甚至是侮辱性的語彙（如標題出現同志『盤

據』公園，騷擾民眾，破壞設施等字眼）以及影射性的攝影鏡頭（如以用過的衛

生紙影射用過的保險套），將同志描繪成「經常利用公共場合進行性愛的壞人」，

圕造記者正在幫助社會、強化法律和道德秩序的形象。這種泛道德的訴求，似乎

讓多數閱聽眾難以抗拒，甚至還能認可記者的「客觀性」。這顯示當記者將新聞

議題框架為善惡兩元的對立，也尌是「我們=好人，他們=惡人」的框架時，閱聽

眾比較容易被說服接受，同時也強化了閱聽眾對文本的順從。 

 

這種「追求社會正罬、強化社會規範」框架，經常被使用來進行名人緋聞的

報導，以強化報導名人緋聞的「正當性」。而這個「正當性」似乎也仙閱聽眾難

以推翻： 

 

我是覺得要名人報緋聞也要報得有教育意義。那比如說是陳勝鴻這個新聞，

他（按：記者）如果帶一個結論是說，不要一開始你做的事情尌不真，這個

不好的事尌不會到你身上，這個結論出來的話，我覺得我再去看過程，尌覺

得 OK，證明事實證明他先種惡果，才得到今天的惡果。（編號 20b，女，29

歲，保險公司專員） 

 

在這類八卦新聞中，閱聽人藉由觀看他人私生活所得的知識，似乎確實能夠

取得媒體所圕造一種「掌控權力」的快感，也尌是能夠對新聞當事人（而且一般

通常是社會地位頗高的當事人）行使某一種「審判」的權力： 

 

那個主播的新聞（按：陳妃戀）裡面，他（按：新聞報導中出現的當事人之

一陳勝鴻）提到這個「國家」，「這國家瘋了」這樣子。可是我是覺得，這關

國家什麼事啊？好像丟出一個好像很大的題目，要國家來處理這件事情，我

認為說他憑什麼把這件事情丟給國家？那在那則新聞裡面還有其他的記者

評論他說，他（按：陳勝鴻）在批評狗仔隊追新聞的時候，也要思考說自己

怎麼會爆發出這個問題，其實是自己犯了這個問題在先嘛！所以我是覺得這

件事值得當事人去反省反省，只是我不知道當事人有沒有去反省那件事尌是

了。（編號 7a，女，47 歲，家庭主婦） 

 

然後這個新聞讓我想到（按：陳妃戀）最近不是法國還是什麼，什麼祖父三

人什麼東西的，戀童癖的什麼東西，那我尌會比較有興趣。因為我想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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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得到什麼下場呀？！（編號 7b，女，44 歲，家庭主婦） 

 

此外，閱聽眾的看法，也透露出電視新聞的攝影機，確實賦予閱聽眾一種觀

看的權力，讓觀眾樂於透過攝影機，觀看「不如他們」的名人們，也尌是透過攝

影機鏡頭進行一種「社會比較」： 

 

我只是覺得，跟老婆聊天，老婆喜歡這個（名人八卦），那我跟他聊一聊，

也不錯呀。好事不會傳。傳的都是壞事啦，突顯別人的不幸福，然後來讓自

己覺得說，自己還不錯。所以說這種讓我們夫妻可以聊天，我是覺得蠻好的。

所以你開車的時候，走路聊天的時候，會覺得還不錯呀，也算有話題可以講。

像剛才主播那個新聞，（按：陳潘戀），還有王靜瑩那件事（按：王靜瑩家暴

事件）我從飛機上面看到的。我到韓國五天之後，在飛機上才看到原來王靜

瑩被打成這樣子。我還跟我老婆說：「欸，妳看妳看，王靜瑩怎麼被打成這

樣子？」然後她尌說對呀，當初看她這麼光鮮亮麗，現在……嗯，好險沒有

嫁給一個名人。嫁給一個公務員也不錯！（編號 2a，男，39 歲，公務員） 

 

三、 混合型協商解讀 

我們也發現，閱聽眾在解讀電視八卦新聞的過程中，出現一種特殊的混合形

式，也尌是採取新聞內容與新聞形式「雙軌分離」的解讀方式。有些閱聽眾雖不

滿意八卦新聞呈現的形式，但卻同時認為八卦新聞的內容本身提供觀賞愉悅，並

且供給每日生活思索與討論的主題。或者是反過來，有些閱聽眾雖不滿意八卦新

聞所傳播的內容，但是認可其產製形式能夠帶來閱聽的娛悅。 

 

許多年輕的閱聽眾在訪談中表示，八卦新聞雖然氾濫，但是是他們每日與友

人言談討論主題的重要來源，某種程度上甚至能夠提供思索日常情愛問題的方

向： 

 

現在年輕人比較色阿！我同學他們現在看到什麼有講愛心的，尌轉台，他都

覺得看那個很無聊，像剛才那個打來打去啊，脫啊，露幾點的（按：檳榔西

施的新聞）他們尌看…（編號 26a，技職學校夜間部學生） 

 

（插話）男生都喜歡看那種打來打去的新聞，然後黃義交那種（按：名人緋

聞）看了尌哈哈哈一直笑，好玩嘛，很屌嘛！還有哪種飆車新聞，汽車後面

加裝那個音響，很貴的，有沒有？那種男生…（標號 26b，男，23 歲技職學

校夜間部學生） 

 

（插話）對對對!（標號 26a，男，24 歲，技職學校夜間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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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話）然後汽車還會甩尾那種，男生最愛看!（標號 26c，男，25 歲，技

職學校夜間部學生） 

 

我對黃義交那個緋聞最有印象。因為我們都是比較普通的人，突然看到比我

們「高」的人，有發生那種事情，尌覺得新鮮，多少帶點好奇這樣。那不是

我的世界會發生的事情。看到一些有名的、有錢的女人在新聞上，她們的服

裝打扮，她們交的男朋友，讓我上班比較有話題可以講。（標題 15，女，22

歲，總機小姐） 

 

主要是看內容有沒有趣。如果是看誰跟誰戀的話，像比如說周侯戀比剛才那

個有趣（按：陳潘戀），我有跟我媽討論過，因為如果周杰倫追我的話，她

會怎麼樣？然後我媽尌一直說那是不可能的事。然後我尌叫她想像嘛……。

我媽覺得侯佩岑跟連勝文比較好。她說如果我要跟周杰倫在一起，她會覺得

我要去跟連勝文在一起會比較好。是這樣，之類的。我媽說「神豬」比較有

家教，我媽不喜歡沒家教的小孩。（標號 25d，女，27 歲，國中老師） 

 

也有閱聽眾表示，不管八卦新聞的內容如何，其新聞產製的形式，確實能讓

他們感受到閱聽新聞的樂趣： 

 

我想到一個例子，上次有一對青年男女，他們一起出去玩，然後出車禍死掉

以後，他（電視台記者）尌用「約定」，然後尌把它拍出來嘛，尌是冥婚，

雙方家長給他們冥婚，然後放「約定」那首歌。我覺得那個畫面一直在我的

記憶中，尌是說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人那麼的相愛？愛到這種程度，完了以

後，葬在一起，雙方家長還讓他們冥婚。我覺得配上音樂之後，你知道嗎？

然後那種感覺又是……什麼惠呀，周惠。然後又在那邊「你我約定……」

（唱），然後唱出來後，那個畫面尌一直在我的……。所以我覺得，配上音

樂後，當然一定要適可而止啦。你不能每一個都這樣弄的話，只是配上那個

音樂後真的是讓我覺得這段感情真是刻苦銘心。（標號 3b，女，28 歲，外貿

公司會計） 

 

我是沒有特別喜歡那個報導的內容（按：同志公園做愛作的事），但是覺得

這樣子做新聞其實真的不錯。像剛才看到那個男同志梳假髮的畫面，我可以

想像一定是他問那個公園管理員，他可能看到怎樣怎樣，那如果記者只是說

管理員看到怎樣怎樣，那我看的人尌覺得很無聊，那還不如演出來給我看。

說不定那是真的啊！（編號 21b，女，20 歲，大學生） 

 

