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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4 年 10 月 15 號凌晨，在當年震驚國際輿論的香港｢雨傘運動｣已經持續長

達半個月之際，香港 TVB 記者在群眾運動現場｢添馬公園｣一帶，拍攝到幾名警

務人員，將一名抗議人士拖到角落一陣踢打長達幾分鐘，隨後在當天晨間新聞中   

播出這段畫面，並配以旁白:「一名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由六名警員帶走。警員

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

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整個過程歷時近

四分鐘」，但隨後七點開始各節新聞，卻將「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

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這段旁白消音，直到中午才重新

配音，並改為:「期間懷疑警方對他使用武力」。一般的電視觀眾，或許不會注意

到這兩個版本的新聞之間，些微的差距，但事後不但這場｢七警毆人案｣1 本身，

成為香港輿論焦點，員警執法過當官司，纏訟兩年未止；作為當時香港唯二，也

是公認收視率最高、最具影響力的 TVB 新聞部，在這幾個小時內的新聞處理，

也被香港媒體及學術界視為檢視當地新聞業自我審查，以及是否能夠為民喉舌的

重要案例。 

    事件中，除了有民眾將側錄下的原版報導上傳影音網站 YouTube，質疑 TVB

自我審查，截至當天(201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5 點，香港共接獲 250 宗投訴，指

控 TVB 刪除報導剝奪香港公眾知情權、對前線記者不公，並違反新聞自由，隨

後 TVB 新聞部 27 名記者，聯名在臉書發表公開信: 

        我們對十月十五日凌晨時分，在龍和道與添馬公園範圍發生的一則警方清場新聞，其  

        處理手法與公司管理層意見分歧，特此聲明，表示遺憾，我們認為，截至早上七時前的  

       報道字眼，是對過程作中立客觀描述…. 誠然，「拳打腳踢」這字眼並非不容置疑， 

1. 此事件在香港輿論中，亦稱為｢暗角七警事件｣或｢七警暗角打鑊事件｣。 



2 
 

     是否最客觀用語，同儕間亦就不同意見討論過。但我們的共識是，「拳打腳踢」並非失 

        實陳述，亦不能接受直至接近午間新聞，才對事件怎樣發生，加上一句描述。期間近 

       五小時，有關畫面的旁述一直從缺。這不但使報道忽然變得不完整，同時也反映了管 

       理層對原來之報道並不信任，對此我們感到極度不安，也實在無法苟同。我們認為，這 

       樣對報道真相而言，是一個缺失。我們重申，一度被刪減的描述，沒有滲入記者個人立 

       場或情緒，只是客觀根據事實報道。受眾的觀後感，例如會否不滿警方的手法，或體諒 

       警方執法困難，自有公論，新聞工作者不應，也不必予以考慮。 

       作為本地最大免費電視台，期望前線和管理層均恪守專業，堅守原則，以事實為本，為 

       公眾帶來準確客觀及全面資訊。作為前線記者，十多日來，本台新聞部的同事日以繼夜 

       緊守崗位，盡力報道事實。惟望社會一同珍惜香港僅有的新聞自由，支持記者獨立採 

       訪，避免阻撓記者報道事實。 

    針對上述「消音」行為，TVB 新聞部主管解釋，是因為「暗角」、「拳打腳踢」

等字眼不夠中肯，但香港記協認為，記者報導是否偏於主觀，應以是否使用形容

詞來論定，就此專業標準，上述旁白並無不妥，質疑 TVB 是以專業意理掩飾「自

我審查」；接下來幾天之內，TVB 新聞部內參與連署聲援的記者、內勤主播、編

輯甚至採訪組主管等，總計超過百人。 

    更加深遠的影響，是在此一事件後，TVB 新聞部內，記者開始大量流失，其

中包括傳出遭｢秋後算帳｣調職者，也有更多是自己選擇離開 TVB，數量龐大，引

發香港媒體關注(明報，2015)2，截至 2016 年 10 月，當時參與連署的 27 名 TVB

記者及基層主管中，17 人離職，連署名單之外，還有記者同樣離職轉業，而在

當時，全 TVB 新聞部採訪組記者組數，亦不過約 30 人，盡管未能獲得具體數據，

了解這樣的離職率，比過去 TVB 正常流動率高出多少，但就 TVB 資深人員的印

象，已屬空前，並且如其所言，是｢一整代記者的流失｣。 

    依據美國學者 Breed(1955)的經典理論｢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新聞機構可以透過潛移默化的｢社會化｣手段，讓記者自動跟 

2.2015 年，香港明報標題｢無線港聞組 1/5 人請辭 包括報導 7 警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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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政策保持一致，進而維繫社會上現有的權力關係架構，保護財產與階級利

益；作為香港最重要、名氣最響亮的電視新聞媒體，TVB 曾經掌握全香港最優質

的新聞人才，是什麼樣的影響因素累加，才造成 TVBS 新聞室內的｢社會化｣如此

瓦解，記者與高階主管間失去信任，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研究者自身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並在過去 12 年中，直接負責香港、大

陸新聞，與 TVB 新聞部長期互動，且在｢雨傘運動｣期間，曾親身採訪觀察；就

研究者所知，這起｢公開信｣事件雖然是因為單一個案而引發，然而實事上，TVB

新聞自 2009 年起，就因為｢紀念六四｣等新聞處理，持續遭到香港輿論質疑｢自

我審查｣，主因是其｢免費電視執照｣換發權力，掌握在港府手中，而這樣的名聲，

也讓 TVB 記者在｢雨傘運動｣等群眾運動現場，經常承受龐大的壓力，根據學者

Shoemaker(1991)的研究，影響守門人行為的因素並非只在新聞室內，而是從微觀

至宏觀包括個人、傳播常規、組織、組織外部以及社會文化(含意識形態)等五個

層次，本研究之目的，就是希望能透過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探究是哪些機制，

如何影響行動者，而最終導致｢公開信｣事件的發生? 

    更細緻地來說，若以｢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經典理論來檢視 TVB 新聞室內上

下對立情緒、對政策之辯論白熱化這一極端個案，研究者希望釐清，發源自歐美

民主國家的理論，在被外界認為民主倒退中的香港是否適用?逾半數記者棄守離

職的情形，是否表示依靠潛移默化行使權力的｢社會控制｣會在某一個臨界點下崩

解?為了回應上述目的，擬設計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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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在 TVB新聞部中，如何運作? 

  本題主要用於重構 TVB 新聞室內正常的權力結構與日常運作，以佐證｢新聞室 

  社會控制｣的理論基礎，釐清 TVB 記者平日如何在服從政策與維護自身新聞專 

  業之間取得平衡，讓自己保持｢愉快上班｣，並以此作為後續關於行動者間如何 

  失去權力平衡，翻臉發聯名信的一系列討論，提供參照標準。 

 

貳.｢公開信｣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參與連署的行動者，在簽名  

  當下面對了那些誘因與阻力?  

   對於本身扮演｢員工｣角色，領公司薪水維生的記者而言，簽署聯名信抵抗高 

   層之前，顯然要在專業意理、保住飯碗與同儕壓力之間，反覆琢磨，本題希 

   望能從 TVB 新聞部近幾年在香港社會中遭遇質疑的遠因，到｢七警毆人案｣成 

   為引爆點，釐清這段時間內，新聞部內權力平衡被打破的原因與臨界點所在。 

 

參.事件後發生的離職潮為何/如何發生?對於 TVB新聞部而 

  言，大批記者的流失，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在單純的商業環境中，｢資深人員｣被視為一個機構的正向資產，但若以方便 

   ｢控制｣的角度來看，讓記者群｢刻意地平庸｣是否反而更符合經營者的利益? 

