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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刊第 2 期，承蒙學術界踴躍賜稿，經多位評審委員專業審評，

共刊登 6 篇論文，涵括傳播、政治及社會學門三大領域。 

傳播學門刊載 3 篇論文。羅世宏的〈「黃金時代」的終結：中國

大陸傳統市場化媒體興衰與新聞理想實踐的另闢蹊徑〉，採取批判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徑，針對中國大陸市場化媒體的興起與衰落

進行分析。結論指出，中國大陸新聞業的未來出路不在於期待市場化

媒體榮景再現，而是走向「獨立」之路，為深度與調查報導另闢蹊徑，

或有重新找回新聞改變中國的可能。張蓉君的〈網友與記者的共舞—

新聞中不可思議的道德價值觀〉，主要探討網路時代中的新聞倫理議

題，指出網路促使話語權力產生的象徵性暴力更猖獗，再經由媒體的

報導，使得符號展現的力量對於被報導當事人是不公平的。金麟的〈英

雄、動員與控制：中國災難新聞中的情緒論述〉，針對 2013 年 4 月 20

日中國四川蘆山地震的災難新聞，探討中國媒體如何情緒地敘說新聞

故事，以及背後的意識型態。 

在社會學門方面，我們精挑細選，最後一枝獨秀，僅選擇了蘇碩

斌的〈日常文化全球化：有關台灣社會生活信任的分析〉。作者試圖

運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料，並以「接受遠方事物」為主變項，

探討文化全球化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經過描述性統計、多元迴

歸分析和路徑分析，作者指出「教育」透過「認知態度」而影響著人

們「接受遠方事物」。這回覆了一個有關全球化的命題，亦即，對外

在世界認知方式的變化結果，意味者人們吸收更多的抽象知識、以應

付越益系統化的世界，並遠離人際間的互動。 

政治學門刊載 2 篇論文。郭耀昌的〈中國大陸電子政務之發展現

況：一個「電腦化管理類型」的考察〉，主要關切議題為中國大陸的

電子政務推動的方向與成果，同時，略過政治與制度差異性的角度，

由「電腦化管理類型」此一理論框架，考察中國大陸電子政務過去十

年的發展軌跡。馮佩君的〈道德發展、倫理評價與倫理意圖之實證研

究〉全文以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為例，運用道德與倫理議題的

發展與評價，探討維繫公眾信任的重要性，並於文末提出台灣道德發

展與倫理決策關係的評量結果。 

  南華社會科學論叢編委會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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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金時代」的終結： 

中國大陸傳統市場化媒體興衰與新 

聞理想實踐的另闢蹊徑 

The end of a “golden er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rketized press and possible  

way-out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羅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E-mail: 
shihhung.lo@gmail.com） 

 

摘要 

  本文採取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徑，針對中國

大陸市場化媒體的興起與衰落進行分析。首先，本文耙梳傳

統市場化媒體在中國大陸興起與衰落的變化軌跡與歷史性，

並試圖解釋這樣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本文的核心論證是，

在中國大陸特殊的傳媒政治經濟形構下，市場化媒體的歷史

性興起其實是偶然，而最近的衰落則是必然。中國大陸市場

化媒體雖然曾經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在輿論監督、新聞

專業和普世價值的追求上迭有建樹，但仍難敵來自政治與經

濟的雙重壓力，而最終迎來衰落的命運。最後，本文探問中

國大陸深度與調查報導以及懷抱理想的新聞人的可能出路。

本文認為，中國大陸新聞業的未來出路不在於期待市場化媒

體榮景再現，而是走向「獨立」之路，為深度與調查報導另

闢蹊徑，或有重新找回新聞改變中國的可能。 

關鍵字：中國大陸、市場化媒體、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調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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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a “golden era” of the marketized 
pres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at clarifying the trajectories and 
historicity of the inevitable collapse of the hitherto vibrant 
marketized press there. Central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a’s 
marketized press is that the rise of it was of contingency while 
its fall was of necessity because of the peculiar 
political-economic formation in China. Despite its boom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marketized press has been declining rapidly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setbacks and political 
crackdown. This article concludes by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a revitalize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despite (and/or because 
of) the expected demise of the marketized press in China. 
 

Keywords:Mainland China, the marketized press, the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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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於 1973 年，2001 年起進入新聞界的石扉客（本名沈

亞川）），2013 年 3 月正式離開任職多年的南方傳媒集團，離

開前參與《南都周刊》封面故事「起底王立軍」的調查報導

（2012 年 12 月 17 日），該報導獲得的「南都全媒體大獎」

被公認是中國大陸新聞界的極高榮譽。離開《南都周刊》後，

石扉客轉任《博客天下》主編，後又轉至《新浪網》擔任副

總編輯。他在 2015 年 12 月 25 日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媒體這一行，做了整整十五年。我入行時的總編和主管，

現在統統在監獄裡了。我入行時的媒體單位，現在連刊號都

被吊銷了。對我們這一代媒體人來說，再也沒有比今天更蕭

瑟的平安夜了吧？戀戀新聞路，沉沉家國夢。寂寥舊時光，

無計問歸程。 

目前 43 歲的石扉客，已親身參與並見證了被認為是中

國大陸市場化媒體的「黃金時代」：2003 年至 2013 年。2003
年，《南方都市報》對孫志剛案的報導，被認為是開啟了中

國大陸市場化媒體輿論監督的第一個高峰期（王克勤2010）；

十年後的 2013 年，當年年初與年末發生在廣州的兩起事件，

則被認為是中國大陸市場化媒體「崩盤」的標記（胡泳，2014）。

這兩起事件，一是年初發生的「《南方周末》新年獻詞事件」

（簡稱南周事件），二是年末的「新快報事件」。《南方周末》

屬於南方傳媒集團，《新快報》屬於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在

性質上都屬市場化媒體的都市報。 

由前引石扉客不無欷噓的年終感言裡可以感受到，中國

大陸市場化媒體的黃金時代已經過去，甚至已步入無限漫長

的寒冬。而和石扉客一樣有著輝煌新聞資歷，曾任廣州《南

風窗》和《中國周刊》等時政新聞雜誌總編輯的朱學東也有

如下感懷（2016）： 

與往年的寒冷稍有不同的是，今年這個行業的冷，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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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滲入骨髓的冷。冰凍三尺，自非一日之寒。經年累月的寒

冷之後，傳媒業終於迎來了最冷的一個冬天。 

石扉客、朱學東以及其他許多經歷過中國大陸市場化媒

體「黃金時代」的媒體人，最近幾年都有類似的觀察和感觸，

對於中國大陸傳媒現況充滿有志難伸的不滿和感傷。同樣地，

中國大陸傳媒學界也有類似的觀察與評論，例如宋志標

（2014）直言「廣州媒體大勢已去」，胡泳（2014）指出「中

國市場化媒體的『崩盤』」，而郭全中（2015a）更論稱「市場

化傳統媒體進入窮途末路」。 

針對前引多人關於中國大陸市場化媒體「黃金時代」的

終結、「最冷的冬天」、「大勢已去」、「窮途末路」、乃至於「崩

盤」的悲觀判斷，本文採取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的研究取徑，首先耙梳

傳 統 市 場 化 媒 體 在 中 國 大 陸 興 起 與 衰 落 的 變 化 軌 跡

（trajectories）與歷史性（historicity），並試圖解釋這樣的過

程是如何發生的？本文的核心論證是，在中國大陸特殊的傳

媒政治經濟形構下，市場化媒體的歷史性興起其實是偶然，

而最近的衰落則是必然。中國大陸市場化媒體雖然曾經發揮

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在輿論監督、新聞專業主義和多

元普世價值的追求上迭有建樹，但仍難敵來自政治與經濟的

雙重壓力，而最終迎來衰落的命運。最後，本文探問中國大

陸深度與調查報導以及懷抱理想的新聞人的可能出路。本文

認為，未來的出路不在於期待過去曾經曇花一現的市場化媒

體榮景再現，而是走向「獨立」之路，為深度與調查報導另

批蹊徑，或有重新找回新聞改變中國的可能性。 

二、與魔鬼晚餐：市場化媒體興起的偶然與衰落的

必然 

1978 年底，《人民日報》等北京 8 家新聞媒體聯合向中

國大陸財政部提出試行「事業單位、企業管理」的要求，自

此開始了中國大陸一部份新聞媒體獲准試行「事業單位、企

業化經營」的經營方式。1990 年代以後，此一政策軸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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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變，並且進一步獲得擴張與轉化，廣告收入和其他的「創

收」任務成為越來越多市場化媒體的收入來源，甚至在財務

上足以分潤以黨報（例如南方日報）為母報的黨有媒體集團

（例如南方傳媒集團），形成「母以子貴」的特殊現象。 

1984 年，《南方周末》創刊，標榜「可以有說不出的真

話，但絕對不說假話」的編輯方針，逐漸在渴求真相的大陸

受過高等教育的一部份讀者心目中建立信任感與口碑。1987
年，《廣州日報》率先擴為 8 版，開啟市場化都市報的競爭

格局（郭全中，2015b）。1993 年，《南方周末》轉型為輿論

監督風格強烈的報紙。1997 年，與《南方周末》同屬南方報

系的《南方都市報》創刊，更突出了都市報這種體制內市場

化性格的報紙。 

除了受限在地方（省市）發行的都市報之外，財經媒體

也在 1998 年以後開創新局。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8 年《財經》

的創刊，以及南方報系在 2001 年創刊的《21 世紀經濟報導》

（由南方報業和上海復星合資創辦）。前者以「誰的魯能」、

「銀廣夏陷阱」及 SARS 疫情相關調查報導而享譽新聞界，

後者以「新聞創造價值」為辦報理念，大力拓展財經類媒體

市場，當年度即實現盈利。此後，《經濟觀察報》、《第一財

經日報》、《理財周報》等財經類報紙亦紛紛創辦。 

自 1998 年開始，過去依賴國家財政撥款的各省市黨委

機關報，開始從純粹事業單位轉型為自負盈虧、企業化經營，

逐步轉型為企業單位。1999 年，隸屬於哈爾濱市委的《哈

爾濱日報》轉型為企業單位，成為中國大陸第一家從事業單

位改制登記為企業單位的報社，也是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

總署首批批准的 15 個國家級報業集團試點單位之一（鄧炘

炘 2006: 224）。 

接著，中國國務院於 2003 年末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

於印發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和經營性文

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兩個規定的通知》（國辦發［2003］

105 號）。在文化體制改革政策啟動之後，大眾報業集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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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日報集團、河南報業集團和深圳報業集團被確定為四家實

施「轉企改制」的試點單位（唐緒軍 2005: 111）。在實施轉

企改制的過程中，在架構上有「事業轉企業」和「獨資轉股

份」兩個層次，以及「剝離轉制」和「整體轉制」兩種類型。

報業集團轉企改制多屬「剝離轉制」，亦即「將新聞出版單

位的經營性部分與採編部分分開，把剝離出來的經營性部分

轉制為企業」（唐緒軍 2005: 111-112）。「獨資轉股份」則是

指已轉制為企業單位的新聞出版單位進一步從國有獨資企

業轉變為股份制企業。在此一架構下，報業集團可能同時採

取多種途徑以達成轉企改制的目標，包括：（1）成立有限責

任公司、（2）嘗試吸引民間資本合資、參股、（3）創設新報、

（4）跨地區及（/或）跨媒體經營、（5）上市融資（唐緒軍，

2005: 111-112）。在此一背景下，南方報業和光明日報報業集

團在 2003 年聯合創辦《新京報》創刊，開啟了中國大陸報

業異地辦報的新嘗試（郭全中 2015b）。 

而在以中央、省、市級黨報為母報的報業集團陸續開辦

市場化子報之後，以及財經報刊興起之前，值得一提的還有

王彥和胡勛壁，他們通過「掛靠」的方式，以個人對讀者市

場的精準判斷及出色的業務能力，開創了市場化媒體類型當

中個人色彩特別濃厚的辦報路徑（王彥在 1984 年創辦以商

業、消費題材為主的報紙，胡勛壁在 1985 年創辦《知音》

這種以情感、婦女題材為主的通俗刊物），與後來胡舒立先

後創辦《財經》及財新傳媒集團的辦報模式有類似之處，但

各自命運迥然有別。 

無論是黨報的市場化子報，或是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報刊，

其共同特性是必須以新聞「商品」本身的特性和競爭力賺取

發行及廣告收益，也必須在日益競爭激烈的市場中養活自己，

因此在經營方針、人才聘任與內容特色上皆不能脫離市場的

規律，從而逐漸發展出與「喉舌」黨報黨刊有別的自由、獨

立色彩。當然，這個自由與獨立性是相對於黨報黨刊的，但

這種相對的自由和獨立性也埋藏了巨大的風險：一旦與黨國

的政治立場抵觸，或是因為經濟利益的衝突，隨時仍有傾覆

之虞。更有甚者，正如本文接下來要探討的，這種因政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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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因素導致的風險，不僅在市場化媒體「黃金時代」結束

後存在，其實也存在於所謂「黃金時代」的期間，甚至更早

之前。 

市場化確實開拓了一定程度的新聞專業主義空間，即使

中央級媒體也不例外，更為一部分市場化媒體提供了機會。

由於市場化和商業化的需要，在中國大陸特殊的局勢下巧妙

結合了有限的新聞專業主義，實現一定程度的輿論監督（馮

建三，2008）1，再反過來強化了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經濟收益。

例如 1990 年代初期由央視《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等節

目所代表的新聞改革，相當程度提高了新聞專業工作者的社

會聲望與傳媒的市場收益，例如以央視新聞評論部所製作的

《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等節目的廣告收入和支出相比，

廣告收入與節目製作支出的差距快速拉大：1993 年收入為

818 萬元，支出為 768 萬元。1995 年收入為 1.7 億，支出為

4490 萬元。到了 1998 年，收入增加為 3.12 億元，支出為 7400
萬元（周翼虎 2011: 276）。 

不過，一方面肯認市場化媒體曾經扮演輿論監督的社會

角色（另見羅世宏，2012），本文也同時必須強調，無論是

黨報的市場化子報，或是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報刊，都是在中

國大陸特殊黨國權力控制和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下的產物；甚

至可以這樣說，市場化媒體興起與衰落都必須回歸到這個現

實條件下探討：「與魔鬼晚餐」（supper with the devil）。怎麼

說呢？市場化媒體只是一個出於政治經濟權宜的安排，對黨

國而言，從一開始就兼有卸載包養大量黨報黨刊的龐大財政

支出負擔，並且吸納傳媒市場經濟利益的雙重目的，但不能

對黨國權力與基本立場構成挑戰。因此，市場化媒體表面上

具有的相對自由和獨立性，其實是建立在相當脆弱的基礎上，

其經濟基礎隨時可能崩壞或被權力所襲奪，而其在輿論監督

方面展現的政治能動性更是隨時可能消解。 

                                                       
1《南方周末》前首席評論員笑蜀（陳敏）即指出，「嚴格意義上來說，

中國傳媒真正的輿論監督功能是在市場化媒體出現之後」（笑蜀，本研究

訪談，2012 年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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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是允許市場化媒體運作，或是名為「轉企改制」的

文化體制改革，其實都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的。正如周翼

虎（2011: 381）指出，相關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為新聞業設

置一種政治控制框架：「傳媒單位首先是事業單位，必須接

受國家行政機關延伸部門的行政化管理；它雖然可以採取一

切企業經營的手段，包括組建為企業、公司，但它的母體仍

然是事業單位。」透過自負盈虧的「財政包乾」、「以廣告為

主體的變相轉移支付」和「壟斷經營」等措施，當局可確立

並穩固國家對新聞傳媒的政治和經濟控制關係，不至於因為

市場化而發生質變（周翼虎 2011: 386-392）。 

是故，中國官方推動的各種媒體政策變動，至今都還沒

有脫離江澤民 1989 年 11 月 28 日在新聞工作研討班講話時強

調的框架：「我們國家的報紙、廣播、電視等是黨、政府和

人民的喉舌」、「我們的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個重要

的組成部分。因此不言而喻，必須堅持黨性原則」，以及「我

們的新聞改革還面臨許多新任務。改革的目的，正是為了使

新聞更好地成為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更好地在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也三令五

申強調所謂「黨管媒體四原則」2。例如，時任國家新聞出版

總署副署長的柳斌杰在 2004 年指出，所有媒體都要按照兩

種性質來區分：一類屬公共服務事業性質，一類屬於面向市

場的企業性質。無論如何改革，必須遵循「四不變」原則：

黨管媒體不能變，黨管幹部不能變，黨管導向不能變，黨管

資產不能變（轉引自胡泳 2009: 292）。 

明乎此一原理，那麼過度期待市場化媒體或可推動中國

大陸民主化，或是冀望市場化媒體實踐所謂「有中國特色的

新聞自由」（王毓莉，2010），可能都屬不切實際的幻想。正

如張裕亮（2005）所指出的：「媒介變革後呈現了市場化、

分權化與集團化的現象。這些新生現象，不斷地挑戰既有制

度，也讓制度的規範者—黨國適時回應。中國政府就在這種

                                                       
2〈新聞出版署：報紙改革 8 家試點 黨管媒體 4 不變〉，《人民網》，2004
年 8 月 3 日，取自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14737/22039/2682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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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運用更精緻的手段，成功地將媒介的市場化、分權

化與集團化轉而用來服務黨國當局。」 

以下聚焦於市場化媒體的兩種主要類型（亦即黨媒的市

場化子報及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報刊）為例，探討它們如何在

種種打壓及限制中艱難地興起，以及在後來如何因為政治經

濟的雙重因素因逐漸走向衰落。 

三、黨媒的市場化子報的興起與衰落：以「南方系」

為例 

南方傳媒集團乃是直接隸屬於廣東省委的報業集團，以

《南方日報》為母報，逐漸發展出包含三個市場化的子報系

（包括以《南方周末》為主的南周報系、以《南方都市報》

為主的南都報系，以及以《21 世紀經濟報導》為主的 21 世

紀報系，統稱「南方系」），在市場化媒體的「黃金時代」，

由於它在輿論監督、新聞專業的表現特別突出，而且貼近普

世價值，成為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媒集團，在中國大陸擁

有高知名度、影響力和公信力。 

南方傳媒集團的三個市場化子報系在發行和廣告市場

都有突出表現。《南方周末》曾經是中國大陸發行量最大的

周報，極盛時期發行量高達 160 萬份。在珠三角地區發行的

《南方都市報》則是該地區最具影響力的都市報，極盛時期

的發行量也在 140 萬份左右。而《21 世紀經濟報導》則是中

國大陸發行量最大和最具影響力的主流財經媒體之一，極盛

時期的每期發行量超過 75 萬份。 

然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影響力和獨樹一格，南方傳媒集

團經常成為「五毛」和「黨性」堅強的《環球時報》攻擊的

對象，五毛人士甚至把南方系稱為「漢奸系」（意指不愛中

國的叛徒、漢奸），公開點名南方系的部分新聞工作者為「西

奴」（意指西方國家的奴才、走狗：），顯示南方系與保守力

量（及「愛國憤青」）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巨大差異和衝突。 

11



社會科學論叢第二期 

 
 

從黨國的立場來看，「南方系」的繼續壯大，自然是當

局想方設法要防範和打壓的。除了個別報導可能被「斃稿」，

個別新聞工作者經常被要求「寫檢查」（自我檢討），更不時

有新聞工作者被罰薪、調職、停職，甚至被開除。「戴著鐐

銬跳舞」，一直是市場化媒體追求新聞專業主義、執行輿論

監督責任，以及挖掘真相時必須面對的處境。 

中共黨國針對南方傳媒集團三個市場化子報系的政治

打壓並非始於今日，而且從來沒有停止過，只是於今尤烈。

近年來，除了政治打壓力度升高，又加上數位化的衝擊和市

場收益的流失，使得南方傳媒集團在政治和經濟雙重壓力下

逐漸式微，大批懷抱新聞理想的新聞工作者或被動或主動出

走，其往日的巨大影響力已不復見。 

在政治打壓方面，最明顯的案例有創刊才九個月的《21
世紀環球報導》即被勒令停刊（2003 年）、「南都案」（2003-2004
年）、程益中被迫辭去《新京報》總編輯並且被以涉嫌「經

濟犯罪」名義逮捕（2004 年）、《南方周末》首席評論員笑蜀

與《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長平被開除（2011）、《新京報》

主管單位由原來的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被變更為北京市委宣

傳部（2011 年）、南周事件（2013 年）、南方傳媒集團被要求

轉讓其所擁有的《新京報》49％股權並退出經營（2014 年）， 
21 世紀報系總編輯沈灝因涉嫌「新聞敲詐」而被逮捕（2014
年）並遭判刑四年（2015 年）…等等。 

而除了政治打壓之外，傳統市場化媒體的商業模式也遭

遇互聯網的衝擊。2015 年傳統媒體廣告市場進一步下滑，報

業的廣告收入年減 15％以上，更令市場化媒體雪上加霜。郭

全中（2015a）對此一艱難狀況做了總結： 

在互聯網的猛烈衝擊下，傳統媒體陷入了嚴重的困境，

尤其是規模越大、市場化程度越高的傳統媒體受到的衝擊越

大。主要表現在：一是傳統媒體「二次銷售」的商業模式基

本坍塌；二是人才大量流失；三是體制僵化，活力不在；四

是人員負擔沉重，已經難堪重負；五是更為嚴格的管制。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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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此外，南方系多年來試圖爭取上市籌資的機會，但一再

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否決，最終是完全放棄以集團或子報系上

市的可能；同樣的，南方系的所有報刊皆也被當局認定為「非

規範稿源」，依規定不得在其他的入口網站或新聞網站轉載。

這些限制具有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目的，一是讓南方系報刊無

法透過互聯網獲得更多商業收益，二是限縮南方系報刊在互

聯網空間的政治影響力。 

另根據本研究對南方系新聞工作者多人進行的訪談，在

中共派任庹震空降擔任廣東省委宣傳部長以後，原本內部審

讀和事後審度的制度，逐漸被改為選題必須事前送審，到最

後是全版內容須送事前審讀的制度，這些措施相當程度地掐

死了南方系新聞工作者在輿論監督和新聞專業主義的表現，

難有太多可以明顯超越其他報刊的機會，並導致了後來由宣

傳部門直接刪改《南方周末》新年獻詞的重大爭議事件。 

綜合上述的複雜因素，對於南方系報刊的衰落，出身《南

方都市報》的媒體觀察家宋志標（2014）有如下相當全面的

評論： 

正是北京在對南方施行的數年如一日的政治牽制，採取

了扶持央媒壓制粵媒的手法，才導致廣東媒體上市融資的努

力功虧一簣。至於廣告市場的萎縮，上海也有，但關鍵因素

仍舊是政治干擾。對南方報系而言，從 2008 年開始逐漸收

緊的政治壓制一步步變成貼身束縛，從空降北京的部長坐鎮

廣州，到指派宣傳幹部擔任報團一把手，再到全面強化對南

方報系新聞生產的全流程監控，一舉切斷了南方報系與市場

和社會的有機聯繫，令南方報業進退失據。正是在這種高等

級壓制下，南方報業失去了上市融資的機會，內部權鬥被激

發出來導致人才斷層與價值觀崩潰，在微博微信興起的關鍵

時期失去領頭人，在新媒體轉型的過程中被導向呆板的黨報

化，體制化板結入侵到曾有活力的子報系，人才出走，悉數

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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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8 月 26 日，南方傳媒集團所屬《南方網》發佈

名為〈中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關於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

的正式公告，內容清楚強調南方傳媒集團的整改重點，其中

包括：全面加強黨建工作、狠抓思想政治教育、落實紀委監

督責任、嚴格導向管理、加強採編管理、要求南方傳媒集團

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21 世紀經濟報導》應配

合黨報《南方日報》共同唱響主旋律，傳播正能量，同時減

少社會新聞（尤其是「負面新聞」）。此外，該〈通報〉更具

體指出，南方傳媒集團已於 2014 年成立「南方輿情」事業

部，為黨政部門「處理」輿情，包括 2015 年 4 月至 8 月間，

「南方輿情」已提供相關「輿情服務」百餘次，例如 2015
年 7 月初，「南方輿情通過獨家信源大數據系統，成功預警

『廣州計程車司機龜速行駛抗議專車事件』，為相關部門處

理輿情危機贏得了先機」云云3。本研究曾經就此訪問過多位

「前南方」（亦即已經從南方系離職的媒體人），幾無例外地

都對此一發展態勢感到憤懣與悲傷，因為經過這樣的整改之

後，他們懷疑：「南方系還是原來的南方系嗎？」曾經在中

國大陸新聞業獨領風騷至少十餘年的「南方系」，至此已明

顯不得不屈服於黨政機構的威嚇之下，沈淪一至如斯，不知

何日才可能恢復曾經的輝煌。 

四、掛靠性質市場化報刊的興衰：以王彥、胡勛壁、

胡舒立和《炎黃春秋》為例 

如前所述，中國大陸的市場化媒體除了由黨報直接創辦

市場化子報的發展模式外，另外還有大量以「掛靠」方式經

營的市場化報刊。簡單地說，具有創業家精神與新聞市場敏

感度的個人，透過個人出資，或是向體制借貸，或是結合國

家資本和一部份民間資本（在大陸語境下稱為「社會資本」），

利用體制內黨政機構所擁有的刊號，與主管主辦單位建立合

作默契，推出新聞商品並且面向市場競爭。其中，最成功也

最值得討論的幾個典型例子是王彥、胡勛壁和胡舒立，但各

                                                       
3〈中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關於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南方網》，

2015 年 8 月 26 日，取自 http://news.southcn.com/g/2015-08/26/content_131563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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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發展命運仍有差異。 

（一）王彥的《中國經營報》和《精品購物指南》 

王彥離開體制內單位後，以個人投資的方式從 1984 年 8
月創辦《中國經營報》的前身《專業戶經營報》，1992 年又

創辦了《中國經營報》的子報《精品購物指南》，2000 年以

前已發展到擁有資產 5 億元人民幣，年廣告收入 2 億元人民

幣的規模。儘管該報先後掛靠過四個國營單位，但是該報採

取的是民間身份辦報企業方式經營，報社的全部投資均由王

彥自籌，並非來自掛靠的單位或國家銀行貸款，王彥本人也

不曾列入國家編制。報社按規定向國家交稅，並向掛靠主管

單位交納各種費用4。《中國經營報》與《精品購物指南》引

發產權爭議，後來在 1999 年塵埃落定，由中國大陸的國務

院機關事務管理局、財政部、新聞出版署聯合對中國社會科

學院主管的《中國經營報》、《精品購物指南》的產權界定作

了批復5，明訂：「目前尚無可由個人、集體出資創辦或擁有

報刊的規定，因此，我國的報刊社均為全民所有制單位」（粗

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加）。結果，王彥被解職，股權被國家買

回，而《中國經營報》、《精品購物指南》重歸中國社會科學

院所有。這個案例所重申的「全民所有制」原則，成為後續

各種類型的市場化媒體無法撼動黨國控制的要害所在，因為

無論在商業上如何成功，掛靠經營的市場化媒體隨時可能被

重新控制在黨國體制之內，並不存在法律與實質意義上的民

營媒體。 

（二）胡勛壁的知音傳媒集團 

1985 年創辦《知音》的胡勛壁則是另一個突出的例子。

極盛時期，《知音》的發行量達到 700 萬份，一路成功打造

了以湖北武漢為基地、旗下擁有九刊兩報、總發行量達 1300

                                                       
4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29215-20000401.html。 
5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轉發《關於中國經營報、精品購物指南報社

產權界定的函》的通知，1999 年 10 月 22 日，取自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1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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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份的知音傳媒集團，也同時中國最大的期刊出版集團。 

關於「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報刊的運作，以及知音傳媒

集團的產權性質及經營管理者的「持股」問題，本研究於 2011
年 12 月曾訪談該集團董事長胡勛壁及副總經理柯洪斌。他

們指出： 

原來真是發展的時候一分錢沒給，就是當時創業的時候

給了三萬塊錢借款，我們現在還是個三萬塊錢的借條，還是

個借條，不是投資。但是，今後就成了固有投資了，企業都

是這樣的。…省政府領導很重視，看到知音這個情況，允許

管理者持股，因為她自己創業，這是省政府的意思，後來報

到中宣部，中宣部不同意。 

中宣部不同意的原因，據兩位受訪者表示，一是「不允

許你一夜暴富」，二是「不許民營資本進入新聞出版業」。因

此，「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報刊，儘管在商業上獲得成功，

它還是屬於國有控股企業，而且在上市之前負責管理的個別

經營者並不被允許持有股份。在法律性質上，包括胡勛壁在

內的經營者都是國有控股企業雇用的員工，因此也可能隨時

被解雇出局。 

當然，這個情況在相當長時間內並未發生。知音傳媒集

團的主管主辦單位是湖北省婦聯，與胡勛壁等經營管理人員

建立了默契，由後者提交管理費給湖北省婦聯，而且每年上

增百分之十，超出的部分再按照一定比例作為經營管理階層

和報刊員工的獎勵。他們在受訪時指出： 

後來到了 92 年的時候，當時一年利潤 90 多萬，後來為

了知音的更進一步發展，婦聯、省政府搞了一個規定，就是

以 90 萬塊錢為基數，第二年每年增長 10%，你必須要增長

10%，也就是第二年要達到 99 萬，第三年要達到 110 萬…。

以上的部分按照百分之多少是獎勵，超出的部分是獎勵，這

個基數不管。這個獎勵出來之後第二年一下子達到兩三千萬

的利潤，飛速的發展，獎勵了滿多錢，領導都眼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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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號資源雖是國家的，但並不保證能夠獲利，因為「刊

物是人辦的」，利潤來自經營管理者和員工的努力。因此，

擁有刊號的主辦單位與主管單位，在能夠保證獲利（1992 年

起以人民幣 90 萬元為基數，每年增加 10%）的條件下已先

立於不敗，並承擔一定程度內的政治風險，但若政治風險太

大時也可能犧牲市場化報刊或是干預並要求改變其經營方

針。 

以知音傳媒集團而言，在以情感、婦女及生活類軟性內

容在商業上獲得成功之後，也曾經兩度試圖開拓輿論監督的

時政新聞市場，但隨即遭到強硬壓制。2014 年 10 月 26 日，

知音傳媒集團聘請曾任《南方周末》調查記者的趙世龍創辦

《新周報》，但因報導大量尖銳的社會事件，旋即在 12 月 8
日被要求停刊。從創刊到停刊，前後只有 45 天。無獨有偶，

隔年知音傳媒集團又與湖北出版集團合作經營《長江商報》，

並且再度起用趙世龍為執行總編輯之後，該報的深度與調查

報導在輿論監督上有相當突出的表現，連續有「貴州茅台虛

假宣傳」、「甘肅沙漠污染」、「南充賄選案」、「郭文貴事件」

等異地監督表現出色的調查報導，但最後同樣因政治原因而

導致趙世龍在 2015 年被停職，以及多位調查記者被迫離職，

包括曾於 2014 年被無國界記者組織評為全球 100 名最勇敢

記者之一的劉虎等人，而該報也被明令要求改變定位，不得

再碰時政社會新聞和評論6。 

至於歷經三十年，一手打造「知音帝國」的知音傳媒集

團董事長胡勛壁，2014 年 8 月突然被主管部門（湖北省婦聯）

免去集團黨委書記和董事長職務，具體原因不明7。 

（三）胡舒立的《財經》與財新傳媒集團 

因追求新聞專業主義而在新聞界享有極高聲望的胡舒

立，在中國大陸及海外被稱作「中國最危險的女人」。不管

                                                       
6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newspaper-05232015100403.html。 
7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5NTU3MQ%3D%3D&idx=4&
mid=201368610&sn=6e8bc8ae37469537017c9d59868e1c78。 

17



社會科學論叢第二期 

 
 

是先前主持《財經》期間，或是後來創辦財新傳媒集團之後，

她所主導的刊物屢屢揭發中國大陸財經界的黑幕（例如「誰

的魯能」、「銀廣夏陷阱」等調查報導），也在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ARS）疫情爆發期間做過相當大膽的系列報導。

2014 年，她因為「勇於追求事件真相、促進商業及公共治理

的透明化，並在中國大陸帶頭推動媒體的專業與獨立」而獲

頒麥格塞塞獎。無論《財經》或是後來她所創辦的財新傳媒

集團，在產權性質上來說，主要還是一種建立在掛靠性質上

的市場化媒體。 

1998 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原名「證券交易

所研究設計聯合辦公室」，簡稱「聯辦」）總幹事王波明決定

創辦《財經》雜誌並身兼社長，另聘胡舒立擔任總編輯。兩

者的合作關係相當微妙，由王波明負責財務，胡舒立主持編

務。據悉，胡舒立與社方建立中國新聞界前所未有的協議，

要求社方每年先提撥採編人員的人事和採編費用（初期一年

約人民幣 200 萬元），以確保編務的獨立性，並且嚴格要求

記者嚴守專業分際，編採獨立不受廣告業務影響。 

在胡舒立主持編務下，《財經》成為中國大陸最有影響

力的財經類雜誌，並且在輿論監督和新聞專業表現上獲得同

業的肯定與尊敬。但這種建立在掛靠性質上的合作關係，到

了 2009 年發生變化。在香港曲線上市的財訊傳媒集團中，《財

經》是獲利能力甚佳的「金雞母」，例如財訊傳媒 2010 年上

半年營收 1.15 億港元，《財經》即佔了約 5410 萬港元的收入

（吳飛，2010）。但這種各取所需、長期維持相安無事的局

面，在 2009 年 11 月被打破。這份當時獲利頗佳的財經雜誌，

由於利潤分配、記者薪酬的矛盾，以及一直以來的編務獨立

性受到威脅，胡舒立與掛靠單位的合作關係開始生變8。 

2009 年 11 月，編採團隊的 174 人當中有多達 147 人追

隨胡舒立離開《財經》，準備籌辦新刊物。2010 月 1 月，胡

舒立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建立合作關係，並於 2010

                                                       
8

 http://www.vistastory.com/index.php/Story/details/news_id/2028/newsc_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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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4 日開始出刊，主管主辦單位也改為浙江日報報業集

團，由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佔有約 40%股權，並由胡舒立出任

總編輯。據悉，財新傳媒的一部份股權，係由集團內一部份

的資深採編人員擁有，這被認為是「採編資源市場化」的嘗

試，算是突破了前述王彥和胡勛壁曾經努力過但未能成功克

服的限制。然而，若屬實，這或許是歸功於胡舒立個人的政

商人脈關係及檯面下的默契，未必可能在其他掛靠性質的市

場化媒體上廣泛實施。再者，由於財新傳媒集團的創立，發

生在總體經濟增長下滑與傳統報刊廣告市場逐漸降低的時

刻，胡舒立的財新傳媒集團勢必需要更多外部資金的挹注。 

無怪乎，2012 年開始引進騰訊的資金。騰訊以近 6000
萬元人民幣入股，取得財新傳媒接近 20%股權。但由於財新

傳媒集團虧損未獲改善，旗下主力刊物《財新周刊》（原名

《新世紀》周刊）自 2014 年 12 月 15 日總字第 633 期起，

突然將其主管主辦單位由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改為中國文史

出版社（隸屬於全國政協辦公廳）。這一變動，來自於 2013
年 12 月 19 日財新網公告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金（China 
Media Capital，簡稱 CMC ）正式入股財新傳媒，受讓原屬