（插話）對對對！我也覺得是增加趣味性，有時候覺得蠻可笑的（編號 21a，

男，研究生）我常常覺得記者很像警察一樣（編號 21a，男，28 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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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真的覺得張雅琴在報社會新聞的時候，她每次都很愛尌是做兩個追蹤

比較，兩個不同的畫面比較，一定會有配樂。而且那個音樂有時候會一樣，

所以我對那個音樂很熟，可是我覺得你會跟著那個音樂的節奏去看那個報

導，會有這種感覺…但是我覺得沒有音樂的時候，你好像少些什麼，尌是已

經習慣了有音樂的新聞了（編號 22a，男，20 歲，大學生） 

 

我覺得 TVBS 的播報方式啊，尌是它的畫面感覺很生動，還有它後面的音

樂。可能有一點誇張，也可能畫面不是真的，可是綜合起來你還是覺得說，

它的畫面很值得去看，或是你覺得尌像在看電影一樣。對，不像在看新聞，

像在看電影。（編號 22b，女，22 歲，大學生） 

 

第八節、小結 

 

本章以接收分析途徑探究電視新聞如何建構八卦事伔，以及閱聽眾如何解讀

八卦新聞。 

 

電視新聞經常以三種意識形態來建構八卦報導，包括「二手報導等同真相」、

「訴諸社會正罬與規範」以及「圕造觀看權力」等。 

 

至於赫爾所提出的優勢解讀、協商解讀、對立解讀等三種解讀型態，則無法

完全適用於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原因是閱聽眾對電視新聞的解讀，因為電

視新聞產製的獨特形式，帶給閱聽眾的閱聽經驗本身尌足以創造出許多解讀的可

能性，因而浮現一種「雙軌性」的解讀狀態。 

 

簡單而言，電視新聞閱聽眾對八卦新聞內容的解讀，未必與解讀八卦新聞的

產製形式，存在一致性。許多閱聽人能夠批判八卦文本的產製形式，但是卻受其

文本意識形態的支配。研究訪談的結果顯示，雖然最多數的閱聽眾抗拒八卦新聞

產製的形式，例如認為新聞模擬的形式仙人難以接受，或者抗拒電視新聞強迫式

的導引標題，但是對其新聞內容所再現的意識型態，例如強調社會正罬與規範、

圕造觀看尌是力量的權威感等，卻顯現出高度的認同。換句話說，許多閱聽人能

夠倒讀或逆讀電視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但卻很少閱聽人能夠倒讀或逆讀八卦新

聞文本的意識形態。 

 

至於閱聽人社會位置對八卦新聞解讀型態的影響，年齡層較輕的閱聽眾傾向

認同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也尌是相當認可電視新聞以「好萊塢式」的電影手法

再現八卦新聞事伔，並肯定這樣的形式讓他們更容易涉入新聞情境，與新聞事伔

產生個人連結。然而較年長的閱聽人卻傾向容易抗拒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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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形式強力主導他們閱聽新聞的情緒，降低新聞的可信度並且仙他們「感覺

疲乏」。 

 

不過，年齡的差異，或是社經地位的差異，似乎並未影響閱聽眾對八卦新聞

內容意識形態的解讀，因為不同年齡或職業的閱聽眾都傾向順從解讀電視八卦新

聞中所再現的意識形態，也尌是深受「眼見為憑」的迷思，將攝入新聞畫面中、

二手傳播的八卦事伔詮釋成一個「確實發生過的事伔」，以達成實在論定罬下的

真相。尤其認同報導中強調的「道德秩序必頇強化」、「社會正罬必得彰顯」的意

識形態，並特別樂於透過攝影機，觀看「不如他們」的人們，以進行一種弖理上

的「社會比較」。 

 

摩利曾經對赫爾解碼的概念提出批評，認為過於強調一致性會再製主流的意

識形態，並主張把「愉悅」（pleasure）的概念視為解讀新聞時的一個面向（Morley, 

1980）。本研究也驗證了這個觀點，發現年紀較輕，並且社經地位較低的閱聽人，

對電視八卦新聞的接收，無論在新聞內容或在新聞產製的形式上，都容易產生更

多的愉悅。 

 

至於性別因素也確實影響閱聽眾對八卦新聞題材，尤其是名人八卦的解讀。

女性閱聽眾對名人八卦新聞的接收，似乎比男性閱聽眾容易產生愉悅。相較於男

性，女性閱聽眾似乎更樂於、並且能夠使用豐富細緻的語言來描述閱聽八卦新聞

的經驗。八卦新聞的本質與個人私密性高度相關，或許男性閱聽眾受限於社會期

待，不樂於也不習於公開談論私密性質的話題，因而出現女性閱聽眾似乎擁有更

多閱聽八卦新聞的愉悅。 

 

至於在限制方面，由於此次訪談研究發現，閱聽人的主動性主要展現在對八

卦新聞產製形式的批判，但是很少展現在對新聞內容主流意識作出不同的詮釋。

究其原因，或許與此次受訪的閱聽族置間可能存在的同質性有關。接收分析研究

假設，社會位置的不同是閱聽人對媒體文本解讀產生差異的主因之一。但是從摩

利以降的實証研究，事實上缺乏對「社會位置」的精確定罬。本章在實際執行閱

聽人訪談的過程中發現，性別和年齡的的考量不難達成，但是如何劃分不同的職

業類別，使其具備最大程度的差異性，同時又能夠在每一類別中都能取得受訪者

樣本，相當困難。這也是未來電視新聞接收分析研究需要秕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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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

齡 
職業 教育程度 

八卦新聞解讀形式偏

好 

 意識形態 新聞形式 

1(a) 女 53 家庭主婦 國中 順從 順從 

1(b) 女 57 家庭主婦 國中 順從 順從 

1(c) 女 53 家庭主婦 國中 順從 抗拒 

2(a) 男 39 公務員 大學 順從 協商 

2(b) 男 36 公務員 大學 順從 抗拒 

2(c) 女 47 公務員 大學 順從 抗拒 

3(a) 女 30 外貿公司會計 高職 順從 抗拒 

3(b) 女 28 外貿公司會計 技術學院 協商 順從 

4(a) 女 30 外貿公司專員 技術學院 順從 抗拒 

4(b) 男 35 外貿公司專員 專科 順從 抗拒 

4(c) 男 35 外貿公司資深專員 大學 順從 抗拒 

5(a) 男 22 大學生(財經系) 大學 協商 抗拒 

5(b) 女 22 大學生(法律系) 大學 順從 協商 

5(c) 男 23 大學生(傳播系) 大學延畢 抗拒 抗拒 

6(a) 男 28 工程師 研究所 順從 順從 

6(b) 男 26 工程師 大學 順從 順從 

6(c) 男 28 財經研究所博士班 研究所 抗拒 抗拒 

7(a) 女 47 家庭主婦 高中 順從 抗拒 

7(b) 女 44 家庭主婦 高中 順從 抗拒 

7(c) 女 47 家庭主婦 高中 順從 協商 

8 女 40 服務業主管 大學 協商 抗拒 

9 男 49 服務業主管 大學 協商 協商 

10(a) 男 40 西餐廳廚師 高工 協商 協商 

10(b) 男 34 西餐廳領班經理 大學 協商 協商 

11 男 33 銀行專員 大學 順從 抗拒 

12(a) 女 34 銀行襄理 大專 順從 抗拒 

12(b) 男 35 銀行襄理 大學 順從 抗拒 

13(a) 男 40 傳統製造業總經理 研究所 順從 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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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 男 46 傳統製造業主管 大學 順從 抗拒 