   本題希望能探討人員流失後，新聞室中的變化，以及新人是否更服膺組織政 

   策，以逐步醞釀本研究之結論。 

    上述研究問題，在第三章｢研究設計｣中，將會以訪談提綱之設計，交相呼應，

回到初衷，研究者關注此一事件，是因為隨著近年來兩岸關係分合，台灣主流媒

體財團化等因素，發生在香港媒體中，對北京政策｢自我審查｣的因素，在台灣新

聞業也開始受到討論，研究者認為，探索香港經驗，有助回頭審視攸關台灣民主

健全的新聞業生態，除學術學習外，對自身新聞實務工作也有相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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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本次研究預計從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以來，香港主流媒體因經營權

轉移、執照換發等變動，而出現｢自我審查｣疑慮為背景，聚焦到｢雨傘運動｣前後，

TVB 新聞室內的爭端，擬安排章節如下: 

壹.緒論 

  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貳.文獻回顧 

  本章以美國學者 Breed｢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為起點，爬梳該理論在半世紀來，  

  隨著傳播技術變革，如何受到歐美學者以及與香港鄰近的台灣學者，反覆探討， 

  進而建構本次研究的起點。 

參.香港新聞業的自我審查 

  主要探討 1997 香港回歸以後，香港各媒體隨著經營權轉移，而出現對北京政 

  策｢自我審查｣的趨勢，其中範圍著重於 2009 年 TVB 因為紀念六四事件報 導 

  篇幅不足，而被輿論謔稱為｢CCTVB｣，高度質疑其自我審查，及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公開信｣事件發生這幾年內，所發生的相關關鍵事件，如何對 TVB 

  內部成員的態度與行為，產生影響。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章著重研究者赴港對雨傘運動期間，任職於 TVB 的新聞部，並親身經歷公 

  開信事件的主管與記者，進行深度訪談，重構其選擇是否簽署公開信與事後選 

  擇是否離職的判斷依據。 

伍.結論與建議 

  審視對於相關行動者深度訪談之結果，並希望最終的能對台灣新聞工作者實務 

  操作，以及學界對於該領域之研究，提供有意義的新觀點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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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新聞能夠秉持中立、客觀、平衡的｢專業意理(Professional ideology)｣，不偏不

倚、獨立超然地扮演｢第四權｣角色，是許多人對這一行業的美好想像，在傳統新

聞學研究中，甚至有學者形容新聞像一面鏡子(mirror metaphor)般完整反映真實、

報導真相，但在 20 世紀中葉以後，這樣單純的概念遭到挑戰，認為｢客觀主義｣

其實是 20 世紀以來，美國實證科學思潮的產物(臧國仁.1999)，Buonanno(1993)

就直指｢鏡子理論｣的觀點是一種｢可見的謬誤(fallacy of transparency)｣。 

有學者從社會學觀點出發，認為新聞是在主客觀辯證關係中，產生出來的社

會真實，翁秀琪等(1997:2-3)進一步闡釋:｢新聞記者在報導中一方面受到社會結

構(如傳播政策、媒體組織等)的影響，一方面記者也透過專業化過程，將某些意

識形態(如客觀報導、新聞價值等)內化為日常工作的工作規則，並主觀地透過上

述的工作規則來建構新聞｣。 

隨著研究重心轉移，過去一直沒有受到太大重視的｢傳播者｣開始為學界所關

注，社會學家 Hirsch(1977)把傳播研究歸納為三個分析層次:1.職業角色、生涯，

以及傳播媒介與組織化個人間的關係 2.把媒介組織本身視為一個分析的對象，探

討記者與編輯採訪工作的協調等 3.探討媒介與媒介之間的關係，以及傳播媒介與

其他社會環節之關聯。 

自 1950 年，懷特的｢守門先生(Mr. Gate)｣理論以來，相關研究汗牛充棟，但

基於本文主要討論香港 TVB 新聞部中，基層記者與高層主管間的對抗，研究者

希望援引本身也曾經當過新聞的美國學者 Breed，於 1955 年所發表的經典之作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作為主要思考架構，該理論

距今雖已逾半個世紀，但歷經傳播技術多次演進，受到各國學者反覆驗證、挑戰

及更新，至近期仍被用於檢視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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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原始理論 

 

該理論核心問題，是研究報社如何透過｢潛移默化｣的手段，以一次次的獎賞

與懲罰，讓新進記者在沒有任何明確指令的情形下領會並遵守報社政策，Breed

觀察 1950 年代的美國媒體，認為決定一份報紙政策(policy)的最高核心，就是發

行者(publisher，意指報老闆或所有權代表人)，他有權去制定政策，而且通常會

被旗下的新聞工作者所遵循；所謂｢政策｣可以被定義為該報在社論跟新聞、頭版

標題中所展現出的一致性，其手段主要是選擇新聞的｢傾斜｣(Slanting)，包含省略、

差別選擇、以及優先放置等，例如｢特寫｣一則符合政策的新聞(發行人所支持政

黨的相關新聞、廣告編業..)而把不符合政策的新聞(如勞工權益問題)，深埋到內

頁裡。  

Breed 認為，政策展現的領域主要是政治、經濟與勞工問題，大部分源於階

級的考慮，最需注意的是｢政策是隱蔽的｣，因為有新聞道德規範的存在，而政策

往往違反這些規範，沒有發行人願意冒著被指責干預新聞的風險，公開下指令；

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也並非自動能跟政策取得一致，原因有三點: 1.新聞道德

規範的存在 2.事實上，記者比發行商更傾向於”自由派”的態度，並且可以援引規

範來為違反政策的文章辯護 3.道德禁忌防止了發行人指揮下屬遵循政策。綜上所

述，核心問題就是:在實際上經常違反新聞規範，員工個人經常不同意，高管又不

能合法命令他們遵循的情形下，政策如何被維持? 

新聞室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成為首要機制，Breed 發現，當一個新記者入

職時，他並不知道機構的｢政策｣是什麼，也不會有人告訴他，訪談中的標準答案

是:｢在這家報社幾年間，我從來沒有被告知，要”傾斜”一則報導｣。沒有報社會

為新人實施培訓，但除了最資淺的人以外，每個人都知道｢政策｣是什麼，他們說，

是透過｢潛移默化(osmosis)｣來學習(Breed,1955)，基本上，政策的學習是一個過程， 

新人漸漸發現並內化自己所處地位的權利義務，以及規範、價值，他學會預期



8 
 

上司對他的期望，以趨吉避禍。具體方法之一是多看自家報紙，除了特別幼稚

或異常獨立的人之外，多數會在寫作、下標時參考同事作品，最後他的文稿將

會反映出，這名記者已經適應了標準程序；此外編輯 3 核稿刪改流程，也是另

一種控制指南，如果稿子上滿滿是｢藍鉛筆(blue-pencilled)｣，你就知道編輯要什

麼了；偶爾主管會譴責違反政策的員工，儘管這種譴責通常是旁敲側擊的，但

已經足以讓他們｢學到很多事情｣。 

Breed 表明，他的研究是基於社會學家 Merton 的功能主義典範展開思考，從

｢制度化狀態(institutionalized statuses)｣ 或｢(結構性角色)structural roles｣來分析，

Breed 認定有六個原因，讓記者選擇服從政策： 

壹、機構權力與制裁 

在商言商，機構有權利要求員工服從，並且開除或懲罰不服從的人(但這權力因

為三個原因而被削弱，首先是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以及新聞被視為專

業公共服務的傳統，報紙不被認為是單純的商業企業，其次報紙很少開除人，再

其次美國報業公會(CIO)的合約中有遣散條款，開除的條件必須是過度酗酒或性

侵害等原因)。 

如果害怕懲罰不足以讓記者遵循政策，對編輯/主管而言，他們還可以很輕易地忽

視一條｢可能惹麻煩｣的新聞，再沒辦法，就指派一個｢安全｣的記者，去跑這條新

聞；就算很罕見地，一條｢反政策｣的新聞被送到了編輯檯上，它還是可以被外部

原因，例如時間、版面空間等壓力所扭曲；長久下來編輯可以保護老闆免於對｢

政策｣的爭論，因此政策不僅隱秘且不被討論，所以不會改變。 

貳、對上司的敬重與感謝 

記者會感謝報社雇用他，也會感激主管的指導，還有來自高層主管各種家父長式 

的讚美等，溫暖的個人感情，在促進政策遵循中，起到戰略作用。 

3.各國媒體組織核稿權限不同，如香港電視台中，｢編輯｣有權修改記者聞稿，台灣電視台則非如

此，此處應可解讀為廣義的｢長官｣、｢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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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升遷的願望 