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持有的財新傳媒 40%的股權，並由 CMC
董事長黎瑞剛出任財新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胡舒立仍為

《財新周刊》總編輯。CMC 的背後，有國家開發銀行、上海

東方惠金等國有控股企業的資金支持。CMC 曾投資《中國好

聲音》等節目獲得龐大利潤，近年來也積極收購海外媒體資

源，包括在 2010 年 6 月收購梅鐸（Rupert Murdoch）所擁有

的星空衛視普通話頻道、星空國際頻道、 Channel V 音樂頻

道及星空華語電影片庫（Fortune Star）業務。2014 年 1 月 2
日收購 21 世紀福斯所持有的星空華文傳媒剩下的 47%的股

權。2014 年 8 月 14 日，CMC 更以 8000 萬美元認購 IMAX
中國控股公司。9 

由於 CMC 的紅色資本屬性，它的入股財新傳媒集團或

                                                       
9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A%BA%E6%96%87%
E5%8C%96%E4%BA%A7%E4%B8%9A%E6%8A%95%E8%B5%84%E5
%9F%BA%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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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視為國有控股資本對內對外控制更多媒體資源版圖的

一環。這樣的股權變化，是否可能逐漸影響到胡舒立主持的

財新傳媒集團的獨立性，特別是輿論監督和新聞專業主義的

實際表現，頗值得進一步觀察。 

但一個頗值得玩味的變化是，中國國家網信辦 2015 年 5
月 5 日公佈，可供網站轉載的規範稿源名單包括 380 家媒體

網站，其中首次將財新傳媒集團旗下的財新網納入。一如過

往，《南方都巿報》、《東方早報》、《南方周末》等媒體並未

被列入名單。10 這一變化所透露的訊息，可能是財新傳媒在

實際作為上越來越向體制靠攏，或是越來越被當局視為「體

制內」的媒體。若然，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媒體，即便是胡舒

立曾經主導的《財經》及目前執掌的財新傳媒，其重新復歸

體制，或是實際上逐漸失去過往的相對獨立性，恐怕並不是

不可能。 

最後，本節再舉一個掛靠性質的市場化媒體《炎黃春秋》

為例，說明市場化媒體刻正遭遇的危機。 

（四）《炎黃春秋》面臨的困境 

《炎黃春秋》是一份綜合紀實月刊，在中國大陸的傳媒

地景裡佔據了特殊位置。它創刊於 1991 年，社長是曾任中

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也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故舊和知交

的杜導正，總編輯是撰寫《潛規則》、《血酬定律》等名著的

歷史學者吳思，編委會成員更包括許多中國退休官員、中共

老幹部（例如楊繼繩、胡德華）和知名學者（例如秦暉、錢

理群）。由於這群人當中有很多具備了典型的「兩頭真」特

質（亦即是年輕時曾懷抱素樸理想投身社會主義革命，老來

則是無所畏懼地追求在中國土地上實現民主憲政），這份刊

物向來以敢言著稱，也在中國大陸傳媒市場裡顯得獨樹一幟，

經常「獨家披露重要事件的內幕真相，評論重要人物的歷史

功過，剖析中國社會進程中熱點問題和敏感話題。」 

                                                       
10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internet-05062015094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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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在北京對《炎黃春秋》管理階層的親身訪談

（2012 年 5 月 21 日），這份刊物的發行量一度曾降至 3 萬份

左右，幾乎經營不下去。但隨著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盛行的種

種亂象，以及因為社會主義理想崩壞而出現的意識形態危機，

該刊開始吸引了不少新讀者，特別是面臨意識型態衝突的老

共產黨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刊在 2007 年登載了謝韜

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引起廣大迴響，

自此發行量激增到 15 萬份。最近這幾年，雖然該刊讀者的

年齡層持續偏高，但發行量仍繼續緩步增加，目前發行量在

19 萬份左右。 

除了主事者和編委會的特殊背景，再加上過去該刊的主

辦單位是獨立性較強的學術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新聞出版總署較難直接把手伸進來，《炎黃春秋》乃擁有較

大的獨立自主空間。 

以市場化的成績而論，《炎黃春秋》還算成功，至少是

完全可以做到自給自足。2011 年上繳稅費人民幣 28 萬元，

上繳主管主辦單位（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理費人民幣 5
萬元（杜導正，2012）。 最新一波的行政干擾以「轉企改制」

的名義進行，私下試圖以鉅資「買回」《炎黃春秋》未果，

也試圖假借「轉企改制」的勢頭，藉此稀釋原班人馬的人事

和財政權。《炎黃春秋》的老社長杜導正 2012 年 2 月 8 日在

該刊春節聯誼會上發言指出：「說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

編制和財政投入；說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

說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說是民營，又叫

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歷

史與現狀」（杜導正，2012）。 

2013 年初，該刊新年獻詞曾以〈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

共識〉為題，呼籲當局「在落實憲法上有切實的行動」。這

個莊嚴的呼籲，不僅沒有得到當局善意回應，反而立即導致

該刊網站突然被關閉，直到兩周後才恢復。2014 年，它更面

臨著空前未有的凶險。該刊接獲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知，

必須在兩個月內將主管、主辦單位變更為中國文化部下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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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藝術研究院，否則該刊將面臨被撤銷的命運。若然，這

份實際上具有民營性質的獨立刊物，今後將面臨失去人事權

和編輯方針主導權的危機。 

根據本研究訪談得知，中共黨國對該刊的騷擾其實一直

沒停過。每年的「年檢」（亦即中國對報刊實施的年度核驗

制度）作業，官方經常藉故拖延，藉此對郵局遞送該刊製造

人為障礙；別的刊物每年四月即可通過年檢，但《炎黃春秋》

卻經常要等到每年八、九月時才獲通過，而且還會被要求寫

這個或那個檢討報告、整改計畫...等。同樣地，近幾年越來

越難在中國大陸各城市的報攤買到《炎黃春秋》，據悉不是

因為無人問津，而是因為官方私底下通知報攤不許販售陳列

該刊所致。 

這份相對小眾、但完全獨立經營的市場化媒體，除了早

已償還創刊初期的新華社借款，日常營運獨立自主，從來沒

有向中國政府要過一分錢。因此，此次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

局把《炎黃春秋》視同國有事業，並且使出了要求變更主管

主辦單位的撒手鐧，只是再一次暴露了中共新聞言論管制機

構是如何處心積慮地想要撲滅任何改革呼聲的火種（羅世宏，

2014）。 

一度做好不惜停刊準備的《炎黃春秋》，近期似乎在當

局壓力下還是有所屈服，也導致該刊總編輯吳思於 2014 年

的年底去職。後續發展值得觀察，但隨著主事者相繼辭世或

辭職，承受空前壓力《炎黃春秋》恐怕將很難像過去一樣維

持相對自主性。 

五、代結語：新聞理想另闢蹊徑猶可期 

根據本文以上的分析可知，一度百花齊放、繁榮發展的

市場化媒體，最早在 2008 年，最遲到 2015 年，已經走上「窮

途末路」，或是面臨「崩盤」的危機。中國大陸的市場化媒

體，無論是體制內黨報旗下的市場化子報如南方系的南周、

南都和 21 世紀子報系，或是體制外以掛靠性質開疆闢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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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王彥、胡勛壁、胡舒立或地位特殊的《炎黃春秋》，最

終都難逃市場化媒體衰落的命運，逐漸失去過往的輿論監督

影響力，或是逐漸褪去過去享有的相對獨立的新聞和言論空

間。 

影響所及，過去懷抱以新聞理想改造社會的新聞工作者

在最近幾年成批地離開原先任職的市場化媒體。一項由張志

安、沈菲（2011）所做的大規模調查，成功訪問了 259 位中

國大陸調查記者發現，其中有四成接受訪問的調查記者不打

算繼續作調查記者，30% 的調查記者「不確定」，而願意繼

續從事 1 到 5 年調查記者的只有 13% 左右。據張志安後來

追蹤調查發現，在 2010 年調查時，全中國大約還有 300 位

活躍的調查記者，但到了 2014 年前後的追蹤調查發現，由

於不少調查報導團隊已解散，或是報社深度新聞部撤編，當

前中國大陸調查記者總數只剩下約 100 位11，而已經改行創

業的前央視調查記者朴抱一的估計更悲觀：中國大陸當前仍

在一線的調查記者可能最多只剩數十人（田加剛，2015）。 

他們出走的原因很複雜，但和本文所探討的市場化媒體

的整體衰落和報導空間的日益逼仄，有著密切的關聯。這個

大量調查記者和新聞人才被動或主動出走的現象，被稱作

「三公」，亦即轉行做公關、做公益或開公司創業。撇開轉

行做公關的不談（因為這在其他國家也頗常見），轉行做公

益的調查記者包括鄧飛、王克勤、孫春龍等人，轉行開公司

創業的更是不勝枚舉，另有一些人則是兼而有之，以創業的

方式實現公益的追求（例如《財經》前副總編輯羅昌平投身

關注食品安全的公益性社會企業）。此外，還有一些人則投

身互聯網企業/新媒體如新浪、騰訊、阿里巴巴或網易等。 

但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一部份出走的調查記者開始

轉而另闢蹊徑，開始以艱難的方式繼續新聞理想的追求。前

財新傳媒集團調查記者劉建峰成功地以「眾籌」（亦即群眾

                                                       
11張志安，2014 年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學術研討

會（台灣嘉義：中正大學）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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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方式繼續從事調查報導工作，可惜後因生病而不得不

中斷（馮海超，2013；劉建峰 2014）。有近 20 年新聞資歷，

曾任都市報《華商報》調查記者的江雪，從媒體辭職後宣告

轉型為「獨立記者」，透過設立名為「雪訪」的微信公眾帳

號，繼續挖掘並報導不見於主流媒體的獨家新聞。江雪逕自

宣告：「離開媒體不為創業，為了獨立」（朱詩琦，2015；張

耀升，2015）。前《南方都市報》主筆宋志標，也在離開任

職的媒體後開設名為「舊聞評論」的微信公眾帳號，繼續點

評中國大陸的社會事件與公共議題。當然，他們以及其他人

的類似嘗試和努力，走的註定都會是一條相當艱難的道路，

但在市場化媒體將死未死或是已經半死不活的此刻，他們願

意另闢蹊徑尋求實踐新聞理想的勇氣還是值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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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電子政務之發展現況： 

一個「電腦化管理類型」的考察 

 
The Development of E-Government of China 

 Mainland: the state of computing  
management. 

 
郭耀昌*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企業管理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副教授， 
E-mail:yckuo@sce.pccu.edu.tw/aircraft@ms8.hinet.net） 

 

摘要 

  電子化政府作為政策工具之一，主要宗旨在於利用資訊

與通訊科技（ICTs）提高治理績效與效能。自從美國推動 NPR
行政改革後，如何有效結合電子化政府落實公共管理的理想

與目標，隨著公共管理浪潮的推進，成為全球西方各主要政

府的工作重點之一。對於電子化政府的討論，往往著重在於

行政績效、公共服務品質的提升，甚至論及審議式民主、數

位民主的議題。本文主要關切議題為中國大陸的電子政務推

動的方向與成果為何？同時，為了可以有一考察與比較的基

礎，本文略過政治與制度差異性的角度，由「電腦化管理類

型」此一理論框架，考察中國大陸電子政務過去十年的發展

軌跡。希望通過這樣的考察，可以做為未來兩岸電子化政府

議題比較的基礎。 

關鍵詞：電子化政府、電子政務、電腦化管理狀態 

                                                       
*本文曾發表於 2015.03.13 由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主辦之「2015 
習近平主政兩週年下的中國大陸」學術研討會，感謝黃建銘教授的評論 
意見，然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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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government,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olicy means, 
aims at enhancing the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effect by 
using the information and ICTs.  While NPR administrative 
reformation is promoting in the U.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how to combine the 
concept of E-govern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Generally, the discussion of E-government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digital 
democracy.  In this paper, the orientation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E-government affair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would be deeply concerned.  Moreover, in order to having a 
more solid basis for comparison, the differences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systems would be skipped over, and come to the 
point via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puterized 
management types”.  I hope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and 
examination would provide a practical comparative foundation 
on the issue of E-government on both sides of strai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government, state of comput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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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電子化政府的興起，除了呼應科技的進步外，更是基對

於治理品質的追求。作為處理「管理眾人之事」、行使公權

力的政府組織而言，如何通過優質資訊的收集與整理，提高

決策品質，正確回應民眾的需求，向來就是政治學與行政學

的討論焦點。而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我們見證到

快速處理大量資料的能力，的確有助於提高決策品質，尤其

是展現在商業行為上的應用更是令人印象深刻。自 1980 年

代開始，資訊科技在政府組織的應用，開始跳脫單一業務的

範疇，逐漸進入網路的世代。通過網路的架構與平台，如何

提高決策品質、如何加強公共服務的傳遞等等議題，逐漸形

成了眾人所關注的熱點。 

美國柯林頓政府在 1993 年成立了全國績效評鑑委員會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w, NPR），主要主張為： 

1.刪減法規、簡化程序。 

2.顧客至上、民眾優先。 

3.授能員工、追求效果。 

4.撙節成本、提升效能。 

根據以上的精神，在「運用資訊科技改造政府」報告中，

提出了「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的概念。 

電子化政府的發展一般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資訊、互動、

處理、交易（孫本初，2007：269 頁）；或是五個階段：產生

期、增強期、互動期、交易期、完全整合期（林嘉誠，2004：

X-XI）。就應用範圍而言，電子化政府可以區分為：政府對

人民（G2C）、政府對企業（G2B）、政府對政府（G2G）等。

電子化政府如何可以協助我們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理想？因為電子化政府可以：增進效率、促進服務、達成

政策效果、有助於改革、建立公民的信任等（孫本初，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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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6 頁）。 

目前對於電子化政府的討論與分析，不論是國外的實踐

經驗，抑或是國內的檢討反思，大體上都聚焦在民主價值的

落實上。本文希望能觀察中國大陸的電子政務1發展，是否有

其特點？兩岸之間的比較與觀摩是否有其可行性？為了避

免陷入政治價值的對立與糾葛，本文希望由「電腦化管理類

型2」此一理論架構，展開對中國大陸的考察。主要目的在於

由行政管理的角度切入，以人類學的角度，嘗試理解中國大

陸推動電子政務的過程與發展趨勢，為後續討論兩岸電子化

政府議題作準備。 

以下依次介紹「電腦化管理類型」概念作為討論的起點，

接續介紹中國大陸在過去十年推動電子政務的概括狀況，並

綜合討論中國大陸電子政務發展的動態變遷的類型，最後提

出幾項初步的考察心得作為結語。 

二、「電腦化管理類型」概念 

資訊系統管理常常討論到系統導入的的程序，以及可能

面臨的困難與問題。尤其是系統分析的工作，常常要面臨技

術以及管理問題，因此若能有一個可資憑藉的理論模式，對

於籌備工作的進行以及事後順利執行計畫的幫助非常的大。

所以，無論是基於經驗歸納的學術需要，抑或是業界的實務

需求，各式各樣的資訊系統發展理論陸續被提出。以下參考

Kraemer（1989:8）、郭耀昌（2003）、吳瓊恩、李允傑、陳銘

薫（2005）等人之研究，說明「電腦化管理類型」的緣起與

內涵。 

（一）資訊系統發展理論之回顧 

                                                       
1「電子政務」與「電子化政府」在英文翻譯上都是 E-Government，然兩

岸的翻譯不一，本文保留兩岸的用詞慣例。 
2「電腦化管理類型」由 Kraemer(1989,1992)所提出，原文為：state of 
comput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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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了解組織如何管理電腦化的過程，許多學者提出一

些可供吾人觀察、診斷組織電腦化過程的理論。在本質上。

可分為階段模式（Stage Model）與均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階段模式強調電腦化的過程須依一特定階段順序完

成，不能獵等求進。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問題，但每一

階段都可加以規劃，以符合組織之效益。所以此類模式皆有

電腦化之起點及電腦化之最終目標，而此一最終目標通常都

是最好的甚至是完美的。及後一階段必比前一階段好，前一

階段乃後一階段發展之基礎。 

均衡模式則認為組織本身即為一均衡、開放之系統，為

保持均衡狀態，組織須不斷地在調適、變動。因此均衡模式

多具有動態的本質。此一動態均衡的特色，使該類模式無所

謂特定之最佳目標或特定之最後目標。 

以 下 說 明 分 別 是 屬 於 階 段 模 式 的 環 境 決 定 論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管理行動論（Managerial  
Actionism）、即組織演化論（Organizational  Evalutionism）；

及屬於均衡模式的制度論（Instit 一 utionalism）及系統互動

論（Systems  Interactionism）。其理論模式可總結為下圖（圖

1）： 

 

 

 

 

 

圖 1：五種理論中環境、行動及結果之關係（Kraemer, 1989:8） 

前述五個模式分別由階段論及均衡論的角度來觀察電

腦化管理之過程。階段論的觀點雖然為吾人提供一明確的發

理論
編號 模式

(1) GTS

外環境 內環境 政策行動 結果

技術變遷 (隱含) 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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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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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3) Nolan
技術變遷

知    識
技術 理性管理 應用方式

(4) Lau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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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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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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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命令
其他

政治的
行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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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電腦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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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然而其模式有以下幾點限制。首先，無論是環境決

定論下之「GTS 模式」，管理行動論下之「Kraemer-King 模

式」抑或組織演化論之「Nolan 模式」，皆假設電腦化的過程

有一放四海皆準的起始點。即每一組織的電腦化過程皆由最

基礎之應用推展至較高層次較複雜的應用。此一假設由於組

織推行電腦化的外在環境於今日已有了巨大的改變，致顯得

較無說明力。資訊科技的應用在半世紀以來不論廣度或深度

皆有日進千里的發展，隨著資訊應用的普及，吾人難以相信

任何組織的電腦化皆須無中生有。組織推動電腦化的過程中，

以組織的角度而言，資訊科技的採用固然是種創新，然其所

採用之技術，不論是硬體設備，軟體抑或管理技術卻未必仍

是新技術。易言之，隨著資訊發展而來的知識累積及組織學

習能力的發揮，階段論的基本假設是否合乎事實恐須再予觀

察。 

其次，階段論雖指出電腦化各過程中的代表性階段，但

對於階段間的移動的原因及其結果並未明確說明。正因如此，

吾人亦難以理解何以只要假以時日，電腦化必邁向成熟的階

段。縱然電腦化的前景確是如此的樂觀，吾人若未能了解是

什麼因素促始電腦化的階段發生變化，事實上亦難以對症下

藥，推動電腦化的進步。 

再者，階段論假設各階段的發展是具有不可逆性。即隨

著電腦化的推展，組織之電腦化管理會愈來愈進步。此一假

設忽略了管理者的功能與角色在電腦化過程中所扮演的地

位。電腦化的推動縱然是為了因應環境因素的刺激與變化，

然組織的「環境因素」為何，對組織的影響為何？這些問題

的答案不僅可能因不同的組織而對同一環境有不同的認知，

即使是同一組織內，亦可能因管理者的更易或管理者本身觀

念的改變而對組織的遠景（Vision）造成一定的影響。考慮

及此，吾人以為階段論所隱含之環境決定論不僅過於宿命，

亦與事實不符。 

至於均衡論的觀點，由於強調動態均衡，且重視回饋機

制之功能，因此在其觀點下，電腦化的推動容或有程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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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的起點，卻未暗示任何可欲的電腦化結果，甚至亦未暗

示電腦化應由什麼狀況下開始，就系統互動論下之 URBIS
模式而言，其模式不僅無階段論之限制，更指出了管理體系

在電腦化的過程中實扮演了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 URBIS
模式依然無法說明管理體系對電腦化過程會成什麼影響？ 

吾人相信 Kraemer 所提出「電腦化管理類型」概念足以

彌補此一缺憾。Kraemer 認為不同的「管理類型」將會對電

腦化「過程」及其「結果」造成不同的影響，其所提出之模

式亦屬均衡論的觀點。為了解不同的管理類型會對電腦化造

成什麼影響，有必要將其電腦化之「過程模式」加以說明（請

參閱圖 2）。 

（二）資訊系統發展之過程模式 

Kraemer 所提出之電腦化過程模式指出組織環境因素可

區分為外環境與內環境，外環境因素對組織的影響須透過管

理者，即管理者以管理行動（Management Action）（從另一

角度而言，即指「政策」）來因應環境因素的影響，以減緩

對環境因素對組織的衝擊。若考慮到所謂管理行動，則不同

的管理類型將會有不同的電腦化政策（Computing Policy），

而不同的電腦化政策自然會影響到資訊系統之電腦化資源

（Computing Package）及電腦化結果（Computing Outcomes）。

最後，電腦化結果究竟是否符合組織之需求，藉由回饋的功

能，管理者可以據此作為電腦化管理的參考。至此，整個電

腦化的過程已完成一個循環。接下來的則是管理者審度環境

因素的變化及參考電腦化結果，對電腦化政策作必要之修正，

以進行下一波之電腦化過程。值得一提的是，此模式指出，

管理者之所以採取電腦化管理的行動，除了如上述基於回應

環境刺激外，亦有可能由具有創新精神的管理者本著前瞻性

的眼光，採取必要的管理行動，以推動組織進行電腦化。此

類之管理行動即具有自發性的特質，即非為回應環境因素的

影響。 

由此可知此模式中「管理行動」實為關鍵性因素，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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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理行動會對電腦化過程造什麼影響將於下一節以「電腦

化管理」概念加以說明，目前先就此模式之變數作一說明，

並進一步討論環境因素。 

外環境可區分為體制內環境(Community Environment)及
體制外環環境(Extracommunity Environment)兩部分。所謂體

制內環境，指涉的是電腦化政策所影響之政策利害關係人

(Policy Stockholder)的技術及組織特質。此一體制內中之政策

利害關係人的需求可能是組織進行電腦化的刺激因素。換言

之，組織電腦化的結果須能滿足體制內的需求。然而本模式

並未暗示此一體制內需求的滿足是組織電腦化的唯一原因，

另一個促使組織電腦化的原因是組織以前瞻性的眼光，推動

電腦化以未雨綢繆。 

電腦化對
外環境的
影響

體制外環境

體制內環境

內環境

電
腦
化
管
理

電
腦
化
政
策

電
腦
化
資
源

電
腦
化
結
果

管理行動 資訊系統

外環境

1 2 3 4

5

 

圖 2：資訊系統發展之過程模式（Kraemer, 1989） 

至於體制外環境則指涉所有體制內環境外的技術及組

織特質。與體制內環境因素相同，此一環境因素是促使組織

進行電腦化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 

內外環境的區分乃以組織之資訊功能所及之範圍為標

準。所謂內環境指涉的是涉及電腦化管理的行政體系，而此

一體系的本質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Easton,1965）。 

管理行動部分可區分為「電腦化管理」與「電腦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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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化管理是組織過濾環境因素之處。管理行動決定組織採

用什麼技術及如何於組織中運用這些技術。管理者可能並不

了解技術的實質內涵。但管理者仍可根據技術所可完成之事

的理解來決定是否採用一特定技術。 

管理者回應環境因素或主動創新採取管理行動涉入電

腦化的作為是以政策的形式行使，因此電腦化管理的變數將

深深影響電腦化政策的形式與實質內涵。 

管理行動將會形塑電腦化系統（computing system），包

含「電腦化資源」及「電腦化結果」。電腦化資源(computing 
package)乃指組織內有關電腦化之人力資源、技術及設備。

電腦化資源的應用與分配方式因不同的電腦化政策而異。不

同的應用與分配方式自然對電腦化的結果是否能滿足組織

的需要有直接的影響。電腦化結果的利弊得失透過回饋機制

回饋到管理者，使電腦化管理者可進一步修正電腦化政策的

方向與作法。如此週而復始，可使電腦化的結果不因時空變

遷而與組織之需求不符。 

此一過程模式的回饋機制有一限制，即較強調組織內之

回饋。然而，事實上電腦化結果不僅影響電腦化管理的作為，

亦會對外環境造成一定程度的影響。比如，電腦化帶來的成

果可能使政策利害關係人的電腦化需求增加，進而間接影響

到電腦化管理。此一限制是否有礙吾人對電腦化之理解，仍

有待進一步印證。 

環境因素對管理行動有一定的影響在討論環境變數前，

吾人應先討論其類型。若以環境因素之來源與因素類型為分

析面向，環境因素可以圖 3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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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因 素 來 源  

   外 環 境  內 環 境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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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類  
型  

政 
治 
經 
濟 

獲 補 助 之 機 會

經 濟 狀 況  
行 政 命 令  

管 理 屬 性  
組 織 結 構  

 
技 
術 

現 有 技 術 水 準

廠 商 行 銷 之 方

式  

資 訊 部 門 之 能 力 及 延 續 性  
資 訊 部 門 員 工 之 結 構  
資 訊 部 門 之 組 織 結 構  
電 腦 應 用 程 式 之 型 態  

資 訊 系 統 軟 硬 體 之 複 雜 度  
圖 3：環境因素之類型（資料來源︰Kraemer, 1989:57） 

（三）電腦化管理類型 

1.理論內涵 

「電腦化管理類型」由控制階層（locus of control）及訴

求重點（interest of served）兩變數所決定，所謂控制階層是

指有權決定如何運用電腦化資源（computing package）的決

策者或決策小組。控制階層可區分為資訊部門管理階層

（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 部 門 管 理 階 層

（Department Management）及最高當局（Top Management）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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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電腦化管理類型（資料來源︰Kraemer, 1989） 

「資訊部門」管理階層指涉有權於技術層面上決定如何

運用電腦化之資源之決策者或決策小組，資訊部門管理階在

組織結構中之位階因不同組織而有不同的安排。既可能是獨

立部門單位，也可能隸屬於特定部門中。資訊部門乃組織中

提供服務以滿足使用者電腦化需求或資訊需求之單位。「部

門管理」階層指涉運用電腦設備及資訊科技以完成部門目標，

發揮部門功能之決策者或決策小組，及其所屬之幕僚。因此，

部門管理階層實乃指涉電腦設備及資訊技術之使用單位。

「最高當局」指涉負責整體組織運作之決策者或決策小組。

最高當局可以直接參與電腦化之政策過程，亦可指派適當人

員負責此一政策過程。 

訴求重點可以區分為技術取向（Technical Type），業務

取向（Operational Type）及管理取向（Managerial Type）。「技

術取向」之訴求重點乃在藉由電腦化的推動提高組織之技術

能力。諸如是否可以採用新技術，新設備及增聘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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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求藉由電腦化的政策過程吸取新的經驗，獲得更好的設備

及更多的人力資源。至於這些資源是否超越了組織之需求則

非其主要考量。通常此種訴求的電腦化政策多由資訊部門所

提出，就本位主義及強化性政治行為的角度而言，上述種種

多為資訊部門管理階層所真心關注者。「業務取向」則強調

電腦化政策需能滿足作業上之需求，當然各部門之作業型態

及作業需求未必相同，然電腦化之初有可能限於技術、經費

及電腦化資源，只能發展具特定功能之系統。「管理取向」

強調藉電腦化的推動來提升組織之競爭優勢及運作效率。將

電腦化政策之訴求重點定位在組織目標的有效達成。 

透過控制階層及訴求重點兩變數的分析可獲致九種管

理類型（State of Computing Management）。其中三種管理類

型在兩變數間具有一致性（congruence）的趨向。分別是技

術性（skill）管理類型、服務性（service）管理類型及策略

性（strategy）管理類型。其他六種類型多為以上三種之混合，

因此稱為混合型（mixed）管理類型。 

2.「電腦化管理類型」之內涵與特色 

技術性管理類型、服務性管理類型及策略性管理類型之

主要特徵可以下表表示： 

表 1：各管理類型特徵 

特 徵  技 術 性  服 務 性  策 略 性  

控 制 階 層  資 訊 部 門 管 理 階 層 部 門 管 理 階 層 最 高 當 局  

訴 求 重 點  技 術  操 作  管 理  

決 策 模 式  精 英 主 義  多 元 主 義  理 性 主 義  

系 統 模 式  技 術 先 進 之 系 統  具 多 種 層 次  整 合 的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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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技 術 性  服 務 性  策 略 性  

電 腦 應 用 之

模 式  
功 能 規 模 較 小，且 普

及 程 度 大，但 可 能 效

果 極 佳 。  

功 能 涵 蓋 面 較

廣。大 量 使 用 定

製 之 套 裝 軟

體 。  

整 合 式 應 用，但

部 份 功 能 特 別

予 以 強 化，以 符

管 理 需 要 。  

電 腦 硬 體 分

佈 模 式  
集 中 式 或 分 散 式 網

路 ， 採 用 最 新 的 技

術 。  

集 中 式 或 分 散

式，但 組 織 中 可

能 各 部 份 皆 不

相 同 。  

集 中 式，採 用 大

型 主 機 系 統 。  

（a）技術性管理類型 

技術性管理類型的決策模式具有精英主義色彩，由具有

專業技術之資訊部門管理階層獨立決定電腦化的方式及形

式。由於資訊科技屬於高科技之專業領域，在資訊部門主導

下，非專業人員難以對電腦化政策發揮影響力，若組織之電

腦化政策的訴求重點不在於技術水準的提升，極易形成技術

官僚（techcratic）的流弊。反之，在技術性管理類型下，由

於組織電腦化政策之訴求重點正是希求技術水準的提升，由

資訊部門之專家來主導電腦化過程正可以避免外行領導 

（b）服務性管理類型 

服務性管理類型的決策模式具有多元主義的色彩。因為

電腦化政策既為部門管理階層所主導，自必以滿足其部門之

需要為優先考量。而各部門因功能互異，其需求自互不相同，

因此在此類型下，電腦化政策即如百花齊放般各部門皆有一

套政策。由於服務性管理類型下的電腦化政策乃諸於業務效

率的提升，因此為了充分發揮資訊科技的效益，各部門因時

制宜的作法更能達到目標。從另一角度而言，各部門業務既

有不同，而最了解業務內容的，恐非部門管理階層莫屬。因

此，由其主導電腦化政策，必更能對症下藥，以求藥到病除，

達到提升業務效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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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策略性管理類型 

策略性管理類型的決策模式具有管理理性主義的傾向。

在策略性管理類型下之電腦化乃由最高當局所主導。最高當

局關切的絕不是特定部門的效率，而是組織整體的效率及效

能。因此絕難接受任何特定個人或部門為了個別利益而犧牲

組織之利益，其對於電腦化資源的分配必以可以發揮整體效

率效能為最重要考量。在此前題下，系統模式具有整合的特

性也就不足為奇了。整合性系統可以避免資源的浪費及整體

效能的提升，自為最高當局所青睞。同理，其電腦應用之模

式亦朝整合式發展，使各部門間之電腦資源得以共同為達成

組織目標而努力。既然是整合式的應用模式，自須有一個控

制管理的機制來協調各部門之步調。而集中式之硬體分佈模

式較分散式易於管理與控制，因此在最高當局主導下，多採

集中式模式，然集中式模式亦須付出代價，由於須管理各部

之電腦應用及管理整合式系統，使得管理中心之電腦須負荷

大量之工作，因此在此類型下多採用大型主機以為因應。 

（四）「電腦化管理類型」在管理上之啟示 

綜合 Kraemer(1989)、郭耀昌（2003）的論述，以上三種

「電腦化管理類型」在組織管理上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的啟發。 

1.技術性、服務性及策略性電腦化管理類型在控制階層

及訴求重點之間具有一致性，但並不暗示此三種管理類型是

較合適（perfectly）的類型，三種類型之間亦無法依優劣加

以排序。之所以特別標明此三種管理類型乃因其特徵較具特

色也較典型之故。 

2.隨著電腦化的發展，組織之電腦化管理類型可能先後

出現不同的管理類型。三種典型，具一致性的管理類型在電

腦化的發展過程中。產生了間斷、可預測之發展軌蹟。 

3.三種具一致性的管理類型的穩定度各不相同。服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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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類型的穩定度最低。因為部門管理階層與最高當局的目

標不易長維持一致，且基於策略性的考量及權力運作的關係，

當服務性電腦化管理類型造成良好之電腦化績效時，最高當

局極可能介入電腦化政策以收回應主導權。 

4.三種典型的管理類型之穩定度不僅不同，且其演進、

變化的先後順序並無特定模式可循。不同的環境可促成不同

的變化軌蹟（Trajectory）。但就長期而言，似乎有朝策略性

管理類發展的傾向。 

5.混合型電腦化管理類型出現的機率遠比三種典型之管

理類型來提高。 

6.混合型之管理類型在其個案研究中反而比典型之管理

類型更適合組織之電腦化管理及發展。尤其是策略性、技術

性混合型及技術性、服務性混合型兩種類型在其個案中對組

織之電腦化都帶來正面的影響。 

7.組織之目標、結構及管理風格若保持穩定，則既定之

電腦化管理類型則易於保持穩定，反之則處於變動的局面。 

綜合上述分析，不同的電腦化管理狀態下，為因應不同

的需求，應強調不同的管理面向。而不同的管理面向應反應

出不同的管理需求，所以電腦化的管理，不能僅僅滿足於單

一面向或單一標準的管理考量，而應考量到電腦化的目的、

電腦化系統的功能，採取適當的管理策略，方可避免落入「技

術官僚」的陷阱，以致於見樹不見林，造成一流的科技、二

流的管理、三流的績效。為了有效發揮資訊科技的效用，實

有必要將政策焦點置於管理角度而非技術角度。 

三、中國大陸電子政務 

（一）發展背景 

中國大陸推動電子政務可以追溯到 1970 年代，分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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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王長勝，2003：6）：辦公室自動化、「三金工程」、

政府上網、電子政務。中國大陸在 1999 發動了政府上網工

程，並於 2000 年 10 月，於「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個五年計畫的建議」中明確提出「以信息化帶

動工業化，政府先行」的戰略方針，促使電子政務的發展獲

得重大的動力。國務院信息化領導小組在「關於我國電子政

務建設的指導意見」（簡稱 17 號文件）中，確定了「十五」

期間的電子政務建設目標。 

中國大陸充分體認到幾項世界發展趨勢，因此積極推動

電子政務。首先是政府全面轉型，其次是資訊科技的快速發

展，其三是產業組織型態的改變，其四是提高政府競爭力的

需要。在中國大陸加入世界貿易體制後，以上的認知益加明

確。 

基於 17 號文件的說明，中國大陸電子政務是以鄧小平

理論，以及「三個代表」為思想指導，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統一規劃，加強領導」、「需求主導，突出重點」、「整合資