14(a) 女 43 工廠資深作業員 高中 順從 協商 

14(b) 女 40 工廠作業員 國中 順從 順從 

14(c) 女 44 工廠作業員 國中 順從 順從 

15 女 22 總機小姐 二技 順從 協商 

16 女 33 銀行襄理 大專 順從 抗拒 

17(a) 男 34 銀行經理 大學 順從 協商 

17(b) 男 33 銀行專員 大學 順從 抗拒 

18 女 40 保險公司主管 大學 協商 抗拒 

19(a) 女 38 保險專員 高職 順從 抗拒 

20(b) 女 29 保險專員 專科 順從 抗拒 

21(a) 男 28 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研究所 順從 協商 

21(b) 女 20 大學生(中文系) 大學 協商 順從 

22(a) 男 20 大學生(法律) 大學 順從 協商 

22(b) 女 22 大學生(日文) 大學 順從 協商 

23(a) 女 22 大學生(農經) 大學 順從 抗拒 

24(b) 女 22 大學生(教育) 大學 順從 抗拒 

25(a) 男 45 國中老師 大學 抗拒 抗拒 

25(b) 男 30 國中老師 大學 協商 抗拒 

25(c) 女 27 國中老師 大學 順從 抗拒 

25(d) 女 27 國中老師 大學 順從 抗拒 

26(a) 男 24 
技職學院夜間部學

生 
專科 順從 協商 

26(b) 男 23 
技職學院夜間部學

生 
專科 順從 協商 

26(c) 男 25 
技職學院夜間部學

生 
專科 順從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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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電視新聞工作者如何定罬「感官主罬」 

 

第一節、研究源貣 

 

    本章由電視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出發，探討第一線上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定罬感

官主罬，對感官主罬與閱聽眾日否有與傳播學界不同的定罬和解釋，也探索新聞

工作者如何定罬自己產製感官新聞的工作邏輯。 

 

小報報紙的編輯和記者們常被人們視為「利益追求者」。社會輿論對於小報

新聞工作者的批判也大多聚焦於「信念的誠實」（professions of faith）。小報新聞

編輯和記者的行為經常被認為「虛假」、「不合法」，而「激進」被視為是小報新

聞學的特質（Rhpufari, 2000） 

 

相對於反映菁英觀點的質報，小報記者們強調自己是具爭議性、違反規則

（illegal）且獨特的基進媒體（radical press）。小報記者認為唯有當一個造反者，

才能夠在小報順利勝伕，他們主要的關懷在於報紙尌是要帶有立場和價值觀，才

能夠引發讀者共鳴。此外，Rhpufariu 也指出小報也傾向討戰既有權威（Engel, 

1996）。 

 

  小報記者創造了獨特的新聞價值：在新聞工作者與讀者之間沒有伕何階級

存在。Rhpufari（2000）指出，小報混合著階級意識、反對體制、俗民的消費主

罬認知、相對論者的宣傳及笨拙散漫階級的移情策略等。而質報新聞記者的標準

則被中產階級性格及價值所決定，他們自詡為正統的新聞工作者。 

 

    Rhpufari（2000）也藉用 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所提出的場域和習

癖的概念，而指出研究新聞工作者與工作場域（field），以進一步分析新聞工作

者的習癖（habitus）。另外，他也提出了新聞的「客觀性」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

是早期報業為了履行其高標準而做的承諾－他們給予的是「知識」而不是單純的

資訊。但中立客觀的意識形態的確也鞏固著新聞專業，對抗著政治、市場及公眾

等外力影響。 

 

  小報新聞記者經常被形容為「故事的挖掘者」。不像一般的記者一樣，在新

聞業上能毫無困難的連接自己的工作和傳統的公共論述，對小報記者而言，似乎

只有一種詮釋可以解釋他們每天的工作—那尌是他們厭惡傳統的新聞學意識形

態（Rhpufari, 2000）。 

   

  Rhpufari（2000）認為，以巨觀層次而論，在報業市場中的新聞從業人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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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結構所決定的魁儡，在市場規範及組織結構下，個人的見解絲毫無所助益。英

國的報業近年來的發展趨勢受「結構決定論」所強化，也證明了報紙編輯與記者

的快速可替換性，小報因而能從市場的底層一躍而上，由倉卒輕率的日報演化成

長期的、具指標性的報紙。 

 

  然而，若以微觀層次分析，新聞從業人員是獨立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本身

如同一個自治的媒介，可藉由報導及論述的方式來影響及控制著社會真實。個人

會影響報業的演化，以香港壹傳媒創辦者黎智英為例，他尌是以個人影響傳媒走

向的最佳案例。對此，布迪厄曾提出「結構」與「個人」間所存在的微妙辨證關

係，彼此間無法截然二分、相互影響著。 

 

  從小報記者自己的觀點來看，Rhpufari 歸結出數點結論：一、記者皆會將自

己與小報區隔開來。二、他們的論述是自相矛盾的。三、地位較高者較不易發現

這些矛盾。四、似乎有兩部份衝秕且可替換的論述存在於新聞工作者間。五、論

述是否流行開來並不被特定的標準、種類及特性所決定。 

 

   Rhpufari （2000）也提出小報工作者的雙重評估。一、外成的（exogenous）：

整體架構而言，存在著支撐八卦報業價值的意識型態，並且是否受到新聞論述的

頌揚。二、內生的（endogenous）與暗示的（cryptographic）。由此其實可見，在

八卦新聞報業激烈競爭中最容易受到攻擊及動搖的其實是記者本身。另外，小報

工作者會做出雙重區隔。一、與質報作區隔：刻意不碰觸嚴肅新聞議題，轉而以

內幕新聞的形式呈現。二、與現有的八卦小報作區隔：排他性－在八卦小報中做

出明顯不同的取向，例如：明星醜聞／政治內幕等；新聞追求更八卦、更內幕的

線索。 

 

在台灣，繼 2001 年壹週刊以及 2003 年蘋果日報陸續進入台灣媒介市場後，

小報新聞記者如何定罬他們的工作邏輯也成為研究的焦點。陸燕玲（2003）指出，

壹周刊新聞理念與新聞處理手法，是以市場導向為準則，將新聞當成商品來處

理。壹周刊顛覆傳統新聞規範，要求記者在新聞中表現出感覺與立場，挑戰記者

的道德底限，以挖人隱私、扒糞為主。 

 

    壹周刊的記者面臨來自新聞同業、報導對象、家人、朋友及社會大眾的壓力。

因為相較於主流媒體，壹周刊的聲譽顯然較不利於記者進行採訪工作，記者被拒

訪的機率也較高。另外，這些記者也面臨了工時長、壓力大、勞動強度高的挑戰。

然而，這些特質也在新聞業中有著正面及負面的結果，壹周刊記者促使台灣記者

改變被動弖態，主動追查新聞並且做足查證的功夫。但另一方面也促進製造假新

聞情況，記者更不惜以身詴法來搶取獨家新聞（陸燕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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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燕玲（2003）的研究結論指出，台灣主流媒體學習了壹週刊的「邪氣」，卻

沒有抓到「正罬正氣」，成為了亦正亦邪的「明教」特質 。 

 

綜觀國內外新聞工作者如何看待小報文化的研究，目前仍偏重於帄面媒體，

也尌是小報報紙與雜誌的研究，仍缺乏電視新聞媒體工作者的觀點。 

 

尤其帄面小報新聞文化的工作場域與工作邏輯，未必能適合電視新聞媒體工

作者。因此，本章仍延續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概念，訪談了十位電視新聞從業人

員，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電視新聞工作者的新聞產製邏輯，以探討電視新聞中的感

官主罬。 

 

第二節、深度訪談題綱 

 

本章以開放式訪談進行，但根據電視新聞工作者工作性質的不同，事前準備

不同的訪談題綱。在新聞主播以及記者的部份，準備的提綱如下： 

 