大部分受訪的記者都表明有更上一層樓的願望，有些人更只把新聞工作當作 

轉向公關、廣告等更優渥職缺的｢墊腳石｣，從這角度來看，｢麻煩製造者｣的名聲，

顯然會影響升遷。 

肆、缺乏對抗團體 

美國新聞業最大的正式組織是美國報業公會，它並不干預內部事務，至於非正式

小組，也不曾見過有人曾經團結起來對抗政策。 

伍、保持友好愉快的動機 

新聞室裡的一些特色，讓記者寧願選擇與人為善，包括 a.記者位階較低卻不被視

為工人，新聞室整體氣氛是愉快友好的，記者跟編輯可以討論新聞，就算有獨立

辦公室的高管，有時也會出來參與討論 b.記者的工作很有趣，所需要做的就是訪

問、簡單的研究、查證，不會太繁重 c.非財務因素:親眼見證的感覺、得到內部資

料、有時還能結交名流，記者接觸重大決定而不必做出決定，綜觀以上因素，記

者多以自己的職業為傲，也因此儘管薪資較低，但工作士氣很高，甚至為此放棄

待遇更優渥的其他工作。 

陸、新聞變成了一種價值 

新聞工作者把他們的工作定義為每天產製定量的新聞，就算沒大事的時候也一樣，

結果是在政策發生衝突時，擱置對於客觀性的強烈企圖，與其努力以客觀做為績

效標準，不如把力氣花在找到更多的新聞；新聞人談論道德、客觀性，但遇到新

聞時例外，新聞優先，同業競爭跟時間壓力更加深這種工具傾向，而降低了他們

的道德潛能，記者跟管理層間的和諧因為對新聞的共同興趣而鞏固。 

 在上述六項主要變項之中，最重要的是｢對上級的敬重與感謝｣，也是在 Breed

針對不同報社記者的訪談間，波動最大的一項，調查顯示，越大的報社，成員認

同度越高，越好控制，一個記者從初出茅廬到成為主管眼中穩健的老手，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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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獎賞與認同，並非來自本該佔有客戶角色的閱聽人，而是他的主管跟資深同

事，他不再恪守社會及實業理想，而是讓自己的價值更加趨同於組織價值；對於

高層主管而言，他們可以透過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維繫自己的地位，代價只是偶

爾會對政策感到內疚；而在新聞室之外，閱聽人作為報業的客戶，本該有權得到

更加客觀呈現的新聞，但調查卻顯示，讀者喜歡｢有趣的新聞｣更甚於｢深度分析

｣，公民沒有被社會(及新聞界)充分激勵，去要求與應用他所需要的訊息並區分真

偽，發揮公民角色，其最終結果，是對整個社會而言，現有的權力架構得以維持，

政策通常保護財產與階級利益，擁有這些利益的團體，更能保留它們，在 Breed

文章結論中，他認為這是一個｢民主的基本問題｣ 。 

 

第二節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理論之更新 

 

    自 1955 年至今，儘管已歷經逾半世紀，｢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仍舊經常被用

於解釋記者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新聞製作相關問題，並在許多以新聞作為研

究對象的社會學者反覆咀嚼之下，更加激發這項早期研究的潛能。關於新聞行業

相關研究，Schudson 羅列出三個主要觀點，包括政治經濟學、文化與社會學，其

中政治經濟學方法，將新聞的系統支持性，追溯到媒體組織的財務控制；文化視

角，強調新聞與它所被產出的，更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連結；而社會學視角

則與 Breed 的經典調查最相似，主要觀察角度是新聞如何在官僚程序的組織中被

產製出來；鑒於新聞形塑公共生活的力量，在重新審視新聞社會學的學者看來，

50 年代提出的問題，幾十年後依舊同樣重要，｢新聞究竟是在誰的利益之下，如

何運作的?｣。 

為了梳理半世紀來，歷代學者對上述問題的反思，研究者擬從新聞控制的本

質、政治環境、技術變革及組織牟利等四個層面，分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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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新聞控制的本質 

 學者 Shoemaker 在探討新聞組織的權力運作時，從組織存在｢內在衝突｣角 

度強調｢控制｣至關重要，組織在內容生產中控制其成員的方式是層層節制，編輯

要控制記者，高管控制編輯而媒體老闆控制高管，他並引述 Hirsch 的論點:｢組織

分析提醒我們，問題不是社會控制是否存在(因為它是一個常數)，而是誰行使權

利以及什麼原因(1977,P26)｣，這些控制大多是直接的、透過獎勵制度來達成，對

於對於犯錯者鮮少降職或解僱，但控制同樣強大，因為它是｢微妙而毫無疑問的

(subtle and unquestioned)｣。 

    Tunstall(1971)認為大多數組織政策是傳統而相對固定的，記者透過經驗和觀

察組織的新聞操作來學習這些通常是｢不成文｣的政策，但是當遇到高風險議題的

時候，高層管理員就會出面參與，這種干預本身，特別能讓讓記者明確掌握到政

策的｢邊界｣。一般情況下，Gans 和 Sigal 都認為除了新聞編輯部外，出版商不會

經常在日常工作中直接使用權力，因為很明顯的，為數龐大的每日新聞決策將使

嚴密監督變得不可能，所以組織只設定這些決策的｢邊界｣和｢準則｣。 

然而，沒有明顯嘗試的｢控制｣，並不代表它不存在，每當媒體工作者在心裡

推斷主管想要什麼，並給予他們的時候，事實上｢控制｣已經在執行，新聞工作的

可預測例程阻止了許多政策衝突；這些例程是組織的一部分，並滿足更大的組織

需求，它確定了組織｢可以接受的界線｣。Gans(1979)指出，頂層編輯與上級的力

量是由組織內的｢合規壓力(organizationwide pressures for conformity)｣所維持的，他

們不必為自己的決定作辯解或解釋，而是｢迫使下屬猜測他們喜歡或不喜歡什麼

｣。 

雖然曾經有學者認為，記者與組織之間處於經常性的衝突(Bantz,1985)，因為

記者是一個堅持某些價值觀的行業，所以這種衝突不但自然存在，而且是 

新聞工作的理想特徵，然而包括 Breed 在內，其他學者多認為，記者與組織的關

係是共識與和諧(Gans,1980；Sigelman,1973；Soloski,1989)，記者透過｢社會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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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化了組織的價值觀、目標與結構，新聞組織限制了記者對工作的直接控制，

傾向於更加隱蔽地控制他們的自主權，這個過程是分散而非正式地，彷彿一雙｢

看不見的手｣，Elbot(1992)更進一步確認了在現代化背景下的社會控制理念，認為

記者如果威脅到組織利益，包括促進組織成長，他們就會感覺到｢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然而，自我調節與自我審查意味著這隻手很少需要派上用場。 

同樣能夠支持記者與主管彼此達成共識與協議而非衝突的，是記者的晉升管

道，Skovsgaard(2014)指出，在新聞指揮系統中，最接近上層的是編輯，而其他正

規(資深)記者也希望將來能夠佔上編輯的位子，因此會在更加非正式的層次上幫

助編輯；Schulte(2014)更直言，上位者大多是很少在意識形態上，反抗公司指令與

企業目標的人，他們被稱作｢Yesman｣。. 