源、拉動產業」、「保證安全，統一標準」。踏出了探索新興

工業化道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改變政府職能，由

「管制型政府」轉型為「管理服務型政府」（汪玉凱，2003：

134）。 

在2002-2012這十年間，電子政務的推動成果非常驚人，

不論是法制制度、基礎建設、各級政府網站建置等項目，都

有極大數量上的成果，利用電子政務的政府機關或是公民成

等比級數增長，動能十分驚人。為了觀察電子政務在發展過

程終究竟屬於「技術」、「服務」、「策略」哪一種「電腦化管

理類型」，以下僅先就其發展過程中所面臨的困境，加以呈

現與說明，以間接的觀察「控制層級」及「訴求的重點」分

別為何？ 

（二）電子政務的困境 

在 2003 時，王長勝指出電子政務的主要問題為： 

44



中國大陸電子政務之發展現況：一個「電腦化管理類型」的考察 

 
 

1.信息化整體水平不高 
2.政府管理機制存在障礙 
3.缺乏整體性、可操作性規劃 
4.忽視政務流程再造 
5.重複建設問題突出 
6.「信息孤島」大量存在 
7.信息安全存在隱 
8.基礎設施建設遲緩 
9.門戶網站建設水平不高 
10.環境建設亟待加強 
11.組織保障有待完善 
12.培訓工作有待提高 

王長勝更進一步建議電子政務應朝以下幾個方向發

展： 

1.統一領導，組織保障 
2.統籌規劃，標準規範 
3.基礎先行，保障安全 
4.基礎先行，保障安全 
5.體制創新，產業連動 
6.完善法制，加強培訓 
7.協調利益，平衡發展 

另一方面，胡小明（2003：97-104）從重要成功因素的

角度提出了以下四個問題，作為考察電子政務到底會不會成

功的評估基礎： 

1.長遠利益關係設計是否合理 
甲、長久性的業務必須要有長久性生存的理由 
乙、先想清楚最終的利益到底是什麼？ 
丙、機構需要有持久的動力 
丁、應兼顧各方面的利益 

2.業務能否長期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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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業務可行性要難於系統可行性 
乙、長久運行的業務要有長久運行的機制 
丙、要重視質量改進的激勵機制 
丁、讓下一任領導也支持這項業務 

3.技術方案是否足夠簡單 
甲、成功是從簡單的種子成長來的 
乙、不要去當技術先鋒 
丙、要做前面有榜樣可學的事情 
丁、用更通用的軟件，選用戶多的廠商 

4.目標示否清晰可測量 
甲、澄清目標示重要的思想提升 
乙、集中力量找出決定成敗的核心路徑與關鍵因素 
丙、設計好上升的台階 
丁、不要做效益目標不清晰、不確定的事情 

在推動電子政務十年後，電子政務已經納入「十二五」

的規劃之中，北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北京時代願景信息

技術研究院、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共同在 2014 提

出的「國家電子政務『十二五』規劃中期評估報告」（2014：

25-29），其中指出電子政務的執行問題如下： 

1.電子政務的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亟待加強 
2.電子政務分散建設的現況亟需改變 
3.跨部門、跨地區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仍未取得根本

突破 
4.電子政務為民服務應用推進亟待進一步加大力度 

該報告指出未來電子政務的發展方向應為： 

1.加強統籌規劃，強化頂層設計 
2.加強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發展質量 
3.加強社會管理創新，促進社會和諧 
4.加強為民服務，推動應用向基層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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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隊伍建設，提升服務水平 
6.加強條塊結合，推進應用協同 

國家行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也在「中央國家機關電

子政務發展報告」（2013：44-47）中指出電子政務的挑戰與

發展方向為： 

1.電子政務發展方式還需要進一步創新 
2.行業與地方間條塊結合需要進一步加強 
3.信息資源體系開發利用和共享需要進一步推進 
4.「推進國家治理體系和治理能力現代化」對中央國家

機關電子政務提出更高的要求 
5.信息資源建設、共享和開放將成為下一步發展的重點 
6.新技術的應用將進一步深化發展 

最後，章曉杭（2013：55-68）在「2013 年電子政務發

展綜述」中也提出了他對電子政務發展的觀察，他認為電子

政務的挑戰為： 

1.戶聯互通亟須法律制度的規定 
2.信息共享的制度化亟待確立 
3.網上辦事應以基層為重 
4.對政務信息資源開發利用認識上仍有偏差 
5.重點業務系統的協同共享需要新突破 
6.各地區電子政務發展規劃制訂率不均衡 
7.區域間電子政務發展規劃制訂工作不均衡 
8.人才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甲、編制不足 
乙、留不住人才 
丙、人才類型不符需求 
丁、身份尷尬 
戊、研究力量匱乏，理論創新不足 
9.對運維服務的認識存在偏差 

（三）台灣地區發展經驗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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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若干對於電子政務的觀察，可以發現其所面臨

的問題與西方國家或是台灣地區的電子化政府發展經驗有

其相似之處。台灣地區邁向「電子化政府」的過程中，具有

以下特色（郭耀昌，1999︰375）︰ 

1.由上而下的政策設計方式 
2.由產業政策演化成資訊政策 
3.由硬體建設朝向軟體建設 
4.由生產導向轉向應用導向 
5.由國外需求導向轉向國內需求導向 
6.以建立行政資訊管理系統為主 

而其中作為「電子化政府」之基石的全國行政資訊體系，

在政策執行過程中展現了以下幾項特色（郭耀昌，1999︰

380）︰ 

1.政策範圍，先中央再至地方。 
2.功能上，先事務而業務。 
3.政策重點方面，先強調內部效率而再落實對外服務。 
4.整體整合方面，由個別作業而連線作業 
5.由個別服務而跨行政轄區、跨機關的服務 

中國大陸的電子政務受限于幅員遼闊，頂層設計推出過

遲，觀念與認知未能具有共識等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與台灣

發展經驗類似。但發展軌跡並不完全與台灣地區吻合，大陸

地區的電腦化管理類型由「技術」、「服務」、「策略」依次發

展，近期才建構出比較完整的頂層設計。 

台灣地區的電子化政府目前已經發展到第四代，期間的

深化歷程已有非常多的討論，討論面向雖然多元化，但是電

子化政府在第一代就提出的「簡政」、「便民」，一以貫之的

彰顯了其對內與對外的訴求。一方面就行政效率的觀點，通

過電子化政府的分期建置，達到「簡政」的目標，使公務人

人員的工作生活品質得以提升，行政效率得以確保；另一方

面，訴求「便民」，也可以使行政革新有所聚焦，強化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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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使公民導向的民主行政有落實的可能。 

反觀中國大陸的電子政務，在「訴求重點」上，似乎人

言言殊，在預算經費的提供上，或是管理上，似乎中央與地

方，各行業別仍有各行其是的跡象。換句話說，電子政務在

中央機關的建設成效似乎比較明顯，地方政府的電子政務雖

有量點個案的成果，然離網網相聯的目標似乎仍有極大的努

力空間。 

台灣地區發展電子化政府雖也有其困境，本文根據以下

幾點因素，相信台灣地區的發展成果比較大陸地區相對成

熟： 

1.起步較早，台灣地區早在 1980 代就已經啟動行政資訊

管理系統的研究與建置。 

2.成立專責技術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得以

招募人才，並提供全國資訊系統建置的知識與技術。 

3.在民主深化的過程中，不分黨派，對於電子化政府的

預算始終給予支持。讓電子化政府可以免於過多的政治力介

入，維持其理性發展的軌跡。 

4.民主深化提高了公民參與的自主意識，促進電子化政

府的應用，也提高了其正當性。 

5.晚近第四期的電子化政府結合了社群、大數據、部落

格、網站經營等虛擬世界的最新發展趨勢，使電子化政府能

夠與時具進，符合民主治理的需求。 

從「電腦化管理類型」的角度而言，台灣地區的電子化

政府是由「策略」類型起始，在個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之間

再逐漸衍生出「服務」或「技術」類型。在地方政府層次，

最常見到「服務」類型的蹤跡，這也呼應了顧客導向的本質，

地方政府為了服務選民，往往熱衷於藉由各種系統建置，提

高公共服務的傳遞或是行政效能的提升。中央機關因為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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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專責電算中心，其「技術」類型往往比其他單位更加顯

著。由於政策與法規由中央統一規範，因此雖然應用端會隨

這民主選舉，縣市首長換人的影響，有不同的風貌，但是基

本架構仍能持續維持穩定，這樣的制度性安排，為台灣電子

化政府的發展奠定了良好基礎。 

以台灣地區的發展為比較對象，似乎可以看出大陸地區

學者為何覺得電子政務應有這樣那樣的發展準則。資訊系統

或是電子政務，都不是僅僅是技術問題而已，電子政務更是

一項行政管理問題。換句話說，在電子化政府的系絡中，「管

理」才是硬道理。 

四、中國大陸電子政務的「電腦化管理類型」 

依照中國大陸中央的規劃，電子政務理應屬於「策略」

型的電腦化管理類型，因為由「最高當局」中共中央推動，

訴求「管理效率」。從初步的檢視中，中國大陸電子政務的

電腦化管理類型的發展軌跡，似乎與台灣地區的發展頗為類

似。然而，歸納前述幾位學者的觀察，以下幾項原因造成了

電子政務的困境，同時也造成了管理類型研判的困難： 

1.中央、省、縣市不同層級對於電子政務的理解與期待，

未能形成共識。造成在中央可能是屬於「策略」管理類型；

在省可能成為「服務」管理類型；在縣層次，可能就只剩下

「技術」管理類型。易言之，基層對於電子政務的偏差理解，

造成將電子政務當成個人政績，或是預算消耗的遊戲。 

2.中央遲遲未能針對電子政務提供頂層設計，或是統一

規範。以致於各層次各單位對於如何將口號轉化成為具體政

策，往往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造成後續系統整合上的

巨大困難。中央在制訂頂層設計或是提出統一規範之時，面

臨一致性與在地化的對立，往往投鼠忌器。由於中國大陸各

地區幅員遼闊，往往足以具備「閉關自守」的規模經濟，因

此諸侯效應在各項政務中都是個另中央頭痛的問題，電子政

務自然也不例外。 

50



中國大陸電子政務之發展現況：一個「電腦化管理類型」的考察 

 
 

3.由於中國大陸的區域發展嚴重失衡，因此各地區的人

才分布也無法均衡，嚴重影響電子政務品質的確保。電子政

務或是電子化政府，往往期待通過這個資訊平台弭平地區間

的差距，比如城鄉差距等。但是若是無法解決數位落差的現

象，這樣的期待就是緣木求魚了。若是依賴地區的領導，那

電子政務要求異中求同就很困難了，另一方面，往往也面臨

人亡政息的困境，易言之，電子政務的可永續發展就很難落

實了。 

4.電子政務雖然也強調公共服務與社會治理，然而如果

無法處理民主議題，電子政務在面對「開放」、「透明」的要

求時，就很難做出符合「網路」精神的決定與設計。電子政

務的主要目標與訴求如果停留在口號式的訴求上，電子政務

就不具備可操作性的定義了。如果政府仍然停留在「管制」

與「指導」的思維，電子政務很難談論「管理類型」，往往

只剩下「技術」導向議題了。 

5. 電子政務與政府職能未能完整對應，造成電子政務部

分業務無法永續運行。台灣地區縣市首長對於推出 APP 非常

有興趣，因為這是一個可以取悅選民的業務。在中國大陸，

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下，電子政務的業務似乎比較偏向領導的

個人色彩，也就是領導將電子政務當成政績的一環。相反的，

若是領導並未將電子政務當成政績推動，那電子政務的成效

就很難預期了。 

6. 中國大陸的區域差異性過大，試圖建構一項通行的架

構，恐怕就必須足夠抽象化，否則難以兼容並蓄；然而，過

於抽象化的架構，在資訊素養比較若的地區，又很難具備指

導的功能。因此，「電腦化管理類型」的概念，其適用的範

圍與分析層次，在面臨向中國大陸這樣的大國，恐怕必須進

一步的思考。 

五、結論 

通過對於中國大陸電子政務近十年的發展困境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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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電腦化管理類型」隨著不同的地區，不同的層次，

甚至是不同的時期，動態變化，並無一個全國統一的類型。

這樣的觀察，在概念層次上符合了「動態」的本質，易言之，

所有的電子政務都沒有所謂的「最佳」決策，只有最「合適」

的決策。「電子政務」對不同人，本來就有不同的意義。因

此，如何通過對利害關係人的分析，確認區域或是組織的利

益，尋求各控制層級的支持，才能有效的導入資訊系統。作

為策略管理的基礎，電子政務若能通過「電腦化管理類型」

的視野，檢視電子政務的規劃，相信可以提高成功率。然而，

從初步的檢視中，也凸顯了管理工具的侷限性，對於全國性

的資訊政策或是頂層設計，恐怕仍須考慮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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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論述 

Heroism, Mobilis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e Emotional Discourses of 

Disaster News in China 
 

金麟*（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班碩士生 
E-mail：jlinningbo@gmail.com） 

 

摘要 

  本論文結合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兩種研究方法，以

中國主流媒體《人民日報》為例，針對 2013 年 4 月 20 日中

國四川蘆山地震的災難新聞，探討中國媒體如何情緒性地敘

說新聞故事，以及其背後的意識型態。藉由檢視這種故事中

的「英雄」形象的形塑過程，本文關注其被用作情緒動員以

達到政治控制這一現象。此外，本文也將這一敘事結構置於

中國的社會脈絡之中，分析其意涵。 

關鍵字：新聞敘事、情感敘事、人民日報、蘆山地震、英雄、

政治控制 

 

 

 
 

                                                       
*本文初稿曾在「2014 海峽兩岸數位匯流下的新聞與傳播學術探討會」（10
月 3-4 日，台北：世新大學）上宣讀。匿名評審亦對本文提出諸多寶貴

建議，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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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s inspired by the news about the 
earthquake taken place in Sichuan province, Lushan county,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on April 20th, 2013. Taking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named People’s Dail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how Chinese media narrate 
stories emotionally and analyses the embedded ideology in the 
news. It aims at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shaping heroic image 
and discussing political control through emotional mobilisation. 
In addition, it analy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narrative 
structure. 
 
Keywords: narrative journalism; affective narratology; People's   
          Daily; Lushan earthquake; hero; polit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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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媒體無處不在的環境中。

大眾媒介不僅向公民傳遞日常資訊，同時也建構社會，形塑

公民身份，發揮著文化、社會、政治等多項功能。在重大災

難發生時，媒體成為公眾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其作用尤為

顯著。但長期以來，相關研究主要將媒體視為災難事件中的

環境監視者角色。正如臧國仁與鍾蔚文（2000）所總結的，

受到傳統大眾傳播研究中「議題設定」與「使用與滿足」理

論的影響，過去的研究者常以大眾媒介的預警（warning role）

或環境偵測角色探討其在災難中的正面功能。對此他們認為，

媒體還具有「淨化全國民眾心情（catharsis）」的作用，更是

災難後期有關複建、拯救、恢復社會正常運作的主要「資訊

論壇」（disaster forum）。Pantti et al.（2012）認為，情緒已經

植根於災難新聞的論述中，形塑我們對特定災難的理解與反

應。 

對災難新聞中情緒（emotion）的探討，是本文的出發點。
1傳統新聞學將情緒視為對客觀中立的倫理準則的背離。但是

在傳播科技、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研究者對新聞報導中情

緒的看法正在發生改變。Abu-Lughod 與 Lutz（2009）定義

情緒性論述是一種在世界中創造影響的社會行動形式。閱聽

人以文化的方式解讀這種影響，兩者互動而形成情緒談話

（emotion talk）。Lang et al.（1995）認為情緒化的訊息比平

靜化的訊息能傳遞更多資訊，情緒能夠增強閱聽人的記憶與

理解。 

由上觀之，對災難新聞中的情緒論述實有研究之必要，

有助於我們釐清數位時代媒體在災難中的作用。本文以中國

四川蘆山地震為研究對象。蘆山地震發生在 2013 年 4 月 20
                                                       
1臧國仁與鍾蔚文（2000）指出，災難可分為自然災難與人為災難。其中，

自然災難包括地震、水災、暴風雨、雪崩、旱災、土石流等，人為災難

包括墜機、爆炸、陷落、核能輻射外洩等。本文所討論之災難／災難新

聞，均指涉自然災難，並不涉及人為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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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震級為 7 級，是中國近期較大規模的地震。截至 4 月 24
日 14 點 30 分，四川蘆山 7.0 級強烈地震共計造成 196 人死

亡，失蹤 21 人，11470 人受傷。 

不同於西方媒體自詡的「第四權」角色，中國媒體的性

質是黨的喉舌，報導災難新聞時，必須遵循黨性原則與正面

報導的方針。這一主導思想在很大程度上影響了中國媒體的

實踐。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為例，有關地震的

報導經常出現「大愛」、「力量」、「砥礪」等標題，內容中也

充斥情緒性論述。另一方面，在中國災難新聞中「英雄」形

象亦時常出現，不論在搶通道路現場，抑或是救援時。英雄

論述的出現意在強調災後救援平穩有序，更希冀以此凝聚人

心。這些論述都與中共宣傳方針有直接關係，也有更深層次

的政治文化內涵。 

本 文 嘗 試 從 新 聞 敘 事 學 與 情 感 敘 事 學 （ affective 
narratology）出發，以平面媒體為立足點，探討中國媒體功

能以及其新聞實踐深層次的意涵，即如何藉由情緒性敘事進

行情緒動員，以達到穩定人心、政治控制的目的。 

二、文獻探討 

（一）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報導 

1.黨性原則 

當代社會主義國家諸如中國、古巴、北韓等國的新聞制

度主要承襲蘇聯體制。Siebert et al.（1956）認為，依循馬克

思列寧主義、史達林主義，並混合了黑格爾和 19 世紀俄國

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的首要目的是為社會主義系

統服務，並接受黨的領導。 

McQuail（1987）進一步闡明蘇聯媒體理論的要義，認

為蘇聯媒體理論可歸納為以下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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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人階級（普羅大眾）從定義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握

有權力，並必須要控制精神生產的手段。因此，所有媒體必

須要接受工人階級的代理人，即共產黨的控制。 

(2)社會主義社會是，或者立志於成為，一個沒有階級的

社會。因此在這個社會中不存在鬥爭。傳媒應與政治鬥爭無

關。 

(3)傳媒應該在社會形成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積極作

用。這意味著為了既定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傳媒應該發揮社

會化、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和動員的作用。 

(4)馬克思主義強調歷史的客觀規律，因此傳媒應該要反

映客觀真實。 

(5)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媒體由國家控制並與其他政治工

具相統一。 

中國媒體制度基本承襲蘇聯體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立以來，新聞機構一直由共產黨管轄，也就是黨辦媒體，黨

管媒體。上世紀 90 年代以來，雖然中國媒體業逐漸從黨和

政府的宣傳部門向國營資訊產業過渡，重視市場，帶動了採

編運作制度的變化，與傳統蘇聯體制相背離（陳懷林 2000）。

但是堅持共產黨領導的理念始終沒有改變，保持黨性原則始

終是中國新聞工作的主要方向。早在 1942 年，毛澤東就提

到要增強報刊宣傳的黨性。在給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

指示中，毛澤東提到「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領導，務使通

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毛澤東 1942/1983：
97）。改革開放後，面對意識形態領域的衝擊，中共中央重

申「黨的新聞事業的根本性質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江澤民將喉舌論進一步提到了生命論。1996 年，他在視察人

民日報社時指出： 

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

以說，輿論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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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所係的工作（鄭保衛 2005：473）。 

涉及到災難新聞報導，注重黨性原則，就是與黨和國家

的抗震救災的方針政策保持高度一致。在報導災難新聞時，

中國新聞媒體必須在黨的救災框架下報導，不能對黨的救災

方針有所質疑，更不能反對其相關政策。 

2.正面報導 

黨性原則還與正面報導和典型報導緊密相連。鄧小平曾

對正面報導做出相關解釋： 

要大力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馬克思列寧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宣傳黨的領導、黨和人民群眾團結一

致的威力，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就和無限前途，宣傳

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而奮鬥是當代青年的最崇高的使命

和榮譽。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

上的中心（鄧小平 1980/1994：255）。 

一般認為，正面報導有這樣幾個特點。它的報導焦點往

往集中在社會積極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調是提倡和鼓勵的；

它宣導某種現象或觀念，以保持一定的社會道德水準和社會

秩序；它強調「平衡」、「和睦」和「穩定」。鄭保衛（2005：

435）認為，這種正面宣傳就是大力肯定、廣泛傳播中國共

產黨的正確性，肯定共產黨領導的事業獲得了不容置疑的勝

利，對人民而言，正面宣傳具有無窮的鼓舞力量，也是展示

人民精神面貌的櫥窗。 

3.典型報導 

典型報導是中國新聞事業與西方差異明顯之處，張威

（2002）認為，典型報導是蘇聯，特別是中國新聞事業獨有

的景觀，不具有普適性，換句話說，典型報導是社會主義新

聞最重要的特徵。一般認為，中國新聞活動中的典型報導由

毛澤東提倡，主要受到列寧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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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良榮（1981）認為新聞報導中的「典型」一詞是從文

學中引進，即同類事物或任務中具有代表性的個別事物或人

物，強調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必須從一個側面體現當時的時

代精神。中國共產黨在新聞工作中運用典型報導，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42 年。當時 4 月 30 日，《解放日報》刊載穆青采

寫的〈模範農村勞動英雄吳滿有〉，成為中國最早的典型人

物報導。從這之後，典型報導成為報紙上經常性的內容，也

成為黨報的一大特色和傳統，僅 1943 年上半年，《解放日報》

上刊登的各條戰線上的先進人物就有 600 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至今，中國主流報紙中均有典型人

物報導，只是不同時期所塑造的典型形象有所不同。如 60
年代湧現的〈毛主席的好戰士——雷鋒〉、〈縣委書記的好榜

樣——焦裕祿〉等人物典型報導以及大慶、大寨等先進集體

典型報導，主要體現政治正確與經濟宣傳。80 年代張海迪、

陳景潤、馬勝利等人物典型則主要體現尊重知識分子和敢想

敢做的企業家（張威 2002）。 

總的來說，黨性原則是中國新聞媒體進行包括災難新聞

在內的新聞報導時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而正面報導、典

型報導則是宣傳報導的主要手段。這些原則和手段在新聞媒

體的災難新聞報導實踐中運用得十分普遍。基於黨性原則，

相關災難報導不能與黨的政策相左，必須與黨和政府的救災

工作步調保持一致。藉由正面報導、典型報導，中國主流媒

體牢牢把握住了災難發生時期輿論導向，並得以用情緒性的

論述達到政治控制、社會穩定之目的。 

（二）災難新聞中的情緒動員與政治控制 

災難發生常帶有混亂場面，因而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社

會局面的控制。但在現代資訊社會中，民眾獲取資訊的管道

即是媒體，媒體實則扮演著政府與民眾之間中介角色。若用

陶振超（2011）所言，媒介訊息常常扮演特定刺激物的角色，

以左右人的情緒，媒體在災難時的作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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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on（1998）研究 1852 年至 1956 年間《紐約時報》

的情緒論述後發現，在 19 世紀 50 年代，記者毫不掩飾地對

悲劇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讀者在災難中處於被動地位，以

記者所傳遞的視角情感性地認識災難。而到了 20 世紀，受

到「現代聲音」（modern voice）的影響，《紐約時報》在重

大災難報導中才顯得比較克制。 

英國的社會脈絡有所不同，但學者（Pantti and Sumiala 
2009;Pantti and Wahl-Jorgensen 2007;Wardle 2007）分析 20 世

紀 20 年代晚期至 20 世紀 90 年代晚期 Daily mail 和 Times 關

於重大災難的報導後發現，情緒性的報導仍然存在，只是其

出現呈週期性變化，不斷反覆。上世纪 90 年代末以来，對

於災難的情緒性報導再次出現在媒體的實踐中。 

這種情緒論述與媒體再現緊密相聯。媒體再現實際上是

意義製造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情緒論述充當了再現的手段，

其力量是強大的。它不僅引導民眾對於災難的情緒反應，還

暗示民眾在既定環境中應有的感受。一方面，在災難新聞實

踐中，記者常以一種眼淚寫作的方法報導災難，以喚起公眾

的同情之心。蔡琰與臧國仁（2003）認為，在台灣 921 地震

等災難新聞中，記者並不是對事實資訊做簡單平鋪式的描述，

但是添入了令人產生想像及情緒起伏的元素（如悲傷、憐憫、

憤怒等），從而顯現了新聞報導的社會影響力。林照真（2010）

分析台灣電視媒體對莫拉克風災的報導後指出，電視報導強

調戲劇化效果，這種情形在災難發生時尤其明顯。災難新聞

的畫面以災難的眼淚、激動的哭喊為主，常以特寫的方式拍

攝。又其報導的方式，常透過災民些微的生平背景，強調天

人永隔的遺憾以引起觀眾的情緒。柯舜智（2010）在研究台

灣電視媒體再現颱風災難新聞的內容後發現，為了刺激收視

效果，恐懼、悲情、政治化與災民化的災難報導隨處可見。

這也即是 Walter et al.（1995）所談的「情緒監考」（emotional 
invigilation）。他們認為藉由災難新聞中有關死亡（death）

和苦楚（suffering）的報導，媒體發揮了動員和管理情緒的

功能，它鼓勵民眾產生特定的情緒反應。Jasper（1997:129）

進一步指出，災難新聞中的恐怖描述與痛苦畫面相結合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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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中產生「道德打擊」（moral shock）的感覺，從而使

閱聽人走向行動。 

二方面，災難有時候也成為公民抒發憤怒的場域，並為

公民表達政治異見提供了論述資源。亞洲海嘯和卡特里娜颶

風的新聞報導就是較為典型的例子。北歐國家對於亞洲海嘯

的報導主要著眼於表達對政府救災不力的責難以及公眾的

憤怒之情。而在卡特里娜颶風的新聞報導中，美國和世界的

主流媒體都不斷譴責以布希為首的美國政府，同時颶風還凸

顯了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在 2008 年中國汶川地

震中，即使中國媒體廣泛讚揚救災行動，但國際社會依然對

此有所責備。地震遇難者家長透過國外媒體，表達了對當地

學校建築構造的不滿，質疑地方政府（Pantti et al. 2012）。 

若從更深層的角度來看，同情與憤怒的情緒論述展現了

特定的情緒論述是如何產生不同的政治結果的。關於同情的

論述促進了一種道德國家共同體的感覺，重構了集體認同並

強化了文化價值觀。關於憤怒的論述則顯示了被媒介建構的

災難也可成為政治批評的契機。從這一意義上來說，憤怒的

情緒論述成為政治賦權的場域。但是憤怒的情緒論述引發政

治風暴畢竟為數不多。總的來看，作為一種政治資本，災難

成為政府加強政治控制，維護統治的工具，而這種控制是藉

由意識型態的控制。具體到新聞實踐中，災難新聞中充斥了

恐怖或是同情的論述，記者將焦點放在失去親人的家庭和社

區中，並藉由情緒性的敘事方式傳達特定的社會意識型態。 

反觀中國，由於中國社會脈絡獨特，因而新聞體制與資

本主義國家有顯著差異。如前文所述，中國媒體報導災難新

聞時多強調正面報導，不僅對於災難發生之深層原因不予追

究，對於悲情式的報導也有所克制。孫發友（2001）認為，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以來，中國的災難報導遵循著一條特

殊的發展軌道。其觀念和形式，在這期間都發生了顯著變化。

這種變化，以 20 世紀 80 年代為界分為前後兩個階段。前階

段災難報導的主要特點是以人為本位，追求的是一種教化層

面的意義，後階段轉向以事為本位，追求的是一種資訊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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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2但是邱敏（2008）研究 2008 年中國雪災報導後發

現，雖然中國媒體對於災難報導的篇幅較大，但此次災害報

導仍然遵循著傳統體制的總框架，即在災難報導中注重從正

面塑造政府及官員的形象，以正面報導為主的總框架，並沒

有發生根本的偏離。也正是因為正面報導的傳統，災難在中

國媒體筆下往往並不是一個負面詞彙，有時甚至是正面積極

的。每當重大災難發生時，中國主流媒體都會以多難興邦形

容。3這意味著，在中國主流媒體的論述中，災難所帶來的悲

傷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從救災過程中感受到中國政府的

良好形象。是故，在中國社會脈絡之下，災難也成為政府加

強政治控制的契機，只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盛行的「烏鴉式報

導」不同，中國媒體所走的是「喜鵲路線」（張愛傑 2009）。 

（三）災難新聞與英雄原型 

英雄形象源自神話。在神話中，反映人類以自己的文化

創造與自然作鬥爭的是文化英雄神話。這類神話的主要特點

是，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不是神。雖然這些人身上往往也有

某些神性，或與神沾親帶故，但他們卻是人的力量的代表者。

他們鬥爭的對象，或者是自然本身，或者是象徵自然力的神

或怪。文化英雄神話是史前時代人類文化業績的一個投影，

反映了人類對自然的征服（陳建憲 1994）。這類神話故事主

要有後羿射日、精衛填海、女媧補天等。神話傳說中的一些

英雄人物在自然災害面前似乎永遠可以克服遇到的一切困

難，永遠都是人類的救世英雄（葉舒憲 1991）。但英雄不是

僅在神話中才存在的事物。坎伯（Campbell）認為，神話中

的英雄歷險乃是宇宙與文化生命永續不朽的主題，儘管描述

它的文字、名相或角度必隨時代的演變而有更迭，各種文化

和社會也因需求的差異而強調不同的英雄典型，但是英雄的

                                                       
2董天策等（2008）則不贊成孫發友的界定，認為中國災難新聞報導方式

應以 1980 和 2003 為界，分為三個階段，1949 年至 1980 年為黨本位的

單向度閉合報導模式，1980 年至 2003 年為事本位的多向度客觀報導模

式，2003 年至今為人本位的全息開放報導模式。 
3多難興邦為中國成語，2008 年中國時任總理溫家寶在走訪汶州地震災區

時再次提出，而後成為中國災難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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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凝聚出一

套超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社會等人為藩籬的象徵符

號系統，從而使生命的深層意義為之彰顯（Campbell 1949／

朱侃如譯 1997）。 

而在現今的新聞報導中，依然可以看到英雄的蹤影。曾

慶香（2005:229-235）認為由於東西方民族意識深處的「原

型」不同，東西方災難新聞的敘事模式也出現了不同。西方

諾亞方舟的故事主要表現的是上帝對人類的懲罰和拯救，故

事中人類所承受的災難得到了淋漓盡致的描繪；而中國大禹

治水的故事則不同，「帝」其實一直隱退在後，描述最多的

是「帝」的臣子如何與災難頑強抗爭，對於人類所遭受的災

難則是採用一筆帶過的方式。所以在中國神話故事裡，講述

災難的發生通常只是為了引起「英雄」的誕生。 

這種英雄原型也確實存在於中國災難新聞的報導中，孫

發友（2001）研究中國災難新聞的報導模式後發現，20 世紀

80 年代之前的報導模式是以人為本位，即在報導中，總是站

在人如何與災難作鬥爭的角度來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力量，

甚至變成「災害不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雖然自改

革開放以來，這一報導模式有所改變，但英雄式敘事的新聞

依舊佔據中國主流媒體的大量版面。4 

三、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文擬以中國主流媒體《人民日報》對蘆山地震的報導

為例，嘗試回答下述研究問題： 

                                                       
4過往的典型報導塑造特定英雄人物，如雷鋒等人，現今雖並未有特定英

雄人物，但中國災難報導所要發揮的作用沒有改變。誠如 Campbell（1949）

所說，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凝聚出一套超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

社會等人為藩籬的象徵符號系統。換言之，英雄在現今新聞報導中已成

為一個價值符號，重要是文化和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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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主流媒體如何以情緒性敘事手法敘說災難中的英

雄故事？ 

2.這種情緒論述隱含的意識型態為何？在中國社會脈絡

下，意識型態與動員和控制之間存在何種關聯？ 

本文之所以選擇蘆山地震為分析主題，主要是基於以下

幾個原因。首先，蘆山地震是中國近期發生的一次重大自然

災難，影響廣，從重要程度來說具有研究之價值。其次，蘆

山地震發生於 2013 年 4 月 20 日，中國最高領導人已由胡錦

濤變成習近平，藉由分析蘆山地震的新聞報導，亦可發現習

近平執政下中國主流媒體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最後，雖然

蘆山地震的重大程度不及 2008 年中國汶川地震，但蘆山地

震發生時之社會脈絡與汶川地震發生時已有明顯不同。汶川

地震發生時，中國網路與新媒體尚處草創期，報紙與電視內

容是一般民眾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但是蘆山地震發生時，

微博、微信等公共平台已非常成熟，且移動媒體亦深入到民

眾的日常生活。在這樣的媒體生態下，中國主流媒體如何報

導災難新聞的問題值得探討。 

（二）研究方法 

本文嘗試從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兩個角度分析情

緒論述。新聞敘事的主要論點在於新聞（文字）報導不僅在

真實事件的呈現，也是「故事的敘說」。自俄國形式主義以

降，敘事學就有將敘事作品劃分內容與形式、素材與情節

（fabula and syuzhet）、故事與情節（story and plot）、故事與

論述（story and discourse）、內容與文體（content and style）

等各種區分方法，此種對敘事結構二元對立的拆解方法有助

於敘事創作或敘事文本分析（林東泰 2011）。但如同在文學

創作中，內容與形式（或者說故事與論述）難以做明確區隔，

常融合成為一體。 

本文使用的新聞敘事框架為 Bell 所提出的新聞敘事結構。

Bell（1991,1998）將新聞文本分為屬性（新聞來源、地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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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摘要（標題、導言）以及故事。故事可由多個事件

組成，涉及屬性、行动者、行動、場景（時間、地點）、後

續發展（結果、回應）、評論和背景。 

 

 

 

 

 

 

圖 1  Bell 的新聞敘事結構 

新聞敘事是一個包含論述的複雜的概念。故事的敘說總

是要通過各種不同的論述方式始能彰顯、傳遞故事，再現人

們樂於知道的一系列社會事件（蔡琰、臧國仁 2012）。但本

文認為新聞報導的類型眾多，災難新聞報導往往以情緒性論

述再現災難造成的影響和救災行動，因而在分析過程中加入

了情感敘事理論。 

Hogan（2011）在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中檢視了小事件、大事件、章節、情節和

體裁在情緒性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強調情緒系統對於理解故

事至關重要。他認為故事結構實際上是一種人類情緒系統的

系統性產物。在描述普遍的敘事原型時，他指出雖然人類對

於情緒的認知各有不同，但是「喜悅」是一種普遍性的情緒，

因為「我們不會去追求我們認為不開心的東西」。據此，他

提出了喜悅原型下的三種敘事原型：浪漫的（romantic）、英

雄式的（heroic）以及犧牲的（sacrificial）。其中英雄式的敘

事方式主要涉及兩條主線：阻止企圖篡權之人以及保衛國家。

在這兩條主線中英雄要與企圖篡奪皇位的人以及破壞國家

的人相鬥爭，這一鬥爭往往十分激烈，有時英雄還會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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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 Son-Jara 英雄史詩。犧牲式的敘事方式多從重大的自