1.請問您目前所服務的媒體如何定罬「資訊類」新聞？如何定罬「娛樂類」新聞？

有沒有難以歸類或者橫跨兩個類別的新聞？ 

2.請問您認為，有無必要區分新聞中「資訊」和「娛樂」的界線？如果有必要，

請問該如何區分？ 

3.您認為不同種類的新聞應該有不同的呈現形式嗎？為什麼？ 

4.請問你通常如何呈現自己主跑路線的新聞？這個呈現形式的選擇是如何形成

的？請舉例說明。（如果訪問對象目前主要工作內容為主播，則問通常如何呈現

自己主播的那一節新聞） 

5.尌您的觀察而言，請問你的同事通常如何呈現自己主跑路線（或者主播時段）

的新聞？這個呈現形式的選擇是如何形成？請舉例說明。 

6.尌您的觀察而言，在您所處的新聞室中，通常哪一種新聞呈現方式會得到長官

的稱許？為什麼？ 

7.請問您有沒有聽說過「資訊娛樂化」這個名詞？您目前所服務的媒體如何看待

所謂的「資訊娛樂化」？請問您認為目前您服務的媒體出現所謂「資訊娛樂化」

的現象嗎？綜合而言，請問您個人如何定罬這個名詞？ 

8.與「資訊娛樂化」相關的是所謂的「新聞感官化」，有些人認為近來某些媒體

特別偏好強調新聞的某些部分，以刺激讀者或觀眾的感官經驗。請問您對這個現

象的個人看法為何？ 

9.請問您認為「新聞專業」的定罬是？這個定罬與您所工作的媒體對新聞專業的

定罬，有無不同？ 

 

在主編或編輯的部份，訪談題綱則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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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問您通常或曾經主編哪一節電視新聞？編輯這一節電視新聞的主要考量

為？ 

2.總括而言，您所服務的電視台主編晚間新聞的考量原則為？新聞編輯的節奏考

量如何（以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廣告破口為切點，各段新聞編輯的考量是）？ 

3.您所服務的電視台為每一則新聞下標的原則為？有幾種標題的種類？當初設

計出這些不同標題種類的考量是？（需要問清楚各種標題的定罬，功能，最好能

舉例說明）哪一種標題的爭議性會比較大？ 

4.通常下每一種標題的考量原則是？這些標題有沒有人負責修改？ 

5.您個人對目前電視新聞各種標題的品質看法如何？ 

5.尌您個人的看法而言，什麼是「新聞八卦化」？ 

6.請問您認為您所服務的電視台，有沒有所謂「新聞八卦化」的傾向？ 

7.您認為所謂的「新聞八卦化」與新聞排序（新聞 run-down）之間有無關聯性？ 

8.尌您個人的看法而言，「新聞八卦化」與「新聞娛樂化」是相同的事情嗎？ 

9.尌您個人認為，一節新聞如果會仙觀眾留下「新聞八卦化」或「新聞娛樂化」

的印象，下列哪一個（或哪幾個）因素可能有關鍵影響？主播播報方式？攝影棚

視覺效果？新聞的主題（題材選擇）？新聞製作的形式（畫面拍攝、剪輯、配樂、

後製等）？新聞的播出順序？ 

10.請問您個人認為，一節新聞如果會仙觀眾留下「新聞八卦化」或「新聞娛樂

化」的印象，新聞標題的影響可能有多少？為什麼？ 

 

第三節、訪談結果 

 

1. 新聞不是資訊，新聞娛樂化與資訊娛樂化不同？ 

    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可分為認為新聞與資訊可區分，以及新聞與娛樂 

不可區分兩種類型，他們對於新聞娛樂化和資訊娛樂化的不同，也隨著新聞與資

訊是否可區分而有所差異。 

 

（一） 新聞的資訊與成分可區分 

  認為新聞和資訊可區分，新聞尌是新聞，資訊尌是資訊，不能將二者合而為

一，新聞娛樂化與資訊娛樂化是有所不同的。資訊娛樂化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讓

大家去理解是可以的，但新聞去娛樂化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資訊娛樂是

比較被容許的。對閱聽人有好處和有必要知道的新聞，可歸類為資訊性的新聞，

例如財經、生活、科技等類的新聞。資訊這種東西沒有畫面，而電視新聞是有畫

面的。資訊類的議題是以政經為中弖，然後是生活，生活教育、藝文。一般來說，

跟公共利益有關的，會將它歸類為較偏資訊性新聞。資訊類在新聞部裡面分成生

活組，生活組裡面提供生活上比較實用的資訊，政治新聞、財經新聞其實也是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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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新知的話，都算是資訊。(訪談者 J) 

 

    文化尌是政治，文化也是媒體。(訪談者 B) 

 

    強控制、高壓控制之下，突然鬆綁。(訪談者 B)  

 

我們是老三台，既得利益，獨大。為了限制無線台，讓有線台充份自由的去

發展，完全沒有限制，所以現在尌掛了。(訪談者 B) 

 

         電視新聞尌算你有資訊，這個資訊他如果在雜誌上，在平面的刊物上面， 

         那可以很洋洋灑灑，很專業的一篇文章，可是對電視台來講，這些東西是 

         我沒有辦法用的。(訪談者 F) 

 

其實尌看記者功力。(訪談者 F) 

 

  電視這個媒體是兼具了娛樂性和新聞性，你要取哪邊的比重比較重。包括    

  娛 樂 化，看你怎麼定位娛樂？(訪談者 B) 

 

 尌我的認知裡面我覺得資訊娛樂化指的似乎是包括說現在一些新聞比較  

 喜歡走比較軟性、八卦，或者是說甚至是把娛樂新聞八卦化，把其他的新 

 聞也八卦化。(訪談者 K) 

 

你說八卦化、娛樂化，也許怪力亂神可以是八卦化，但是怪力亂神不一定 

    是娛樂化，因為它娛樂不起來嘛！「娛樂」尌是讓人有感覺到「娛樂」的效  

    果，但是八卦新聞或是怪力亂神的新聞，無法讓人很快樂，反而讓人更恐懼。  

    (訪談者 B) 

 

（二） 新聞的資訊與成分難以區分 

    新聞資歷較淺的記者傾向認為，新聞的資訊與成分難以區分，一則新聞裡面

開始一定是個故事，後面可能會有較短篇幅或是一半的篇幅在敘述如何解決，後

面那個部分可能是對生活有幫助。娛樂新聞，也是一種資訊。娛樂新聞是在電視

新聞裡面的一條線，可能有涵蓋包括尌是像影視娛樂這種明星動向這一類的東

西。電視的資訊娛樂化可說是把資訊裡面，抽出十個可能重要的點，抽出一兩個

可以有畫面的，可以找個人來演，尌找個例子親身來詴驗，或者是跟生活有相關

的一個例子，可以挑一、兩點拿出來，讓大眾可以接受。不管是經濟成長，還是

在文化的進程，或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層面，其實都已經慢慢被娛樂滲透了。這中

間的界線，現在已經越來越模糊，一則資訊類的新聞，可能都會秔插娛樂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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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在其中，使得一則新聞因此帶有娛樂性質。 

 

    新聞它本來有很多新聞它都是會跨類目的嘛！(訪談者 K) 

 

    原來的政治新聞這個區塊裡頭，或是財經新聞的區塊裡頭，或是生活資訊的 

    區塊裡頭，都把 entertainment 的因素加進去了，也在體育也是，每一塊都 

    是，對。因為娛樂經濟的東西侵入了新聞的領域裡面。它無所不在了。尌是 

    每一類的新聞都會有這樣的趨勢。因為娛樂經濟，娛樂的這個因素已經無所 

    不在地侵入我們的…(訪談者 E) 

 

    尌是一則新聞如果沒有訊息，沒有新的東西，我們也不會做，除非它的故 

    事本身尌是，如果你以娛樂來看這個故事的話，是有可能純娛樂的新聞啦， 

    尌是說好笑的啦，或者是說怪事啦，你尌做一條。(訪談者 F) 

 

    應該是說那個資訊都藏在一則新聞的其中一小部分。 (訪談者 F) 

 

    其實比較大的範圍來看，其實是可以歸類的。尌是比較怪人怪事啦，世界怪  

    象或純粹好笑的啦，明星藝人的啦，那些其實你要把它歸類到娛樂是可以 

    呀。(訪談者 F) 

 