Skovsgaard 在其針對丹麥記者所做的研究中指出，組織之所以能夠對記者展

現如此強大的力量，限縮其｢專業自主感(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autonomy)｣，是因

為相對於醫師和律師等其他專業人士，記者更依賴於他們所工作的組織，記者並

非直接與客戶(閱聽人)互動，而是依靠新聞機構提供服務；此外記者職業缺乏一

個深奧、獨特的知識基礎，也進一步削弱他們相對於組織的專業自主權

(Hallin&Mancini,2004:35)。組織一方面以所掌握的資源，讓記者能夠達到新聞的最

高目的—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訊息(Kovach&Rosenstiel,2004:35)，一方面

卻也對記者專業自主性產生嚴重限制。 

值得關注的是，當新聞組織不再抱持為公眾利益服務的願望，而是被政治或經濟

等特殊利益驅動，讓公民無法相信記者能夠在生產新聞時，抵抗組織目標而擁有

專業自主性，這就將成為潛在的民主問題，因為記者的合法性，應該是基於他對

公共利益的忠誠，而非特殊利益，限制記者專業自主性，是｢對民主的挑戰｣

(Roland,2009:267)。  

貳、政治環境 

Skovsgaard 在其研究結論坦言，雖然丹麥記者擁有高度專業自主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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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其訪談結果中，低到不具統計學意義，但在一些國家，新聞界面臨遠比

丹麥更殘酷的情形，例如西班牙的政治記者，就比英國、德國的政治記者感受到

更多的政治壓力(Van Dalen 等,2011)，在美國，1970 年代越戰時期的衝突導致社

會共識的崩潰，也被認為是挑戰了媒體被接受的能力，認為媒體只是｢單純 

反映他們的文化｣的守門人。 

    Schleslinger 認為，新聞室內的例程(routines)不僅是作為一種滿足期限的管理

方式，而是受到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限制的影響，最終使新聞製作，類似於宣

傳，Hallin(1992)認為新聞工作者在｢國家安全模式(national security model)｣ 

下內化了組織的約束，雖然記者可能沒有意識到出版商對他們施加｢政策｣，但這

並不意味著他們被放手去追求真相/真理。 

參、傳播技術變革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研究完成於 1955 年，報紙是當時最主流的新聞媒體，

也是 Breed 主要研究的對象，然而到了 1970 年代，電視已經逐漸崛起，成為另一

種重要的新聞媒介，相對於報紙，電視新聞更加講究時效性，而影視器材的使用

限制，也讓電視記者比報社記者更需要每天回到新聞室中發稿，工作流程的差異，

造就新聞機構管理模式的變化，並挑戰記者的接受能力， 

到了 21 世紀，全新的數位化作業流程，更加劇這一變化。 

    傳統的報社是｢每日截稿｣，電視台則是從早期分午、晚間發稿，作業時間縮

短一半，進入數位時代後，無論 24 小時新聞頻道或轉型網路平台的報社，｢即時

新聞｣都成為重要的賣點，Hanitzsch et al. (2010)發現｢程序性影響 (procedural 

influences)｣比組織、經濟和政治影響更強，記者經常面臨工作結構對他們施加的

限制。結構嵌入在新聞組織的例程中，並成為新聞中過中完成任務的準自然方式，

限制了記者自由地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態度採取行動。 

    在新聞工作中｢時間｣與｢競爭｣是兩個重要的結構(Skovsgaard,2014)，以丹麥

的一項研究為例，1999 至 2008 年間，當地一周內製作的新聞項目數量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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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記者的人數卻沒有相應增加(Lund et al,2009)，也就是記者每完成一則新聞所能

運用的時間，大幅縮減。當然，對記者的時間限制是有點矛盾的，一方面快速發

稿是記者專業中的珍貴價值(Deuze,2005)，但另一方面記者也指出時間短缺，是在

他們日常工作中，影響｢自由｣最重要的限制，因為時間壓力可能經常跟客觀性、

事實性與準確性等其他專業價值相衝突。 

    時間壓力還聯繫到新聞機構內部，記者間的競爭，記者為了讓自己的新聞能

夠得到優先排序、分配到更多的播出時間或版面空間，他必須像在｢自由市場｣中

一樣爭取編輯認同，競爭過程中，記者必須要預測上司的偏好，而在適應組織與

編輯的願望之中，限制了個人的專業自主性；此外，媒體類型也是另一項變數，

跟報紙相比，電視記者與他們的上司經歷更多的衝突，對上級作更多的調整，而

得到更少的獨立酌情權，因為電視媒體的組織結構通常比日報更加綿密

(Cook,1998:72)。 

    Schulte 認為，文化動盪在新聞工作領域已經不是新鮮事，歷史已經表明，當

技術威脅改變其慣例或其功能時，新聞工作者變得保護他們的傳統和公民角色，

然而，隨著現代新聞機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要求新聞工作者提供服務，在 2010

年前後的五年內，美國許多許多新聞機構中，傳統的公民角色已經屈服於尋找一

個可行的商業模式，編輯希望簡化訊息並在數位領域處理更多的內容而忽視了寫

作或攝影的品質，對於數位任務適應緩慢的新聞工作者將被解雇，2008 年一項調

查顯示，新聞工作者面對技術變革的未來持悲觀態度，並感到被上司剝奪了權力，

這並非杞人憂天，數位變革打破了媒體組織的傳統商業模式，2008 到 2012 年間

美國報業就資遣了 38000 多名新聞工作者，空缺被更廉價的公民記者以及更熟悉

網路影音的年輕工作者取代。 

肆、組織牟利 

一個新聞工作者所產出的每一則新聞，都可能影響他的上司看待他的方式， 

而他們的日常行動影響了組織賺取利潤的能力(Tuchman,1972)，在此一基礎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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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研究者對 Breed 提出挑戰，Breed 指出高層管理人員不直接參與跑新聞，所

以記者能夠利用其優越的知識來顛覆政策，雖然這種情形依舊存在，但 Schulte 認

為，程度已經遠遠變小，因為隨著新聞室員工規模減少，管理者更需要控制和了

解他們將能得到什麼新聞素材，以便他們能夠控制自己的內容，｢新聞前置規畫

｣可以讓編輯更能控制成品，卻消除了許多記者所珍視的｢有機自發性(organic 

spontanety)｣；過去 Breed 認為明星級的記者比一般年輕新聞工作者更有本錢迴避

組織政策，而如今，在管理者斤斤計較內容篇幅以確保省錢的情況下，即使經驗

豐富的新聞工作者，也面臨著同樣的控制。 

    儘管人員的減少，造成現代｢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比半個世紀前 Breed 所看到

的更加直接而不容迴避，但 Schulte 也觀察到，由於現實中，編輯面臨著龐大的

內容(雖然記者被裁員，新聞素材卻通過公民記者、與其他新聞組織的夥伴關係

以及數位來源而增加)，加上線上編輯也同樣面臨裁員，要控制所有元素幾乎是

不可能、也不可取的，所以對編輯而言，新聞作業的壓縮，讓他們合理化的放鬆

了一些｢操作指令(operational directives)｣，隨著自主的傳統與保持合作關係的需要，

留給新聞工作者一些｢自我指導(self-guidance)｣的空間。 

    在其研究結論中，Schulte 認為，媒體組織引入指令，來控制新聞室文化中固

有的社會和專業價值，隨著維持獲利看似越來越絕望，他們的控制也就越加透明，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這樣的情境對｢忠誠｣帶來挑戰，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功績