然災難展開，主要表現為某人的疏失造成無辜之人死亡，如

中國傳統戲劇竇娥冤。Hogan 認為英雄式敘事表現出對國家

的認同，而犧牲則彰顯特定的道德準則。但本文認為，犧牲

式的敘述方式亦會有英雄式人物的出現，只是與 Hogan 所提

之英雄式的敘事方式不同。Hogan 筆下的英雄式敘事方式強

調英雄戰勝敵人，以及鬥爭、戰勝的過程，而犧牲式的敘述

方式雖強調個人為拯救他人而死，但從道德標準來說同樣值

得作英雄般稱頌。換言之，與其將英雄式敘事方式與犧牲式

敘事方式分割對立，不如將兩者視為英雄敘事原型的兩個面

向，前者強調保家衛國，後者強調捨己為人。若從中國災難

新聞報導觀之，此兩個面向亦可用來分析情緒論述以及中國

主流媒體敘說英雄故事之方式。 

（三）研究對象與分析步驟 

本文文本選取對象為《人民日報》報紙版5。由於《人民

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喉舌，屬於中國主流媒體，同時也是

各國瞭解中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因而從《人民日報》探討

中國共產黨的報導宣傳策略是一種可行的方案，特別是在災

難發生時，更易看到報導背後的意識型態。 

表 1  蘆山地震新聞分類統計 
新聞類型 數量 

純淨新聞 78 

特稿/特寫 51 

評論 16 

其他 9 

合計 154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5除報紙版外，《人民日報》亦有手機報、手機程式版和網路版，並在微

博、微信等公共平台發佈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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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人民日報》報紙版 2013 年 4 月 21 日至 4 月 30
日關乎蘆山地震的報導為文本蒐集範圍，因為 4 月 20 日為

災難發生日，故起始日為 4 月 21 日，而自 4 月 28 日之後，

災難救援逐步轉為災後重建，涉及蘆山地震的報導逐漸減少，

故終止日選擇為 4 月 30 日。具體蒐集原則為檢視新聞報導

是否與地震有關，若報導中既涉及地震又涉及其他主題，也

將之視為災難新聞。最後共得到 154 篇報導，其中純淨新聞

78 篇，特稿／特寫 51 篇，評論 16 篇，其他 9 篇。6 

因本文研究重點在於災難報導中的情緒論述，故以 51
篇特稿／特寫作為進一步篩選對象。具體分析步驟分兩步。

其一，本文挪用 Hogan 所提之英雄、犧牲概念，並檢視 51
篇《人民日報》關於蘆山地震的特稿／特寫，藉此歸納出「戰

勝自然災難的英雄」與「捨己為人的英雄」兩大分析面向，

並以立意抽樣的方法選取了〈無愧於人民的信賴——黨中央、

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和武警部隊四川蘆山抗震救災紀實〉

（2013.04.29, P1、2）、〈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

一總隊宋永科、燕凱凱〉（2013.04.25, P10）、〈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2013.04.27, P6）和〈志願者全六軍：

腰間安鋼板 免費拉客忙〉（2013.04.23, P7）共四篇報導。7其

二，依據前述敘事理論，擬採 Bell 所提出的新聞敘事結構分

析新聞文本，亦即用屬性、行动者、行動、場景、後續發展、

評論和背景七個面向做詳細分析，以探討中國災難新聞如何

呈現英雄式的敘事結構。在分析過程中，本文結合語言學以

語意為最小單位元分析新聞文本。 

                                                       
6這個統計是依據傳統新聞的分類方式。陳東園認為新聞特寫（feature）

（亦有人稱之為特稿），不同於社論、短評的意見寫作與純淨新聞的事

實寫作方式。它指的是，新聞報導內容由記者透過直接的觀察及個人經

驗性的觀點，對新聞事象加以分析、解釋、評論，結構更深入地敘述新

聞內幕。本次統計採此原則。表中其他為捐款、求證等難以歸納的內容。

副刊、圖片等並不列入統計範疇。 
7選取這四篇是基於代表性和典型性考量，既有長篇特稿，也有短篇特寫。

另有《本報記者親歷——巨石就落在身後五米處》等其他特稿／特寫文

章亦納入了具體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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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現與分析 

簡言之，本文關切災難新聞中中國主流媒體如何情緒性

地敘說故事，以達到情感動員與政治控制之目的。經檢視相

關文本後發現，災難新聞中充滿英雄故事。不同於傳統災難

新聞傳遞資訊，講求客觀中立的報導，這些故事從記者的主

觀角度出發，直接表現出強烈的政治目的。以下本文從「作

為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和「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兩個面

向出發分析中國主流媒體災難新聞中的情緒論述，並以這種

情緒論述所具之意識型態探討在中國社會脈絡下災難新聞

背後情緒動員與政治控制的意涵。 

（一）作為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 

英雄經常出現在中國主流媒體的新聞報導中，在災難新

聞中尤為常見。在蘆山地震發生後，《人民日報》除報導地

震資訊外，還推出了涉及英雄故事的人物紀實（類似特寫、

特稿）。在這些人物紀實中，黨員、政府人員和軍隊是較常

出現的主體。面對嚴重的自然災難，黨政軍英雄們以人民為

己任，克服重重困難，深入地震災區與災害搏鬥，拯救人民

的故事屢屢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新聞報導中。 

英雄的出現與災情緊密相連。地震發生的直接影響即是

使災區與外界連結的通道中斷，造成救援工作困難。在〈連

續 5 次爆破 清除兩塊巨石 蘆山縣城至寶盛鄉全線搶通〉

（2013.04.23, P6）一文中記者這樣描述： 

因地震引發山體滑坡，造成通往重災區寶盛鄉的救援通

道中斷。搶通中，其他障礙都已經清除，唯獨兩塊房屋大小，

分別重達 240 噸、180 噸的巨石，成了攔路虎。 

240 噸、180 噸兩個精確的數字足以在閱聽人心目中造

成強烈的衝突，為利於讀者理解，記者還形容兩塊巨石為兩

座房屋。而在〈本報記者親歷——巨石就落在身後五米處〉

（2013.04.22, P3）一文中困難也常與危難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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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災區，只有徒步。山間路況險峻，時常有餘震落石

的危險……損毀的護欄旁停著被山石砸毀的汽車，折斷的樹

木雜亂地鋪在路面上。路上餘震不斷，不時有山體滑坡發

生……記者隨一支救援隊路過一處滑坡路段時，山上突然滾

下巨石。眼看著茶几大的石頭就要往頭上砸，大家只能拼命

往前跑，巨石落在身後 5 米處，整個山體騰起一片煙霧。 

這段描寫可以分為兩個部分，包括場景描寫以及記者親

身經歷。場景描寫部分，記者一再凸顯有落石危險，「護欄

損毀」、「被山石砸毀的汽車」、「折斷的樹木」都是在暗示震

區潛在的危險。之後記者用親身經歷告訴閱聽人危險的真實，

「山上突然滾下巨石，巨石落在身後 5 米處」，如此場景令

人怵目驚心。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英雄出現了。在〈無愧於人民的

信賴——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和武警部隊四川蘆山抗

震救災紀實〉一文中，這種英雄式的情緒論述十分典型，以

下從三個部分對此類敘事結構做詳細分析。 

文章第一部分（見附錄 1-1）分陸軍和空軍兩種角色共

同敘述面對災難時軍隊反應速度。「立即按響警報」、「迅速

集合」、「以最快的速度源源不斷地」等對行為的描述，旨在

強調軍隊在災難發生時反應之迅速。在評論方面，記者將軍

隊與人民相連，用諸如「心連心、同呼吸、共命運」等極具

情緒性的語言評價軍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為加強上述現場

描寫之可信性，文章還引用普通民眾和外國媒體的評論。如

民眾評價部隊「行動得這麼快」，《法蘭克福匯報》稱讚「解

放軍多個軍兵種成為了抗震救災的骨幹力量」。值得注意的

是，文章引用《金融時報》的評論卻是「中國新領導層面對

就職以來的第一場地震災難，迅速組織起強有力的反應」，

說明黨領導軍隊的屬性。這些論述都意在指出軍隊在災難面

對不但沒有缺席，而且是以最快的速度行動並展開救援。這

也是災難報導中英雄故事敘述的第一步——英雄在現場。 

第二部分（見附錄 1-2）講述的是武警官兵不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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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救災通道並營救受困群眾的故事。與前一部分相比，這

一部分囊括的事件更加豐富，也更切實際，不僅包括與自然

災難抗爭，打通救援生命線的成就，也還原了一個個生命奇

跡出現的經過，在事件的行動上顯得更為具體。記者用「迅

速展開」、「全然不顧」、「果斷下令」等詞形容武警官兵救災

過程的井然有序，也顯示了武警官兵救災能力強，是人民的

堅實後盾的思想。在縣武警中隊官兵營救民眾的故事中，記

者描述官兵在餘震時仍全然不顧自身安危，爭分奪秒清理砂

石瓦礫的場景。「全然不顧」、「爭分奪秒」意在營造軍隊救

援時奮不顧身的形象。「閃耀的軍徽給受災群眾帶來了生命

的希望」則凸顯軍隊的英雄本色，群眾似乎是一個等待被拯

救的群體，而軍隊則充當了拯救者的角色。這個故事強調了

軍隊深入災區並拯救群眾於水深火熱之中。在其他兩個故事

中，記者用「創造一個又一個生命奇跡」，「不怕苦」，「不怕

死」等詞句，亦是進一步加強了對英雄形象的形塑。這即是

災難報導中英雄故事敘述的第二步——英雄在救援。 

文章最後部分（見附錄 1-3）則是情緒性論述最強的一

部分。當中主要講述了四個小故事（另有不具完整故事結構

的單方面敘述），力求體現在災難中軍隊與人民之間的和諧

關係，即軍愛民、民擁軍。文中記者用文學式的詞彙強調軍

隊為人民帶去的溫暖，如為凸顯紅軍連的光輝形象，用「飽

經滄桑的臉上露出了燦爛的笑容」加以形容；還有「更讓群

眾暖心的是」、「含淚道別」等表達軍人在救援過程中的崇高

品質。時間順序方面，本部分還用了倒敘手法，以加強文章

的故事性。如在事件四中，記者先敘述了救災部隊將帳篷讓

給群眾的故事，再用老人紀季氏的視角，將時間撥回 78 年

前的此刻，敘述當時紅軍居住他家並幫忙劈柴、掃地的故事。

這一部分較前兩部分來說，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前兩部分強

調軍隊迅速反應和展開救援的故事，但此處為人民，更加側

重災難下救災部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這暗示了軍隊不僅具

備高效救援的能力，還擁有時時刻刻為人民，捨己為人的形

象（這一特徵在下一節詳細分析）。這即是災難報導中英雄

故事敘述的第三步——英雄拯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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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內容，不難看出中國災難新聞的敘事結構，首先

記者描繪了一個危險的震區，餘震不斷且與外界阻隔，若想

要進入震區困難重重，充滿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記者開

始敘說軍隊英雄不顧自我，英勇挺進，戰勝天災並拯救人民

的英勇事蹟，在敘說的過程中也夾雜著記者個人的評論。 

背景 

 

 
       主角             行動                    評論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2  中國災難新聞敘事結構之一 

總的來說，《人民日報》的文章自標題始即強調黨和軍

隊在救災過程中的重要性，不怕困難，勇於作戰。但與西方

特稿講究對故事進行細緻入微的描述不同，《人民日報》的

特稿並不在於對細節的描述，而是運用文學手法，將救援行

為不斷反覆強調，並用一些主觀性的「評論」營造情緒氛圍，

強化黨和軍隊在災難中的形象。而這實際上蘊含了意識型態。

在敘事中，記者角色常在第一視角和第三視角間遊走，但基

本上記者以零聚焦的方式講述故事，記者猶如上帝般俯視世

界，清楚地知道事件發生的詳細經過，甚至是人物的表情（即

使呈現第三視角時也如此）。這些情緒性論述均著力強調黨

和軍隊的英雄地位。 

（二）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 

在災難新聞中，搶通道路，分發救災物資的英雄形象較

常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但本文認為不應忽視另一

類英雄形象——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此類形象主要依循情

天災發生困難重重

軍

隊

英

雄 

不顧自我，英勇挺進

戰勝天災，拯救人民

人民歡迎，帶來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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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敘事學中「犧牲」原型理論。這一理論的主要邏輯是，在

重大自然災難中，聖人為救他人作出犧牲，常常表現為死亡。

在文學小說中，這種犧牲時常建立在罪惡之事中。本文將此

理論置於災難新聞報導中，並結合英雄理論，得到「捨己為

人英雄」的敘事邏輯：在災難面前，黨政軍或普羅大眾不但

沒有顧忌自己的安危，反而處處為他人著想，有時甚至以生

命為代價。以下將這類英雄主體劃分為軍人、黨政人士和一

般民眾以分析此類敘事結構。 

報導〈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一總隊宋永科、

燕凱凱〉（見附錄 2）敘述的是宋永科、燕凱凱兩位武警官兵

的個人故事。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宋永科、燕凱凱在生死關

口拯救了群眾；二是兩人的基本資料，過去的故事；三是兩

人現況，主要為家庭方面。在敘述方式上，這篇報導主要採

用倒敘手法。在文章開端，先交代事情結果——兩人為保護

群眾脫險住院但現已脫離生命危險，然後再講述事情經過，

因而本文故事性較強。藉由故事描寫和背景介紹，此篇報導

形塑了武警官兵捨己為人、不怕犧牲的形象。在用詞方面，

此報導亦十分講究，如在導言處描寫震區時連用「餘震突發」、

「山體鬆動」、「飛石如雨」、「塵土彌漫」四個短語；描述武

警受傷情況時，使用「鮮血卻浸染著他們的軀體」，而不是

重傷；使用「潸然淚下」，而不是一般的流淚。這些情緒性

論述強化了武警官兵（軍人）牺牲自我的英雄形象。 

〈黨政人士：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見

附錄 3）這篇對村黨支書記高澤美的報導十分簡短，僅有 400
字。主要分為救援故事和物資分發故事。記者敘事上用一種

總分式的寫作方法，先肯定高澤美的救援成績，再講述其救

災故事。但是這篇報導與其他英雄式報導有明顯不同：一方

面，文章以白描的方式敘述故事，表面上情緒詞彙較少；二

方面，這種情緒實則隱藏在字裡行間中，如記者這樣描寫地

震發生時高澤美的行動，「緊急關頭，高澤美只是向家人交

代了一句要呆在安全空地，便拔腿向外跑。」其中「只是」、

「便拔腿向外跑」說明面對災難高澤美並沒有絲毫猶豫，且

不顧個人家庭。此外，像「二話不說」、「毫不猶豫沖進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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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許多群眾仍驚慌未定之時，高澤美已把全村跑了個遍」

等內容亦反映其在災難面前捨小家，為大家的精神。文章的

第二部分將高澤美的行為與妻子的不理解做對比，從而進一

步肯定黨員在救災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對於普通民眾的特寫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雖不占很

大比例，但也經常出現。與上述分析的個案不同，特寫〈志

願者全六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拉客忙〉是以記者第一人稱

的視角，用內聚焦的方法敘述。在敘事方式上，記者僅是將

全六軍所敘述的內容加以整理，寫成一則小故事。與上篇村

支書報導相類似的是，表面上記者似不對事實加以判斷，但

從用詞上仍可見捨己為人的英雄式的敘述。如文章一開始記

者就突出全六軍受過腰傷，且從成都騎了八九小時的摩托車

趕到蘆山縣；在文章末尾，記者寫道勸全六軍趕緊吃點東西，

他卻笑笑說道：「別擔心，我肚子上別著鋼板呢，餓不著！」

這些敘述暗示了記者的價值判斷：在災難面前，個人的利益

應拋之身後，即使受傷挨餓也要為受災的群眾著想，為救援

工作做貢獻。自然地，這篇報導也彰顯了人民的英雄地位，

即在普遍民眾中就有英雄存在。这一部分的叙事结构如下： 

背景 

 

 

主角                行動                    評論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圖 3  中國災難新聞敘事結構之二 

從中共宣傳政策來說，關於捨己救人英雄的新聞可列入

典型報導之列，由於可發揮榜樣的力量，一直受到中國媒體

的重視。與前一部分不同，這類典型報導雖然篇幅有長短差

救災進行中

軍隊英雄 
黨員英雄 
人民英雄 

不顧小家，只為大家

犧牲生命，只顧人民 

高尚的行為 

榜樣值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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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評論亦不多，但都很重視細節描寫。此類細節描寫刻畫

了救災過程中捨己為人的英雄形象，而這種英雄形象又與社

會主義意識型態密不可分。 

五、討論：意識型態、情绪動員與政治控制 

意識型態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特拉西

（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於 1801 年至 1815 年所著的《意

識型態基礎》一書中，指出意識型態意味著由觀念或理念

（ideo-）和學說（-ology）所組成，其用意在于建立一套觀

念學（science of idea），即意指觀念的起源，演變和性質的研

究（王瑞鎰 2004）。到了 19 世紀中期，馬克思與恩格斯

（1845/1975）挪用 ideology 的貶義，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

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隨著結構主義、後現代主

義思潮的蓬勃發展，一些學者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對意識型態

的概念提出了新的見解。 

Althusser（1970）認為，意識型態所代表的是個體與其

真實存在狀態的關係，是一種物質性實存。換言之，意識型

態始終存在於一個機構以及它的實踐之中，不僅在過去我們

所認為的暴力機構中，也在媒體、學校等機構中。意識型態

具有召喚（hail）的功能。Gramsci 則強調媒體即是意識型態，

統治優勢權力團體必然動員各種資源、運用各種方式，來塑

造對其有利的合法性解釋，媒體再現的傾斜也很明顯。優勢

階級的意見常被視為常識，意識型態便能達成它的目的，不

容易被察覺（Hall 1996）。 

van Dijk（2000）發現，相較於其他擁有權力的精英團體，

如政客、企業主或專業人士等，媒體精英在主導意識型態再

生產上的影響力最大。媒體以自己的價值觀再現並建構現實，

而這種價值觀實際上是統治階級所主導的思想信仰體系之

反映。在災難新聞報導中，新聞敘事過程是災難現象的建構

過程，這些被建構的故事不僅反映出災難的影響，也可以表

現為一種特定的詮釋災難的框架，或者說是一種特定的認識

災難的方式。從上述個案中，不難看出媒體以情緒性論述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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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故事，建構了災難中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不僅克服重重

困難，與地震搏鬥，還捨己為人，以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為

根本目標。這隱含著中國社會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講

究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主流意識型態。8 

因而在災難事件中，《人民日報》積極宣傳黨員、軍人

等英雄故事，集中反映了中國社會脈絡下的國家意識型態。

首先，宣傳此類英雄故事，以加強對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認

同。在中國體制下，中國共產黨領導政府、軍隊。因此，除

直接宣傳中國共產黨外，媒體報導政府積極救災、軍隊英勇

救援，則從側面肯定了中國共產黨的領導，隱含了愛黨的意

識型態。其次，這種愛黨的意識型態又與愛國愛社會主義的

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黨政軍人民在中國共產黨論述中為一

體化。由於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處於領導地位，那

末愛黨，則與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意識型態相連。最後，英雄

故事中所具之道德意涵也被冠以社會主義價值觀，加強了對

黨、國、國家體制的認同。例如在〈無愧於人民的信賴〉一

文中，記者如此敘說軍隊： 

肩負著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席的信任與厚望，

救災部隊發揮生力軍和突擊隊作用，不怕疲勞、連續作戰，

沖鋒在前、勇挑重擔，以實際行動書寫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救援隊所肩負的是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席個人的信

任和厚望，書寫著也首先是對黨的忠誠。 

這表明軍隊要對黨忠誠的意識型態，自然也暗示一般民

眾。又如〈志願者全六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拉客忙〉一文

末尾處： 

從到達蘆山，到 21 號中午，全六軍到處忙活，滴水未

進，記者勸他趕緊吃點東西，他卻笑笑說道：「別擔心，我

肚子上別著鋼板呢，餓不著！」 

                                                       
8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而在新聞中強調愛

黨亦即強調愛人民。 

77



社會科學論叢第二期 

 
 

記者用這一論述也暗示了在災難面前，個人應為集體著

想，為國家犧牲個人利益的意識型態，這也即是中國共產黨

一直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部分。 

在敘事手法上，英雄形象之形塑與情感敘事聯繫密切。

情感敘事講求發揮故事中情緒的作用，希以喜悅感染閱聽人

來達到傳播目的。由於中國新聞實踐重視正面報導與典型報

導，傳遞積極向上的正能量，這種敘事手法在中國的新聞報

導，尤其是在災難新聞中，十分常見。一方面，情感敘事中

所蘊含的情緒因素能夠化解閱聽人對災難的恐懼心態；二方

面，不論是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還是捨己為人的英雄，均表

現了中國人民面對災難時不屈不饒的精神，這也是媒體對個

體的召喚。 

更進一步來說，這種情緒性敘事是為達到動員以及政治

控制的目的。政府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從誕生之日起，就具

有了雙重屬性(王時中 1999)。它從原始公共管理機關那裡承

繼了社會公共管理職能，同公共權力有機地聯繫在一起，執

行著社會「公共事務」；同時表現為一個專門的管理體系，

一個實現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根本利益的機關。這就

是政府的二重屬性，即作為公共管理機關的屬性和作為組織

統治工具的屬性。由於中國的國家屬性，黨和政府不容分割，

因此政府對災難報導的控制實際上也反映出黨對此的控制。

亦即黨和政府雙重控制，但又兩者為一。這一控制即以意識

型態為內涵，情緒動員為手段實現。 

六、結論 

本文從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出發，加入英雄原型理

論，探討中國災難新聞中媒體之情緒性敘事結構。本文認為，

中國主流媒體《人民日報》在黨性、正面報導、典型報導等

原則的規範下，在災難新聞中重視「戰勝災難的英雄」和「捨

己為人的英雄」兩類英雄的形塑，傳達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

的意識型態，並以情緒動員的方式達到政治控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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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過去對災難新聞的敘事結構分析，本文在研究中

加入了文學中的情感敘事學和英雄原型理論，以跨學科的視

角檢視相關文本。本文亦發現，新聞論述與故事實相容之關

係，災難新聞中情緒性論述反映故事之意識型態（事實上情

緒性論述本身即有意識型態），意識型態又藉由情緒性論述

進行情緒動員以達到意識型態控制之目的。兩者之間不斷互

動，以達成最終目標。 

此外，由於蘆山地震發生於習近平領導期間，這意味著，

《人民日報》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並沒有隨著領導人的改變

而發生明顯變化，依然較為僵化，著重描述英雄人物／行為，

過度強調政治宣傳的功能。而中國的新媒體環境也沒有對此

種報導手法產生重大影響。 

本文認為未來研究或可從以下幾點做深入研究。首先，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人民日報》報紙版，並沒有將其微博內

容、手機版、網路版等內容納入其中，亦沒有將《人民日報》

與其他中國平面媒體或電視媒體做對比，相關學者或可從此

出發探討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等不同

層級媒體與不同性質媒體報導災難新聞之敘事異同。其次，

本文所做的是文本分析，認為文本中英雄有動員與政治控制

之功能，但是這種情緒性論述究竟對閱聽人產生何種影響，

則可做進一步闡釋。最後，從文獻探討與研究發現不難看出，

資本主義社會媒體與社會主義社會媒體對災難新聞的報導

存在不少差異，而中國媒體幾十年來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也

或有變化。若有可能，相關學者可檢視歷年來中國／中外災

難新聞以探尋背後的邏輯與規律。 

附錄 

1、〈無愧於人民的信賴——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

和武警部隊四川蘆山抗震救災紀實〉分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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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事件 N 
屬性 做出救援反應 
背景 大地顫抖，樓宇傾頹。（即地震發生） 
場景 20 日上午 8

時 02 分蘆
山縣 

20 日上午 8 時
02 分雅安市 

20 日上午 8 時
12 分 
成都市 

…… 

行動者 武警四川省
總隊蘆山縣
中隊官兵 

四川省軍區雅
安軍分區、武警
雅安市支隊所
屬官兵 

成都軍區 

行動 一班長郭季
平立刻按響
警報。隨著
中隊長陳發
湖下達緊急
命令，中隊
22 名官兵迅
速集合起
來，兵分兩
路趕赴縣城
參與救援。

就地展開救援。 召開抗震救災
作戰部署會。

後續發展 一場大規模的地震救援行動，迅即展開。 
評論 （1） 一支支勁旅和軍隊專業救援、醫療隊伍從成都、

邛崍、阿壩，從北京、雲南、重慶出發，向著同
一個方向緊急開進，一場與時間賽跑、同死神抗
爭的大救援瞬間拉開帷幕。 

（2） 當人民需要的時候，與人民心連心、同呼吸、共
命運，子弟兵第一時間出現在震後的廢墟上，出
現在受災群眾最需要的地方。 

（3） 真沒想到，部隊行動得這麼快。（民眾駱大斌） 
（4） 中國新領導層面對就職以來的第一場地震災難，

迅速組織起強有力的反應。（金融時報） 
（5） 解放軍多個軍兵種在第一時間向震區派遣救援力

量，作為最具戰鬥力的國家強力機器，成為了抗
震救災的骨幹力量。（法蘭克福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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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屬性 進行救援 
背景 與時間賽跑，和死神抗爭，全力搶救受困群眾，全力救治

危重傷員……（即地震造成了極大的破壞） 
場景 20 日上午    

行動者 縣武警中隊官
兵；趙建忠一
家、高詩琴 
 

醫護人員與解放
軍總醫院專家 

武警交通一總隊 

行動 縣武警中隊 20
名官兵營救趙
建忠的妻子和
孩子。餘震襲來
時，官兵們仍全
然不顧，爭分奪
秒清理砂石瓦
礫。 

醫護人員與解放
軍總醫院兩位專
家遠程會診。 

武警交通一總隊
100 余名官兵連夜
投入戰鬥，清除塌
方巨石。 

後續發展 20 分鐘多分鐘
後，母女被成功
救出。 
 

成功救助高詩琴。 打通生命道路。 

評論 一座座村落
裡，一處處廢墟
上，閃耀的軍徽
給受災群眾帶
來了生命的希
望。黃金 72 小
時內，抗震救災
官兵救治傷員
2800 多人，協助
安置轉移群眾
2.4 萬餘人…… 
 

20 支醫療隊進村
入戶，全軍頂級專
家匯聚災區。精湛
的醫術、高尚的醫
德、科學的施救，
創造了一個又一
個生命的奇跡。 

在最危險的地
方，在最緊急的時
刻，在最關鍵的環
節，人民子弟兵發
揚一不怕苦、二不
怕死的精神，英勇
頑強、晝夜奮戰，
保持旺盛鬥志和
持續戰鬥力，把希
望和溫暖送到災
區群眾心中。 

1-3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事件四 
屬性 進行救援（強調與人民之間的聯繫） 
背景 缺糧、缺水、缺帳篷，重災區寶興縣一度交通中斷，救災

物資告急。 
場景 24 日救災路

途中 
震後不到１
小時山上 

23 日下午仁
義鄉紅軍村

21 日下午龍門
鄉紅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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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者 成都軍區聯
勤某分部 

四川省軍區
軍人；八旬
老太 

紅軍連 救災部隊 

行動 派出 20 輛大
型運輸車組
成車隊，將
100 餘噸急
需物資送到
受災群眾手
中。 

軍人冒著餘
震將老太背
下山 

趕赴紅軍村
執行搜救傷
員和安置群
眾任務。 

將 130 頂帳篷
讓給龍門鄉紅
星村群眾 

後續發展  八旬老太來
救災指揮部
找恩人 

3 個小時
後，連片的
帳篷中升起
了縷縷炊煙

 

評論 一滴水可以
映照出太陽
的光輝，一
車車物資展
示的是人民
軍隊愛人民
的魚水深
情。 

震後的殘垣
斷壁，處處
湧動著軍愛
民、民擁軍
的魚水深
情。 

生活的希望
在災後的紅
軍村重新點
燃；災難面
前，子弟兵
永遠是人民
群眾值得信
賴的力量。

人民的笑容，
永遠是子弟兵
最美的夢想。
人民軍隊與災
區群眾生死與
共，心手相
牽。經歷了強
震浩劫的大
地，正逐漸恢
復生機。 

2、〈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一總隊宋永科、燕凱

凱〉分析過程 

屬性 搶通道路與救援 

背景 餘震突發，山體鬆動，造成塌方。 

場景 21 日上午 11 時 59 分，蘆山縣玉溪飲水大壩至寶盛鄉之間 

行動者 宋永科、燕凱凱等官兵，群眾 

行動 眼看就要被飛石擊中，宋永科和燕凱凱不顧自己的生命，
將群眾往安全區推。 

後續發展 濺落的飛石先後將宋永科和燕凱凱擊落到 20 多米高的路
基護坡下，鮮血卻浸染著他們的軀體。 

評論 將群眾往安全區死命推，把生的希望留給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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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分析過程 

屬性 救援 物資分發 
背景 地震 一組組長將救災帳篷分給高

澤美家 
場景 20 日上午 8 時 12 分（地震

後 10 分鐘）落改村 
23 日淩晨高澤美家中 

行動者 村黨支書記高澤美 村黨支書記高澤美、高澤美妻
子 

行動 （1）只是向家人交代了一
句要呆在安全空地，便拔腿
向外跑。 
（2）路遇黨員高永清，將
村一二組的疏散任務交代
給他，並呼喊村民轉移到安
全地帶。 
（3）將患有眼疾、行動不
便的八旬老人曹漢祥背出。

高澤美看到牆角裡放著上面
送來的民政救災帳篷，「一肚
子火就上來了，上面撥來的帳
篷還不多，我家怎麼能先
拿！」 

後續發展 跑遍全村確保大家安全 起初，妻子對高澤美也發了
火。後來，經高澤美開導，妻
子慢慢想開了…… 

評論 無 

4、〈志願者全六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拉客忙〉分析過程 

屬性 協助救援 
背景 地震發生 
場景 20 日-21 日中午；成都；蘆山 
行動者 受過腰傷的全六軍 
行動 （1） 帶食物從成都騎車八九小時到蘆山縣 

（2） 在蘆山縣，他在三輪車窗貼上寫著「免費志願者」的
紙張，用三輪摩托車到處拉人、拉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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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文化全球化：有關台灣社會生活

信任的分析 
 

Cultural Globalization of the Everyday: an  
Analysis about the “Trust” in the Social Life of  

Taiwan 
 

蘇碩斌*（國立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E-mail: sbsu@ntu.edu.tw） 

 

摘要 

  本文關注文化全球化對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影響。全文採

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料，以「接受遠方事物」為主要

變項，分析文化全球化如何進入在地常民的生活。論證可分

為三個層次，1、描述性統計：指出台灣人對於「接受遠方

事物」具有被動性。2、多元迴歸分析：指出「教育」對接

受遠方事物有高度解釋力。3、路徑分析：指出「教育」是

透過「認知態度」而對人們對於「接受遠方事物」產生影響。

這些發現，理論上呼應全球化是對一種對外在世界的「認知

方式」變化的結果，也表示人們吸取更多的抽象知識、以應

付愈加系統性的世界，也與人際互動愈來愈遠。 

關鍵字：日常生活、文化全球化、信任、台灣社會變遷基本

調查 

 

                                                       
*本文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全球文化組）》

資料，謹此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規模完整而整理細緻的調查資

料。感謝匿名審查人中肯而深入的審閱，感謝邱秋雲同學耐心協助分析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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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topic about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on the everyday life in Taiwan. It adapts 
the data of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o analyses how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enter into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The argu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oints out the Taiwanese accept “the distant things" 
passively.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 is the strongest variable to explain the acceptance of 
diatant things. 3, Path analysis: figures out that the "cognitive 
attitude"  about the distant thing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education’s impact. These findings echos the theorey that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results from the cognitive change instead 
of the econmic change, and also means that people learn more 
abstract knowledge, instead of personal interactions,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ly systematic world. 
 

Keywords: Trust, Everyday Liv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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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的母親生於 1930 年代，在戰後台灣取得初中學歷，

大半輩子生活在台南小鎮的老街坊，與菜場小販不僅買賣，

也像老友一般交換食物知識。食材挑選、原料特質、烹調招

式，都在人際互動中習得。我的母親總是信任她的供應商，

也總做出令人滿意的菜餚。十餘年前，她配合子女需求搬到

台北居住，原本小鎮經由生活而來的人際信任，因為親友圈

怎遽縮小而被開始注意電視的食安新聞、專家說法。她開始

害怕，怕豬油混了飼料油、怕潤餅皮加吊白塊。這種日常生

活的轉變，我相信，並不只存在於少數人。本文由此關懷，

討論全球化之下的常民文化（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信任關係）

的變遷及其含意。 

全球化為何？常識上雖如大前研一（1993）將全球化形

容為國與國之間經濟、政治相互依存的「無國界世界」；然

而，人類的跨國界活動始自十五世紀末大航海時代，在殖民

主義擴張期達到高峰，其實已歷時數百年，即 Immanuel 
Wallerstein（1974）所稱的「現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 
system）。但在今天，連結全球的力量又有別於世界體系的互

動，因為這種力量不只影響殖民都市的政治濟，更成為文化

問題。如 John Tomlinson（1999: 1）宣稱的：「全球化就在現

代文化之核心裡；而文化實踐也在全球化的核心裡。」 

Tomlinson 標舉的「文化」，是循 Raymond Williams（1976: 
90）所考察的字義演變中一個重要用法，亦即將「文化」視

為一個民群、群體或社會自發共享的特殊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1但是共享這種生活方式的範圍，在當今的全球化之下

卻已大幅延伸，並實際上打破傳統社會對文化認識的「封閉

意義系統」（最典型的如 Geertz 1973）格局，形成世界廣泛

流動的人事物全面進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熊

                                                       
1另兩個字義是「思想、精神、美學的一般發展」及「知性的作品和活動，

尤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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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健 2008）。《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也

在這樣的意義下界定「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

為：「日常生活經驗因商品、觀念的傳散而形成被標準化的

過程」。2 

何謂日常生活？法國左派思想家 Henri Lefebvre（1991）

的論點，日常其實就是不斷的重複（repetitions）。3人們如何

實踐這些「重複」，並非自古以來皆不變，而是在不同歷史

情境中有著不同的方式。 

本文的關注，就在於最近二十年來電訊革命造成的速度

變化如何影響人的生活。亦即，如果文化全球化是一種趨勢，

在台灣，如何進入人們的生活？人與人的關係是何樣貌？誰

依然保存人際信任？誰甘願接受系統信任？全文試著以實

證資料來論證，「知識」帶領人們知悉世界萬物在流動，然

後再滲透到日常生活的開放習性。以下四個小節分別是：討

論文獻及理論、說明資料及變項處理原則、以迴歸分析及路

徑分析提出研究發現，最後則於結論再呼應資料與理論的意

義與聯想。 

二、文獻探討及理論說明 

本文試圖由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感受到時間與空間，

來說明「現代性」對於人的影響。時間與空間在社會學的討

論，有一段很長的空缺。就社會思想史發展，十八世紀末

Immanuel Kant 將時間與空間界定為感性活動直觀形式

（forms of intuition）之後，時間空間似乎就被定調，被相信

是人類活動背景舞台而已（Kern 1983；Gregory and Urry 

                                                       
2資料參見大英百科線上版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357503/cultural-globalization, 
retrieved on 2009.10.25. 