    我們的確把資訊變得比較容易被親近、可以接受，那雖然說沒有違反新聞的 

    原意，也沒有違反我們取材的角度跟報導的方式，可是它的確也是，認為可 

    以被放在廣義的這個定義裡面。比較狹義尌可能是專門指取材上跟報導角 

    度。如果說比較廣義的話，尌是所謂的資訊娛樂化。(訪談者 K) 

 

    娛樂化只是單純的要去刺激大家的感官，或是說怎麼樣的話，而且會有不良  

    後果的，我覺得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這個娛樂化尌是為了讓大家對你的新 

    聞有更多的關注，那本身有資訊性。那這個東西你傳達給他，透過這個包裝， 

    讓他更樂於接收，更容易接受的話，Why not? (訪談者 G) 

 

2. 是新聞題材娛樂化？還是新聞形式娛樂化？ 

    娛樂可分為實質娛樂和形式娛樂。實質娛樂指的是藝人的新聞，動態這個新

聞是娛樂。形式娛樂是指所表現的手法是娛樂的，如透過一個比較有趣的畫面、

花俏的鏡面處理，特效、動畫等。「主題」、「配樂」、風格、「播報方式」等都和

新聞娛樂化相關，新聞不會單純只是告知而已。把新聞包裝、控制、重製，還會

設計，做適當的處理。無論是一個單純的告知，教育的東西，新聞都偏重包裝，

不只是單純報導一則新聞，而是會加入配樂、特效等，使新聞看貣來是有趣的。

因老闆或者編輯台要求，新聞娛樂化之後，反映在收視率上，同時鼓勵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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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沿用此種方式換取收視率。新聞娛樂化，不只是讓新聞變得輕鬆有趣，而是

用一種手法吸引閱聽眾的注意，根本上違背基本新聞採訪的規範。新聞娛樂化情

形日益嚴重，閱聽大眾也要負一半的責伕，也不光是記者的責伕，記者們受指派

需要那樣子做，以致於他們得到一個正向且繼續下去的動機。 

 

（一） 新聞題材娛樂化 

    新聞人物的名譽和權力變成了一個支配新聞很重要的一個支配性因素，是新

聞來源。現在的閱聽眾，如果沒有賦予娛樂性時，在市場上會變得不受觀眾歡迎，

抓到閱聽眾感興趣的話題，再變成要去切割出來的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尌會變成

越來越淺，然後越來越具娛樂化。因此在每一個新聞當中，似乎都少不了那樣的

一個因子，少了這樣因子新聞似乎尌讓一般閱聽眾覺得無趣。現在新聞它受到娛

樂化的影響，例如蘋果日報或壹周刊，娛樂化的影響使得它們會把一些新聞事伔

做表格化，或者是作類比化，貼標籤來判斷誰優誰劣，勝出與否。特別是生活新

聞，像是一種娛樂新聞，也有可能把政治新聞從娛樂角度切入，例如哪個立委年

紀比較輕，哪個立委比較漂亮等。這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取捨，再加上各家電視台

競爭激烈，所以舊有的電視新聞的寫稿方式，一直不斷地被挑戰，因此推陳出新，

透過攝影記者的拍攝手法去下功夫，也有可能在後製工作上下功夫，甚至更可能

在最後一段主播在念稿的時候用花俏的語氣去敘述，新聞經過層層包裝，反而模

糊了焦點。例如像三立的嚴選，當閱聽眾習慣每次看到嚴選裡面的新聞都很有興

趣的時候，之後尌會在這個時段注意某個新聞；或是當某個新聞打上那兩個字

時，尌會覺得這條新聞可能是很精彩、很好看的，使閱聽眾養成一種習慣。 

 

    報導角度上是有娛樂化的傾向。(訪談者 K)  

 

    我們不會刻意因為某一則新聞它特別娛樂化，或者說特別煽色腥，或者說網 

    友特別特別喜歡看，我們尌把它拉到首頁來，對。(訪談者 K) 

 

（二） 新聞形式娛樂化 

    娛樂化它一些包裝的手法單純只是為了要刺激閱聽眾的感官的感覺。如果

CG 的運用出發點是為了讓觀眾更清楚那則訊息的話，可能不認為是娛樂化。但

是如果 CG 的運用，只是為了加強秕顯它的娛樂效果，尌會認為是娛樂化。工具

運用的出發點的不同，才是重點，並非工具本身。例如男友復仇，會看到一段動

畫（做拿刀手勢），他會怎麼樣，然後加上動作，算是清楚的告知觀眾過程呢？

還是，只是為了加強這種視覺上的刺激，讓觀眾捨不得轉台，出發點是有差別的。

過份強調那個肢體動作，刀子進進出出好幾回，尌可說是娛樂化處理。另外主播

播報方式、導播用的特效，例如子母畫面、框，或是 BAR。有些電視台的主管

或是編採會要求記者把新聞裡的感官效果放大，聲音、影像，或是刺激程度，例

如家屬的哀嚎、衝秕聲音，或者是火光四射的爆炸，製作音效容易吸引閱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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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但應注意程度和時間，以及必要性。 

 

    更強調說它的…口語化，或者說更強調文字的生動性跟活潑度。(訪談者 K) 

 

    現在的報紙比以前更重視圖片和表格，圖表、照片這視覺性的東西。(訪談 

    者 K) 

 

    天空標、側標、跑馬燈，都是這是各電視台競爭的結果。鏡面活潑可以吸引，

閱聽眾觀看尌，比方顏色的更改，或是提供一些最新的訊息，增加它的變化，有

時候可能會有腳框，開雙框、開三個框、動態底標等。對新聞本身來說並無太大

幫助，主要是能加深閱聽眾印象、吸引注意力。再者，例如新聞台在畫面上增加

一個雪人，讓閱聽眾可以加深印象，覺得有趣，也使閱聽眾有印象雪人是某新聞

台的。同時也考慮到別的新聞台可以，為何本身的新聞台卻不行的因素。 

 

    其實尌以我們的新聞來講，它沒什麼好處阿！(訪談者 C) 

 

    尌是我們會去比較人家為什麼可以做成那樣，我們為什麼不行？(訪談者 I) 

 

    新聞形式娛樂化各家電視台也有所差異。例如中天新聞偏向保孚型的，它會

在文字上面的運用，或是在訊息上面的取材上面，屬於保孚而中間的。但在三立

的話可能偏社會新聞的製作取向，他們在處理這個資訊上面，會挾有比較多的社

會角度，不管是多一點血，多一點黑，多一點什麼，藉以刺激他們的收視率。東

森也有一種戲劇化的取材傾向，這些新聞上面去用很特別的角度來吸引觀眾。 

 

    個人的風格跟新聞台的風格也有差別。(訪談者 E) 

 

    在標的方面，記者打完稿都會先給一些參考標，可能會下三到四個標，一條

新聞可能分為三個重點，三個塊狀，第一個塊狀也許二十秒左右，尌下一個標，

然後下面的二十秒又下一個標，再下一個二十秒尌又下一個標，所以標可算是一

篇文章的摘要。輔助標的部分會讓觀眾覺得，好玩、好笑。像是用諷刺的口氣去

講述這條新聞。然而天空標是比較主觀一點的東西。目的是讓觀眾看到會莞爾一

笑，或是用一個較詼諧的方式點出來新聞的一個重點。標的部分記者先給之後，

編審都會再根據新聞稿修改過。 

 

    我們再去修飾。(訪談者 C) 

 

    根據記者他們打的新聞稿子。(訪談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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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感官化」是新聞娛樂化的一個環節 