不可能得到回報。 

    相對於 Schulte 的悲觀論點，另外一些學者則持較為樂觀的態度，Susan Currie 

Sivek(2010)認為對於未來的新進記者而言，新聞業將是一個日益流動且不安全的

就業市場，而且他們還面臨著一個核心身分將被重新定義的職業，｢公司人

(company man)｣的概念已經過時，在 Breed 的時代，記者被視為穩定職業，而如今

越來越多專業人士面臨顯著的職業｢靈活性(f;exibility)｣，即使受過高度訓練的專

業媒體人，也可能花很多時間作為自由職業者、短期合同雇員或是其他不穩定的 

職業，這是一種恐懼，但也可以成為一種資產，因為這些新進記者，將面臨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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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內的老手非常不同的工作環境，所以他們將參與的社會化，也不再是灌輸單一

公司的標準和規範，而是更廣泛的｢參與非正式網絡 (participation in informal 

networks)｣這些網路對於新進記者至關重要，因為他們努力找到可持續的就業，不

管是在公司內部，或是當個自由工作者。 

    在媒體面臨巨大的技術變革，與經濟動盪的 2007 年，學者 Deuze 提出了跟

Breed 差異顯著的觀點，他認為如今媒體工作高度不安全與變動的性質，新聞工

作者展現一種｢組合生活方式(portfolio lifestyle)｣，在其中｢職業只是生命中的一塊

墊腳石，作為個人與組織集體之間，並不相互承諾遠超過短期的目標｣。 

    綜上所述，大多數學者在反覆檢視 Breed 理論的過程，都認為隨著半世紀來

傳播技術的演進，造成人力精簡、對時效性的要求卻更高，｢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比起當年更為直接而透明，但隨著近 10 年來，網路社交媒體快速崛起，也有學

者注意到，對於下一個世代的記者而言，社會控制理論，可能完全消彌， 

由於該論點對未來影響深遠，後續將於第四節，另闢專節討論。 

 

第三節 記者如何應對｢社會控制｣ 

 

    在 Breed 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幾種情形，認為在這些情勢之下，記者有機會

可以違抗或是｢繞過｣組織所制定的政策: 

壹、政策規範並非總是全然清晰，而是從本質上就是隱蔽地，從而出現允許 

    偏差的模糊地帶。 

貳、高管可能不了解特定事實，這讓記者可以運用他們的知識來顛覆政策，選擇 

    採訪誰?問什麼問題?特寫那些內容而隱藏哪一部分，都會影響政策遂行。 

參、對於有疑義的新聞，記者可以先拿給友好的同業發稿，以增加敦促編輯出稿 

    的說服力。 

肆、不同類別的新聞，給予記者不同的自主空間，尤其是記者主動發起的新聞， 

    但是這種機會不多，因為記者日常的工作量已經被占滿，而主動發起新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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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獎勵又微不足道。 

伍、擁有明星光環的記者，可以比菜鳥更容易違抗政策。 

    Breed 分析，這些條件不僅存在於新聞室的情境中，也存在於員工自身，只

有在員工自己的態度認可時才會被使用。因此，出版商的政策，有一定的侷限性；

而在後續研究中 Stephen D. Reese 跟 Jane Ballinger(2001)更進一步強調 

｢反攻(counter-attacks)｣可以被看作是記者的職能，允許他們在政策約束的壓力下，

調和自身對專業化的意識和尊重。他們發現記者會形成一種地下、顛覆的模式，

來嘲諷政策，例如把相關詞彙作選擇性的誇大或低估，或者刻意忽略一些歌功頌

德的事情，以削弱出版商盟友的形象，甚至連編輯(基層主管)也會意識到(甚至享

受)這些輕度的破壞，但是不會回報給老闆。 

    Schulte 認為，在數位產品喚醒了｢數位典範(digital paradigm)｣之後，組織控制

產生複雜變化，管理變得更加公開，並且致力於把新聞室｢品牌重塑｣為數位資訊

中心，而非報紙，但記者卻寧願堅持自己的工作中的創意與公民意識，不想被當

作商品；新聞工作者抗拒不利的政策並挑戰組織的花言巧語，尤其是他們發現這

些行為違反｢新聞原則(joyrnalistic principles)｣，或是對自己的同事不公正的時候。 

    儘管考慮到他們的生計及組織透過管理層對他們施加的控制，新聞室中的抵

抗，往往是｢間接抵抗(indirect resistance)｣，但是數位世界位新聞工作者打開了行

使自己主權，並且保持知情的大門；傳統上，許多高管被形容在制定敏感決策時，

利用一道｢黑色天花板｣來阻止旗下新聞工作得知他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

關係，但這樣的控制雖然不透明，卻並非無法突破(Schulte)，拜網路發達之賜，

新聞圈出現｢陽光部落格｣，匿名提供公司高層密謀裁員、併購等資訊，儘管無從

得知，這些訊息是否來自公司高層某個同情新聞工作者處境的高管，但這類部落

格確實在各類集體談判單位消亡之際，協助勞動社群解決共同的關切與不滿。 

    回到記者個人視角，還有一個方法可以有效抵抗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chulte

分析，當新聞室中出現疑慮甚至衝突時，具有強而有力個性的新聞工作者，往往

可以得到他/她所期望的結果，因為其他人必須選擇，讓衝突升溫或者是讓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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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稿子過關，通常情況下，後者比較簡單；如果新聞工作者有｢難搞｣的聲譽，有

關質疑她的新聞判斷或試圖改稿的工作，將會被避免。 

 

第四節 社交媒體興起 社會控制不再? 

 

    從 Breed 到 Tuchman(1978)，Gans(1979)，從報紙到電視，學者對於新聞室社

會化的研究，多重於不同的記者，如何在對新聞價值與新聞收集程序的共同理解

下聯合起來，可以一制性的創造符合其組織需求和受眾所期望的消息，但隨著｢

社交網路(social media)｣的快速崛起，有學者認為，這一媒體管理和研究領域的未

來，需要重新思考，特別是關於媒體組織內部監管，與記者的個人品牌(Susan 

Currie Sivek,2010)。 

    這一派的觀點是，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今天年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2010 年｢皮尤報告(Pew study)｣顯示，在 12 到 17 歲的美國青少年中，有 38%已經

在網路上創造了內容(包括部落格文章、照片及 YouTube 影片)，73%的受訪青少

年使用社交網路；同時有很多高中、大學已經把社交媒體融合進課程、報告當中，

甚至開設專業的社交媒體課程，教授學生如何使用社交媒體尋找訊息來源、識別

新聞趨勢，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透過他/她在社交媒體上的存在，來建立學生個人

的｢品牌(brand)｣。 

    學生時期就已經建立的品牌跟技能，不僅在面對前述不確定的就業市場時能

讓未來潛在雇主提早評估其價值，更重要的是，當他初入新聞室那刻，就已經完

整地掌握了未來世代的發稿工具，因此 Breed 所觀察到新聞菜鳥｢透過學習過程， 

潛移默化地接受社會控制｣的情景將不復存在；對比他們的前輩，這些新世代記

者習慣於社交媒體直接、未過濾的性質，更能透過網路上的聯繫人發覺、報導新

聞，並且透過｢眾籌(crowdsourcing)｣程序和公民新聞搜尋、過濾消息來源，而不僅

是像傳統新聞報導中那樣，過多的官方消息來源；直到 1995 年，Shoemake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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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e 還把｢記者的個人特徵｣視為對整個行業及其所產生的內容而言，最低的影

響水平，但是這樣的媒體例程跟媒體組織結構，很快將會被新進者不斷變化的態

度，重新定義。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Sivek 甚至認為，當今新聞媒體奉為最高價值的｢客觀

