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 1 
媒介組織與產製： 
此一領域研究的描繪 

  
Simon Cottle 

 

 

 
    要理解現今的媒體，我們必須在一個全球與在地的脈絡來

研究媒介組織與產製。不論我們是否在意與關切這些問題，現

實就是如此，像是美國線上時代華納(AOL-Time Warner)、迪士

尼(Disney)、新力(Sony)、博德曼(Bertelsmann)、維康(Viacom)、

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等跨國企業，這些媒體巨人的商業

操作已遍及全球，並將觸角延伸到天外的衛星；國家的公共服

務體系已被科技革新的勢力、業界的匯流(convergence)趨勢和

政治上的「去管制化」所包圍；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另類的媒

體產製形式，即使處於商業公民權被剝奪、對政治渴求的情況

下，他們仍企圖藉由媒體科技(不論是新興媒體或傳統媒體)做

出種種創新運用，奮力一搏地對公民社會中的競逐態勢造成一

些改變。本書將檢視媒介組織與產製的特定結構所形成之方式

與原因，並檢視媒介的製作人與專業人士如何在這樣的組織環

境中處理創意與面對法令限制，更重要的是探討它將為媒介產

製的再現與形式，帶來哪些後果。 

    媒介組織與產製可以由多重觀點加以理解。以媒介產業自

身角度來看，媒體企業是商業經營、投資標的與工作機會的來

源。當今在這個不斷擴張的經濟部門中，有愈來愈多的媒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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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製作人與其他工作人員，其中有許多是獨立工作者、

臨時雇員、外包人員，和低薪(有時甚至是無薪)的工作職務。

因此，對全世界持續增加的媒體傳播工作人口而言，他們的生

存機會與可能性都受到了影響，同時也連帶影響其他相關產業

的工作者。上一段提及的那些跨國媒體巨人，也逐漸佔據國家

經濟體系中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由於這些企業

在開拓全球市場上「另闢蹊徑」的操作模式(‘path-breaking’ 

operations)，以及在投機性獲利上持續地創新高(雖然偶有下

滑)，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弱便因為這樣的市場交換形式而寄託

於它們身上。這些企業往往也是組織變革潮流中的先鋒，它們

採行更為彈性的管理模式、建立應變快速的企業文化、導入數

位科技與多媒體製作，並落實員工多元專長制度等。無庸置疑

地，前述特點是很重要的，但卻並未掌握媒介與傳播研究領域

中的探討核心主題，是媒介組織與產製。也就是說，它們作為

一種「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ies)的存在與運作的形態，才

是學術調查與研究的關鍵。媒介組織與產業和其他商業與組織

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們所生產與傳遞的商品內容，具有象徵性

符號的獨特本質，而這些符號就滲透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 

    晚期現代(late-modern)的社會中，媒介產出各種形式的象

徵性符號牽動了社會的構成，包括：日常生活的規律與慣例、

社會關係的再現、政治的運作模式，也確立(或挑戰)了更廣泛

的社會價值、傳統與認同。不管是透過不著痕跡、「自然化」

(naturalised)或理所當然的方法，或是以一種羶色腥(sensationalist)

或「當面挑戰」(in-your-face)引人注目的作法，媒介再現的種

種都進入了公共與私人的生活領域。它們透過影像、觀點、論

述與辯論，引導著社會關係的運作，並且涉及一種更廣泛的社

會、文化與政治的權力操作。政府和其他不同形式的經營者一

貫地尋求在媒介舞台上建立公眾認可的正當性；而儘管成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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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限，那些弱勢者與來自邊緣的聲音，仍奮力爭取媒體的聚