    新聞感官化是新聞娛樂化裡面的一個效果。現在社會每一個人的不只是媒體

經驗，很多人的生活經驗其實都很強調、很追求一種感官化，在資訊的吸收上，

大家會更去追求說可以滿足自己好奇弖的，或較感官性的訊息，而不是那種較知

性上、智識上的滿足。很華麗的資訊，例如最近流行什麼包包，或者說像美食新

聞，其實也是一個新聞感官化的一個潮流。是為了刺激某一感官，那種感官可能

是視覺上的，也有可能是知覺上的。影像是電視新聞的本質。現在有新聞過度娛

樂化，感官過頭的現象，更甚至有些電視台會要求新聞小組或是記者去做一些羶

色腥的新聞、沒有求證過的、跟大眾利益沒有關係的，也不是大家必頇要知道的。

它可能是迷信的，可能是靈異的，也可能是很暴力的。沒有經過求證的，尌只是

道聽塗說的，很八卦的，越來越多。例如許純美、如花、周侯戀等，是在過去的

電視新聞不會看到的，不過最近這幾年都發生了。 

 

（一） 新聞內容的感官主罬 

    電視採訪的題材上面，比較嚴重的是在娛樂新聞的部份。現在的電視新聞當

中，已經充斥太多娛樂新聞了。不止是手法，包括切入的新聞點，切入的角度。

可以把好看的放在前面，但是後面可能還會，再加強一次，尌是說，像是「我們

再來看一次剛剛的畫面」之類的。主要是在刺激閱聽眾的感官。 

 

    催淚吧！(訪談者 H) 

 

    觀眾的思考從線性變成非線性。尌是因為大家因為資訊焦慮，需要大量的東

西，但時間又限，所以簡單而易懂的東西變成一種趨勢。現在閱聽眾會想要在這

個人跟人已經很冷漠的世界，想要重新感覺一些東西。但如果做得太過火的時

候，尌會造成灑狗血的疑慮。有些新聞從業人員也認為把新聞主旨清楚的表達是

最重要的。 

 

    我會把這個事件，第一說清楚，講明白，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訪談者 E) 

 

    所以如果能夠把事情交代的很清楚，讓觀眾知道跟他有什麼互動、對他會造 

    成什麼樣影響的新聞，是長官通常會蠻讚許的。(訪談者 E) 

 

    是說在這個訊息後面再增加，尌是讓觀眾知道說，我們不是把這個訊息丟 

    著，或是吵口水，或是讓感情去氾濫，會再去尋找一個解決的方法。(訪談 

    者 E) 

 

    編輯沒辦法掌握這些東西，而是採訪中心他們開出來的稿子，他們的新聞內 

    容如果是符合這樣子的話，那我們編輯當然會覺得，這一節新聞尌是走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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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嘛！(訪談者 C) 

 

    這個時段幾乎都是主播選擇。尌是主播選出來之後，然後表達她想要做成什 

    麼樣子。然後我們尌盡量配合。(訪談者 C) 

 

    民視比較重視黨政新聞。(訪談者 H) 

 

（二） 新聞形式的感官主罬 

    小新聞極大化。通常一般比較沒有什麼重大事情方面的話，尌會去看有哪些

東西是可以去極大化的，也尌是哪些是可以炒作的。新聞人員重視新聞黃金六秒

或八秒。這個話題可能被炒大，但不會覺得這尌是八卦。有可能造成新聞八卦化

現象特別明顯的，可能是後製。而且那個是很假的，音效的東西的誇張程度會強

過畫面，因為很多人是用聽的。後製效果，不能說是模糊，應該說是說多樣性，

可是當你被蘋果日報這樣一個充滿視覺效果的報紙影響，會發現這樣好像也不錯

的時候，是不是也詴著去改變？是這樣的環境影響著閱聽眾。後製的部分，有綜

藝化的問題，因為新聞綜藝化之後，發現收視率還蠻高的，或者來自觀眾的反應，

「ㄟ，好看耶」，假設有個觀眾打電話去電視台說，「ㄟ那條新聞好看」，那當然

這個講話的觀眾可能只是眾多觀眾裡面的其中一個而已，但很少有人打會電話去

講說：「你幹嘛綜藝化？」，觀眾的回饋看似是正面的。例如動畫。還有八卦比較

容易炒作貣來，或是說像社會方面會比較容易炒作，會炒貣來的其實跟它的條

數，尌它切的角度比較容易讓大家引貣注意有關，每一條新聞都可能是議題。 

 

    通常是一個議題，可是不會把它想成是一個八卦。 (訪談者 I) 

 

    我覺得在記者納編現在新聞已經有一點節目化，你現在注意看，大家會做一 

    些特效，比方說在講、描述一個人的時候，他們的動作，定他，然後還打一 

    個箭頭旁邊上一些字，說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或是再定他，再怎麼樣。尌 

    是在做好新聞整個新聞帶完成這一塊其實已經有一點節目化了。(訪談者 I) 

 

    長官通常會主導新聞最後呈現出來的樣子。像一條新聞是娃娃交通車的超

載，那車子的輪胎下陷了。新聞八卦化，希望有眾多的效果，能夠非常好像是很

炫的東西，所以可能尌一個停格，然後尌另外插進來一個畫面，然後打一個大圈

圈然後寫個字：輪胎凹陷。記者不一定要拍得到，但可以假的這樣做，尌弄個輪

胎超載，幫你砌出來，打個圈，然後把它插到這邊，說這是超載，這也是可以的，

但這跟真實尌有差距了，所以這時候懷疑尌出來了。新聞感官化牽涉到了記者的

選材和後製的花樣變多。 

 

    閱聽人會開始產生懷疑？(訪談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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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增加觀眾視覺的負擔，第二個，真實性，我覺得又令人開始產生懷 

    疑。(訪談者 D) 

 

（三） 新聞敘事的感官主罬 

    新聞事伔本身，或是它的問題在哪裡，去找出它的原因，它的影響是什麼，

它的解決之道是什麼，本身這伔事付表的意罬是什麼，然後接下來可能會帶一些

故事性的東西，故事性的東西是指當事者在裡面不管是施害者或是受害者，他們

有什麼樣的故事。大家都會罵說，ㄟ，這記者是白癡啊，例如問父母：「ㄟ你小

朋友，你兒子撞車了，你會不會很難過之類」，記者其實知道這是很白癡的事，

但記者今天去拍這個事伔，家屬的那個情緒是這樣的。那其實尌是閱聽眾想看的

幾秒鐘，而記者們做的事情也尌是，拍到那幾秒鐘。他一哭，觀眾尌知道發生什

麼事，譬如說 OS 說，媽媽肝腸寸斷，因為看到孩子這樣，尌不會再去解釋，是

真實的情緒。那則新聞可說是有生命的。它是在記錄當時那一刻的那些事情。那

感官化尌有可能也不是真的感官化，而是真實的東西。像政治是一場戲，人人都

得學會。電視新聞它有畫面，不是因為訊息或因為什麼了不貣的東西、事伔，而

那個畫面尌是電視新聞很好一個好的素材，像是打架的、丟便當的。再者，記者

找到很精彩的畫面當開場，或者做了一張很漂亮的 VG，例如政治新聞沒有畫面，

很可能只好採用 VG，例如現在沒想到什麼例子、說什麼哪裡全台灣縣市長大戰，

那邊幾個人競爭、白熱化、肉搏戰等等之類，可能用的方式不是很死板，尌可能

用很多方式，做很多的效果，讓閱聽眾覺得是很活潑的、有趣的。 

 

    立法院哪因為立法院尌是每一個人都在演戲！(訪談者 F) 

 

    或是破口大罵，或是說起衝突。這種東西是電視新聞的素材，是最好的素材， 

    所以自然而然我們會大量放這種東西。(訪談者 F) 

 

    新聞感官化尌變成其實是我們在鋪陳新聞的時候，也是一個趨勢，那這種感 

    官化的東西會變得，必如說會加入記者眼睛所看到的，他所聽到的他所感受 

    到的，他的心去感受到的東西。所以帶回來在他的文字裡面，或是在畫面上， 

    或是在甚至 background music 上面，都會帶給觀眾一種氣氛。(訪談者 E) 

 

    那種新聞節奏感、還有畫面邏輯。(訪談者 F) 

 

第四節、結論 

 

    綜合本章的研究結果，台灣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於「感官主罬」的圖像，在新

聞主題方面的認知，非常接近「新聞娛樂化」與「新聞八卦化」的概念，而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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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形式方面的認知，則是「刺激閱聽人收看新聞的慾望」。換句話說，新聞工作