性(objectivity)｣，在未來，也將因為社交媒體崛起，而遭到完全顛覆，他引述了David 

Weinberger(2009)的說法，認為在數位時代，試圖在新聞工作中提出中立、不確定

的觀點，是一種時代錯誤，網路上豐沛的資訊，已經讓｢透明(tranzsparency)｣足以

取代｢客觀｣，因為你已經找到根源，其可靠性不需再進一步查詢…｣。 

    當然，老牌的傳統媒體並非沒有看到社交媒體所帶來的變化並積極應對，對

於新聞組織而言，社交媒體｢未經過濾｣的特質，有好處也有風險，允許記者跳過

編輯修稿、校對流程而直接面對閱聽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可能出錯，引發尷尬甚

至帶來法律問題，因此 Breed 當年所觀察到的｢機構權威和制裁｣的要素，現在必

須採取不同的方式運作。 

    最低劣的方式，就是禁止在記者在辦公室使用社交媒體，其他許多媒體如紐

約時報等，則採取部分限制，例如要求記者不要在 Facebook 個人資料欄中填寫｢

政治觀點｣或是發布關於種族、性別歧視、宗教等敏感議題的文章、照片或影片；

這樣的作法或許有助於維繫新聞機構整體的品牌，但鑑於網路時代，｢建立個人

品牌｣及掌握強大社交媒體技能，已經成為攸關記者個人職業發展或未來轉換跑

道的重要工具，Thornton(2009)認為｢透過限制員工的社交媒體使用，媒體組織基

本上削弱了他們獨立建立自我的努力，這可能被未來的媒體工作者視為對他們個

人職業成就潛力的不公平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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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港台兩地的｢新聞控制｣ 

 

    相對於歐美學者觀察中，依靠｢潛移默化｣幽微隱晦的控制手段，本身有著威

權歷史的華人社會新聞室，手段會有何不同?為了更加準確針對此次研究，有關｢

中國大陸政治影響力｣這一變相，研究者在本節主要搜尋台港兩地新聞研究，用

以檢視 Breed 之理論，而捨去其餘華人社會，以及非民主體制下，職業思維全然

不同的中國大陸新聞。  

    首先相對於傳統守門人(Breed,1955)研究，將發行人(報老闆)視為媒體最高決

策者這一觀點，台灣學者陳順孝(2003)認為其｢只注意到媒體內部的權力運作，忽

略了媒體與社會情境的高度互動｣，台灣報老闆從過去威權體制下，深受政治控

制，到解嚴後終於擁有完整的人事、內容主導權，成為真正的｢無冕王｣，再到近

年來又因為競爭激烈、業績下滑，而導致廣告主新聞影響力坐大。因此媒體最高

決策權，其實是報老闆與社會勢力折衝的結果。 

    對於新聞業的內部控管，相對於歐美新聞機構明確的｢科層制｣，台灣媒體內

部，實質上更像是有著君主威權，參雜科層分工，建立在人治基礎上的｢封建采

邑｣(張文強，2009)，老闆如封建主，透過分層效忠原則，擴散個人意志，而各階

主管則是以效忠換取了庇護與上級信任，然後配合詮釋規則與常規的權利在各自

領地內統治下屬；對於 Breed 將媒體成員兩級劃分為｢領導階層｣和｢執行階層｣，

後者順應前者執行其主導的政策，陳順孝則認為這忽略了｢報老闆｣跟｢主管｣之間

巨大的權力落差，當老闆下達明確指令時，主管也只是奉命行事的執行者，就算

沒有指令，主管對敏感新聞，也必須揣摩老闆的意志。就此角度， 

陳順孝將媒體權力層級分為三級:1.執行階層(記者)2.管理階層(主管)3.所有權人

(老闆)，以此次研究而言，這樣的分級較為符合研究主題｢TVB 新聞部｣之現況，

研究者擬於後續討論中引用。 

    為了貫徹立場、好惡、利害與人脈，台灣報老闆的控制策略，遠較 Breed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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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之｢社會控制｣更加直接而多樣，陳順孝將其彙整為以下五項: 

壹、人事任免 

  媒體往往政策性地任用與其立場契合的求職(Hulteng&Nelson,1971)，具體上，報 

  社藉由筆試、面談甚至身家調查來確認新人忠貞，主管任用更為強調忠誠，甚  

  至連省籍都曾被列入考慮。 

貳、理念教化 

  該項除包含 Breed｢新聞室的社會控制｣所提到的｢潛移默化｣，報老闆也會｢公開 

  訓示｣，新進人員經由跟班、聽課、比報以及一連串會議和長官訓示，了解並 

  實踐報社政策甚至被同化；以老闆為核心的組織不須強作要求，記者、編輯的 

  表現就能大體符合規範(陳順孝，1993)。 

參、編採監控 

  記者寫完稿後，要經過採訪、編輯主管層層審核，甚至連送到印刷廠之後都能 

  被及時｢刮除｣。 

肆、新聞指令 

  報老闆直接出席撰寫社論的會議，甚至｢御筆｣親征。 

伍、調職獎懲 

  對違抗老闆意志者，輕則記過、減薪、調線，重則開除。 

    上述手段固然較國外研究所觀察到的更為直接，但台灣研究同時顯示，新聞 

室內還是有很多模糊空間，老闆與記者未必對立，老闆的控制也未必全面，而且

是寬嚴有別的；相對之下，記者可以選擇奮戰不懈，冒險捍衛自己的報導，或是

如同 Breed 所觀察到的，把自家封殺的獨家，交給同業協助曝光。 

    不過隨著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媒體職缺萎縮，記者個人可以運用的籌碼大幅

萎縮，而更加必須配合組織作為，(張文強，2009，P.13)，就算業界曾有簽署新聞

室公約、組建工會等行動，也多未見具體成效，因此學者觀察，很多時候記者、



22 
 

編輯是採｢平民抗拒策略｣，利用媒體工作程序缺乏標準、主管監管不易的特性，

迂迴的爭取自主(張文強，2002，P.51)。 

    相對於近幾年台灣新聞控制研究著重報社老闆的政商利益，香港關於新聞社

會控制的研究，則重於 1997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後，媒體回應來自北京的政商

壓力而做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研究顯示，人才選用也是香港各媒體內 

部慣用的控制手段，例如越高層的新聞主管，立場越親北京，越認為組織的自我

審查並不嚴重；同樣的，各媒體主跑｢中國新聞｣的記者，也相對比其他港聞記者

更親北京並認為自我審查不嚴重(於此同時，他們也被批評立場遠離香港民

眾)(Francis L.F.Lee&Joseph Chan,2009)。 

     在香港媒體新聞室中，學者觀察到｢自我審查｣不用白紙黑字言明，但記者

都會知道，其手段概略分為以下幾種: 

壹、建立黑名單 

  發稿偏離政策的記者，輪不到｢播報班｣，而播報津貼占其收入中很明顯的一部 

  分。 

貳、要求客觀 

  對於部分跟中國大陸政情有關的新聞，｢自我審查｣往往包裝在｢客觀｣、｢平衡 

  報導｣的外衣下，增加操作難度而削弱新聞力道。 

參、壓制新聞播出 

  記者可以寫，但編輯不會播，或是在深夜冷門時段排播。 

     

    對香港記者而言，抵抗政策的困難，源於｢自我審查｣難以捉摸，很難確定主 

管是故意設限，還是基於新聞專業意理，要求謹慎報導，因此大部分時候，只能

選擇遵守，以保持｢快樂工作｣，對於無法容忍的人而言，最終選擇往往唯有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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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新聞室控制 組織外｢看不見的手｣ 

     

    綜上所述，研究守門人行為，不只需要關注新聞組織內部，老闆-主管-記者

間的互動，更應往外延伸，瞭解新聞機構所處的外部環境及其經營目標，以此為

起點，學者 Morten Skovsgaard(2013)認為，組織背景的三個方面，可能限制記者的

專業自主性，分別是 1.組織的政治目標 2.組織的經濟目標 3.組織的結構與例程。 

    儘管組織最中的權力在於其所有者，他們制定政策並加以執行，但組織本身

受他們自己的環境限制，因此 Shoemaker(1991)將研究轉向媒體外，整個社會系統

對守門行為的影響，並綜合其過去研究，將守門人研究，分為 5 個層次: 