3Lefebvre 認為，日常的重複至少有兩種區分：其一是配合大自然的循環

性（cyclical）重複，如日與夜、春夏秋冬、勞動和休息、飢餓和飽足、

生和死；其二是人為的線性（linear）重複， 如生產和消費（Lefebvre 1987: 
10）。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之對象即為線性累積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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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也意謂著時空不必是研究的主題，人類的行動才是。 

但時空真的無礙人的行動？當代理論家已展開頗多論

述，指出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人類對於時間空間的「認

識」產生巨變，行動才產生巨變；反過來說，習於傳統社會

生活的人們，一旦進入現代社會、認識新的時空，其行動必

定遭到挫折、被迫改變。 

根據 Anthony Giddens 的論證，人類存在的根本性質是

「行動的自我省視」（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亦即人

都在根據過去的經驗而審時度勢，以決定並實踐下一步的行

動（Giddens 1990: 36-37）。現代人如此，古代人也是。Giddens
指出，傳統社會中人們所識的時間空間概念，受到所處時空

的社群所支配，因此認知既無法超乎社群，行動也多沿續過

去而不易改變。但 18 世紀末現代社會的自然科技及社會生

活，打破了傳統社會的時間和空間之限制，人開始有能力迅

速移動到遠方，生活世界因而擴大，不會再單單受到在地組

織的支配。 

由早期的運輸科技到晚近的媒介科技，都造成社會生活

的重大影響。本文特別著重因為媒介科技發達而引發的知識

問題。媒介發展雖然起自 1820 年代（主要是交通運輸和影

音媒介），但近二十年的電子媒介發展造成的速度革命，又

重新為人類界定時間空間關係，成為全球化的決定因素

（Virilio 1999: 15-17）。 

Giddens 稱呼現代性就是「由反身性應用知識所構成」，

就意指人們將遠方的知識（knowledge）插入生活世界，並成

為行動的參考架構（Giddens 1990: 39）。但要注意，這種全

新的現代時空，雖然擴張了人們生活的路徑，但卻破壞了穩

定的信任（Giddens 1990: 39-45）。他認為，晚期高度發達的

資本主義推動的資訊全球化，就是促使人類發生「存有論性

的改變」的重要過程。 

根據 John Tomlinson 的解讀，全球化是「複雜的相互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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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機制（complex connectivity）」，現代社會原本習以為常的

生活互賴網絡，被迫以前所未有的極快速度而被連結起來；

表現在生活之中，就是過去不甚習慣的貨物、資金、人員、

知識，甚至時尚、信仰、罪惡，都跨越地理疆界而大量流動，

因為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人們的生活才被模塑為「單一全球

場域」（one global field）的意識狀態（Tomlinson 1991: 25）。 

這種探討時間和空間對人類生活影響的觀點，正是「文

化全球化」概念不同於其他全球化討論的特殊面向。 雖然

文化經常被界定在與政治、經濟相對的位置，全球性下的文

化，有時也多被視為商品的標準化過程，但是一旦體認「流

動」造成的身體與時間空間的關係改變，應可理解文化全球

化的理解重點，並不是文化消費品等對象而已，更是要探究

日常生活的本質自身。 

蕭新煌、尹寶珊（2004）曾以《台港社會意向電話調查：

2001》分析全球化之下的社會階層，立基生活風格（life styles）

為理論基礎捕捉階級位置的分布，已發現學歷、收入、職業

三個變項（遠高於婚姻、性別、年齡），對於全球文化的接

觸具有相當強的解釋力。這個發現，也解釋跨越地域限制的

生活可能性，將造成強化階級內部同一性、也強化與勞工階

級的區隔的效果。 若循蕭新煌、尹寶珊前文的研究成果，

應有必要繼續探查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以什麼機制、如何

受到全球文化的浸淫。由上所述，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必須

落實到日常生活之中，本節將處理的理論架構，也試著由行

動者的時空本體論，以及信任關係的演變為主旨，以說明本

文的分析理路。 

（一）行動者與時空關係 

全球化在當代的意義，可說是透過電子世界大量製造符

號（symbols）、並以符號代替實體快速進行互動（Walters 
1995）。David Harvey（1989）也主張，目前人類世界已進入

到後現代狀況（postmodern condition），由於阻隔溝通的時間

和 空 間 之 物 質 性 消 失 而 形 成 「 時 空 壓 縮 」（ ti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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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on）的小世界。 

相對於 Harvey 站在整體社會的角度出發，Anthony 
Giddens 則以人類行動者的角度出發，指出電子媒介盛行的

後果，是人的日常生活不再以共同在場的人為主要對象，而

須借助大量跨越時空的互動實踐、亦即彼此肉體上「不在場」

但卻具有「在場」效力的互動形式，他稱之為人面對世界的

「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Giddens 1979: 76）。

Giddens 的理論，為 Max Weber 的社會行動理論提供了落實

在日常生活的本體論基礎（Ontological basis），也開拓出以日

常生活來研究全球化的深沈意涵。Giddens 指出，時空伸延

乍看是便利的生活，但其實也是人被剝離生活體驗時空的過

程，此即「去鑲嵌」（disembeddedness）。人與人的社會關係

脫離原本習以為常的、在場互動的地方脈絡，而進入新的廣

袤時空（Giddens 1990: 12-18）。 

在前現代的社會場景，相互共同在場（co-presence）的

人必然伴隨相互溝通（communication），但在運輸及通訊科

技發達的現代社會，共同在場的人不必然相互溝通，相互溝

通的人不必然共同在場。如何在身體不在場（physical absence）

的情境下，而能確認溝通的可能性，正是全球化最關鍵的問

題。也就是說，全球化既晚近科技的演進，也帶來人類全新

的歷史處境。這個過程，總歸就是不在場侵入在場的後果；

對整體社會行動而言，是系統整合（systematic integration）

侵入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結果（Berger 1995）。 

所謂「社會整合」指行動者之間的交互實踐是以共同在

場的形態完成，面對面遭遇或互動是根本條件；而「系統整

合」則是行動者或團體之間互動是以身體不在場的形態完成，

超越性的時空關係是根本要件。現代社會的這兩種力量，無

疑的，「系統整合」明顯較之「社會整合」具有更強烈的主

導效用。這也延伸出系統信任和人際信任的對立。 

（二）人際信任與系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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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別的行動者而言，因為日常生活空間的變大，熟悉

事物的例相對降低。人類原本透過日常互動而形成的信任

「人情事理」（in person）的機制弱化，而必須改以信任「專

家系統」（expert systems）來消除對世界的不安（Giddens 1990: 
33）。現代社會不再仰賴過去的單一權威，相應的，人們也

必須重新出新的信任機制，亦即對於對抽象知識系統之信任，

以及此一知識系統的代理人——專家之信任 （Giddens 1990: 
80）。 

總括來說，人際信任立基在面對面的承諾中，仰賴在地

互動及體驗獲得的知識，是對人際誠實的經驗性信任；而系

統信任則是非面對面的承諾形式，是對抽象系統的信任，是

仰賴專家、品牌、政府、證書的知識。循著以上理論，本文

關注行動者如何透過知識系統而活在當代社會？ Giddens
（1990：123）的觀察，認為文化全球化的現代社會已產生

出一些吊詭的後果，可整理如下：一是鄰近與遙遠的交集，

表現為接受遠方事物進入生活的機會；二是全人性（personal）
與非人性（impersonal）的交集，表現為相信專家意見的機會；

其三是抽象符號與生活經驗的交集，展現為使用象徵籌碼

（symbolic token）4的機會；其四為實用主義與歷史主義的交

集，展現為去除地域鑲嵌的可能性。 

這幾點後果，也將是本文後續分析中依變項的主要概

念。 

（三）教育知識與反身性 

在前述蕭新煌、尹寶珊（2004） 的研究中，也發現了

類似的問題，例如最能接受全球文化的中產階級，卻也是最

支持本地價值者（支持保留古蹟、不蓋捷運）。蕭、尹的研

究發現，這種「全球實踐、在地支持」的「表面性矛盾」，

在全球化較強的香港人身上十分明顯，而台北人就沒有顯著

                                                       
4象徵籌碼意指一般化媒介（generalized media），可在系統內傳遞訊息，

不受特定情境下處理訊息的個人或團體之特殊質性影響（Giddens 199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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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本文認為這一點有繼續探究的必要，亦擬由反身性理

論，試著分析「知識」如何大量進入生命世界而影響人的行

動。 

現代社會的發展，壓抑了地方、具體、人際的力量，「知

識」在此扮演了奧秘的角色。知識向來被認為是客觀的，是

中立於它所要觀察的事物現象之外。但是在全球化發生的過

程中，顯然不是如此。James Mittelman 提出批判的全球化研

究（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取徑，指稱全球化不只是軍

事、政治、經濟的強權鬥爭結果，也是知識鬥爭的結果。他

強調，知識不是客觀理解全球化的工具，因為知識帶進了抽

象思考和遠方事物，將人類經驗化為理解的對象，因而知識

自身乃成為全球化的原因（Mittelman 2004）。這也都符應前

述 Giddens 的反身性理論論點。 

Tomlinson 主張文化全球化的一大後果是，行動者的對

抗對象，並不一定來自於他的自身經驗。也就是說，他不需

要是被壓迫者、不需要是權益受害者，以綠色和平等環境運

動為例，行動者的對抗性訴求，已可將「與環境退化的一般

性威脅之對抗戰鬥」移轉為日常生活世界經驗的一部分。因

此，所謂「全球思維、在地行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的環境保護、歷史保存活動，其實是經由社會「反身性」的

運作而來。也就是說，人們透過全球化、一般性的知識體系

而確認在地保存的重要性，並「反身性」投入在地活動

（Tomlinson 1999: 26-27）。 

循上，本文特別關注「教育」這種抽象知識來源對日常

生活全球化的作用力，並視之為主要解讀的自變項。 

三、資料與方法 

循由上述理論框架，本文對於日常生活受到全球遠方影

響的過程，將有以下層次：一、鎖定在「知識」如何的作用

力，個人背景自變項將以「學歷」為最主要分析概念，另也

在過去研究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收入」，並將「年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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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二、站在行動者的立場，本文將以「信任」作為討論

日常活全球化的主要依變項，並依前述理論說明，關注在四

個次概念定義：（一）接受遠方事物進入生活的機會；（二）

相信專家意見的機會；（三）使用象徵籌碼的機會；（四）去

除地域鑲嵌的機會，各有二至四個題目分析。三、為求取知

識影響信任的過程，將以問卷中兩組有關國族主義及跨國流

動的題目，視之為對全球化的認知態度，作為分析的中介變

項。 

本節先敘述本文所使用資料來源及特質，再依前述概念

說明變項的測量。 

（一）資料來源及解釋變項的測量 

本研究採用的資料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

第四次問卷》，5於 2008 年 7 月至 9 月施測，抽樣方法依等機

率抽樣原則（Probability Sampling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分三階段抽取 18 歲以上受訪者，取得 2,067 份有效樣本（張

苙雲、廖培珊 2009）。在本文的分析中，因考慮遺漏值造成

之誤差，是以刪除研究變項（個人背景、全球化認知態度、

全球化日常實踐）中包含遺漏值之樣本，實際進行分析 1,057
份樣本。 

依前述理論的架構，本研究解釋變項主要分為三部分，

自變項選取年齡、收入、教育三個變項，中介變項則以「去

國族意向」及「流動性意向」二組態度，依變項「全球化日

常實踐」包含接受遠方事物、相信專家系統、使用象徵籌碼

以及去除地域鑲嵌。解釋變項的測量參見表一，各變項之編

碼略述如下： 

 

                                                       
5是項調查與東亞社會調查（EASS）合作同步施測，除 EASS 跨國比較

題組，亦包含新加題組（包括全球飲食、時空連結、理財行為、多元文

化等），並經 2007 年 4 月預試及修正問卷後正式施測。本文使用的中

介變項「全球態度」是原有題組，依變項則主要為新加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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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變項描述統計及編碼方式 

題目 項目 次數百分比% 編碼方式 
一、個人背景 
1.年齡 10-19 0.4  

20-29 22.7  
30-39 28.2  
40-49 26.6  
50-59 21.4  
60-69 5.7  
70-79 0.7  

2.教育 國中以下 20.5 1 
高中專科 48.6 2 
大學以上 30.8 3 

2.1 教育 D1 國中以下 大學以上 79.5 0 
國中以下 20.5 1 

2.2 教育 D2 高中專科 大學以上 51.4 0 
高中專科 48.6 1 

3.收入 3 萬以下 43.6 0 
3 萬以上 56.4 1 

二、全球化認知態度 
1.去國族意向 3（非常不同意） 0.7  

4 1.0  
5 1.1  
6 3.4  
7 2.7  
8 5.0  
9 7.6  
10 14.6  
11 9.8  
12 8.1  
13 8.0  
14 17.1  
15 5.9  
16 3.7  
17 3.0  
18 5.5  
19 1.8  
20 .5  
21（非常同意） .4  

2.流動性意向 3（非常不好） .5  
4 .2  
5 .6  
6 4.9  
7 .9  
8 1.8  
9 3.9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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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0  
12 6.0  
13 4.9  
14 9.7  
15 7.3  
16 9.0  
17 7.2  
18 28.1  
19 3.6  
20 2.0  
21（非常好） 2.6  

三、全球化日常實踐 
1.接受遠方事物 
1-1 認識國外友人 無 50.3 0 

有 49.7 1 
1-2 討論國際議題 從不 16.5 1 

約一年一次 3.6 2 
每年數次 15.7 3 
約每個月一次 16.9 4 
約每個星期一次 18.4 5 
每個星期數次 21.1 6 
幾乎每天 7.8 7 

1-3 水果產地選擇 本地水果 56.4 0 
進口水果 43.6 1 

1-4 注意美金匯率 無 56.1 0 
有 43.9 1 

2.相信專家系統 
2-1 徵詢理財專家 沒有、家人或朋友 58.3 0 
 專業顧問 41.7 1 
2-2 超市系統買菜 菜市場 70.0 0 

大賣場 30.0 1 
3.使用象徵籌碼 
3-1 擁有外幣帳戶 無 80.5 0 

有 19.5 1 
3-2 購買海外基金 無 60.4 0 

有 39.6 1 
4.地域鑲嵌態度 
4-1 嚮往國外生活 不嚮往 59.8 0 

嚮往 40.2 1 
4-2 傾向拆除古蹟 保存歷史建築 77.5 0 

蓋捷運 22.5 1 

（二）年齡、收入、教育程度（自變項） 

1.年齡：年齡測量受試者的實際年齡，根據出生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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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月計算為連續變項。 

2.收入：測量每月平均收入，依平均數分配區分為三萬

以下以及三萬以上，再以虛擬變項設定收入三萬以下為參照

組，編碼為 0；三萬以上編碼為 1。 

3.教育：選項分為三類，國中以下、高中專科以及大學

以上再，再設定為虛擬變項，大學以上為參照組，編碼為 0；

虛擬變項 D1 為虛擬國中以下此類別，編碼為 1，其餘為 0（國

中以下者與大學以上者相比）；虛擬變項 D2 虛擬教育程度為

高中專科者，編碼為 1，其餘為 0（高中專科者與大學以上

者相比）。 

（二） 全球化認知態度（中介變項） 

1.去國族意向：測量是否反對台灣實行保護主義，包含

「保護我國經濟限制國外產品進口」、「儘管與其他國家有所

衝突，台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利益為主」、「增加與外國電影

音樂的接觸對我們的文化是有害的」三題態度分數加總，得

分高表示具有較高「去國族意向」 。 

2.流動性意向：測量受試者對於地區之間人、物與資金

交流增加其認為對台灣發展的贊同程度，分別包含「對於台

灣經濟」、「對於台灣人的工作機會」以及「對於環境」。三

題均重新編碼（非常同意=7，同意=6，依此類推）。態度分

數三題加總，得分高表示具有「流動性意向」。 

（三）全球化日常實踐（依變項） 

1.接受遠方事物 

1-1 認識國外友人：認識國外友人（中國、日本、南韓、

東南亞、歐洲、北美），此變項以虛擬變項處理之，無認識

國外友人為參照組，編碼為 0，有認識國外友人（不論認識

任何地區的人）則編碼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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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討論國際議題：與家人、朋友或其他的人討論國際

議題的頻率，重新編碼回應項目（分別為幾乎每天=7，每個

星期數次=6，約每個星期一次=5，約每個月一次=4，每年數

次=3，約一年一次=2，從不=1）。 

1-3 水果產地選擇：測量喜歡吃本地水果或者是進口水

果，以虛擬變項處理，喜歡吃本地水果為參照組，編碼為 0，

喜歡吃進口水果則編碼為 1。 

1-4 注意美金匯率：測量是否會主動看新台幣兌換美元

的匯率，以虛擬變項處理，不主動（很少、從不）為參照組，

編碼為 0，主動（經常、有時）編碼為 1。 

2.相信專家系統 

2-1 徵詢理財專家：測量決定投資理財時，主要參考意

見對象為何。此變項以虛擬變項處理之，參考對象為沒有、

家人或朋友為參照組，編碼為 0，專業顧問（包括股有涉及

銀行的各種理財專員）則編碼為 1。 

2-2 超市系統買菜：測量習慣在何種地方買菜（超市賣

場或傳統菜市場），以虛擬變項處理，傳統菜市場為參照組，

編碼為 0，超市大賣場則編碼為 1。 

3.使用象徵籌碼 

3-1 擁有外幣帳戶：測量是否有過外幣存款帳戶，以虛

擬變項處理之，沒有過外幣存款帳戶編碼為 0，有過外幣存

款帳戶則編碼為 1。 

3-2 購買海外基金：測量是否買過海外共同基金，以虛

擬變項處理，沒有買過海外共同基金編碼為 0，有買過海外

共同基金則編碼為 1。 

4.去除地域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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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嚮往國外生活：測量是否嚮往住在國外的生活，以

虛擬變項處理，不嚮往編碼為 0，嚮往則編碼為 1。嚮往住

在國外的生活者，則愈支持全球化。 

4-2 傾向拆除古蹟：測量若歷史建物與捷運之中，會支

持何者？以虛擬變項處理，支持保存歷史建物編碼為 0，支

持蓋捷運則編碼為 1。 

四、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的自變項包括年齡、教育、收入三個，中介變

項「全球化認知態度」為量表，以下先說明大致分布情形，

再分別描述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現況，以及自變項

／中介變項對於「日常生活實踐」的迴歸分析結果，最後再

以路徑分析確認中介變項的解釋效果。 

「個人背景變項」的分配如下：（1）年齡：主要年齡層

為 30-39 歲最多，佔全數 28.2%，其次為 40-49 歲，為 26.6%；

（2）教育：分為國中以下、高中專科和大學以上，分佔20.5%、

48.6%和 30.8%；（3）收入：以 3 萬元為劃分基準。3 萬元以

上佔 56.4%，3 萬元以下佔全數 43.6%。在「全球化認知態度」

的分配則如下：（1）「去國族意向」由三題態度分數加總而

成，得分最高分為 21 分，最低分為 3 分。人數最多分數為

17.7%的 14 分；（2）「流動性意向」由三題態度分數加總而

成，得分最高分為 21 分，最低分為 3 分。人數最多分數為

28.1%的 18 分。 

（一） 全球化日常實踐的現況描述 

「全球化日常實踐」即為本文前述基於人際信任轉移到

系統信任的四個社會呈現，分別為接受遠方事物、相信專家

系統、使用象徵籌碼以及去除地域鑲嵌。描述統計結果如

下： 

1.「接受遠方事物」向度四題：「認識國外友人」者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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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數；「討論國際議題」方面，每星期討論一次以上者，合

佔 47.3%；「水果產地選擇」方面，習慣食用本地水果佔多數

（56.4%)；「注意美金匯率」，平時沒有注意者 56.1%。 

2.「相信專家系統」向度二題：「參考理財專家」之分配，

無理財（無詢問對象）及詢問家人或朋友， 合佔 56.4%。「超

市系統買菜」方面，70%傾向在傳統菜市場買菜。 

3.「使用象徵籌碼」向度二題：擁有外幣帳戶者 19.5%，

購買海外基金 39.6%。 

4.「去除地域鑲嵌」向度二題：不嚮往國外生活者 59.8%；

拆除古蹟態度，傾向保存歷史建築為 77.5%。 

在全球化日常實踐的四個向度看來，台灣受訪者一般的

狀況來看，「接受遠方事物」的各項題目，均有半數比例受

訪者的時空生活之中，會明顯受到遠方事物介入。至於代表

「信任」的「專家系統」及「象徵籌碼」兩題則仍可看到較

傳統的信任行為，反映出系統信任的強度仍低。至於「去除

地域鑲嵌」，表面上看來是全球化程度仍不強。但這個題組

與學歷的交叉分析較為特殊，後續將再討論。整體看來，被

動性質的接受遠方事物，已成為台灣半數人民的生活實踐習

性，其餘面向則仍侷少部分人。至於什麼樣的人具有何種實

踐傾向，將由迴歸分析進一步確認。 

（二）迴歸分析結果 

（1）個人背景變項與全球化日常實踐之關係 

關心不同個人背景（年齡、收入、教育）對於個人「全

球化日常實踐」的四個向度的影響程度。「全球化日常實踐」

四個向度分別為「接受遠方事物」、「相信專家系統」、「使用

象徵籌碼」以及「去除地域鑲嵌」。以下分由四個分析模式

來說明個人變項對四個向度的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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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人背景變項與全球化日常實踐之關係 

 

 

 

 

 

 

(a)個人背景對於「接受遠方事物」的影響 

「接受遠方事物」分為四個次模式，以邏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以及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分

析，統計結果顯示如下： 

年齡變項，年齡愈大，愈多國外友人、愈討論國際議題、

愈注意美金匯率。但是在水果產地選擇，則是年齡愈小較接

受進口水果。 

教育變項，為大學以上者（與國中以下或高中專科者相

比），對於「接受遠方事物」的四個次模式均有顯著差異，

大學以上者認識國外友人、討論國際議題、接受進口水果、

注意美金匯率的比率均明顯為高。 

收入變項，部分有顯著影響。收入愈高（3 萬以上）愈

多國外友人、討論國際議題、注意美金匯率。但收入是否接

受進口水果無關。 

綜上，教育確實是「接受遠方事物」最強的解釋變項，

教育程度愈高，在本文設定的「接受遠方事物」表現較高。

而在收入和年齡二個變項上大致上，年齡愈大有愈高的遠方

接受力，收入愈高有愈高的遠方接受力；但在水果的選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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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和收入則出現分歧效應，顯示年齡和收入未有一致的預

測效果。 

(b)個人背景與「相信專家系統」之關係 

「相信專家系統」有二個次模式，以邏輯斯迴歸分析，

統計結果如下： 

年齡變項，年齡愈大，理財時愈不徵詢專家，但愈傾向

在超市系統買菜。 

教育變項，大學以上者（與國中以下或高中專科者相比），

則顯著在理財時會徵詢理財專家，也較常在超市系統買菜。 

收入變項：收入多寡與理財是否徵詢專家、是否在超市

系統買菜皆無關。 

綜上，教育變項仍是「相信專家系統」最強的解釋變項，

教育程度愈高，愈相信專家顧問甚於親人熟友，相信品牌商

店甚於熟識菜販。而在收入和年齡二個變項，則呈現不甚一

致的發現，年齡愈大未必愈相信專家，但傾向在系統性的超

市或賣場買菜，而收入則幾乎沒有預測力。 

(c)個人背景對於「使用象徵籌碼」的影響 

「使用象徵籌碼」有二個次模式， 以邏輯斯迴歸進行

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年齡變項，年齡愈大理愈多擁有外

幣帳戶，但與是否購買海外基金無關。 

教育變項中，教育對兩個次模式都有顯著差異，大學以

上者（相較於國中以下以及高中專科），較多擁有外幣帳戶

及購買海外基金。 

收入變項，收入亦具有預測力，收入愈高（3 萬以上），

愈常擁有外幣帳戶以及購買海外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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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教育變項和收入變項是「使用象徵籌碼」的較強

解釋變項，教育程度高，愈相能使用國際通用的貨幣媒介，

也愈能接受在全球上是一般化媒介、但台灣生活世界並不流

通中的幣值與投資機會；而年齡因素，僅在擁有外幣帳戶有

片面影響。 

(d)個人背景對於「去除地域鑲嵌」的影響 

「去除地域鑲嵌」的二個變項，以邏輯斯迴歸進行分析，

統計結果如下： 

年齡變項，年齡愈小愈嚮往國外生活；年齡大小與傾向

拆除古蹟無關。 

教育變項，教育在二個次模式都有顯著差異。大學以上

者（相較於國中以下以及高中專科）較傾向嚮往國外生活，

但較傾向於保存歷史建築。 

收入的部分，則呈現收入多寡與嚮往國外生活以及傾向

拆除古蹟皆無關。 

綜上，三個變項對「去除地域鑲嵌」的預測解釋力，都

不若前幾個模式明顯；而且，原本解釋力最強的教育，在解

釋「嚮往國外生活」還能有預想中的預測力，，但解釋「保

留歷史建物重於蓋捷運」一題上，則呈現耐人尋味的結果，

亦即，原本被認為應該「支持蓋捷運」的全球化傾向，在這

個木土化的問題題，有了相反的結果。至於收入，則在兩題

中都沒有預測力。 

由上述分成四個部分的討論，可發現，只有「教育」一

直對各個文化全球化的實踐有強大而一致的預預測力。為了

更精準指出教育和其他二個變項透過什麼機制影響實踐，以

下再討論中介變項（全球化認知態度）對依變項的影響。 

（2）全球化認知態度與全球化日常實踐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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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認知態度」包含「去國族意向」和「流動性意

向」，由於加總分數設定為連續量度，個人變項對認知態度

的二個模式之影響，大致有以下結果： 

表 3 個人背景與全球化認知態度之關係 

  去國族意向 流動性意向 

  B Beta sig B Beta Sig 
年齡 -.037 -.127 .000 -.022 -.067 .054 
教育 D1
國中以下 

-3.265 -.382 .000 -2.295 -.236 .000 

教育 D2
高中專科 

-1.496 -.216 .000 -1.005 -.128 .000 

收入 .194 .028 .352 .840 .106 .001 
常數 14.818  .000 16.151  .000 
R2 .171 .081 
N 1057 1057 

教育變項仍具有較強的預測力，大學以上者（與教育程

度為國中以下或高中專科者相比），在 「去國族意向」和「流

動性意向」比有顯著差異，大學以上者（相較於國中以下以

及高中專科）更加支持「去國族意向」，也有較強的「流動

性意向」。至於年齡變項方面，愈年長愈不支持「去國族意

向」；年齡與「流動性意向」無關；收入變項方面，收入多

寡與「去國族意向」皆無關，而收入高者（3 萬以上），則具

有較高的「流動性意向」。 

以上可見，影響到「全球化認知態度」兩個次模式的，

最強的仍是「教育」，而收入和年齡則或不相干、或有分歧

結果。 

(a)全球化認知明顯影響全球化實踐 

再而，「全球化認知態度」對「全球化日常實踐」的影

響，則以邏輯斯迴歸進行分析，得到結果大致可知，「認知」

確對「實踐」有很高的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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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球化認知態度與全球化日常實踐四個向度 

 

 

 

 

 

全球化認知態度對「接受遠方事物」的影響：去國族意

向對四個次模式都有顯著影響。去國族意向愈高，則愈多國

外友人、討論國際議題、水果產地選擇以及注意美金匯率。

流動性意向愈高，認識國外友人、討論國際議題以及注意美

金匯率的勝算比愈高。流動性意向與水果產地選擇則無顯著

關係。 

全球化認知態度對「相信專家系統」的影響：去國族意

向和流動性意向，對二個次模式都有顯著影響。去國族意向

愈高，流動性意向愈高，則理財時較會徵詢理財專家、也較

常會在超市系統買菜。 

全球化認知態度對「使用象徵籌碼」的影響：「去國族

意向」以及「流動性意向」愈高，則理財時擁有外幣帳戶、

及購買海外基金的機會也較大。 

全球化認知態度對「去除地域鑲嵌」的影響：「去國族

意向」以及「流動性意向」愈高，則愈嚮往國外生活；但在

傾向拆除古蹟上，去國族意向以及流動性意向並不會影響是

否傾向拆除古蹟的態度。 

從以上分析，「教育」具有對全球化認知、全球化實踐

的強大解釋力。這因此也基本驗證本文前述「反身性」的概

念，知識的反省落實到生活實踐，而成為行動奉行的基本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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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路徑分析結果（個人背景－全球化認知態度－全球化日常

實踐） 

各模型以多元迴歸進行分析，以強迫進入法進行迴歸方

程式的模型建立，包含變項依序為「年齡」、「教育 D1 國中

以下」、「教育 D2 高中專科」、「收入」、「去民族主義態度」、

「支持全球化流動」，觀察個人背景變項透過中介變項而影

響「全球化日常實踐」的模型的解釋力；亦即，觀察模型 R2

數值的效果，以了解模型中的中介變項是否能降低解釋誤

差。 

表 5 個人背景、全球化認知態度與全球化日常實踐之路徑模型 

 

 

 

 

 

表 5（續） 個人背景、全球化認知態度與全球化日常實踐之路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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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在十個模型當中，大致上，受到中介變項路

徑影響效果較佳者，為「接受遠方事物」、「使用象徵籌碼」

這兩個類別，以及「嚮往國外生活」等依變項，而「相信專

家系統」類別及「傾向拆除古蹟」一項則路徑影響效果最不

佳。 

總的來說，在各個路徑分析的模型中，作為自變項的「教

育」的解釋力（β）都遠超過另二個自變項（年齡／收入）

的解釋力，表示全球化認知態度（去國族意向／流動性意向）

對全球化日常實踐的解釋力，主要是由「教育」所提供而形

成中介效果。 

若將自變項和各個依變項的關係，以中介變項「去國族

認同」及「流動性認同」的路徑分析結果來檢驗，以下分由

各個自變項的統計結果進行概述。 

年齡變項方面，年齡長幼可以透過「去國族意向」之中

介，對「認識國外友人」、「水果進口選擇」、「注意美金匯率」、

「超市系統買菜」、「購買海外基金」、「嚮往國外生活」造成

影響效果。但年齡並不會透過「去國族意向」之中介對其他

四個變項造成影響。至於年齡透過「流動性意向」之中介效

果則更加薄弱，因此不具有解釋力。 

收入變項方面，收入高低可以透過「流動性意向」之中

介，對「討論國際議題」、「注意美金匯率」、「徵詢理財專家」、

「擁有外幣帳戶」、「購買海外基金」造成影響效果。但收入

並不會透過「流動性意向」之中介對其他五個變項造成影響。

至於收入透過「去國族意向」之中介效果則更加薄弱，因此

不具有解釋力。 

但在三個自變項之中，真正能作為自變項去影響中介變

項再影依變項的，其實就是「教育」。教育變項方面，教育

程度可以透過「去國族意向」之中介，對「認識國外友人」、

「水果產地選擇」、「注意美金匯率」、「超市系統買菜」、「購

買海外基金」造成影響效果。但並不透過「去國族意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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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對其他四個變項造成影響。 

另外，教育程度也透過「流動性意向」之中介效果對「認

識國外友人」、「討論國際議題」、「注意美金匯率」、「徵詢理

財專家」、「擁有外幣帳戶」、「購買海外基金」造成影響效果。

但教育程度並不會透過「流動性意向」之中介對其他四個變

項造成影響。 

(c)路徑分析小結 

由路徑分析的結果，可證諸年齡、收入、教育確實會透

過中介變項（認知態度）而影響全球化日常實踐的作為。若

從年齡的實質意義來看，年輕者傾向具有較高的「去國族意

向」，而「去國族意向」再產生中介效果加於上述六個變項。

亦即，年輕人沒有國家包袱，較容易接觸遠方的人事物，較

相信系統信任關係。 

‧從收入的實質意義來看，收入較高者，傾向具有較高

的「流動性意向」，而「流動性意向」再產生中介效果施加

於上述五個變項之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變項大多

集中在理財行動之上。亦即，收入高的支持自由開放的貿易，

也較相信系統信任關係。 

‧從教育程度的實質意義來看，大學以上者傾向具有較

高的「去國族意向」，而「去國族意向」再產生中介效果施

加於上述五個變項之上；另外，教育程度大學以上者，也傾

向具有較高的「流動性意向」，並透過此中介而施加效果於

上述六個變項。亦即，教育程度較高的大學生，認為國家不

應對貿易持保護主義，也認為人事物的流動對各級社會有利，

因而也較容易接觸遠方人事物，較能使用象徵籌碼，也較相

信系統信任關係。 

較特殊的一個變項，仍是「傾向拆除古蹟」，其解釋效

力仍然都不受任何中介變項影響。由前述的討論可知，若歷

史建物和捷運場址若是不能兩全，那麼「傾向保留歷史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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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選項，實質上不只成為台灣民意的主流，而且除了「教

育程度」大學以上者較諸高中以下及國中以下者「更加支持

保留歷史建物」，其餘變項都沒有辦法解釋其意義。 

五、結論 

全球化看似世代的能力差異，但深一步看，教育正是代

表了時空知識的運用，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不同世代的轉換

軌跡。利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本文由三個層次分

析文化全球化在台灣的狀況，並試著理解其社會機制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指出，台灣民眾在日常生活全球化的量

度上，以被動式「接受遠方事物」的情況最普遍，「使用象

徵籌碼」、「相信專家系統」則較可能受到收入或投資機會因

素干擾，在台灣的情況仍不普及；另外在「地域鑲嵌態度」

方面，詭異的是，隨著全球化的銳不可擋，強調「本土價值」

的保存歷史建物的思維，也展現極高的比例（77.5%）。 

二、利用邏輯斯迴歸及多元迴歸的分析指出，個人背景

變項中，「教育」對全球日常生活實踐解釋力最強，遠甚於

收入和年齡，對於四個類別性指標（接受遠方事物、相信專

家系統、使用象徵籌碼、去除地域鑲嵌）的任何一個都具有

強大預測力。 

三、利用邏輯迴歸的分析指出，全球化的「認知態度」

會對日常活實踐造成影響。意指全球化的文化力量，其實也

是一種認知的力量。 

四、利用路徑分析指出，年齡、收入、教育都透過中介

變項（認知態度）而影響全球化日常實踐的作為。而其中教

育程度的解釋力遠超過其也二個自變項。就實質意義來看，

大學以上者有較高的「去國族意向」、「流動性意向」，再產

生中介效果各個依變項之上。 

總括來看，教育程度較高的大學生，認為國家不應對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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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持保護主義，也認為人事物的流動對各級社會有利，因而

也較容易接觸遠方人事物，較能使用象徵籌碼，也較相信系

統信任關係。而「傾向保存古蹟」取代「支持蓋捷運」一題

的社會反映，也令人驚奇到本土價值的反向高張。但若置於

「教育」作為文化全球化最重要的解釋變項，這一點倒也合

理。這種過程，就像前面提到的 Tomlinson 所謂的社會反身

性（social reflexivity）的概念，對本土的關懷，或許並不是

透過生命經驗所形成，而是透過「知識」，且是遠方得來的

知識所形成。這也就是唯有「教育」才能解讀在全球化的世

界中，支持保存本土價值的，都是最高學歷的一批人。 

本文也討論到金融系統使用的分析，發現大量使用專家、

系統信任的人，除了是收入較豐的人，也是年紀較輕的人，

而其實這兩種人，總合起來也就是高學歷的人。由這些事例

可以了解，知識階層對跨國金融系統的使用，就是一種相信

科技、非人際性的信任過程。比起面對面數鈔票銀貨兩訖的

社會習性，面對 ATM 機器的冰冷螢幕大量領取和轉匯錢財，

確實是一種新文化。 

亞洲社會雖然早已引進自動提款機，但 1998 年後才引

進全面性減少臨櫃辦理的自動化。這點，恰巧呼應了 Eiko 
Ikegami（1999）的研究發現，1997 至 1998 年的亞洲金融風

暴之後，非西方國家（以日本為例）異常迅速地接受並發展

網際金融全球化（cyber-financial globalization），實則為更接

受以科學技術進步為表、以資本主義霸權為裡的西方邏輯。

因而她也特別提醒，全球化的金融活動之下，深切蘊含生活

文化的改變。 

但回頭來思考，即使一個愈益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已不可

抵擋，但終究人還是必須以物理性的身體作為行動基準，還

是透過系統代理人作為實際接觸的對象。活在當今，系統信

任與人際信任的錯亂，確實是人在日常生活難以逃脫的複雜

問題與困擾。今天我們可能了解美國紐約更甚於了解鄰縣鄉

村、了解韓國歌曲更甚於了解本土歌謠，對台北到花蓮的距

離感，也可能大於到上海的距離感。這些都是全球性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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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展現。在這樣的全球化過程裡，為了應付進入生活的不

可逆趨勢，人們吸取愈來愈多的抽象知識、以應付「結果上」

愈來愈系統性的世界；但是，卻也是「原因上」造成離開人

際互動愈來愈遠的起點。西方的理性、科學，就是如此全盤

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我的母親，卻因此經歷一種前所

未見的新奇人生，雖然增長知識、卻更困惑於如何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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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發展、倫理評價與倫理意圖之實 
證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  
Development, Eth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Intention 
 

J  Petrina (Pei Chun), Feng* (馮佩君，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助理教授，petrina@mail.cpu.edu.tw) 

ABSTRACT 

Recent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scandals (e.g., Enron, 
WorldCom, Merck, Xerox…etc.) and the related downfall of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accounting firm, Arthur Andersen, have 
crumbled the public’s confidence in the honesty and ethical 
standard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PAs) (Coleman, 
Kreuze, & Langsam, 2004). Bad moral judgments and unethical 
decision-making appear to have been at the core of these 
immoral behaviors. 