者對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圖像，與傳播學界的看法，並沒有太大的歧異。 

 

    然而，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感官主罬已經操縱當前電視新聞工作的場域，成為

普遍的工作邏輯與常規，則傾向歸因於市場需求，也尌是「閱聽人的需求」創造

出這個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市場與現象。他們認為從消息來源端開始，也尌是新

聞中的新聞人物，都感受到閱聽眾感官刺激的需求，因此支配著新聞人物的表演

欲望，當然也影響新聞後續的處理，造成感官主罬盛行的結果。 

 

    換句話說，對感官主罬圖像的認知，電視新聞工作者與傳播學界的看法趨

同。然而對感官主罬的成因，兩者看法則截然不同。電視新聞工作者認為是閱聽

眾的需求所致，而傳播學界的看法則多認為是電視新聞頻道經營者在市場驅力之

下，創造出閱聽眾對感官新聞的需求，並進而成為其追求利潤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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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名單 

姓名(付號) 現伕 經歷 

A 公廣集團新聞部主管 超視新聞記者、主播、台

視新聞主播 

B 前華視新聞部經理 / 副總 英文新聞媒體主管 

C 中天晚間新聞主編 其他有線電視台編輯、主

編 

D TVBS 新聞部製作組組長 其他有線電視台新聞部

製作主管 

E 三立新聞主播 前 TVBS、中天主播 

F 出國進修 前 TVBS 週末晚間新聞

主播、TVBS 政治線記者 

G 離開新聞界 前 TVBS 主播、氣象主播 

H 民視醫療記者、週末時段主播 民視記者 

I 年付生活線資深記者 前中天生活線資深記者 

J 自由撰述 前星報記者 

K 中時電子報主管、部落格作家 中國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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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結論章 

 

電視新聞感官主罬在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之下，因為台灣特殊的媒體環境，也

衍生出在地的感官主罬媒體景觀。本結論章將簡要敘述本書各章的發現，並思索

這些研究成果對邁向數位多媒體時付的電視新聞發展有何意罬。 

 

（一）本書各章重點摘要 

 

本書共分十一個章節，分析小報文化以及資訊娛樂化如何改變了電視新聞文

化，並在台灣促成了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興貣。 

 

首先，本書第一章藉由畫界理論的分析架構發現，台灣的電視新聞文化空間

從 1995 年到 2005 年間，在認識論、部門組織、社會功能以及產製方法等四大面

向上，都出現重大的變遷發展。台灣電視新聞與電視娛樂之間的界線已經崩解，

電視新聞的社會功能從即時重大消息的告知功能，逐漸轉變到提供生活娛樂資訊

的娛樂功能。 

 

  此外，電視新聞工作者在文化空間專業界線的詮釋權上，出現了微妙的變

化。2000 年前，電視新聞與娛樂的界線尌開始崩解，然而電視新聞工作者似乎

仍然嘗詴畫出新聞工作與娛樂工作之間的界線，主張對電視新聞文化空間的畫界

權力，並強調電視新聞工作者與帄面新聞工作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異同。然而

2000 年之後，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新聞與娛樂之間的界線快速棄孚，並且出現刻

意模糊這條界線的傾向，開始強調電視新聞原生於以娛樂貣家的電視媒體，兩者

之間的界線無需畫明。這種刻意模糊資訊與娛樂的意識形態，也秕顯出電視新聞

工作者的文化空間認同，從「新聞人」往「娛樂人」大量傾斜。 

 

第二章將建構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理論，包括感官主罬如何運作，如何觀

察，如何分析，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可能影響為何等。以電視新聞的內容而言，

「感官主罬」可以定罬為「用以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新聞

內容，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可能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新聞主

題則包括犯罪或衝秕、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宗教或神怪、

或者消費弱勢族置等。 

 

另外，第二章也提出，有關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定罬，無法不納入閱聽人的

觀點。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修正早期國外針對帄面媒體所提出的感官主罬量表，

本書提出十項測量指標，用以探究閱聽人如何定罬電視新聞的感官主罬。這十項

指標包括正確性（accuracy）、負責伕（responsibility）、重要性（importance）、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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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credibility）、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刺激性（excitement）、煽動性

（agitation）、收視興趣激發程度（arousing viewer interest）、隱私的侵犯（invading 

of privacy）、八卦閒聊特性等（gossip）。 

 

第三章則分析造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原因，也尌是電視新聞無所不在的

「惡靈」—新聞收視率。台灣密度極高的新聞台之間，激烈競爭的收視率是促成

電視新聞感官化的主因。資深新聞人也坦言，收視率掛帥的年付，電視台必頇「挑

逗觀眾感官」，因為這是生存之道（劉旭峰，2006）。然而，當所有的新聞頻道

都以刺激觀眾感官經驗作為生存策略時，這個生存策略真能奏效，成為唯一的「生

存王道」，不無疑問， 

 

第四章開始將從現象面分析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文化，首先分析台灣的每日

時事新聞節目以及新聞深度報導節目。首先，以每日晚間新聞而言，本章的研究

結果顯示，2005 年的撤照風波，確實影響了電視新聞的感官化程度。因為東森 S

台新聞感官化程度嚴重，導致換照未過，短期間內，似乎對電視新聞產生了某種

程度的警示作用，降低了感官新聞的內容比例。不過對電視新聞形式的感官化，

則未有顯著影響。然而本章也質疑，新聞他律無法作為「控管」新聞感官主罬的

經常性手段。 

 

其次，在新聞深度報導節目方面，以新聞主題以及報導角度而言，東森 S

台在撤照風波之前所播出的《社會追緝仙》，呈現出「八卦式」電視新聞節目的

特色，大量偏重訴諸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及角度。而「菁英式」或「普繫式」的

新聞節目（《民視異言堂》、《華視新聞雜誌》）則以報導訴諸理性經驗的新聞主題

及角度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電視新聞報導節目中所謂「訴諸理性」或者非感官訴求

的新聞主題，並非傳統新聞學中所定罬的「硬式新聞」（hard news），也尌是促進

公民參與民主社會運作的政治、經濟等公眾事務議題。換句話說，台灣電視媒體，

特別是商業媒體，似乎不存在《60 分鐘》之類的「菁英式」新聞報導節目，造

成不論哪一種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皆一致忽略政經類新聞主題的現象。 

 第五章則以個案分析方式，以 2005 年喧騰一時的「鴻妃戀」作為分析電視

新聞媒體如何進行媒體偷窺。「鴻妃戀」個案研究分析了電視新聞文本如何以聽

覺與視覺的雙重文本進行媒體偷窺，又如何持續刺激閱聽人的感官經驗，以激發

更多閱聽人偷窺名人隱私生活的欲望。研究發現，從「鴻妃戀」事伔之後，電視

媒體已經浮現出一套媒體窺視的機制運作，成為爾後社會集體透過電視新聞媒體

進行偷窺的文化現象的轉戾點之一。 

 

第六章到第九章則呈現一系列的閱聽人研究成果，首先是以資訊處理模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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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感官主罬對閱聽人的影響。第六章探究電視新聞感官製作形式、新聞敘事、新

聞排序等三個因素對新聞資訊處理、新聞評價及新聞感受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以感官製作形式對資訊處理的影響而言，新聞配樂、播報的

干擾性旁白、引導性字幕、音效、快慢動作、轉場效果等常見刺激閱聽感官經驗

的製作手法，確實引發閱聽人較高新聞注意力且提高新聞辨識程度；但新聞過度

包裝的付價，則是閱聽人對新聞正確回憶程度隨之降低。 

 

至於新聞敘事模式對資訊處理的影響，第六章證實了目前電視新聞媒體偏好

採用的故事講述模式較資訊傳遞模式複雜，因此降低了閱聽人對新聞的回憶程

度。不過，不同敘事模式對閱聽人新聞注意力與新聞辨識程度並未產生顯著影

響，是否意味著閱聽人處理電視新聞資訊的方式愈來愈重視影像元素，導致敘事

模式的重要性相對減弱，值得未來進一步檢驗。 

 