光燈使大家能注意到他們面臨的困境。如此一來，所謂的文化

產業，可以是有助於民主深化的重要勢力，但也可能是資訊管

理、「編造」(spin)及宣傳的基本擁護者，因而對民主造成傷害。

透過傳播象徵性符號的形式與再現，文化產業也促進了「公」、

「私」領域的建構，並隨歷史變遷重新定義兩個領域間的界

線，讓大眾在公民與消費者兩種身分上轉換。上述種種便是媒

介傳播學者與學生們主要研究興趣的所在，卻也讓什麼才是檢

視與詮釋媒介運作及傳播內容的最佳方式，開始有了理論上的

爭議。 

    接下來，將討論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這兩個內涵豐富的

理論傳統。這兩者皆試圖主導學術論辯的走向，決定何謂研究

與解釋媒介組織與傳播內容的最佳方式。毫無疑問地，某些更

大範圍的商業與文化勢力，界定與滲透了媒介組織與製作人在

物質與論述上的實踐，儘管對於理解這些勢力而言，政治經濟

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徑是必要的，但這些研究途徑卻仍無法

窮盡所有相關理論架構所構成的領域。為了對文化產製涉及的

複雜「中介」過程，獲致更完整、更有根據的理解，其他研究

取徑與不同層次的見解是必需的。在各種市場決定因素與種種

文化論述的理論性焦點之間，依然存在一個與組織結構和工作

場合中各種實踐相關聯的、相對上未經探索與理論化的「中間

地帶」。這個領域包括不同的組織範疇、制度背景、動態的實

踐，以及媒體工作者、製作人在製作過程中遇到各種日常單調

的苦差事。若致力於探索一些製作人實際上如何管理與「調停」

各種錯綜複雜的力量(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法規的、科技的、

專業的、文化的、價值規範的力量)── 這些力量會各自地促

進、決定、限制他們的媒體輸出形式，我們將會揭示更深層次

的洞悉與理解。這裡所謂的研究通常奠基於深入的質性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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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民族誌、半結構式訪談)，也奠基於文件探討(documentary 

searches)及文獻分析法(archival methods)，這些方法在關於文 

化、實踐、媒介製作人的各種表現，以及製作人是如何傳達其

中涉及的複雜性與偶然性上，可引發更深層的以及可能更為人

文主義式的理解。民族誌的研究取徑可以修正臆測性的抽象理

論，並且概括化這些理論提出的主張，也因此民族誌有其極重

要之價值所在。受到預存的理論立場、僵固的政治性觀點或各

式各樣的期待所影響，媒介產製之複雜性與多面向的本質，往

往遭到扭曲。對於媒介產出或樣貌的概推性、簡化的解釋，大

致可歸納為兩大類型。 

    第一種是工具性(instrumental)觀點，認為媒介的運作與表

現，可藉由所有權的干預、對支配利益的工具性追求，和/或

政治輸誠的角度，獲致適當的解釋，這種立場往往涉及各種形

式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另一種是結構決定論(structure 

determination)的立場，則將上述焦點轉移至人的能動性(agency)

上，而主張媒介中的工作者，無論在組織中的位階如何，皆受

制於各種相互衝突的決定因素(經濟、科技、意識型態的)，他

們無意識地並規律地按既定方式來從事媒介形式與內容的再

生產。因此，諸如能動性對結構、創造力對約束力、預謀對慣

例，這類重要的議題紛紛被提出，但通常用的卻是兩兩互斥、

絕對性的措辭，以致於無法考量這些不同因素間可能存在的複

雜交互作用，和在各個特定產製領域內，正在發生的動態過

程。對媒介組織與實踐而言，這些大膽的主張也就無法成為有

效發揮解釋力的理論，但並不表示結構決定論、階級利益，有

時甚至是陰謀論，不在提供解釋的理論選擇中。很不幸地，這

些時有所聞的普遍立場，過度吹捧或「苛責」媒介製作人在社

會中建構與傳遞特定論述的責任；或是將他們整個參與的過程

邊緣化，視其不過為身處一個專制、過度僵化的體制中受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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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傀儡。工具主義論者與結構決定論者，也因此都走向所謂「推

論上的困境」。 

    令人惶惶不安的是，有多少針對媒介產出的研究，執行時

完全忽視了製作當時和製作核心範疇中所聚集與作用的各種

勢力。進行分析的研究者，常常只是藉由文本的內容分析，就

指出關於產製可能的解釋、動機或原因；所有的立論根據，只

不過是對文本分析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論點大做文章。若我們想

瞭解，為何媒介採取某些呈現的形式，又為何媒介論述中從未

出現某些人、事、物，就不能只依賴媒介內容的解讀，無論那

些分析多麼精細，方法論又有多麼嚴謹。致力於針對整個複合

鏈結的整體進行經驗性研究，力求還原產製當時同時是物質的

和論述的、有目的和無意的、結構決定的和文化中介的重重影

響與限制，媒介組織與產製的研究便可有力地化解來自「推論

困境」的各種挑戰。 

    因此，《媒介組織與產製》這本書旨在回顧媒介與傳播研

究範疇，以及不同的理論與經驗性研究，這些研究專注於從全

球到地方層次運作的媒介組織及產業實踐。此一回顧也指出，

要在當前運作於各個不同地區、市場的媒介產業與組織中，對

其複雜的本質建立一個更完整、更適切的認識，透過研究產製

的背景脈絡、範圍和專業實踐所獲致的觀點見解，是極為珍貴

重要的。同時，這麼做也有助於檢視與修正某些臆測性或概推

性的抽象媒介理論主張，以及基於常識的各種假設。本書收錄

了來自英國、美國、澳洲、瑞士與加拿大等地，國際間知名學

術機構(有的歷史悠久，有的剛剛嶄露頭角)最新的研究成果。

它們一起呈現出，由全球─在地媒介組織、各個產製範疇、媒

體與各種類型的內容共同構成的寬廣領域。包括跨國與國內

的、商業與公共服務的企業組織(新聞國際集團、有線電視新

聞網、英國廣播電視公司、加拿大公共廣播公司)；主流與獨

6 



8  第一部分  緒論 

 