壹、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 

  影響組織內的個人評估解釋訊息的因素，如思考模式、二手猜測、價值觀及個 

  性、背景等。 

貳、傳播常規層次(communication routine level) 

  如採訪路線分配、截稿時間及新聞寫作方法等新聞例程。 

參、組織層次(organization level) 

  組織如何透過權威及制裁手段，影響新聞作業，Breed 所觀察的｢新聞室的社 

  會控制｣即屬此一層次。 

肆、媒體外部(社會/制度)層次 

  (extra media,social/institutional level ) 

  強調媒體組織存在於社會系統中，研究政府、市場、利益團體及閱聽人等社會 

  機制，對於新聞產製過程的影響。 

伍、社會文化層次(socialsyatem level) 

  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信仰及文化等，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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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為止，研究者所蒐集到的文獻，無論是認為媒體經營環境惡化導致新聞

室社會控制加劇的悲觀派，還是相信隨著社交媒體崛起，控制終將消彌的樂觀派，

都認為媒體新聞室內，確實存在一股或隱或現的力量，能讓報老闆有效駕馭旗下

新聞工作者，按例程產出新聞，並且彼此關係還能維持大致的平衡，對於現況不

滿的記者，也只能透過實際上無傷大雅的方式，消極抵抗。 

    就研究者淺見，領域之現況，似未能合理解讀 TVB 新聞室中，因為單一新

聞處理個案，引爆總計上百名基層記者、編輯、主播乃至部分中階主管，聯名向

高層發表公開信表達不滿，且在事後兩年內，新聞部記者逾 2/3 離職，這一顯然

打破內部平衡的狀態，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夠在參考現有文獻之後，以 Shoemaker

所提出的五個層次建立思考架構，探索此一事件對於｢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理論演

進的意義，並提供吾輩新聞工作者，作為實務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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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援引 Shoemaker(1991)所定義的守門人研究 5 個層次，作為主要思考

架構，思考 TVB 新聞部內館與記者間的上下互動，以及源自北京的政治、經濟

壓力，與香港社會氛圍，如何從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對 TVB 新聞室施壓，最

終導致撕裂情緒，分述如下(圖 1):: 

壹、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 

    影響組織內的個人評估解釋訊息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指涉成長於香港回歸

後的年輕世代記者與成長於 80 年代，港英政府｢民主抗共｣時期的新聞部主管， 

對於民主、國族等價值與新聞專業意理(客觀中立 vs.發揮代議功能)的認知差異；

此外也將探討對於平日是否使用｢社交媒體｣對於其在工作場域所產生的影響。 

貳、傳播常規層次(communication routine level)與 

    組織層次(organization level): 

本研究中，擬融合這兩個層次的定義，檢視 TVB 新聞部的記者，是否確實 

感受到組織在採訪路線分配、截稿時間及新聞寫作方法等新聞例程中，透過權威

及制裁手段，影響新聞作業，以及其權力運作方式。 

參、媒體外部(社會/制度)層次 

 (extra media,social/institutional level ): 

強調媒體組織存在於社會系統中，研究政府、市場、利益團體及閱聽人等 

社會機制，對於新聞產製過程的影響，在本研究中指涉港府藉由換發執照等方式，

對新聞業所施加的政治壓力，以及企業透過收放廣告利益，施加的經濟壓力，在

香港，輿論普遍認為，這兩項壓力，幕後皆源自北京當局的操控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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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文化層次(socialsyatem level) 

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信仰及文化等，造成的影響， 

以香港而言，該階段出現的是本土化的聲浪，以及民間要求新聞媒體，民主發展

不完全的情形下，應以公正前提，同時發揮代議功能的聲浪。 

    基於以上各層面中，不同影響因子的相互運作，研究假設，自北京而來的政

經壓力，透過港府與廣告主施加電視台給經營層，並由上而下透過新聞部主管向

記者逐層傳遞，｢自我審查｣被包裝在｢新聞專業｣的外衣下，試圖操控新聞；而香

港社會要求媒體發揮代議功能的壓力，則是在日常採訪的過程中，由身處第一線

的記者所承受，兩股力量在記者與主管間形成龐大壓力，造成本該是｢潛移默化

｣的新聞室控制失衡，這項假設，將透過深度訪談予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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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思考架構 作者自行繪製 

新聞部主管 
(組織層次&傳播常規層次) 

 

記者(個人層次) 

 

北京 

港府 
牌照換發 

企業 
廣告投送 

香港社會(社會文化層次) 

要求媒體發揮代議功能 

經營者 

 

(媒體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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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由於此一研究，涉及香港新聞媒體中，負責前線採訪的外勤記者，與內勤新

聞部各級主管等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的過程」，量化研究較難呈現，因此選

擇質性研究，以｢質性(深度)訪談｣及｢文獻分析法｣收集資料: 

壹、質性訪談 

    研究者預計訪談 TVB 新聞室中，曾經參與過｢雨傘運動｣採訪的現任及離職

記者約 10 名，其中包含 2014 年 10 月 15 日當天，撰寫｢七警毆人案｣新聞的記者；

另訪談 3 到 5 名 TVB 新聞部現任及離職採訪/編輯主管，還原事發當時，決定連

署與否的思考脈絡，以及行動者身處 TVB 長期遭到香港社會質疑｢自我審查｣之

下，如何自處，並進而理解｢社會控制｣如何在 TVB 新聞室中運作，以下針對質

性研究使用時機及本次研究具體計畫，交互討論: 

一、發展詳細的描述:對於道德歷程/決策過程、特殊處境、生活經驗等進行仔細 

    描繪；以此次研究而言，探討過程必然觸及從外勤記者採訪、撰稿、剪接， 

    到主管及編輯核稿、播出乃至抽稿、修帶的新聞產製與決策過程，且涉及不 

    同行為者間，不同的世代、階級、職務與生活背景。 

二、結合多重的觀點:某一事件/經歷/過程必須考量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觀點；此一 

    研究針對特殊單一事件(雨傘運動)的經歷(新聞採訪)造成不同角度(記者 vs. 

    主管)的不同觀點，一體適用的標準化問卷，所做出的封閉式調查，並無法滿 

    足這類題目。 

三、了解對於事物的詮釋:不同對象對於事物的詮釋，受訪者可能賦予不同的意 

    義；此一研究主題，必須觸及新聞自由、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等專有名詞的詳 

    細定義，需透過實際訪談，得知行為者的心理思維。 

貳、文獻分析法 

    TVB｢公開信｣事件，並非發生於真空環境，而是在 2014 年，香港接連發生 

多起新聞自由相關案件，醞釀出社會中對於新聞媒體｢自我審查｣的質疑聲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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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醞釀新聞室內的上下矛盾；當年初，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遭到撤換，引發該報社

110 員工在報社門外靜默 5 分鐘，以示抗議，隔月劉進圖在路邊遭兩人持刀砍成

重傷，至今儘管兇嫌已遭判刑，卻仍未確認真實犯案動機；同月經常批判政府的

商業電台名嘴李慧玲遭辭退；七月間立場親泛民的網路媒體主場新聞，突然結束

營業，知名媒體蘋果日報，也傳出遭到「撤新聞」。 

    上述一連串事件，在政治上，如 TVB 新聞台，被認為因執照發放權力掌握

在港府手中，而被質疑「自我審查」配合政府的情形，每年都變得更加嚴重，在

經濟因素上，則牽涉到香港主流媒體，從過去的「文人辦報」走向高度商業化，

面對廣告主「撤廣告」的壓力顯得格外被動，而撤廣告的背後動機，又被指是配

合北京立場為之。對於相關政經影響，香港學界及新聞業，在這段時間內有大量

的的報導與討論，本研究將予以爬梳，建構事發背景。 

                                                    