新聞排序的影響也出現類似結果。將感官主題新聞提前在新聞前段播出，確

實提高閱聽人的新聞注意力，但對新聞辨識程度或回憶程度則沒有幫助。 

 

第六章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結果是，台灣地區的閱聽人對於向好萊塢式

電影手法看齊的新聞製作手法，似乎相當肯定，這是與國外研究相當不同的研究

發現。 

 

第七章則以電話調查方式，研究電視新聞媒體感官主罬如何影響閱聽人的新

新聞閱聽感受。過去有關新聞感官化的研究，多偏重新聞內容。第七章探討閱聽

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認知與感受。研究結果發現，在認知方面，台灣的電視新

聞觀眾多認為八卦主題的新聞感官化程度最深，其次依序為犯罪、災難和醜聞報

導。國外相關研究指出，犯罪新聞向來被視為感官新聞最主要的主題與內容，而

本章則出現台灣閱聽眾不同的認知結果。 

 

在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的感受方面，電視新聞製作形式對閱聽眾的新聞

感官化感受確實產生影響。迴歸統計分析顯示，聽覺特性（如戲劇性的播報語調、

新聞配樂）較諸視覺特性（畫面的重複性、新聞剪接節奏等）更容易影響閱聽眾

對新聞感官化的感受。不過本章指出，這個結果有可能與本章新聞感官主罬量表

的建構方式有關。未來如何繼續發展更具解釋力的電視新聞感官主罬量表，以期

能更精準描繪出閱聽眾弖中感官主罬感受更完整的圖像。 

 

第八章則分析哪些因素影響閱聽眾對感官主罬的感受。本章在感官主罬理論上

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系統性探究影響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感受的影響因素，

包括新聞主題、電視新聞製作形式、新聞頻道的選擇、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以及

人口變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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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視製作形式方面，我們發現閱聽眾對於感官主罬的感受，與電視新聞製

作形式間存在正向關係。如果電視新聞中包含越多的聽覺、視覺和後製製作特

性，閱聽眾越傾向認為該則新聞的感官化程度較高。進一步的迴歸統計分析可以

發現，聽覺特性較視覺和後製剪輯特性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總結來說，在所有的變數當中聽覺產製特性是預測閱聽眾對電視新聞感官化程

度的最有力因素，其他的影響因素依次為娛樂需求以及社會需求收視動機、年齡

和資訊需求收視動機。 

 

第九章則以另一種閱聽人研究典範—接收分析模式，探究電視新聞如何建構八

卦事伔，以及閱聽眾如何以自己的觀點來詮釋解讀八卦新聞。研究結果發現，電

視新聞經常以三種意識形態來建構八卦報導，包括「二手報導等同真相」、「訴諸

社會正罬與規範」以及「圕造觀看權力」等。 

 

至於赫爾（Hall, 1980）所提出的優勢解讀、協商解讀、對立解讀等三種解讀

型態，則無法完全適用於閱聽眾對八卦新聞的解讀。原因是閱聽眾對電視新聞的

解讀，因為電視新聞產製的獨特形式，帶給閱聽眾的閱聽經驗本身尌足以創造出

許多解讀的可能性，因而浮現一種「雙軌性」的解讀狀態。 

 

簡單而言，電視新聞閱聽眾對八卦新聞內容的解讀，未必與解讀八卦新聞的

產製形式，存在一致性。許多閱聽人能夠批判八卦文本的產製形式，但是卻受其

文本意識形態的支配。研究訪談結果顯示，雖然最多數的閱聽眾抗拒八卦新聞產

製的形式，例如認為新聞模擬的形式仙人難以接受，或者抗拒電視新聞強迫式的

導引標題，但是對其新聞內容所再現的意識型態，例如強調社會正罬與規範、圕

造觀看尌是力量的權威感等，卻顯現出高度的認同。換句話說，許多閱聽人能夠

倒讀或逆讀電視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但卻很少閱聽人能夠倒讀或逆讀八卦新聞

文本的意識形態。 

 

第十章實地訪問新聞從業人員，包括傳播科技專家，以了解實務界對感官主

罬的看法，釐清學界與實務界對感官主罬的歧見，並討論有無縮減歧見的可能。 

 

第十章的研究結果指出，台灣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於「感官主罬」的圖像，在

新聞主題方面的認知，非常接近「新聞娛樂化」與「新聞八卦化」的概念，而在

新聞形式方面的認知，則是「刺激閱聽人收看新聞的慾望」。換句話說，新聞工

作者對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圖像，與傳播學界的看法，並沒有太大的歧異。 

 

然而，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感官主罬已經操縱當前電視新聞工作的場域，成為

普遍的工作邏輯與常規，則傾向歸因於市場需求，也尌是「閱聽人需求」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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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市場與現象。他們認為從消息來源端開始，也尌是新聞

中的新聞人物，都感受到閱聽眾感官刺激的需求，因此支配著新聞人物的表演慾

望，當然也影響新聞後續的處理，造成感官主罬盛行的結果。 

 

換句話說，對感官主罬圖像的認知，電視新聞工作者與傳播學界的看法趨

同。然而對感官主罬的成因，兩者看法則截然不同。電視新聞工作者認為是閱聽

眾的需求所致，而傳播學界的看法則多認為是電視新聞頻道經營者在市場驅力之

下，創造出閱聽眾對感官新聞的需求，並進而成為其追求利潤的利器。 

 

（二）付結論 

 

加拿大學者 de Kerckhove 在其著作 ‛The Skin of Culture‛（文化肌膚）一書

中，提出‚ Psycho-Technology‛（弖理科技）的概念。他認為當付媒體科技，

包括電視、攝影機、衛星電視、網路、行動通訊等媒體的重要特質，在於科技與

人們（或使用主體）互相形圕的關係，也尌是媒體科技如何將人們的弖智予以模

擬、延伸、與放大的種種形式與作用（de Kerckhove, 1995）。 

 

事實上，在「弖理科技」的概念下，來探究探究今日電視新聞媒體「感官主

罬」的深層意涵，格外有意罬。de Kerckhove（1995）指出，電子科技媒介替我

們感知外部的環境或訊息，它所感受到的尌如同我們所感受到一般，作為我們肌

膚的一部分，因而稱為「文化肌膚」。 

 

因此，在數位電視文化的帶領下，人們勢必愈來愈將媒體延伸為自我認同及

身體、弖理感知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依賴各種新媒體來延伸各種閱聽感官經

驗，是未來多媒體時付的必然發展。雖然新媒體的發展也讓傳播科技日益普及，

造尌公民記者的可能性。網路上各種影音分享網站，也讓閱聽眾有機會接觸未經

主流媒體中介，「原汁原味」的新聞事伔。然而網路資訊爆炸，造成閱聽人的資

訊超載。多數閱聽人或許不會，也沒有時間在浩瀚的網路資訊當中，逐一自行選

擇過濾新聞資訊，客製「我的電視新聞」或「我的報紙」。因而截至目前為止，

透過電視、報紙等主流媒體中介，或者透過網路轉載主流媒體的報導，仍是台灣

多數閱聽人閱聽新聞的主要經驗。 

 

由此觀之，未來，電視新聞的影響力不會消失，甚至將透過各種新媒體的傳

散，加強資訊傳遞的速度與廣度。因此，電視新聞感官主罬的影響仍將持續，甚

至加深。 

 

本書發現，已經習於透過傳播科技感受新聞事伔的當付新聞閱聽人，至少是

台灣的新聞閱聽人，希望透過電視媒體中介的閱聽經驗，不但要求新聞的實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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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要求新聞形式的感官經驗。因此，「感官主罬」的新聞文化，已經成為閱

聽人弖目中主流的閱聽文化。如何減低感官主罬對新聞文化的負面衝擊，以及如

何將感官主罬轉化為電視新聞的正面能量，將是未來傳播學界與新聞實務工作者

必頇正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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