立的電視台、電影製作公司及跨國的影視聯合製作；兒童新聞

節目、歷史悠久的廣播電台和音樂新聞平面媒體的製作，以及

電視台產製生態的自然史變遷；另類媒介的內容產製(包括激

進的報紙、影片與網際網路)裡展現之各種政治立場與組織型

態。藉由各式各樣的理論和概念架構，並運用一系列的研究方

法，對這些研究標的進行檢視與探討。 

    本書中部分的理論貢獻，特別是聚焦在新聞媒體組織、新

聞製播環境，和記者的專業實務這些研究焦點上。這也反映

出，在媒介產製研究的共同範疇中，新聞研究持續佔據著優越

地位，以及在公民權與民主的再現過程中，長久以來記者角色

的核心地位。相較於早期新聞產製研究，這些新近的研究將有

助於促進並以一種相當不同的視野，來理解今日的新聞業生

態、它的組織架構、文化形式與相關實踐。日益激烈的市場競

爭、企業購併與整合、新科技、數位化與全球化，都是遍及許

多章節的核心重點，也是認識當前媒介組織的結構與運作，不

可或缺的討論要點。不同的組織如何「調節」(mediate)上述提

及與其他的影響勢力，以及這些勢力在企業管理、組織架構、

職場文化和專業實踐中，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彼此之間如

何協商角力，都將是近距離檢視的主題。儘管這表示，接下來

得面對一連串龐大的、最新的經驗性研究資料、個案研究的細

節，與資訊豐沛的理論架構及多層次分析；為了同時理解當代

媒介，以及其中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和分析時涉及的各個層

次，《媒介組織與產製》將企圖掌握並指出，媒介組織與產製

最根本的意涵。 

    在進入後續各章的介紹前，先描繪不久前主導同一領域內

主要的理論輪廓、辯論與相關研究，其中有些在今日仍為媒介

組織與產製研究提供相當適切可用的研究架構。在進入媒介組

織與產製的專論性研究前，我們將先簡短回顧政治經濟學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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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這兩大理論架構。這兩個彼此對立的理論傳統，各自提

供強有力的理論視野來觀察媒介的運作與產出。 

 

壹、兩大理論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與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兩大陣營在媒體傳播的研究進行上，意見有所分歧，對於應將

解釋重點置於「作用中的經濟決定因素」，或是「進行中的文

化論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你來我往的表象背後隱藏的是

各個面向上所存在根深蒂固的差異，包括：社會本體論(社會

真實的本質)、知識論(建構社會真實的有效「知識」)與方法論

(如何對社會真實進行調查研究的方式)，以及相衝突的政治價

值與制度性展望(為了更美好的遠景，如何對社會真實進行變

革)。這兩大傳統囊括無數爭端的同時，各個陣營內部也包含

了方法取徑上的細緻差異。這兩者，至少在某個部分，也仰賴

共同的學術知識根源。 

一八四六年，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合著《德意志的意識型態》(The German Ideology)，該書中屢經

引述的精要主張是一種有關社會組織權力的觀點，直接引領了

隨後與媒介組織及產製相關的一連串研究。值得在此重述： 

 

統治階級的理念，是每個時代中的支配性意識。亦

即：控制社會物質勢力的階級，也掌控了知識的勢

力。擁有物質生產工具與處置權的階級，也掌握了心

智生產的工具；因此，一般說來，缺乏心智生產工具

的人們，他們的意識將受制於統治階級(Marx and 

Engels [1846]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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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指出了一種基本的因果關聯：社會生產關係是歷史

性的結構，如此一來便無可避免地為統治階級提供一種掌握

「心智生產」的優勢形式。由上所述，誰擁有並控制了物質生

產，將等同於掌控了「心智生產」，得以生產普遍於社會流通

的觀念、價值與信念(也就是有助於證成並正當化擁有者之社

會優勢地位的種種意識)。儘管後來的評論者，針對這個說法

提出許多不同的詮釋，但這個說法並未在馬克斯後來的其他論

著中，獲得進一步完整的闡述。然而，眾多後續論述中最重要

的部分，莫過於大眾媒體在當代社會中扮演哪種角色；以馬克

思主義唯物歷史論者的歷史觀點來看，亦即藉由哪種方式來支

持統治階級的利益。三種強調不同主張的馬克思主義論者，接

連地浮現。 

    有時候，媒介被當做階級鬥爭時使用的工具。這種工具性

觀點，舉例而言，可見於米利班(Ralph Miliband)一九六九年的

著作《資本主義社會國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其

副標為「西方社會體系中的權力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Western System of Power)。米利班認為，大眾媒介是資本家建