                  第三節 訪談題綱 

 

    此次研究之深度訪談，主要選擇曾經在 TVB 服務期間，經歷過雨傘運動採

訪訪，以及｢公開信｣事件的新聞部採訪主管與記者，回應第一章所提出的三個

研究問題，此外另安排兩名香港其他媒體高層主管受訪，提供外部看法作為對

照，以下分別羅列採訪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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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任 TVB 記者 

訪談對象 曾於 TVB 採訪「雨傘運動」的記者(約 7~10名) 

設計目的 訪談提綱 

建構事發經

過，協助受

訪者回憶當

時情境 

可否請您回顧一下，在雨傘運動期間，您在現場採訪時，印象

最深刻的場景? 
追問題:(若回答關於警民對峙、肢體衝突)在那樣的當下，您會

試圖判斷誰對誰錯嗎?您認為誰對誰錯?下筆撰稿時會不會擔心

暴力事件影響運動成敗? 會不會擔心主管及編輯的不同意見?
是否有遭到修稿? 

外部壓力對

記者態度之

影響 

我們聽說，很多 TVB 記者，在採訪期間，遭到群眾抵制、甚

至謾罵，您自己有遇到這種情形嗎? 您認為為什麼會這樣? 當

下心理的感受是什麼?這樣的的場面，會不會影響到您撰稿及

後續採訪時的判斷? 

專業意理對

記者態度之

影響 

就您所受的專業訓練，您認為記者在這場運動中，應該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是中立客觀的報導者? 抑或為民喉舌，推動香港

進步? 

追問題:在現場，有沒有哪一次事件，讓您對自己的專業與冷 

靜，產生質疑?回到辦公室後，是否發生過主管調度，跟您現 

場所聞，發生衝突? 您如何處置這樣的衝突? 

回應研究問

題二.公開信

事件始末 

當年 10 月，發生「拳打腳踢」事件，您怎麼看這件事情?您簽 

署公開信了嗎? 

追問題:(若回答)有當下會不會擔心這樣一封信，衝擊公司在香 

港輿論中的信譽? 擔不擔心遭到高層秋後算帳? 後來有沒有感 

覺到秋後算帳? 

(若回答無):是什麼樣的考量，讓您決定不參加連署? 會不會擔

心來自同儕的壓力?事後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導向結論 長久以來，TVB 新聞都被視為香港最重要的電視新聞媒體，您

如何看待這件事，在香港輿論所產生的影響? 

回應研究問

題一.新聞室

社會控制 

有輿論質疑，在整個運動的採訪過程中，貴公司高層受到政治

力干預而自我審查?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說法?  

追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新聞部的高層主管認為，是記

者用過度泛政治化的眼光，抵抗主管的指令，長久下來，反而

真的把主管越來越推向像是建制派的立場，您怎麼看? 

回應研究問

題三.離職潮 
您現在是否還在 TVB 服務? 如果離開的話，可否談談最終促 

使您決定辭職原因?近兩年來許多同仁離職，被香港媒體稱為｢ 

TVB 大逃亡｣，您怎麼看待這樣的現象? 過去曾經發生過嗎? 

 



31 
 

貳.TVB 採訪主管 

訪談對象 曾在 TVB 指揮「雨傘運動」採訪的主管(約 3~5名) 

設計目的 訪談提綱 

建構事發經過

協助受訪者回

憶當時情境 

首先可否請您回顧一下，在整個「雨傘運動期間」印象最深

刻的事件?從新聞採訪調度的角度來看，這一次事件，跟過去

包含歷年七一遊行，以及「反洗腦」等幾次群眾運動，包括

記者的回饋以及社會觀感，有什麼樣的不同? 

回應研究問題

一.新聞室社

會控制 

對於近年來，香港有輿論質疑，TVB 等媒體「自我審查」，

身為承上啟下的中階主管，您怎麼看? 運動期間，有沒有遇

過相關的壓力? 有的話，請分別描述來自高層的指令，與來

自基層記者的質疑。 

追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您如何處置，您認為在新聞專業與 

平衡新聞室內部的紛爭之間，如何達到平衡? 

專業意理對主

管態度之影響 
就您所受的專業訓練，您認為媒體在這場運動中，應該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是中立客觀的報導者? 抑或為民喉舌，推動香

港進步? 

追問題:在當下，有沒有哪一次事件，讓您對自己的專業與冷 

靜，產生質疑? 

回應研究問題

二.公開信事

件始末 

當年 10 月，發生「拳打腳踢」事件，您怎麼看這件事情?您 

簽署公開信了嗎? 

追問題:(若回答)有當下會不會擔心這樣一封信，衝擊公司在

香港輿論中的信譽? 擔不擔心遭到高層秋後算帳? 後來有沒

有感覺到秋後算帳? 

(若回答無):是什麼樣的考量，讓您決定不參加連署? 會不會

擔心來自同儕及部屬的壓力?事後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組織層面之影

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新聞部的高層主管認為，是記者用過 

度泛政治化的眼光，抵抗主管的指令，長久下來，反而真的 

把主管越來越推向像是建制派的立場，您怎麼看? 

回應研究問題

三.離職潮 
雨傘運動之後，TVB 採訪組許多同仁離職，被香港媒體稱

為”TVB 大逃亡”，您怎麼看待這樣的現象? 過去曾經發生

過嗎? 您認為是記者無法平復情緒主動辭職，還是公司管理

層，有意的調整人事? 

 

導向結論 長久以來，TVB 新聞都被視為香港最專業公正、也是最重要

的電視新聞媒體，您如何看待這件事，在香港輿論所產生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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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香港媒體高層主管 

訪談對象 香港媒體高層主管(約 2名) 

設計目的 訪問提綱 
協助受訪者回

憶情境 
以您豐富的經驗，可否跟我們談談，雨傘運動中的新聞操

作，跟過去從例來七一到「反洗腦」等群眾運動，有什麼樣

最大的不同? 是否有感受到，來自港府的有形或無形壓力? 

回應研究問題

一.新聞室社

會控制 

從業內人士的角度，可否跟我們分析一下，行業內如何評價

各媒體在政治光譜上的差異? 以這個標準來看，TVB 在什麼

樣的位置，有香港輿論認為近年來 TVB 出現「自我審查」，

您怎麼看? 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案例，可以呈現? 

回應研究問題

二.公開信事

件始末 

當年 10 月，TVB 發生「拳打腳踢」事件，從專業角度分

析，您如何評析這一次案例?事後逾 40 名 TVB 記者、主管及

主播，聯名向高層發表公開信，以一個新聞單位主管的身

分，您如何看待這樣的事件?  

追問題:更長遠來看，您覺得，這次事件對於香港新聞業，有

什麼樣的意義? 

外部壓力對新

聞室之影響 
您認為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如此基層記者與主管之間的抗 

拒心態? 跟世代、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關聯，在您所服務的 

單位，有類似問題嗎? 如果有，您如何應對? 

回應研究問題

三.離職潮 
兩年來，TVB 採訪組出現人員大規模流失，就您在業界的經

驗，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這對香港整體新聞業，帶來什麼樣

的影像? 

導向結論 從回歸以來，您認為香港的新聞大環境，有什麼樣的變化?您 

認為這段時間 TVB 面臨的問題，將會是個案，或者未來類似 

事件仍將發生?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此次論文計畫之研究限制，主要在於現實上無法將範圍擴及其餘香港媒

體，對於香港新聞業，在回歸近 20 年後，是否出現普遍的「自我審查」，抑或

從「客觀中立」到發揮「代議功能」的「典範轉移」，而只能從 TVB 新聞部這一

極端個案中，略窺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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