With the goal of regaining and maintaining public trust in 
the profession’s honesty and ethics, the CPAs must adhere to 
high levels of moral behavior. Hence, the underlying problem 
concerns the CPAs’ need for a high level of public trust, and the 
concomitant recent diminution of this trust in the face of 
accounting scandals. In focusing on individuals’ ethical behavior, 
there is a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state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individuals resolve ethical dilemma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ethical intention and moral-development.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no cor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awareness, except in one of the vignettes of the bank 
                                                       
*作者衷心感謝兩位期刊匿名審查學者就本文的悉心斧正與精闢建議，讓

本研究能更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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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 to friends.  The findings do not suppor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lso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ethics training. Yet 
ag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CPA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words: Moral development, Ethical evaluation, Ethic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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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has increasingly come under fire due to 
major ethical lapses of these professionals which led to some of 
the largest scandals in history. Since the year 2000, numerous 
high-profile accounting scandals have come to the public’s 
attention, including falsely improv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inflating operating income figures, artificially increasing overall 
yields, and inaccurately recording payments that were never 
made, just to name a few. Enron, MCI, Tyco and many other 
scandals ar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new legislation in the U.S. 
and a marked rise in regulation globally. Since the Savings & 
Loan debacle of th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high level of interest 
in the ethics of CPAs and accounting professions 
( Abdolmohammadi & Baker, 2008; Cohen & Pant, 1993; 
McNair & Milam, 1993; Ponemon & Gabhart, 1990; Shaub, 
1994). 

In Taiwan the trend is no different. In 2004, Procomp 
Informatic and Infodisc were found to be in financial failure as a 
result of accounting errors, embezzling assets, and illegal cash 
flow. Further,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was found to 
have reported inflated revenue numbers by more than $112 
million. In 2007, the nation experienced the most serious 
financial criminal case in its history, the financial scandal of the 
Rebar Group. Two of the group’s listed companies, the China 
Rebar Company and Chia Hsien Food and Synthetic Fiber 
Company, filed applications for insolvency protection on 
December 29, 2006. Howev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is major 
information was deferred until January 4, 2007.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leased by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this scandal involved 
a record-high embezzlement of approximately $5 billion from 
the Rebar Group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had serious 
impact on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capital market as well. 
Over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were negatively impacted by this event. The Rebar Group 
scandal awakened Taiwanese society to the need for a fresh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issues in the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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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 

As a result of public accounting scandals involving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accounting firm, Arthur Anderson, and its 
unethical conduct in handling corporate accounts such as Enron, 
WorldCom, Merck and Xerox, the public now has a low level of 
confidence in the ethical makeup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eman, Kreuze, & Langsam, 2004). At the 
foundation of this ethic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are cases of poor moral judgments and simply bad 
decision-making (Coleman, Kreuze, & Langsam, 2004). Low 
levels of moral reasoning have been implicated as a possible 
determinant of these ethical lapses (Joel, 2005). Since 
accountancy is a field that relies heavily on trust and the 
fulfillment of 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ethical judgments in the field of study is clear. 
Accountants and CPAs are expected to be the sustainers of 
public trust in the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professions. Ye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candals, involving Enron, was 
precipitated the result of unethical action by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which led the U.S. government to legislate into law the 
Sarbanes-Oxley (SOX) Act of 2002.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is essential, 
both for the profession’s own growth and success, and for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the businesses that the profession serves. 
The accounting proces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easuring 
an organization’s economic growth. By law, CPAs are the only 
professionals certified to provide this measurement service. 
CPAs are relied upon by the public to possess and exhibit high 
levels of competency and objectiv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high levels of ethical standards. This critical role played by 
CPAs in the business world is undermined when questions of 
integrity and ethics are raised publicly, since maintaining a 
reputation for high ethical standards is the essence of the 
profession (AICPA, 2002). 

In Taiwa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is ethically governed 
by an independ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This bo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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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RDF, 
2004)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pub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SFAS). The purpose of the ARDF is to “develop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help enterprises establish valid 
accounting systems in Taiwan.” (ARDF, 2004) 

For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to regain and eventually 
maintain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ir profession, they must present 
themselves as honest and ethical professionals. Therefore, 
research in the determinants of ethical conduct of CPAs may 
contribute to upholding the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 

2. Literature Review 

Mo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to empirically measure moral reasoning,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an 
overview previous studies specifically used to measure moral 
reasoning s’ impact on moral behavior are discussed here. 

2.1 Theories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has 
concentrated on increasingly on its role in defining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moral development over situational 
(Rest, 1979; Greene, 2011 ). Adding to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moral development and serving as a foundation for this 
specific study are the works of Kohlberg (1976) and Paiget 
(1932). In conjunction with Rest (1979), the works of these two 
theorists show specifically how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delineations and definitions are formative and not absolute.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these two researchers have created, 
specifically the DIT and MES scores, are used from defining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respectively. 

2.2 Introducing and Analysis Rest’s Theories 

James Rest (1979) developed a revis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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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moral judgment by redefining 
Kohlberg (et al.) and Piaget (1932) theories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shortcomings. Rest’s theori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Kohlberg’s (Rest, 1979) by concentrating on the measuring of 
moral judgment and reasoning. According to theorist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moral reasoning, Rest’s model assesses an 
individual’s tendency to use concepts of justice based on social 
cooperation in his or her moral thinking, while Kohlberg’s 
model assesses an individual’s use of justice concepts, focusing 
more on exchang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Elm & Weber, 1994, 
p. 346) 

Rest (1986) consequently a Four Component Model that 
captures for types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ust take place for 
an individual to experience moral behavior. In addition to the 
DIT research instrument, Kohlberg is credited with 
revolutionizing this area of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t Four Component Model 
which is briefly described below: 

●Moral Judgment: The individual must make judgment on 
what should be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other words, a person 
should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action that is 
morally correct. 

●Moral Sensitivity: This is defined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dividuals’ actions in terms of responding to their overall 
assessment of situation.  The intent of this aspect of the model 
is to refer to how an individual’s conduct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how is going to influence themselves and those who are 
associates and friends. 

●Moral Motivation: The essence of defining and 
prioritizing moral decisions over competing contextual 
perceptions of morality. Moral values are,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above personal values. Moral values are always thought 
about first when making a decision. 

●Moral Action: The sense of this specific el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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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trategies that develop a mor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is specific aspect of the model, the 
individual needs to have the integr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o 
stay in alignment with their need for behaving morally and 
ethically over time. The point of this specific aspect of the 
model is that self-determination is a critical aspect of the total 
model. 

2.2.1 Assessing the Cognitive Moral Decision-Making Model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might be similar of other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Dawn & Trar 2012).  Accounting ethics research, however, in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is based on a cognitive mor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as first analyzed and published by Rest (1986). 
Modeling the individual moral decision processes that include 
the reasoning and action processes in completing and carrying 
out ethical decisions and actions is defined in th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 person with a strong sense of morals 
is that that evaluates an ethical dilemma and situation to ensure 
that actions are evaluated for their ethicity first. In defining this 
model Rest (1984) states that interpreting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decision to try and decide which choices are, and if and how 
a decision might affect others (i.e., they try to determine if an 
ethical issue exists). This includes many of the concepts of 
utilitarianism as defined by John Stuart Mill and latest moral 
theorists in this specific school of moral thought and theory. 
Consistent with utilitarianism, the rela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decision is weighed by the emotions, 
perceptions, and socialization of the decision-maker in light of 
the greater good,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utilitarianism. The 
selection of a given alternative that may or may not be taken 
based on the ethical judgment of the leader yet it must align with 
the broader good to be considered utilitarianist based (Rest, 
1984). Figure 1 shows the cognitiv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components organized in terms of their total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igure 1, the Cognitiv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defines the specific approach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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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ng how the overall decision framework is completed. 

Figure 1. 
          Cognitiv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2.2.2 Explaining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est (1979) is also initiated and maint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which is also used in the 
research completed on this dissertation as a means of measuring 
theory of moral reasoning. Rest contends that the DIT model 
continues to supplant and enhance knowledge in the key area of 
empirical ethics research (Rest, 1979). The test is typically 
written yet has also been placed on websites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respondents from many different locations geographically to 
take the tes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re 
effective tests at standardizing moral and ethical dilemmas and 
issue questions. The test is constructed with six dilemmas (three 
in the short version) is accompanied by 12 stage specific 
questions (items). The respondent next reads the dilemma and 
chooses one of three decisions that align with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situation. Following this, the respondent 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ach of the 12 items to their decision. Finally, the respondent 
is asked to rank the four most important items using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A typical structure of the DIT is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naire that contains multiple scenarios or vignettes, and 

Recognize Moral Issue (Moral Sensitivity)

Establish Moral Intention(Moral Motivation)

Act Moral Behavior (Moral Action) 

Make Moral Judgment (Mor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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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designed to have up to 12 moral arguments in each 
dilemma relating to moral reasoning. Each of the questions on 
the questionnaire asks the subjects to select the most illustrative 
or definitive response for each situation given their perspective 
of it. The DIT then uses a point system on a four-point scale to 
measure the overall responses and create a score that indicates 
the respondents’ moral and ethical reaction to the points made. A 
score of four points is given for the most important response, 
and one point given for the least important response. Both 
manually-based and machine-based approaches are used for 
tallying and analyzing the scores,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program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manage this process. Often 
the scores are also measured as a series of indices as well. The 
Principled Index (P index or P scor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one in this field of research today (Rest, 1979). 

The first score mentioned is often the “P” score (principled 
morality) which defines the level of a respondents’ ethical 
cognition. This is a metric that quantifies the level of 
respondents’ reaction to scenarios and vignettes that are 
identified as Stage 5 and Stage 6 in the Rest’s theory. In addition 
to the “P” score, the “D” score quantifies responses fro all stages 
rather than just those identified in Stages 5 and 6. Critics have 
contended that the “P” score is more reliable and therefore more 
trustworthy as a measure of ethical cognition, a point that Rest 
has agreed with from his analysis (Rest, 1990). In re-assessing 
the value of “P” as a measure of ethical cognition, Rest wrote 
“…represents the sum of the weighted ranks given to principled 
items and is interpreted a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given to 
principled moral consideration in making a moral judgment. 
(p.101). 

Further suppor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IT test are the 
inclusion of control variables, or items that are purely included 
to provide a random check of  consistency of responses (Rest, 
1990). Since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the test has been used in 
more than 500 documented studies globally, as claimed by its 
author (Rest, 1990). In quantifying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from a reliability standpoint,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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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al validity measures completed as well, with a 
test-retest methodology used to track internal validity. Scores on 
these tests using the statistical technical called Chronbach’s 
alpha index deliver a consistently high level of reliability, with 
a .70 on the score of this specific statistical metric (Rest, 1986). 
One of the findings that Rest (1990) has seen from the work 
completed cumulatively is that the DIT scores tend to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level to education and a low correlation to 
gender, religious beliefs and affiliates, and gender. 

2.2.3 Empirical Analysis of Accountants through the use of 
DIT 

Validation of the DIT research instrument for use in 
conjunction with analyzing the ethical development of CPAs has 
been pioneered by Armstrong (1987) through the use of two 
samples of respondent group CPAs who were given the DIT. 
Using the mean DIT P scores of each respondent group and then 
comparing their relative means through the use of large sample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s, 
and adult respondents as reported by Rest (1979). After 
completing the analysis and calculating the mean DIT P scores, 
the results showed scores between the two CPA respondent 
groups as 37.1 and 38.5 respectively. Calculated mean DIT P 
scores of the three respondent audiences were as follows: 
college students (42.3), college graduates (53.3), and the adults 
in general (40.0). Armstrong (1987) stated that with the CPAs 
averaging only 1.1 years of post graduate educ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lower DIT P score reported and achieved by the 
CPAs. What also was found from the Armstrong analysis was 
that significantly lower DIT P scores obtained from CPAs 
occurred compared to both college students and adults as a 
general respondent group. From this analysis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normal progression in moral development that generally 
takes place in college, yet did not take place with the CPA 
groups. Their moral development, as measured by the DIT, had 
not progressed beyond that achieved by the general adult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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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completed by Armstrong (1987)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work completed on the topic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moral maturity relating to 
accounting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St. Pierre et al. 1990). 
This second study defined a respondent base of 479 seniors 
divided into 10 groups by major who were then given the DIT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ir level of cognitive ethical 
development. What is unique about this specific study is the 
definition of specific disciplines in the study as well including 
math,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What is noteworthy from 
this student is that the mean DIT P scores for the respondent 
base of accounting majors were significantly below those of 
psychology majors. The researchers list the mean DIT P scores 
of 38.75 for the respondents who are male accountants and 
45.85 for respondents are female accountants. This finding 
supported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cognition in students, with female students receiv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attributable to the previous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ies.  Exacerbating these findings were also the 
DIT P score median value of 43.19 for college seniors. The use 
of the “M” value to ascertai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tudy was also 
completed to better manage the sampling bias and potential 
errors. Based on these factor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T PI scores based on the 
exposure or not to an ethics course. Clearly the DTP P scores 
were seen as delineators of cognitive ethical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of formalized processes; there is in fact indication 
that ethically-oriented people do tend to gravitate towards 
majors that have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accountability, as 
psychology does for example. 

In an ancillary study, the work completed by Ponemon 
(1990) illustrated that through the study of 52 accountant 
respondents who ranged in position levels of staff, supervisor, 
manager, and partner were given the MJI to ascer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stage development and hierarchical 
pos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with the mean stage level increase from 3.4 at 
the staff level to 3.7 at the senior level and then to 4.1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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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 level. While the MJI peaked at the supervisor level, 
mean stage levels decreased to 3.6 at the manager level and to a 
low of 2.9 at the partner level. Clearly the decline in MJI scores 
in this specific study contradicts the core concepts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Citing both a decline due to socialization 
and self-selection, Ponemon (1990) has sta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pecific project do not necessarily refute ethical mo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Following this research an paradigm 
(independence level) and the DIT were next analyzed (Ponemon 
& Gabhart, 1990) in an empirical study of 119 respondents in a 
CPA firm group of audit managers and partners. Results of this 
specific analysis indicate that managers and partners who 
achieved low DIT P scores had the propensity to be more 
cognitively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penalties than those 
respondents who have higher DIT P scores from the research. 
Not surprisingly there is a key finding from this research, that 
show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nk and DIT 
P scores (managers-35.7; partners=30.1) in addition to the age 
and experience of respondents relative to their age and 
experience scores. 

An additional empirical study that further supports the 
validity of DIT P scores as indicators of the relative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PAs (Ponemon 1992) addresses 
scoring on this measurement instrument by the hierarchical 
position attained by CPAs in their firms. This specific research 
study also confirms the work completed by Ponemon and 
Gabhart (1990) and Ponemon (1990) that present the hypothesis 
that DIT P scores of practitioners, over time, increase as CPA 
progress from staff level to supervisor positions. Ponemon (1990) 
states that the hypothesis also includes a set of assumptions that 
as CPA supervisors progress from supervisor to manager, their 
relative DIT P scores drop, and drop further when the manager 
becomes a partner. This is disconcerting and says that the 
majorities of supervisors in CPA firms included in the sample 
have the most ethics; yet as the progression is made to manager 
and further on, to partner, ethics drops of precipitously. 
Considering efforts in the U.S. to enforce compliance through 
the use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SOX) the finding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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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research study make this level of legislation arguably 
essenti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trust in both corporations 
and capital markets. The DIT P scores that were empirically 
derived from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Partners received a 
DIT P score of 32.17, the lowest from the research completed; 
managers, 35.67; supervisors, 47.74; senior staff members, 42.4; 
and staff, 44.71. What is truly remarkable from this research is 
the drop-off in DIT P score from supervisor to manager. Clearly 
there is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on this specific aspect of 
how supervisors rationalize such a significant drop in their 
perception of moral decision making and ethics. 

Thorne, Massey and Magan (2003) studi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anadian and U.S. CPAs from a 
cultural, work, rule orientation, self-regulation, and approach to 
the definition of security laws and enforcement, in addition to 
the perceptions of compliance.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study 
defined the sampling frame as CPAs in each nation, randomly 
selecting 182 CPAs from Canada and 191 from the U.S. The 
sampling frame was further defined as auditors with significant 
levels of experience. As a result, the study generated a random 
sample whose mean age was 43.6 years and the years worked 
were 18.6. Thorne et al. (2003) used Thorne’s (2000) audit 
specific test of both the prescriptive (should) and deliberative 
(would) forms to measure moral reasoning and wrote a short 
version of the DIT to measure mo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PAs from each nation did not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on moral reasoning, they did however find that the 
entire sample, when analyzed using ANCOVA analysis showe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prescriptive (should) reasoning 
and gender. The researchers also foun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deliberate (would) reasoning and years worked DIT P 
scores, and country (Thorne, et al., 2003). Having found this 
specific point the authors drew the conclusion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s are more likely to influence auditors’ 
deliberative reasoning than their prescriptive reasoning” (Thorne 
et al. 2003, p. 315). Thorne et al. (2003) also report that the 
mean DIT P score results for the entire sample of 38.3 with the 
CPAs in the U.S. at 38.0 and 38.6 for the CPAs i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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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cite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ure and DIT P score. Finally, 
the ANCOVA analysis prove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DIT P scores and the years worked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orne et al. 2003). 

In summary, it’s clear from the research cite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indoctrinate accounting students to achieve higher 
DIT P scores, or further, create higher levels of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them. Rather,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CT) in conjunction with a high level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being fostered and grown 
through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hat center on a wide vantage 
point of perspectives over merely drilling down into one core 
curriculum. The studies indicating accounting being taught as 
part of a broader liberal arts-based curriculum being more 
effective in fostering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is clear. The 
implications of fostering critical thought with a more strategic 
perspective has implications on how students who progress 
through their careers to auditors view “whistle blowing” 
(Ponemon, 1995), in addition to their perception of ethical “red 
flags” in their environments. Kite & Radtke (1997) show 
evidence in their research of how accounting students who have 
the ability to think critically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have 
consistently higher levels of moral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peers, further supporting the research of Bernardi & Arnold 
(2004) showing higher DIT P scores for those students with 
more advance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2.3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MES) Vignette 
Methodology in Ethics Research 

The use of MES-based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the ethical judgments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 professionals was first addressed by Flory, Reidenbach, 
and Robin (1992). Empirical analysis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contractualism, moral equity, and relativism 
dimensions were found to be the core dimensions accountants 
relied on in making ethical judgments. Further support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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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ach of the dimensions exhibited high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 was high (R2 ranged from 0.59 
to 0.76), high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lpha ranged from 0.75 to 
0.94, with an average of 0.86), an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validity 
(0.45 to 0.76). The MES accounted for more “explained 
variance than univariate measures by 7 to 12 percentage points” 
(Flory et al. 1992, p. 296) on each of the four dimensions. As a 
result of these analyses, the MES research instrument has 
become prevalently relied on in measuring moral reasoning and 
its interrelationship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selective 
approach to evaluating and either accepting or rejecting ethical 
behavior. Cohen et al. (1993) validated and added to the 
extensive research completed by Reidenbach & Robin’s (1998; 
1990) studies specifically of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level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relative to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sults, the 
MES was found to be a valid and reliable measurement tool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In a study highly relevant 
to the one undertaken (Cohen et al. 1996) relied on the MES 
research instrument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the big-six accounting firms operating in Canada, 
defining the sampling frame as accountants, with a sample size 
of 127 accounts randomly chosen through the accounting firms. 
The generalization that was made based on the research as that 
Canadian accountants were generally more attuned to and relied 
on the Moral Equity and Relativist dimensions (Cohen et al 
1996), and in absolute terms however the Canadian CPAs rely 
more on contractualism and moral equit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ilitarian theories that influenced Rest (et.al) and many 
other ethical theorists have relied on in constructing their own 
theories. 

Cohen et al. (1998) used the MES research instrument to 
create a questionnaire comprised of eight ethical business 
vignettes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hich was distributed to 
undergraduate accounting majors as the primary audience and 
students in business disciplines and liberal arts at four 
universities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as secondary 
members of the sampling frame. The total sample size was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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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Cohen relied on a seven point Likert-type scale to 
measure students’ ethical judgment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 techniques. A total of 645 valid responses were 
received, which were analyzed using MANCOVA, specifically 
isolating on respondents’ gender and major relating to their 
responses on the questionnaires. 

Cohen (1998) reports that gender and discipline, through 
analysis using ANCOVA statistical techniques, were significant 
on two of the seven vignettes in the study. Females however 
reported questionable behavior as less ethical than males across 
all vignettes. This finding led Cohen to state in his findings that 
women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duty (deontological) and a 
greater emphasis on justice than do men” (Cohen et al., 1998, p. 
264). Of the two cases seen as questionable ethically, accounting 
majors viewed the activities as significantly more unethical and 
were least likely to perform these actions. Further, Cohen (1998) 
reports that accounting major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and use of 
relativism and egoist constructs in moral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ethical development. 

Using MES to evaluate the ethical judgment of tax 
professions has also been completed (Cruz, Shaffer, and 
Strawser. 2000). Cruz et al. (2000) developed a research design 
that relied on a sample size of 67 tax professionals who were 
given three tax related cases to evaluate.  Their response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MES, justice, 
deontology, relativism, utilitarianism and ego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ax professionals rely most on moral equity and 
contractualism dimensions first in making ethical judgments.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relativism and utilitarianism had a 
large impact on peer behavior in tax preparers’ moral judgments 
as well. Findings published state this may attributed to a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of wanting to be seen as friendly over 
being seen as hard-line in ethical judgments (Cruz et al. 2000). 
Utilitarianism as a factor in the definition of ethics on the part of 
accountants is defined in a study by Cohen (1996) including the 
use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utilitarian logic and thought 
relating to how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make ethical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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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the literature review illustrates the lower the scores of 
moral reasoning within accountant groups as careers progress is 
troubling and requires additional research. This finding is 
actually supported across multiple studies and was also found in 
this study as well. From the highest levels of DIT P scores for 
supervisors to the lowest for partners, the degeneration of 
cognitive ethics is a paradox in this field. As Ajzen (2002) has 
stated, the individual’s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with ethical 
awareness and ethical intention in business situations has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ir ability to make sound ethical 
judgments. 

Another key finding is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IT P score as a measure of moral development, supported by 
its intensive validation in over 500 published research articles. 
Studies which have accounting students as their respondents 
show that moral development increased during college 
(Ponemon & Glazer 1990), yet decrease as individuals age and 
their career progresses past supervisor to partner (Elm & 
Nichols, 1993). Contrary to this finding is the research 
completed by Jeffrey (1993). This translates into the finding that 
accounting students have some of the highest DIT P scores 
across the entire body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of study. 

his literature review underscores how much more morality 
is than mere cognitive moral decision making and 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eoples’ behavior is relative to their 
reported attitudes and beliefs (Ponemon, 199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auditors underreporting of time (Ponemon, 
1995). A significant finding of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litigation support specialists with higher moral reasoning scores 
(DIT P)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attorneys.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moral reasoning,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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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line ethical behavior as a result, there are is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This study has 
concentrated 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se areas through 
the use of both the DIT and MES research instruments. While 
Cohen (et al., 1998) has found that gender does correlate to 
MES-based vignettes used to measure the condoning or 
rejecting borderline ethical behavior, whil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o not support that finding, there is ample previous studies 
showing gender specifically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can be 
accurate predictors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o support the 
hypotheses of their potential effect on moral reasoning 
influencing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study undertaken also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of DIT 
and MES scoring in predicting how the level of ethical 
awareness leads to higher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H1) and 
tolerance of questionable action (H2). There have been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ies that undertaken to define this dynamic 
between DIT and MES on each other (Cohen et al., 1998; 
Reidenbach & Robin, 1988). Therefore, Rest (1979). Cohen et al. 
(1996) specifically has call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irely 
new measure of moral reasoning leading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combining each of the measures used in this study. 
This combined research instrument proposed by Cohen would 
need to also be tailor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s of moral 
reasoning on the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of ethical awareness 
over time, in addition to evaluating th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questionable actions. 

3.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are the six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H1: CPAs with higher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evaluate questionable actions as unethical. 

H2: Higher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intention to perform questionable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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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PAs who evaluate questionable actions as less ethical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state an intention that they would perform 
the action. 

H4: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5: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thical evaluation 
scores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6: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vel of moral 
intention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hypotheses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ascertain how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T and MES 
research instruments can be used for evaluating how ethical 
reasoning influences ethical awareness, and in tur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combining of both DIT and MES research 
instruments has been effective in this study to bring out greater 
insights of how ethical awareness influences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questionable ethical actions as 
defined through the use of MES vignettes. 

 

Figure 2: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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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search Overview 

Beginning with the sampling frame of 508 total potential 
respondents that were chosen from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of R.O.C., and 
organization the majority of CPAs in Taiwan are members of. A 
total of 316 respondents who are Taiwanese CPAs were 
contacted as defined in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Test 
instruments used to collect this data include a confidential 
questionnaire that captured their demographic data including age,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 and if they had taken an ethics 
course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A second research instrument,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which has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is dissertation was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Chinese for ease of understanding by 
Taiwanese CPAs who have English as their second language. A 
third measurement instru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Ethical 
Scale (MES), was also used with eight vignettes specifically 
used to measure how CPAs’ evaluation of questionable ethical 
dilemmas varied by age, gender, and management position. The 
results of these 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coded into SPSS 
Version 13 for Windows. 

4.1 Methodology 

Each participant in the survey wa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entire questionnaire for their resul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o ensure confidentially,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pre-coded for ensuring respondents did not exchange or swap 
surveys with others in the respondent base. This was done to 
minimize sampling error over time. Three research instruments 
will be utilized in this study: (1) the confidential questionnaire, 
(2)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Rest, 1984) and (3) Eight ethical 
vignettes (Burton, Johnston, and Wilson, 1991; Davis & Welton, 
1991; Cohen, et al., 1996). Each of these are briefly described 
below. The confidential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solicit 
various demographic data: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participation in an ethics training/course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second instrument, the Defining Issues Test (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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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presented in a Mandarin Chinese translation, completed by 
a bilingual Taiwanese professor who is familiar with DIT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semantics relevant to ensuring 
research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The third research 
instru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MES)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based on successfully used previous 
research instruments, with this specific one including five 
ethical vignettes. This specific research instrument 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empirically showed that the presenting 
a variety of ethical dilemmas to adequately measure an 
individual’s ethical orientation (Lampe & Finn, 1992). The 
ethical vignettes will be adapted from prior ethics research 
(Burton et al. 1991; Davis & Welton, 1991; Cohen, et al. 1996). 

4.2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this study is moral reason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defining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Moral 
reasoning is measured by the “P” score derived from the DIT. 
The “P” score is the simple sum of responses relating to 
principled moral considerations (Rest, 1979, 1990).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ethical awareness, ethical intention and 
the selected relevant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include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ethical education. 
Ethical awareness is measured by the question in each business 
dilemma “The action described above is: Ethical/Unethical?” 
(Cohen et al., 1998). I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identify unethical business situations. Ethical intention is 
measured by the question “The probability that I would 
undertake the same action is: High/Low” (Cohen et al., 1998). I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tudent’s intent to behave in an ethical 
manner in business situations. While the moral reasoning 
scoring process considers a potential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through inconsistent responses, individual questions in the 
ethical business cases do not control for this bias. In order to test 
for this bias the business cases asked the question “would your 
peer do it?” This study tested for the response bias by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 in scores on the two questions “would 
you do it? Minus “would your peers do it?” The larg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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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responses found in these questions, then the grater 
the response bias (Cohen et al., 1998). 

5. Results 

DIT has been used often as an instrument to test levels of 
moral reasoning.  Previous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behavior is 
related to moral reasoning, and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levels of moral reasoning and moral behaviors have been 
suggested. The present research thus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which is defined as ethical awareness and 
ethical intention. 

As has been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however, 
there is an absence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compares MES 
and DIT P scores. Research completed for this dissertation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IT P 
scores to the answers from the MES instrument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SDRB) has been a 
pervasive problem in ethics research (Cohen et al. 1996). Cohen 
et al., (1995; 1996; 1998) demonstrated the seriousness of 
SDRB in accounting contexts within Canada,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The respondent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attribute 
ethical intentions to self compared to peers. This is because of a 
tendency to give biased responses to appear moral socially 
desirable. This current study minimized the SDRB problem by 
using the third person approach for the questionnaire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The mix by gender of this study displays approximately 
equal proportions of males and females, with 49.1% being 
female, and 50.9% being male. The average age is 38.9 years. 
The majority have completed college 74.7% and 22.5% have 
completed graduate school. Across both genders the mean 
number of years worked is 14, and the median value is 12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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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are also managers (63.9%) with 
36.1% being non-managers. In addition, 53.6% have had ethics 
training; leaving 46.4% not having received ethics training in 
the last five years. 

‧Results of the Hypotheses Tests 

H1: CPAs with higher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evaluate questionable actions as unethical. 

The results, shown in Table 1(Q1), indicat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PA’s moral reasoning (the DIT P score) and ethical 
evaluation (the mean of the reaction to the five vignettes of 
question 3) with R=-.773 (P-value <.001). The results shown in 
Table 1(Q1), also indicates that three of the five vignettes and 
the mean of all fiv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IT P 
scores. The three vignettes refer to the following: early shipment 
scenario with R=-.918, extend bank loan to a friend scenario 
with R=-.898, product safety scenario with R=-.889, all provide 
support for this hypothesis 1. The result of the personal gift 
vignette (R=-108, p=.078), and copying software scenarios 
(R=-.108, p=.087), however, show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with the DIT P score. 

H2: Higher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intention to perform questionable actions. 

The correlation result of moral reasoning and ethical 
intention was run for testing Hypothesis 2. This test meas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As’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ntions of behaving in an ethical manner. 

The results in Table1(Q2) show that ther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As’ moral reasoning (the DIT P score) 
and their ethical intention (the mean score of responses to the 
“Peer would” questions of the five business vignettes) with a 
correlation of R=.091, p=.107,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s 
approaching a trend in the predicted direction. Removing the 
vignette about the personal gift, which has questionable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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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ese culture. Then the correlation is tested using the 
average of four vignettes, the results are R=1.05, p=.062. The 
results in Table 1(Q2), however, for the case involving the copy 
software to a friend for purposes of generating more business 
provide support for hypothesis 2 (correlation=-.266, p<.001).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T P score and the MES question on 
ethical evaluation (Q1) and ethical intention(Q2) 

DIT P 
Score 

Early 
Shipment

:  
Bank 
Loan:  

Personal 
Gift:  

Product 
Safety:  

Copying 
Software

:  

Mean of 
5 MES  

Q1 Q2  Q1 Q2 Q1 Q2 Q1
Q
2 Q1 Q2 

Q1  Q2 

 
Correlati
on 

-.9
18(
**) 

-.0
53 

-.8
98 
(**

-.0
90

-.0
74

-.0
45

-.8
89(
**)

-.06
0

-.10
8

-.2
66(
**)

-.7
73(
**) 

-.0
91 

 p-value <.00
1 

.35
0 

<.00
1

.10
9

.17
8

.42
8

<.00
1

.28
6

.07
8

<.00
1

<.00
1

.10
7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H3: CPAs who evaluate questionable actions as less ethical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state an intention that they would perform 
the action. 

A correlation test was run for each of the five vignettes, 
testing Hypothesis 3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PAs’ ethical evaluation and their ethical intention. 
Table 2 sugges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PA’s moral 
awareness and moral intention in which the R is .159 (P value 
is .005).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n in Table 2, indicate the 
strongest relationship in the responses to the business vignette of 
product safety with R=.725 (P < .001) followed by granting a 
bank loan to someone not qualified to receive it with R=,287 (P 
< .001), and lending software for illegal copying with R=.132 (P 
=.019). The results thus provide evidence to accep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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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th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intention 
Ethical 
Evaluation 
And 
Intention 

Early 
Shipment

:   
Bank 
Loan:  

Persona
l Gift:  

Product 
Safety:  

Copyin
g 

Softwar
e:  

Mean 
of MES  

Correlation .041 .287(**
)

-.021 .725(**) .132(*) .159(**
) 

p-value .472 <.001 .707 <.001 .019 .005 
Note: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H4: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5: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thical evaluation 
scores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6: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vel of moral 
intention of CPAs in Taiwan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findings shown in Table 3 and 4 do not support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4). One component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ethical evaluation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ethics training. Yet ag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PAs’ 
ethical evaluation.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another 
component of ethical decision-making, ethical intention has a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with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but not 
with ag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ethics training. 

Table 3: Correlations between DIT P, ethical evaluation, ethical intention and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Sex  
Education 
Level  

Professional 
Level 

Ethics 
training 

 H
4 

H
5 

H
6 

H
4 H5 H

6
H
4

H
5

H
6

H
4

H
5

H
6

H
4

H
5 

H
6 

Corre
lation 

.08
2 

.0
6

.0
6

-.0
54 

-.89
5 

-.58
0

-.0
94

-.3
68

-.2
06

.03
9

.0
95

.0
26

.0
43

.7
5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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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 (**
)

(**
) 

7(
*
*) 

3 

p-val
ue .14

4 

.2
3
3 

.2
5
9 

.3
4
0 

<.0
01

<.0
01

.0
9
5

<.0
01

<.0
01

.48
9

.0
90

.6
45

.4
50

<.0
01 

.5
6
5 

Table 4: Mean, Std. Deviation, and P-value from ANOVA of DIT P-score, 
ethical evaluation, ethical intentio by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Mean Std. Deviation 

P-value from 
ANOVA 

 
 H4 H5 H6 H4 H5 H6 H4 H5 H

6 
Ge
nde
r 

Male 41.1
196 

3.68
42 

3.78
76 

10.94
894

1.00
216

.974
34 .34

0
<.0
01 

.0
04 Femal

e 
39.9
855 

3.01
16 

3.23
54 

10.13
021

1.04
204

.980
97

Edu
cati
on 
Lev
el 

Gradu
ate 

45.0
000 

2.60
00 

3.11
11 

14.16
559

.774
60

.825
29

.10
0

<.0
01 

.0
02 

Bache
lors 

40.8
391 

3.28
54 

3.65
63 

10.25
878

1.08
011

1.13
901

High 
Scho 

39.0
842 

3.68
42 

3.80
28 

10.95
325

1.00
216

1.96
877

Pro
fess
ion
al 
Lev
el 

Mana
ger 

40.2
544 

3.26
44 

3.72
28 

10.60
917

1.09
654

.998
23

.45
0

.52
3 

.8
45 

Non-
mana
ger 

41.1
108 

3.32
28 

3.66
24 

10.47
923

1.05
411

1.00
619

Eth
ics 
Trai
n  

Taken 41.0
477 

3.05
29 

3.68
42 

9.549
56

1.14
583

1.00
216 .48

9
<.0
01 

.1
57 Not 

Taken 
40.1
473 

4.52
88 

3.69
29 

11.35
732

.935
13

.923
88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SDRB) 

Consistent with the approach used by Cohen et al., (1995, 
1996, 1998), the current study measured SDRB by asking the 
respondents two questions in each of the five vignettes: 
Question 1 of the MES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I would 
undertake the same action is high/low” and Question 2 of the 
MES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my peers would undertake the 
same action is high/low.” The purpose of asking the question 
from the respondents’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respon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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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of their colleagues’ judgment, was to attempt to 
control any systematic errors resulting from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Responses were captured on a seven 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1 to 7, in which 1 was equal to a low 
probability, 7 equal to a high probability. The difference in 
responses between these two questions is the measure of SDRB 
(Tyson, 1992; Cohen et al., 1995, 1996, 1998). 

As shown in Table 5 below, compared to the Q1 of MES-“I 
would”, the mean scores were higher on the Q2 of MES “peer 
would” in each of the five vignettes. Respondents indicate that 
peers are more to perform unethical action, compared to their 
own intentions. The largest likely difference (1.52) is in the 
responses to the case of the bank loan. The next largest social 
bias difference (0.95) is in the product safety vignette responses. 
The smallest difference (0.15) is found in the personal gift 
vignette responses. 

To find out whether SDRB existed among CPAs within 
their responses to each of the five vignettes, T-tests for paired 
samples was used. Paired samples T-tests (see Table 5)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ores on “I” and “Peer” questions on the average of 5 vignettes 
an in three of the five vignettes. (2-tailed, p<.001 in three of five 
vignettes). These results reveal the existence of SDRB among 
CPAs under examination. 

Table 5: T test of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ethical intention responses 
 Prob. I would 

(Question 1) 
Prob. Peer 

would 
(Question 2) 

Differe
nce 

(Q2-Q
1) 

p-value 
of 
Paired  

 Mea
n 

SD Mea
n 

SD  T-Test 

V1: Early 
Shipment 

3.00 1.468 3.2 1.495 0.20 .222 

V2: Bank Loan to 
friend 

3.40 1.460 4.92 1.064 1.52 <.001 

V3: Personal Gift 4.16 1.901 4.31 1.740 0.15 .872 
V4: Product Safety 3.22 1.132 4.17 1.354 0.95 <.001 
V5: Copying 
Software 

3.38 1.164 4.16 1.651 0.7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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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of 5 
Vignettes 

3.43
22 

1.0801
1 

4.15
23 

1.00216 0.7201 <.001 

To conclud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existing 
between ethical evalu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The 
interaction of DIT P scores and the Q3 of the MES- 
ethical/unethical action question and the DIT P score yielded 
hig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 the study:- .773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no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intention as scored by the mean 
value of the Q2 of MES--my peer would participate in 
questionable actions. Of the five vignettes that comprise the 
MES research instrument, however, the one concerning the 
giving a copy software to a friend yielded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266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The study foun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th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intention. 

The T-tests for paired sample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cores on Q1 of MES “I 
would” and Q2 of MES “my peer would” questions. This result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SDRB in this study group. 

Therefor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section 
show that moral development is the predictor of ethical 
evaluation but not ethical intention. Ethics training does 
influence CPAs’ ethical evaluation but not their moral reasoning 
nor their ethical intention. The next section will present the 
discuss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6.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by accountants,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basis support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reasoning and ethical evaluation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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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results. This study 
moved beyond the research tradition that emphasizes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and also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mograph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PAs’ ethical evaluation and ethical intention. 

This study has several important findings. It has foun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reasoning and ethical 
evaluation. Ethical evaluation in turn was found to be correlated 
the ethical intention. Both of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Rest’s four component eth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 This 
analysis, however, did not confirm the predi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reasoning and ethical intention. This may 
indicate that CPAs do not apply their moral reasoning when 
making ethical judgments or they may apply it in only certain 
types of situations. 

This study has also found several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and ethics training) and ethical evaluation. The finding shows 
only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ethical 
intention. Moral reasoning, however,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summary, moral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to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ethical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must continue to search for better ways to 
improve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level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ed to develop a holistic education system to 
efficiency and spontaneously influence students’ mor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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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與記者的共舞–新聞中不可思 
議的道德價值觀 

The double dance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t  
pals for creating incredible moral judgments. 

 
張蓉君*(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學生，E-mail：

jungchunchang0421@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網路時代中的新聞倫理議題，新聞媒體

將網友視為消息來源，然而，網路言論與新聞報導文字所產

生的話語權力對於被報導當事人來說很可能是一種傷害。在

台灣，尤其是關乎個人隱私緋聞類的新聞，女性常會被媒體

以不公平的角色刻劃對待，而這些來源有很多是來自於網友 
，媒體與網友共舞形成報導的合法性詐術，將網友的意見表

達成社會認可的意見，吸引更多人參與事件的評論。 

本研究研究結果認為，網路時代的新聞報導為：一、網

路促使話語權力產生的象徵性暴力更猖獗，再經由媒體的報

導，使得符號展現的力量對於被報導當事人是不公平的。二、

網路時代的媒體以「接力賽跑式」的方式接續網友的評論，

而未盡到把關的責任，媒體濫用所擁有的新聞自由與可信任

度，與網友共舞互利將批評與主觀的言論擴展至新聞中。三、

媒體將主觀的意見呈現於報導中，即便有採訪當事人給予澄

清機會，媒體還是會以諷刺或輕蔑的描寫方式，將「自我想

像的框架」強加到報導事件中。本研究提出話語權力於媒體

中的施展除了與網友共舞形成合法的詐術之外，媒體所具有

的資本優勢場域在執行一項報導時，將閱讀率的利益凌駕於

                                                       
*感謝評審老師耐心與細心的指教，給予許多很好的建議，使本文章架構

與論述更加完整。 
 

155



社會科學論叢第二期 

 
 

當事人權益之上，這不僅損害新聞價值也可能形成媒體殺人

的悲慘局面。 

關鍵字：話語權力展現、新聞專業義理、自我想像的框架、

網友說 
 
Abstract:This study is about the journalism ethical issues in the 
Internet age. Internet promotes freedom of speech, but also 
causes information chaos,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wrong 
perceptions etc. There are so many biases, scandals, gossips, and 
privacies in the Internet forum. Journalists always adopt those 
extreme, sensational, unfair and harmful opinions that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without caring about news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doing harms to others by their reports, as well 
as shaping incorrect  public cognitions of news events. 

This study has three conclusions of the journalism ethical 
issues in the Internet age: 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he 
unfair criticisms, prejudiced are glut in the Internet, and 
journalists use those in their report contents. 2. A relay race 
mode: journalists pay more attentions about ratings, and throw 
up their responsibility, they follow net pals, use their comments, 
sometimes are subjective and sensational, Journalists and net 
pals are sharing, cooperating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Their 
benefits and pleasures are building upon the persons who are 
involved in news events. 3. A self-image framing: Journalists’ 
news reports are sometimes quite subjective and deliberately 
hostile. Although the person who is involved in a news story 
denies or has some explanations about the story line, he or she 
may still be described unfairly in news reports. It is the 
“ imaginary framing” adopted by journalists that invades news 
characters’ privacies in a shameless way. We should review the 
journalism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ask journalists to be 
gatekeepers, not rumormongers. 

Keywords:language power, professionalism, self-image framing,   
net pals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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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在網路的時代裡，因為匿名與言論自由特性，有許多聳

動不實的言語常出現於網路之中，在緋聞八卦的新聞中，常

會看見網友的道德價值觀評斷，而這些具有爆料內容與批評

的言語可能都會成為媒體追逐的報導方向。本研究大膽的假

設這是一種網友與記者之間的共舞1，最近在社群媒體很紅的

粉絲團「靠北版」、「XOXO Gossip Girl」2都曾出現記者直接

拿取網友爆料為報導的例子，網友與記者之間似乎也形成了

一股默契，將許多名人事件在短時間內大幅的炒作，透過引

用網友的刺激性話語得到網路點閱率後，也讓網友得到一種

受到媒體肯定的滿足感。但這些對於被報導的當事人來說都

是傷害，重點不在於有沒有引用消息來源或是有沒有給予被

報導者的澄清機會，而是當報導的話語出現時，話語的力量

其實就已經在運作。網路中充斥許多不可思議的道德評論，

但媒體不該不假思索地將網友的主觀留言當作消息來源，這

對於被報導當事人而言是一種傷害，也喪失新聞應有的責

任。 

台灣媒體環境常為人詬病的是新聞報導常有不實、偏頗

與八卦化的情形，學者孫曼蘋於 2004 年的研究指出壹傳媒

的「蘋果化」成為本地媒體市場小報化的先聲（鍾起惠 2005）。

「蘋果化」幾乎已成為八卦新聞代名詞，蘋果日報一進入市

場就以 24 小時讀者爆料投訴與服務專線為主打噱頭，此舉

也引發了其他媒體的仿效，在新科技的幫助之下，透過網路

進行線上爆料是輕而易舉之事，隨後自由時報也跟進蘋果日

報，創立了狗仔隊進行跟拍報導。各大媒體對於「爆料」一

詞的廣泛運用與「蘋果化 」的追逐已是不爭的事實 （王怡

                                                       
1共舞的概念源自於許多華人學者所提出的美國學者Gans(1987)對於消息

來源與記者之間互動，以男女跳探戈的比喻記者與消息來源是一種共舞

的關係（李金銓 1981 臧國仁 1999 彭家發 2005 陳百齡 2008） 
2Facebook 中的靠北版以及 XOXO Gossip Girl 即為 2015 年 4 月 21 日造

成藝人楊又穎網路霸凌事件而自殺的相關粉絲團網站，該網站由廣大的

網友為成員，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其匿名系統爆料名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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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2007 蔡蕙如 2007）。 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已經邁入第 11
年，這些年的變化可以從平面媒體和電視新聞報導方式隊瞭

解到台灣整體的媒體環境已逐漸瑣碎化與娛樂化。這些與新

聞自由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但新聞自由並非無限上綱，在

享用新聞自由的權利時也必須要兼顧新聞社會責任。 

媒體假藉第四權監督之由、倚仗新聞自由權力，將扒糞、

跟拍、侵犯隱私等報導方式合理化，台灣已進入了全民狗仔

的時代，當社會抱持看戲心態的同時對於被報導的當事人而

言是一輩子的傷害，即便閱聽人並不是全盤接受媒體的報導

內容，但散播的影響力和議題框架的論述能力卻是存在的，

文本與論述（discourse）有密切關係，透過符號與語言建立

起論述的再現（representation），文本論述可以洞察其立場和

權力（夏春祥 1997）。「不可思議的道德價值觀」在網路時

代的新聞報導中愈來愈多見，尤其網友的留言往往主觀且聳

動，而成為媒體的消息來源。 

媒體作為一個行動者（agent），如何在新聞場域中塑造

文本的論述，在 Bourdieu 的《論電視》一書中即提到，在新

聞場域或在傳播產物的權力配置中，文化資本受到社會權力

階層控制，透過符號工具的塑造而產出的文化產物與流行品

味只是反映出社會中權力支配者的價值觀，從媒體呈現的主

流價值觀成為壓制社會的工具，成為一種虛假的民主意識

（蔡筱穎 2000）。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新聞事業所享有的

新聞自由在報導上應該要固守新聞價值和應有的責任，然而，

報導中的話語權力並非顯而易見，有些是隱晦地滲入，基於

研究對於社會的貢獻以及倫理道德，本研究希望能讓媒體瞭

解話語權力的使用與責任，也提醒社會大眾瞭解媒體報導內

容形成的過程隱含了那些因素，了解媒體的報導若過度扒糞

將造成社會的不公與被害者的傷害。 

二、研究方法與架構 

在傳播學門的領域中，有許多學者提出對於「傳播」學

科定位的探討，研究傳播議題需要向社會學、心理學等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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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Craig 1999 Shepherd 1993），但再往上一層推衍，其實

不論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源頭都以「哲學」為起始，由

於哲學在知識的不可忽視之地位，因此提出以新聞倫理哲學

方面的論點是更有說服性的。研究者在許多場合與記者談論

新聞倫理議題時，發現新聞倫理不僅在教學上有與實務脫節

的困難，在倫理觀點上也被視為與新聞市場背道而馳，新聞

倫理在實務中被視為不可行之虛假理論。但本研究認為，新

聞倫理若只是淺白的將新聞事件涉及的倫理議題提出輔以

數據證明，這樣對社會整體結構的改變並無幫助，可能淪於

空泛與純粹的批判，本研究認為應從洞察背後的因果作用力

（casual power），在結構與能動者（agent）之間的聯結如何

產生，瞭解事件議題的起始與根本原因，進而運用於社會問

題的反思與解決，而本研究認為這背後的因果作用力來自於

語言的使用。符號與語言為傳播與社會的基礎，新聞媒體也

透過語言符號在報導中展現力量，因此新聞價值與倫理的堅

守是毋庸置疑的，至今已有多起媒體殺人的案例，而網路時

代更有網路霸凌的事件，這些都與媒體和網友之間的共舞製

造出許多駭人聳動的新聞有相當大的關係。 

本研究以台巴混血兒吳憶樺回台尋親時與中天新聞台

鄭姓記者鬧出激吻風波的新聞事件為主，吳憶樺為台灣、巴

西混血兒，父母沒有婚姻關係，2001 年父母相繼死亡後，引

發巴西外婆與台灣叔叔監護權的爭奪，最後於 2004 年吳憶

樺回到了巴西，在過程中因為案件引發各界的關注，不僅引

發國際媒體 CNN 的報導，台灣的媒體更是全程關注，新聞

片段充滿了痛哭流涕與拉扯的畫面。而在 2014 年，吳憶樺

滿 18 歲回台探親，一樣受到媒體的關注，從傳出要回台的

消息到接受旅費的募款，抵達台灣下機後回到老家，以及吳

憶樺參與的一系列活動與其家人的受訪，吳憶樺返台期間充

斥於各大新聞版面的焦點。 

本研究以探討新聞產製過程中的話語力量為論述基礎，

以詮釋學、話語符號等相關論述探討本事件中在記者、網友

以及吳憶樺親友們所產生的報導與論述內容對於整個事件

的主要人物吳憶樺與鄭姓記者產生那些不公平與偏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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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本研究目的在於論述媒體報導與社會大眾輿論所產

生的報導方向與相互影響力，對於當事人又產生了那些壓制

力量，藉以探討新聞倫理的重要性。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研

究問題： 

1.本研究個案中所呈現的報導內容隱含那些話語象徵暴

力（不可思議的道德價值觀）以及形成的原因？ 

2.在網路科技的發展之下，吳憶樺訪台與記者親吻事件

的報導，記者與閱聽人/社會大眾之間如何互動（共舞）？ 

（一）個案研究樣本搜集 

本研究搜集相關報導包括平面（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聯合報）、電視（東森、三立、年代、壹電視、TVBS、民

視、台視與華視）與網路媒體（NOWnews 與 ETtoday）共

13 家媒體，其中中視與中天新聞並沒有報導有關吳憶樺與記

者接吻的事件，台視針對吳憶樺回台尋親則是以專題報導呈

現，因此也並無涉及與記者親吻的事件。報導中以蘋果日報

占最多，有 22 則，而且事發時也是由網友提供爆料影片給

蘋果日報。其次是東森新聞台 11 則，ETtoday9 則，自由時

報 5 則，壹電視 4 則，NOWnews 4 則，華視 3 則，三立與年

代是 2 則，中時與聯合分別是 1 則。分別從最多的蘋果日報

先挑出有代表性的分析樣本，在往下依照總則數多寡找其他

媒體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樣本，總共是 15 則（詳見附錄一）。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根據搜集的樣本分析研究問題，透過個案探討與

文本分析方法，在報導中的呈現方式、價值觀與形成原因、

報導與社會輿論產生的話語權力問題，最後探討新聞倫理的

議題，希望能引發重新重視新聞倫理的重要性。「參、新聞

媒體/社會大眾與網路科技」回答研究問題一，分析個案中的

道德價值觀論述。本研究以話語、符號與權力運行於社會結

構中所造成的影響為分析基礎，進而以 Bourdieu 所提出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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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暴力分析本研究新聞事件中所隱含的話語權力。結合批判

話語分析中的社會文化取向學者 Fairclough 以及社會心理取

向的 Van Dijk 所提出於話語、權力、社會結構與社會認知等

相關因素的相互影響，以兩位學者曾提出於新聞報導文本分

析中可能隱含的因果推論、責任歸屬、形容詞和比喻的使用、

正負面評價、目擊者說服性等五項主要元素作為本研究的分

析架構（Fairclough 1999 Van Dijk 2006 林東泰 2010 黃靖惠 
2011 陳家葳 2011 林東泰 2011）。為了強調新聞倫理在網路

時代中更具重要性，也希望能提醒社會大眾有更進一步的反

思，「肆、話語展現與權力」回答本研究問題二，以象徵暴

力、場域論述更進一步的分析媒體與網友所具有的力量，如

何共舞，如何展現這些力量於新聞事件中。 

三、新聞媒體/社會大眾與網路科技 

（一）分析結果 

在蒐集的報導樣本中，主要分成一、媒體的主觀評論、

二、網友的評論/民眾資訊與三、吳憶樺親友的回應，這三條

軸線來發展報導呈現的方式，這三者之間互利的關係，在價

值觀判斷上互相截取與呼應，形成了一篇篇的報導。在量的

分析上（表一），這三者在報導中出現的次數極其頻繁，而

且話語中所呈現的個人觀點透過媒體的力量與社會對媒體

本身的信任產生了對被報導的當事人言語的暴力與價值評

斷。 

表 1 各家媒體報導呈現方式數量比 

 媒體主觀評論 網友評論/民眾

資訊 
吳憶樺親友回

應 
報導呈現

方式總數

（處） 

報導

總數 
(則) 

數量

（處） 
百分

比 
數量

（處）

百分

比 
數量

（處）

百分

比 
  

平

面

新

聞 

中國時

報 
0 0% 0 0% 0 0% 0 1 

聯合報 0 0% 0 0% 0 0% 0 1 
蘋果日 6 24% 16 64% 3 12% 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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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自由時

報 
1 17% 5 83% 0 0% 6 5 

電

視

新

聞 

東森 2 18% 6 55% 3 27% 11 11 
三立 1 33.3

% 
1 33.3

% 
1 33.3

% 
3 2 

年代 0 0% 1 50% 1 50% 2 2 
壹電視 0 0% 3 75% 1 25% 4 4 
TVBS 1 50% 1 50% 0 0% 2 1 
民視 0 0% 1 100% 0 0% 1 1 
華視 1 20% 2 40% 2 40% 5 3 

網

路

新

聞 

NOWne
ws 

1 14% 5 71% 1 14% 7 4 

ETtoday 3 33% 4 44% 2 22% 9 9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表一）呈現的數字，以最多的蘋果日報舉例，總共報

導吳憶樺與記者親吻事件的新聞有 22 則，內容呈現部分，

在這 22 則之中，媒體主觀評論 6 處、網友的評論/民眾資訊

有 16 處、吳憶樺親友的回應有 3 處，總共是 25 處，比總報

導則數 22 高出 3，也就是說有些報導中可能同時有兩種報導

軸線的存在，例如：一則報導中同時有網友的評論，而媒體

再藉由網友評論也提出主觀評論。在數量分析上，可以看出

多是採用網友評論或提供的資訊為多數，吳憶樺親友回應次

之，而媒體主觀評論為最少，在這些數字的呈現中有幾個問

題可以思考與討論，第一、網友提供的資訊是否正確，適合

直接報導嗎？第二、吳憶樺親友的回應反應社會什麼樣的價

值觀？第三、媒體主觀評論是否該呈現在報導中，媒體藉由

網友評論而加油添醋報導是否有違公允，這樣接力賽跑的手

法呈現了網路時代報導什麼樣的意涵？ 

本研究選取相關新聞報導分析媒體報導方式，使用學者

Van Dijk 與 Fairclough 的新聞論述觀點，分析結果認為報導

方向主要分成五種： 

1. 目擊者說服性 

162



網友與記者的共舞─新聞中不可思議的道德價值觀 

 

Van Dijk 在新聞的微觀層次中提及若報導中有目擊者的

證據可以更加說服新聞可信度（黃靖惠 2011）。現在有許

多的新聞都是由民眾提供爆料或者直接上網路平台截取需

要的資訊，不僅在處理新聞上便利許多，影像的擁有更可以

提高事件真實性。 

台巴混血兒吳憶樺返台第二天，就在西門町 1家美式餐

廳內，被民眾拍到和 1 名女子喇舌，且民眾還大呼：「好久

喔！」神通廣大的網友看到新聞後，透過女子當天的穿著，

發現該女子是《中天新聞》的鄭姓記者，甚至找出 2 人合照

的畫面（蘋果日報，2014/01/06）。 

上文中擷取的內容主要是指爆料者向蘋果日報提供影

片爆料後的報導，因為網路科技便利與網友主動提供，讓新

聞媒體理所當然的認為社會大眾對於這種新聞是有需求的。

網友提供搜尋的資訊，媒體報導後謀取收視率，媒體報導滿

足了網友被肯定的愉悅感，媒體的社會結構在網友與記者的

互動關係中產生互利的關係，因此資訊也愈來愈多，報導尺

度愈來愈寬，當網友提供資訊時，記者也會假設可能有收視

率而報導，不斷在此結構中產生惡性循環，形成的社會認知

的再製，媒體與社會大眾互謀其利並將全民狗仔合理化，試

圖以監督社會為由改變社會大眾對於名人與個人隱私界限

的認知。 

2.因果推論 

Van Dijk 與 Fairclough 都提到因果關係在新聞報導中被

記者使用可能會造成對於閱聽人認知的影響。台灣有許多八

卦新聞，都有「相關人士」的說法或爆料，加油添醋更具話

題性。在因果推論上本研究搜集的報導資料中呈現兩種因果

推論，分別是網友因果推論與媒體因果推論，網友對於此事

件的因果推論： 

有人認為「人帥真好」。蘋果日報 2014/01/06 

還有人說：「小樺現在滿帥 der，應該是真愛啦！」（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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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日報 2014/01/08） 

也有人強烈抨擊，痛批鄭亦真行為過火，懷疑

她 會 神 速 關 閉 臉 書 應 是 擔 心 更 多 內 幕 曝 光 。

（NOWnews2014/01/07） 

不少網友質疑女記者是為了新聞獻吻，連吳的

維基百科也被網友竄改。（自由時報 2014/01/05） 

而媒體在報導中的因果推論，將新聞事件操弄成一場好

戲，充斥許多記者個人或跟隨網友評斷再加油添醋的文字，

將新聞操作得更為聳動。 

透過《蘋果》當天採訪拍攝畫面，發現吳憶樺抵達機場

時，中天鄭姓女記者就在旁邊。吳憶樺抵台時，中天鄭姓女

記者跟攝影記者就在旁邊，但只有鄭姓女記者跟吳憶樺有比

較多互動，感覺巴西貼身採訪後，讓 2人的交情變熱絡。（蘋

果日報 2014/01/06） 

另有新聞同業指出，吳憶樺與鄭亦真前男友 Michael 外

型很像….品味很一致。（蘋果日報 2014/01/08） 

記者詢問她近來心情是否受到新聞事件影響？她妙答

自己的心情一直很 OK，但受訪後又把臉書關閉了，似乎口是

心非。（蘋果日報 2014/01/25） 

到哪都是焦點的吳憶樺，看到民眾拍下的接吻照片，愣

了好幾秒。穿著的紅色帽 T，就正好是女記者送的，被問到

說不出話來，心裡想的，恐怕是如何跟女友交代。（東森新

聞 2014/01/05） 

因果推論的報導可以從「應該」….「所以」、「懷疑」、

「質疑」、「似乎」等論述呈現。媒體透過網友所提供的因

果推論或依照訪問他人所提出的推論，做出許多聳動具有吸

引力的報導，不僅取悅閱聽人也助長網友的發言行動。報導

引用許多網友的評斷與推論，然而這些推論都只是局外人的

恣意評斷，無法證實為真。這些未經證實的論斷話語透過媒

體刊登後成為新聞報導，對於女記者是一種名譽的損害，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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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新聞中常見女性一旦有緋聞，而對象較特殊（年齡差距

大、特別有錢或外國人等）就一定是有所目的，這樣的價值

觀長存於社會之中，「女性依附的角色、有心機」成為主流

認知，媒體的報導不僅沒有堅守守門人職責反而是助長了這

樣的價值觀發展，造成了社會中許多偏差的道德正義。 

3.形容詞與比喻 

報導透過網友、甚至是網路畫家使用臉書粉絲專頁利用

創作所表達對於此事件的暗喻、比喻，引發網友的強力迴響，

網友提供的搞笑、諷刺比喻都能夠被媒體拿來做更多的文章，

甚至媒體也會運用自己的想像力創造許多名詞、形容詞來描

述新聞事件。 

知名網路畫家謝立聖則在自己的臉書粉絲專頁以這個

主題畫下「巴西揉術 vs 台灣舌姬」作品，作品中打著赤膊

的吳憶樺擺出巴西著名的柔術動作，卻伸長舌頭與誹聞女記

者凌空舌吻，作品一出立即引起迴響。網友表示：「女記者

真是深入報導！」（蘋果日報 2014/01/06） 

她回應文章沒有特別含意，並表示若沒有採訪工作，不

會與吳憶樺聯繫，等同與「喇過的他」失聯！受訪後她隨即

關閉臉書，但仍遭網友嘲諷「巴西的竿都安慰我」。發文引

起網友嘲諷，stilllove56 虧說「你走過巴西幽谷」、jcto04

認為「你舌尖上的溫度更撫慰了我小小心靈」、bugmens 更

直言「巴西的杖、巴西的竿都安慰我」。（蘋果日報 2014/01/25） 

第一次在巴西見面，女主播就衝上前給吳憶樺一個熱情

的擁抱，比在巴西長大的吳憶樺還熱情， 兩人 12 歲的差距

讓女主播得到小龍女的封號。人家小龍女和楊過只差五歲就

被叫姑姑，不過那是古早時代，現代年齡不是問題，國籍也

不是問題。（東森新聞 2014/01/07） 

「巴西揉術、舌姬、喇過的他、巴西的竿、巴西幽谷」，

這些是很明顯的形容詞比喻諷刺當事人的行為。而「深入報

導……兩人 12 歲的差距讓女主播得到小龍女的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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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比喻的手法，也是暗諷女記者的行為以及兩人的歲

數是女大男小。這些比喻與暗喻的產生與既有的社會認知有

關，而媒體與網友用 KUSO 趣味方式來諷刺，除了加強既有

認知外也可以吸引更多人的共鳴。 

4.負面評價 

新聞中的負面評價若不善加處理，會對當事人產生言語

的暴力。每個人都可以產生話語的權力，而象徵暴力就在語

言使用的評斷中形成，尤其是負面的評價經由媒體再製成報

導後，加上網友的加油添醋，不斷地擴散，形成新聞報導對

被報導者產生的象徵暴力。 

網友批鄭亦真公私不分，指她吃相難看，對她評價兩極。

（蘋果日報 2014/01/08） 

阿霞記得吳憶樺四伯母曾批鄭亦真有失分寸，阿霞覺得

主播和記者是代表公司，要注意形象與表現專業，如今中天

以「不干涉個人行為」閃避外界評論，勢難杜絕悠悠之口啊。

（蘋果日報 2014/01/24） 

只是吳憶樺在巴西有女友，鄭亦真也有穩定交

往的男友，行為實屬不妥。網友對激吻門評價兩極，

有人真誠恭喜，表示兩人是跨越國界的真愛；也有

人 強 烈 抨 擊 ， 痛 批 鄭 亦 真 行 為 過 火 。

（NOWnews2014/01/07） 

吳家認為才 18 歲的憶樺就像是白紙般的大男孩，結果

卻因為這段親吻影片，造成了國人負面印象，讓這趟尋根之

旅留下了不愉快。「也許那女孩是要弄臭，也許是那女生主

要是要炒新聞說不定！就是要把自己弄得比較紅，紅得發紫，

紫到發黑！」（ETtoday2014/01/07） 

網友認為這名女記者公私不分、吃相難看、行為過火，

尤其報導出現的第三人稱「阿霞」其實就是媒體的立場，透

過這樣的人物評斷被報導當事人。而吳憶樺家人接受訪問時

對於被報導者的鄭姓記者負面指控都產生了話語的象徵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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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Bourdieu 提出媒體是一種指引道德論述的指標，然而這

種論述往往是附和民粹，為了更好的收視率與商業利益，操

弄著符號與主流意識（蔡筱穎譯 2000），然而這些道德評

論背後其實隱含著社會認知與文化建構的意義，什麼是對或

錯往往是隱藏於既有社會中的。在台灣社會中所認為的女性

角色往往是喜好以美貌取悅、以身體獲得權力的行為模式以

及父權主義體制下認為男女之間出現問題一定是因為女性

的行為不當。此外，也基於對自己小孩的愛護以及華人社會

中愛好面子的因素，有學者指出，華人的面子顧慮會出現在

溝通主義中，東方人重視個人在社會上是否受到重視，而面

子是受到道德約束行為呈現在社會上而再回饋給當事人判

斷自己是否有得到面子，是否丟臉的判斷與行為模式（King 
and Myers 1977 Gao and Ting-Toomey 1998）。因此吳憶樺家

人在受訪時難掩激動情緒將自己的小孩形容成純白的紙與

只想炒新聞想紅到發紫的女性做對比，給予此事件被報導者

中的女性負面的形象與責難，透過新聞畫面與網友和記者報

導的評論強化整件事件中女性勾引、心機、行為不檢的形

象。 

5.責任歸屬 

在許多新聞中都會追究責任，即便未涉及法律的對錯，

社會與論也會有責任歸屬的評斷。 

吳家親友極大不滿，指她「應該要知道『分寸』」、「要

出來解釋清楚。」吳憶樺的四伯母洪櫻桃直言，「妳（女主

播）是姊姊，他（憶樺）是弟弟，這件事很嚴重，妳要出來

解釋清楚。」「憶樺才剛滿 18 歲，什麼都不懂，女主播 應

該要知道『分寸』。」（蘋果日報 2014/01/08） 

透過伯母轉達，要鄭姓女主播出面說清楚，不要破壞吳

憶樺的形象。吳家人全都不能接受，認為是這位女主播不守

份際，害憶樺原本風光回家，卻在國人面前鬧笑話。伯母在

鏡頭前嗆聲，要鄭姓女主播出面講清楚說明白，畢竟吳家人

心裡，憶樺就是他們的心肝寶貝，但激吻事件曝光後，讓他

形象受損，PTT 網友講話也很酸。（年代新聞 201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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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主播我就搥！我也會搥她！」這位親戚說，「我

們女孩應該要堅持！一句話妳這樣講真很沒意思，講真的！」

（ETtoday2014/01/07） 

吳憶樺的家人將責任歸於女記者，認為女性應該要堅持，

現在造成的局面讓吳家長輩覺得很生氣，這些論述隱含著對

於女性角色應有形象的看法，和男尊女卑的認知有很大的關

係，若女性想要出頭可能就是要靠些旁門左道像是靠男人而

出名，過去有研究也指出女性形象往往會透過媒體或流行文

化潛移默化的塑造好形象根植於大眾心中，而女性具備吸引

力 會 靠 外 貌 與 裝 扮 挑 逗 男 性 也 是 媒 體 時 常 會 呈 現 的

（Elfenbein 2013）。在父權社會中，媒體塑造的女性形象無

法與男性平等，性別歧視持續在媒體中壓迫女性。媒體中女

性角色一直是受到剝削的，什麼是理想的女性，媒體都已經

有了定位，同時也要求女性必須要重視自我形象地維護以符

合社會觀感（Berberick 2010）。女性受到污名化 

以及性別的刻板印象讓女性成為無辜受害者，這些都隱

含在話語符號中。這些報導所呈現對於事件的責任歸屬看法

都是吳憶樺親友透過媒體發表的主觀想法，對於女性、年長

者形象等等的定義充斥了個人主觀看法，這些說法透過媒體

報導產生的話語權力展現在社會大眾面前，也造成對於鄭姓

記者個人行為的評斷，也給予社會對於女性、年長者與何謂

好形象等概念下了定義。 

（二）網路體現社會正義或滿足網友的愉悅？ 

網路的出現促成社會群體與人際傳播互動改變，早在

1984 年開始就有學者提出與網路傳播、電腦中介人際傳播相

關理論，其中很常被提出的網路傳播特性包括匿名性、去情

境、社會認同與自我展現等（吳姝蒨 1999），然而在迎接網

路的美好的同時，許多問題也紛紛衍生，但無論如何，記者

都不應該與網友相互起舞，而閱聽人應該也要明白在網路虛

擬空間中所形成社會情境，與現實不同的社會文化讓網友可

以展現自我，網路中團體的符號分享與互動形成了互相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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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撫慰的愉悅感，這種團體結構化之下共享的歡愉感形成社

會文化常態，促使狂歡式的討論、道德價值的指導權力，民

粹主義以及民主自由造成的群盲在網路社群中一一體現。雖

然網路宣告的草根性崛起、自我實現在各樣豐富資訊共享傳

遞中被體現，但有研究指出，這樣的民主雖然有一定程度的

優點，但在形成過程中往往會造成社會激化與分裂的後果

（侯政男與蔡宗哲 2013）。 

學者林照真（2009）的研究中提到在收視率與商業導向

之下的電視新聞已有煽色腥化、去政治化、個人化與戲劇化

的趨勢，這樣的製作新聞方式，呈現的是綜藝娛樂化與戲劇

性的碎裂訊息，失去了新聞媒體公共性與社會責任的本質。

醜聞是具有吸引力的，可以縮短名人與平民間的距離，小報

以圖片或影像的表達方式反映人生百態加上道德評斷引發

讀者共鳴，雖然有許多小報化報導會圍繞公共議題，但往往

報導所呈現的價值觀念會趨向一致，在看似多元的背後其實

是千篇一律的（Bird 2000）。爆料文化所產生的愉悅性促使

民眾與新聞媒體的互利、互信關係，但這其中的問題是許多

爆料可能會因為新聞的快速與衝高收視率等原因導致新聞

報導未查證（蔡蕙如 2009 蘇蘅等 2011），台灣的爆料文化

常見某名人的戀情、明星的緋聞，將娛樂新聞追根究底的深

入調查報導，扒糞的程度與對象無關乎社會利益，在爆料文

化的話語權力操之於爆料者與新聞記者手中，而名人或被爆

料者成為了宰制對象。 

四、話語展現與權力 

詮釋學家 Gadamer (1989)針對話語的權力提出相關的理

念，世界是語言的，語言不是語言本身而是與世界的存有與

人的使用有關，這過程中隱含了權力與結構的分布，建構了

世界社會體系。不論是網路留言或媒體報導，甚至是我們日

常生活都脫離不了話語，本研究要繼續探討的是，記者撰寫

新聞、與網友的互舞，吳憶樺親友對於新聞事件的反應乃至

於新聞報導成限制社會後所引發的一系列話語權力問題，人

類使用語言、各種符號構成日常生活的溝通，甚至整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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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也脫不了語言與符號的意義（Giddens 1984），在圖一

的新聞報導象徵性暴力形成過程圖，媒體的報導實踐與網友

的評斷，兩者之間的共舞所產生的話語象徵暴力，鄭姓記者

所承受媒體呈現的形象與社會與論以及吳憶華家人的反應

透過媒體呈現，這之間的一來一往的關係構成整體社會對於

此事件的評論與氛圍，對於鄭姓記者來說背負了社會責難、

喜好洋人的污名、劈腿的批評和想紅的評論等等，記者的看

圖說故事甚至是訪問「相關」人物都無法代表當事人，而即

便是鄭姓記者發出聲明或接受採訪，也還是有可能會被扭曲，

這樣的結果其實和本文強調的權力關係有非常大的關聯 

 

圖1 新聞報導象徵性暴力形成過程圖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我們生活的許多層面無法脫離語言與符號的使用，而權

力的彰顯也顯現在這之中。人類藉由符號進行互動，在互動

中建構社會，構成日常生活的敘事產生意義（Fiske 1990  
Littlejohn and Foss 2011）。意義由符號所建構，符號的生成與

意義的發展之間有許多因素的影響，而新聞文本作為一個敘

事內容不外乎也是透過報導文字產生意義傳遞給社會大眾，

在採訪到文字撰稿、編排程序時就經過符號意義的轉換和形

成，這樣的權力展現是建立在共同語言或概念系統中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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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研究著重於社會科學中所隱含的意義，如何佈置話語

展現權力，透過與社會認知和文化結構的連結更加深入探討

事件的因果作用力。因此本研究希望閱聽人要瞭解，任何事

件經由報導出產的訊息其實是隱含一層又一層的操作價值

觀，而不是真理，參與建構社會虛假價值觀與文化再現的包

括：媒體、社會大眾、文化教育、風俗習慣等因素。 

（一）媒體與市場的合法詐術 

在研究問題（二）在網路科技的發展之下，吳憶樺訪台

與記者親吻事件的報導，網友與記者的共舞討論中，媒體在

塑造話語的象徵暴力與網友和社會產生什麼樣的關係。在網

路時代中對於社會事件的意見散佈更加便利，但也充斥著許

多瑣碎、未經思考甚至是攻擊的言論，經過媒體的報導成為

公開的評斷，進而形成象徵性暴力。其實媒體與網路都是公

開的，但為什麼媒體更需要謹守把關的原則，除了新聞專業

與倫理分際之外，Bourdieu 提出的文化再製理論觀點，在資

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階級與塑造出的主流意識形態形成了「象

徵暴力」（violence symbolique），這種象徵權力往往已滲透的

方式強制他人接受形成不斷的再製。透過語言符號的操弄，

將所謂的規則、定義合法化形成意識形態的宰制，對個人認

知和信仰造成扭曲。象徵暴力「委任」於社會行動主體（閱

聽人、參與新聞事件討論者）指定/透過一群代理人（新聞媒

體）與新聞媒體的發言人（記者）受並表達意見，當報導的

新聞內容產生高收視率時，媒體記者與閱聽人之間產生所謂

的「祭司效應」（Oracle effect），實際上就是一種「合法的詐

術」（legitimate trickery）（邱天助 1998）。（圖二）委任的社

會行動主體 （閱聽人市場意見導向）會開拓自己的論述系

統，與新聞記者在共舞的基礎之下，透過特定界定的情境、

條件和利益形成象徵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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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行動主體（閱聽眾）＿＿組織（新聞媒體）＿＿＿發言人（記者） 

                    

                        象徵暴力 

圖 2 象徵暴力的生成 
資料來源 修改自邱天助（1998）。布爾迪厄的文化再製。臺北：桂冠。 

形成象徵暴力的因素，也是 Bourdieu 所強調的生存心態

（habitus）與場域（各種資本）。生存心態也翻作習癖，意

思是人經過社會文化不斷地內化所產生的無意識認知與行

為結構（邱天助 1998）。生存心態在人的生活上扮演超驗

的角色，超驗從生活經驗產生，而且是透過語言而發展。詮

釋學家 Gadamer 認為超驗的概念對於人身處社會中如何詮釋、

理解事情佔很重要的因素，它可以決定行動的方向（Miller 
2002），而 Bourdieu 認為生存心態是行動者對於各種行動的

詮釋，對自我或他人遭遇做出的判斷分析，媒體、網友與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超驗，影響如何評斷事件，但超驗不代表真

理，媒體也不能把「個人意見」當做新聞報導。更重要的是，

Bourdieu 特別強調語言在這之中的重要性，社會是語言交換

市場（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任何人都脫離不了語言

溝通關係，象徵性權力就是在語言交換活動中實現的，不同

人的對話和語言使用，或是不同身份地位、資本或知識等彰

顯權力的因素都會影響語言所產生的權力影響。而語言的象

徵暴力不同於顯性、赤裸裸的暴力，是以非常講究的論述策

略以及符合社會和說話規範的方式，以文明的方式進行的過

程，語言和權力運作是相互滲透，關係複雜、曲折且隱蔽，

因此語言在社會中與產生之權力構成了三角關係，在彼此互

動過程中建構出社會的象徵性結構和社會的基礎動力（高宣

揚 2002）。媒體的話語地位是被社會認可的，具備可信任

與教育的功能，在言論的發表上應該要更加謹慎，但媒體卻

使用了合法的詐術，利用了媒體的先天優勢操弄語言與暴

力。 

（二）新聞場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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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影響象徵暴力因素的是場域，場域和象徵暴力是

共生的關係，場域受到資本擁有與分佈結構影響。場域受到

社會中各種條件因素的影響，而社會中的主體（人）也會決

定其結構樣貌，而人生存於社會中也受到場域條件決定其位

置（邱天助 1998）。場域中分佈著權力與資本，擁有不同

資本的優勢也不同，每個場域條件不同也透過長期的社會建

構下擁有既有的權力正當地位，像是醫生在醫病關係的權力，

科學家在科學論述的優勢，甚至是新聞媒體與被報導者之間

的關係。資本的分佈大致上以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

為主，經濟大多是以經濟能力為主，文化資本指的是語言、

意義、習癖（邱天助 1998）。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關係，

象徵資本則是地位、專業性等等。各種資本可以互相轉換或

承接，因此權力的分佈與擁有的多寡其實不是單一性的，往

往有一種優勢資本就可能就具備極大的影響力。新聞的場域

是社會的縮影，有自己的規範，媒體作為一個公司，有與不

同媒體之間的競爭關係，有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意識

形態的論述關係，在這場域中有各種不同的資本和權力都影

響了新聞的產製以及新聞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而網路場域

中的網友也持有獨特的資本參與媒體訊息產製的過程中。 

媒體也受制於廣告收益，因為經濟資本雄厚對於拓展更

多事業是有利的條件。經濟資本的條件還受到文化資本的影

響，文化代表的是媒體所擁有的論述力量，然而受到社會脈

絡與文化歷史因素的影響，為維持經濟資本，市場閱聽人的

喜好也是影響文化資本的因素，意識形態的選擇與社會氛圍

也是造成媒體內容方向的原因。媒體與社會的關係就是媒體

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受到閱聽人的依賴，對社會事件提供資

訊就是最好的社會資本。象徵資本則是媒體的地位和專業性，

若此媒體以財經為專業或國際新聞為標榜，則可能成為這方

面的主要被信任媒體，這樣的媒體所報導的新聞會輕易地在

第一時間讓人倚賴。 

新聞場域中，記者具有生產訊息的支配力，透過語言符

號的操弄掌控訊息的走向，將其意識與觀點強加於社會中，

然而這是一種主觀且有選擇性的受限論述（蔡筱穎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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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報化與網路科技發展之下，每個人都可以扮演網友的角

色，社會大眾有使用媒體或影響媒體報導的能力，這就是社

會大眾所持有的文化資本，而在商業機制下，媒體必須籠絡

市場，因此互生關係由此而生。Bourdieu 認為電視新聞的民

粹論述，在許多時候會加上道德主義的思考，往往是一種不

可思議且絕對性道德的論述，強加社會一貫的認知，不思考

每件事件發生的異質性以及事件背後的原因，透過語言符號

的暴力將道德觀強加於社會。媒體扮演著良好道德主義的發

言人，建構出的社會問題以服務既有價值體系社會主流場價

值觀（蔡筱穎譯 2000）。 

（三）網友與媒體（權力關係與互謀共利）＝對被報導當事

人的傷害 

根據研究問題 1.和 2.的分析，本研究認為媒體、社會大

眾與被報導的當事人受到網路時代的媒體與社會的話語權

力影響。網路的便利不僅讓話語負面的力量更加彰顯，多元

的聲音也無法真正實踐，網路看似自由，但有許多網友把網

路當發洩的管道，在網路中肆無忌憚地批評、講述個人意見，

甚至攻擊他人名譽。在網路世界中因為匿名性，許多攻擊性

言論難以法律制裁，而且網路訊息繁雜，很難全面管制。然

而我們看到的是大眾媒體不但沒有盡到社會責任把關消息

內容，還以引用網路發言的方式推波助瀾的助長網路不實言

論的擴展。 

本研究繪製（圖三）新聞媒體、網路場域與被報導者之

間的權力關係，社會體系是一循環與互相影響的系統，透過

符號與話語的運作在各種機制中再製。媒體的框架形成包括

記者個人的認知、組織慣例與媒體本身在新聞報導中的權力

位置（生存心態＋場域）透過符號的互動與網路場域中的網

友所持有的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相互影響，形成了獨特的社

會空間。媒體與網路場域看似擁有不同的功能與角色，但在

媒體與網路場域在社會中的生存心態與場域卻是相互影響

的，透過彼此的符號互動對於文化與社會再製產生影響力，

在媒體與網友的共舞之下，媒體只是網路意見的傳聲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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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周金福譯 2003：XXI），記者若作為重視個人主義

和自由者應該要抗拒膻色腥的誘惑拒斥集體說服的路線，也

就是說自由被濫用於不自覺的科技使用中，許多學者都不反

對新聞的自由和多樣性，但也探討到該如何使用妥當，而不

是以隱私挖掘與對於個人的批評報導。網路的言論以及媒體

的報導，個人的思考不再存在，而是造成一種集體式的民粹，

所謂的標準道德隱含在社會中，許多新聞事件的評論或者單

純性報導都有著象徵性暴力的隱喻，而這股力量不易顯見但

長期潛移默化在社會中形成更多的象徵性暴力促使整體社

會與媒體報導的濫觴不斷擴大。 

本研究透過報導樣本的分析，將網路時代的新聞倫理研

究分為幾項重點與發展過程， 

（一）語言與認知的關係，象徵性暴力的展現： 

網友、記者與每個人都屬於社會中的一份子，彼此的認

知會互相影響，經由話語的展現再現文化與社會。話語與符

號的使用與操控是一種權力的展現，但不代表真理。因此，

當網友與吳憶樺家人對於鄭姓女記者展開攻擊的言論，其實

就已經展現了台灣長久以來對於女性、年齡差距大的交往以

及東方女子與西方男子之間的刻板印象與既存認知。 

經過本研究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每件事情的發生背

後都有因果關係，網友與吳憶樺家人有他們的立場與認知，

所以會有屬於他們的評斷，然而，鄭姓記者與吳憶樺也有他

們擁有的事件真實，其實這件事本不該出現在社會大眾，因

為網路與媒體的發展，促使人們已經習慣性的爆料、評斷，

但都無關乎於大眾利益，而且已經侵犯他人的隱私。 

（二）「接力賽跑式的報導」： 

網路時代網友的意見自由流通，因為匿名性更加肆無忌

憚，然而新聞媒體卻不假思索地以接力賽跑的方式報導。記

者以「網友說」為受訪對象，但「網友說」，是誰？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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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意見導向令人質疑。本研究認為記者與網友的共舞

關係是互相取悅互相牟利的，社會的既有信念與價值觀經由

網路便利性提供自己的意見與眾多網友的討論，當論壇中加

入許多網友的意見後，許多事情就會如滾雪球般愈來愈大，

形成虛假的真實，經由網友意見與社會既有認知在新的事件

上再製，藉由社會結構、各種機制間的互動強化認知的發散，

如同媒體與網友的共舞關係，利用吸引人的消息以及具有創

意諷刺的敘事方式形成對被報導當人的形象塑造與評斷。 

（三）「自我想像的框架」： 

媒體為了市場與聳動性，即使當事人已經對於事件發生

的真實性否認，但媒體還是可以會用「自我想像的框架」強

加在當事人身上，以繪聲繪影、諷刺的方式描繪事件。本研

究認為，在新聞正常的處理方式下，在求證後若無證據證明，

且事件攸關他人的私領域，且當事人已經否認，就根本不該

再出現在報導中，話語的出現即是一種力量，即便有事後的

澄清或採取平衡報導，但話語的傷害力量是不容小覷的。 

本研究強調報導及輿論的話語力量，即使大多數人都採

同樣的觀點，但可能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認知所影響，

並不代表這樣的評論就是公正且真實。網友因為言論自由與

匿名性，且網路領域資訊繁雜，很難一一規範，但就新聞報

導倫理來說，不該一股腦的使用網路資訊而不查證將「網友

說」作為報導。 
網友無法代表真正的受訪者，這是一種不負責任的報導

方式。媒體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機制，因此不能任意地將任

何觀點予以正當化，雖不能完全將社會亂象歸咎於媒體，但

媒體在社會認知與價值觀形塑上具有一定的影響力。台灣社

會與媒體環境存在著許多扭曲、傷害他人的道德價值觀，這

種價值滲透在我們的生活中，不假思索地將這種價值觀加諸

他人之上，尤其在網路時代中網友與媒體的共舞，讓更多不

實話語都能透過媒體展開攻擊與批評，我們除了應當思考的

是媒體作為傳播訊息的利器應有的責任之外，更應該瞭解造

成社會大眾有這些價值觀念的原因，是因為受到長期以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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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知和文化建構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應當在媒體素養教育上增進網路使用者的

正面能動性，而不只是讓負面聲量大量出現於網路中。媒體

素養教育從過去的培養識讀能力逐漸邁向媒體的產製、近用

與行動層面，過去的媒體識讀或素養平台多著重於大眾媒體，

然而民眾在現代社會已經脫離不了網路的使用，因此教導民

眾該如何在網路使用中發揮正向的能動性是媒體素養教育

需要正視的問題，相信社會中除了負面的消息之外還是有許

多正義之聲，民眾如果發現網路中出現謾罵或人身攻擊的發

言應該予以制止或以理性的態度回覆。面對大眾媒體常引用

煽動性與侵犯性網友發言作為報導的內容方面，民眾應該要

知道如何向電視台或相關單位檢舉，也必須要形成一種回覆

的機制。在台灣常見的媒體監督單位在產業結構相關議題的

關心與改革上採取主動的方式，並帶動民眾的參與。建議台

灣也能成立具有公信力的新聞倫理自律單位，實質發揮作用，

並「主動」的針對新聞倫理有問題的報導提出質疑，透過此

單位主動監督的力量帶動民眾共同檢舉、監督，例如：民眾

向統一的監督單位（新聞倫理自律單位），此監督單位再通

知被檢舉的媒體在一定時間內回覆，必須確實的落實監督與

改進的責任，以民眾的崛起與實際行動展現對於現今社會中

媒體報導的不滿與改革的期望。 

附錄 

媒體/日期 標題 內文 
蘋果日報 
2014/01/06 

吳憶樺與女

子擁吻 網

友查出是

「女記者」

 

被民眾拍到和 1 名女子喇舌，且民眾還大

呼：「好久喔！」神通廣大的網友看到新聞

後，透過女子當天的穿著，發現該女子是《中

天新聞》的鄭姓記者，甚至找出 2 人合照的

畫面，有網友直呼「太神啦」，也有人認為

「人帥真好」。 
蘋果日報 
2014/01/06 

吳憶樺返台

女記者貼身

同行 
 

被網友拍下跟中天鄭姓女記者在西門町吃

飯時熱吻，透過《蘋果》當天採訪拍攝畫面，

發現吳憶樺抵達機場時，中天鄭姓女記者就

在旁邊。   吳憶樺抵台時，中天鄭姓女記者跟

攝影記者就在旁邊，但只有鄭姓女記者跟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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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樺有比較多互動，感覺巴西貼身採訪後，

讓2人的交情變熱絡。 
蘋果日報 
2014/01/06 

吳憶樺與記

者舌吻漫畫

版 遭諷

「巴西揉

術」 
 

台巴混血吳憶樺返國，卻因與女記者舌吻鬧

得沸沸揚揚，知名網路畫家謝立聖則在自己

的臉書粉絲專頁以這個主題畫下「巴西揉術

vs 台灣舌姬」作品，作品中打著赤膊的吳

憶樺擺出巴西著名的柔術動作，卻伸長舌頭

與誹聞女記者凌空舌吻，作品一出立即引起

迴響。網友表示：……「作秀」、「女記者

真是深入報導！」   謝立聖則表示，其實誹聞

男女雙方的感情「從畫中的神眼就說盡一

切」，但對這誹聞的評價仍是「用作品來表

達」， 
蘋果日報

2014/01/08 
吳憶樺喇舌

養母斥擴大

解讀禮儀 
未婚有男友 
女主播爆紅

神隱 

與鄭亦真熟悉的新聞同業說，鄭亦真平易近

人，跟公司同事相處不錯，除了採訪，也負

責播報晨間和午間新聞，但她播報能力平

平，不及她採訪和連線功力。 

蘋果日報

2014/01/08 
吳憶樺 舌

吻 女主播 
吳家人稱憶

樺老實 

網友：應該是真愛 
喇舌風波在網路掀起熱潮，台大批踢踢有人

祝福說：「以後可以正大光明去巴西了。」

「一定要幸福喔！」還有人說：「小樺現在

滿帥der，應該是真愛啦！」「好個浪漫異

國豔遇，這種不用負責的短期關係最棒！」

但也有網友批鄭亦真公私不分，指她吃相難

看，對她評價兩極。 

蘋果日報

2014/01/08 
氣「喇舌」

吳憶樺親

友：女主播

踹共 
 

吳家親友極大不滿，指她「應該要知道『分

寸』」、「要出來解釋清楚。」另有新聞同

業指出，吳憶樺與鄭亦真前男友 Michael 外

型很像。   吳憶樺的四伯母洪櫻桃直言，「妳

（女主播）是姊姊，他（憶樺）是弟弟，這

件事很嚴重，妳要出來解釋清楚。」「憶樺

才剛滿 18 歲，什麼都不懂，女主播 應該要

知道『分寸』。」 
蘋果日報 
2014/01/14 

女主播激吻

吳憶樺 男

友不認愛 
 

今日出版的《壹週刊》報導，31 歲的鄭亦

真約 2 周前被派至巴西，貼身採訪吳憶樺，

還送上一件紅色帽 T，就在短短幾天中，相

差 13 歲的男女竟擦出愛的火花。更讓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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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到的是，鄭女採訪吳憶樺時，同事盛傳是

其男友的詹姓攝影記者也同行。外界盛傳，

鄭亦真與這位搭檔已論及婚嫁，除這次採

訪，不久前 2 人還一起去馬來西亞採訪張安

薇綁架案。吳憶樺和鄭亦真會被拍下激情畫

面，全因太高調！ 
蘋果日報 
2014/01/24 

主播鄭亦真喇

舌吳憶樺後上

工 沒懲處好

自在 

阿霞記得吳憶樺四伯母曾批鄭亦真有失分

寸，阿霞覺得主播和記者是代表公司，要注

意形象與表現專業，如今中天以「不干涉個

人行為」閃避外界評論，勢難杜絕悠悠之口

啊。 
蘋果日報 
2014/01/25 

喇舌主播鄭亦

真臉書開又關

被諷「巴西的

竿安慰」 
 

中天主播鄭亦真日前和小13歲的台巴混血兒

吳憶樺喇舌「一戰成名」，她關閉臉書18天，

昨早重新開啟，首篇文章就po聖經詩篇，寫

「我雖然行過死蔭的幽谷…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我」，記者詢問，她回應文章沒有特

別含意，並表示若沒有採訪工作，不會與吳

憶樺聯繫，等同與「喇過的他」失聯！受訪

後她隨即關閉臉書，但仍遭網友嘲諷「巴西

的竿都安慰我」。發文引起網友嘲諷，

stilllove56虧說「你走過巴西幽谷」、jcto04
認為「你舌尖上的溫度更撫慰了我小小心

靈」、bugmens更直言「巴西的杖、巴西的竿

都安慰我」。記者詢問她近來心情是否受到

新聞事件影響？她妙答自己的心情一直很

OK，但受訪後又把臉書關閉了，似乎口是心

非。 

自由時報 
2014/01/05 

吳 憶 樺 深 吻

記 者 ？  中

天 證 實  

網 友 隨 即 發 動「 人 肉 搜 索 」，揪 出 該 女

就 是 中 天 新 聞 台 國 際 組 的 鄭 姓 記 者 ，

引 發 網 友 熱 議 ， 不 少 網 友 質 疑 女 記 者

是 為 了 新 聞 獻 吻 ， 連 吳 的 維 基 百 科 也

被 網 友 竄 改 。  
東森新聞 
2014/01/05 

巴西熱情？ 

吳憶樺餐廳激

吻女記者 

 

走到哪都是焦點的吳憶樺，看到民眾拍下的

接吻照片，愣了好幾秒。穿著的紅色帽T，就

正好是女記者送的，被問到說不出話來，心

裡想的，恐怕是如何跟女友交代，因為吳憶

樺之前，在巴西就大方公布跟女友照片，旁

人解圍後，吳憶樺才解釋，這是巴西人的熱

情，但前幾天在巴西，兩人打招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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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沒這麼親熱。 
東森新聞 
2014/01/07 

吳憶樺、女主

播熱吻 網友

大起底 
 

這名女主播就曾經前往巴西採訪過他，還主

動給吳憶樺一個熱情的擁抱，更有網友把吳

憶樺正牌女友的照片找出來，將兩人pk比

較，由於女主播和吳憶樺相差12歲，還被網

友諷為神鵰俠侶現代版。 
這一吻長達三十秒，吻出了網友的激情，也

吻出了網友的好奇心，考驗他們翻舊帳的本

領，三十秒不短，兩人想必有點關係，網友

找到了這段影片，第一次在巴西見面，女主

播就衝上前給吳憶樺一個熱情的擁抱，比在

巴西長大的吳憶樺還熱情，新聞背後看不見

的地方，網友在吳憶樺的社群網路發現一張

照片，照片的感覺不說還真以為是情侶，看

不見年齡的溝渠，和吳憶樺與正牌女的自拍

照一樣充滿歡笑，於是網友就將兩人比一

比，同樣長髮大眼，不論在巴西還是台灣都

屬於正妹級，唯獨年齡差了12歲，不過也正

好差了12歲，兩人生肖一樣，個性都和吳憶

樺很合。 
兩人 12 歲的差距讓女主播得到小龍女的封

號。人家小龍女和楊過只差五歲就被叫姑

姑，不過那是古早時代，現代年齡不是問題，

國籍也不是問題。 
年代新聞 
2014/01/06 

"憶"夜激吻! 
吳家氣炸 怒

嗆主播"踹共"
 

透過伯母轉達，要鄭姓女主播出面說清楚，

不要破壞吳憶樺的形象。 
……吳家人全都不能接受，認為是這位女主

播不守份際，害憶樺原本風光回家，卻在國

人面前鬧笑話。 
伯母在鏡頭前嗆聲，要鄭姓女主播出面講清

楚說明白，畢竟吳家人心裡，憶樺就是他們

的心肝寶貝，但激吻事件曝光後，讓他形象

受損，PTT網友講話也很酸。 
NOWnews 
2014/01/07 

激 吻 吳 憶 樺

20秒  起 底

死 會 女 主 播

鄭 亦 真  

只 是 吳 憶 樺 在 巴 西 有 女 友 ， 鄭 亦 真 也

有 穩 定 交 往 的 男 友 ， 行 為 實 屬 不 妥 。  
網 友 對 激 吻 門 評 價 兩 極 ， 有 人 真 誠 恭

喜 ， 表 示 兩 人 是 跨 越 國 界 的 真 愛 ； 也

有 人 強 烈 抨 擊 ， 痛 批 鄭 亦 真 行 為 過

火 ， 懷 疑 她 會 神 速 關 閉 臉 書 應 是 擔 心

更 多 內 幕 曝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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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oday 
2014/01/07 

吳憶樺吻女主

播 伯母氣到

睡不著要求姐

姐「踹共」 
 

伯母更是出面接受新聞採訪透過鏡頭直接

說，氣到都睡不著了，要這名姐姐主播「踹

共」，因為在親戚眼中，才18歲的憶樺就像

是白紙般的大男孩，結果卻因為這段親吻影

片，造成了國人負面印象，讓這趟尋根之旅

留下了不愉快。吳憶樺伯母洪櫻桃（右圖）

說，氣到整夜都睡不著，「看到主播我就搥！

我也會搥她！」這位親戚說，「我們女孩應

該要堅持！一句話妳這樣講真很沒意思，講

真的！」 
洪櫻桃表示，「主要是在這個時間來弄這一

齣這樣，讓我們大家心都冷了！真的有夠氣

的啦！我整夜都睡不著！」她又說，「也許

那女孩是要弄臭，也許是那女生主要是要炒

新聞說不定！就是要把自己弄得比較紅，紅

得發紫，紫到發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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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社會科學論叢稿約 

一、本刊為學術性半年刊，每年 6 月及 12 月出刊，以探討政治、

社會、傳播等三大領域問題為宗旨。園地公開，歡迎踴躍投

稿。 
二、來稿請依照一般學術論文規格撰寫，勿一稿兩投，投稿前請

依本刊撰稿體例，可於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徵稿啓示查詢，

網址為：

http://cs2.nhu.edu.tw/page3/super_pages.php?ID=page301  
三、來稿以 2 萬字為宜，以電腦打字，並示知服務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聯絡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信箱等聯繫方式。 
四、來稿均需經本刊正式審稿程序，以雙匿名審查方式送請相關

研究領域學者審查，每篇以 2 位為原則。本刊對來稿有建議

權及潤稿權，作者自留底稿，恕不退件。 
五、經本刊刊登之論文，版權歸本刊所有，作者需繳交著作權讓

與書；未經本刊同意，請勿轉載。惟作者仍保有本著作未來

自行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利)使用之權利。 
六、來稿一經刊登，將致贈當期刊物 2 本及論文抽印本 10 份。 
七、本刊審查程序如下： 

處理方式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見 

同意刊出 修改後刊出 修改後重審 不同意刊出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見 

同意刊出 1 2 3 4 

修改後刊出 2 2 3 4 

修改後重審 3 3 5 5 

不同意刊出 4 4 5 5 

 狀況 1：寄接受函給投稿人。 
 狀況 2：(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b)、編輯委員核定通過後同狀況 1。 
 狀況 3：(a)、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 (b)、送回審查人重審。 
 狀況 4：送第三位審查。  

狀況 5：函知投稿人稿件不接受並退回稿件。 

八、來稿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njss@mail.nhu.edu.tw。有任何問題，
請以前述電子郵件洽詢，或電洽社科院助理(TEL：
05-2721001，分機 2301 ；Fax：05-2427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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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社會科學論叢》撰稿體例 
一、來函文稿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附錄、
參考文獻。 

二、首頁內容： 
1、中英文論文題目。 
2、作者資料：作者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通訊方式。 
3、若有致謝詞，請於「註腳」提出。 
4、摘要與關鍵字：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英文摘要(500 
   字以內)、關鍵字（勿超過六個）。 

三、正文規格 
1、來稿請依最新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所訂之格式撰寫。 
2、中文用細明體，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12 級字，1.5 
   倍行高。每一段落開頭縮排兩個字。 
3、需要特別強調的文字請以標楷體表示。 
4、一般專有名詞盡量寫通用的中文譯名，並於首次出現時以 
   圓括弧加註原文；外國人名直接以原文的姓氏表示，如遇 
   有相同姓氏者則以全名表示之。 
5、表格或圖表若超過一頁者，請放在文後以附錄方式呈現。 
6、標題： 標題序號，請以一、二、三、……，（一）（二）（三）……， 
   1. 2. 3. ……為序。 
7、中文標點符號一律以「全形」方式輸入。 
8、中日文書名前後加《》符號，西文書刊名以斜體表示，不 
   另加符號。 
9、中日文篇名、法規、報刊前後加〈〉符號，西文篇名前後 
   加“ ”符號。 

四、引用規格 
1、文中引用書目時，括弧中中文作者標全名，西文只標姓氏； 
   作者名與年代之間空半格，不加符號，頁數加在冒號之 
   後，如(Eliade 1987: 45)。若緊鄰於後的文中需要引用前面 
   同一筆出處，則請以(ibid.: 頁數)表示。 
2、文中引用書目時若作者為二人時，作者間以「與」連接； 
   括號中，中文用頓號、西文用 and 連接。若作者為三人(含) 
   以上時，中文用第一作者加等字，西文用第一作者姓氏加 
   et al.表示。 
3、在正文中直接引述文句，引文前後加冒號及上下引號。 

   (1)引文後不加出處時，句尾的標點符號在下引號之前。 
   (2)引文後加註出處，句尾的標點符號在出處之後。 
   (3)所引用的文句是全句結構的一部分，下引號之前，不加 
     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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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文格式： 
   (1)如為 40 字以上，應獨立起段。引語左右各縮排兩個字， 
     前後不加引號。引語請以標楷體表示，引語中若有需強 
     調的部份請以底線標示。 
   (2)如為 40 字以內，不需獨立起段，僅需前後加引號。 
5、數字寫法 

   (1)除特殊需要外，年代以西元為原則。 
   (2)除了年代以外，四位數以上加四位數撇節法。 
6、註解：註解採隨頁註，正文中的註解編號以阿拉伯數字加 
   在標點符號後的右上方。 
7、圖表： 

   (1)圖表均以國字阿拉伯數字編序號，序號和圖表名之間空 
     一字，不加符號。 
   (2)表名列於表上方，表註列於表下方；圖名和圖註皆在圖 
     下方。 
8、參考文獻 

    (一)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 
    (二)中日文依作者姓氏筆劃，西文依字母順序排列。 
    (三)參考文獻的條列規則如下 
       (1)如引用的文獻是存放於網路上的文件，請詳細列出其網
址。如： 

Rex, J. (1996)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emocratic 
Multi-Cultural Stat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2). 
Retrived June 10, 2000, f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 socresonline /1/2/1.html. 

內政部統計處（2008）。重要參考指標。2008 年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 www.moi.gov.tw/ stat/index.aspx/。 

       (2)如引用的文獻為期刊論文，則寫法如下： 
寇健文(2000)。政治繼承與共黨國家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

較  研究，問題與研究， 59。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3(2), 
188-202. 

       (3)如引用的文獻為書籍，則寫法如下： 
       鄒川雄（1998）。中國社會學理論。台北：洪葉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黃應貴（編）（1995）。空間、力與社會。台北：中央研 
           究院中民族學研究所。 

Wertsch, J. (1985)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如引用的文獻為文章的合輯或合輯中的某一篇文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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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法如下： 
劉正、Arthur Sakamoto、楊文山（1996）。教育年數與企

業規模對於薪資產生的邊際效果:以台灣地區為例的
模式分析，載於陳肇男、劉克智、孫得雄、江豐富（合
編），人口就業與褔利（頁 155-176）。臺北：中央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Althusser, L. (1972)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B. Cosin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pp. 243-80). London: Penguin. 

       (5)如引用文獻是翻譯者，請標明「合譯」或「譯」： 
鄭淑敏（譯）（1994）。P. A. McBroom 著。成功的專業

女性（The third sex: The new professional woman）。
台北：遠流。 

       (6)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會議論文，則寫法如下： 
周平（2009，5 月）。從跨國婚姻子女教育談多元文化與肯

認的正義。論文發表於南華大學舉辦之「第七屆意識、
權力與教育—跨國婚姻子女教育情形」研討會，嘉義
縣。 

       (7)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技術報告： 
張建成、黃鴻文（1993）。光復以來台灣山胞教育成就及

其家庭相關因素的探討。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
報告（NSC81-0301-H-134-501-J1）。台北：行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 

       (8)如果引用的文獻是報紙文章，需列出作者姓名（若無作 
           者則免）、出版時、篇名、報紙名稱、版次：司馬榕 
           （1996，9 月 30 日）。猶太的「師說」和吾人的「師 
           說」。中國時報，9 版。 
       (9)如果引用同一作者同年著作兩篇以上時，於年代後加 
            a、b、c…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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