立自身正當地位的關鍵機構，並為媒介擁有者、相互連結的菁

英網絡、共享的文化、教育背景等社會組成和社交(及社會化)

方式之間，提出一種一致性的假設，主要藉此說明：媒介為什

麼且是如何的一再成為「一種支配性體系的展現」，也是「不

斷強化統治階級地位的工具」(Miliband, 1969: 198)。美國學者

赫曼(Edward Herman)與杭士基(Noam Chomsky)提出的「宣傳模

式」(propaganda model)，也是類似的觀點。某些媒介領域中偶

然的發展，事實上提醒了我們，這些關於媒介的工具性觀點，

在解釋當前掌控媒體的作法上並非毫無道理。仔細觀察以下兩

則新聞報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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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電視公司新董座否認
與工黨過從甚密 
 
當國會議員們得知，擁有數百萬
資產的，前工黨黨員及金主葛
文．戴維斯(Gavin Davies)，被指
派為英國廣播電視公司新任董
事長時，群情激憤。來自各方的
批評聲浪，皆指控首相布萊爾
(Blair)將英國廣播電視公司奉送
給同夥，緊接著再指派另一位前
工黨贊助人葛雷格．戴克維(Greg 
Dyke)為總經理後，就完成了「最
後的交接」。 
戴維斯的妻子現正擔任財政大
臣高登．布朗(Gordon Brown)的
首席幕僚，他堅稱自己將公正不
倚地執行職務。工黨強調，過去
多位英國廣播電視公司董事長
都與工黨關係良好，並補充說明
戴維斯是在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投資集團的首席經濟學家
期間成為百萬富翁，現在得以接
任英國廣播電視公司的新職
務，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審議委
員會共同決議的結果。 
(《衛報週評》(Guardian Weekly)，

二○○一年十月) 

貝魯斯柯尼緊掌義大利電視台 
 
 
義大利國家電視台，意外落入貝
魯斯柯尼(Berlusconi)的掌控之
中，此為現任總理趁上週末董事
會任期結束之際，覓得良機入主
電視台。而近期內支持中間偏右
的政黨聯盟將可望被指派為執
政董事會，為調整新聞的政治傾
向、即將進行的各項活動，以及
新的戲劇節目等預先鋪路。貝魯
斯柯尼原已擁有義大利最大的
商營電視網 Mediaset，再加上國
家電視台 Rai，他將直接或間接
地握有全義約百分之九十的電
視市場。 
(《衛報週評》，二○○二年二月) 

 

    儘管直接牽涉其中的當事人會提出各種抗議聲明，但上述

類似的發展卻也強力的證明了，媒介「工具性」的應用實例不

難尋覓。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實例是否足以構成一種普遍

性的理論，能在日常例行公事的基礎上解釋媒介組織、產出與

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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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詮釋觀點，並不將媒介角色視為服務統治階級利益

的策略性工具，反而更近似於以「商品拜物主義」(commodity 

fetishism)為基礎，一種廣義的文化消費主義的展現。這種觀點

棄絕了馬克思在其著作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所提出的階級鬥爭

觀念，仍保留了馬克思的《資本論》(Capital, 1867; 參見第一

卷、第一章的第四節)思想，以及更早之前在《經濟學與哲學

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1844)所提出的

異化理論。其中相關概念的發展，建立於普遍存在的資本主義

生產體系如何自我複製，使工人和統治階級同時與人性疏離，

並以追求商品的交換價值取代事物內在的使用價值。資本家的

生產在消費的那一刻徹底實現，而資本主義的體制在「假」(false)

需求不斷增生的基礎上持續擴大。資本主義原本無意如此，但

其威力卻絲毫未減地、切切實實地迎合了個人存在意義與慾求

的核心價值。對支持這派看法的理論家而言，馬克思對於矛盾

的信念源自於持續演進革新的各種生產勢力，也就是推動歷史

變遷的原動力，這種矛盾最終將對人類「需求」的系統化操弄，

導致一種黑暗與毀滅性的循環。根據阿多諾(Theodor Adorno)

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看法，「文化工業」是標準化的

文化，它藉由商品化文化的製造與流通，貶抑藝術原創力並泯

滅人性：「整個世界的存在只是為了通過文化工業的去蕪存

菁」，而啟蒙開化則成了大眾欺瞞(Adorno and Horkheimer, 

[1944], 1972)。這些概念隨著其他學者的多年努力，發展得更

為完整(Lukacs, [1922], 1968; Marcuse, 1968)，至今仍能在當代後

現代學者的著述中聽到迴響。 

    第三種觀點同樣建立在馬克思的原始論述中，但更為專注

於文化工業的實際運作與動態機制，主要以市場競爭關係的角

度，分析這些關係如何界定與形塑媒介產出與「意識型態」

9 



第一章  媒介組織與產製：此一領域研究的描繪  13 

(ideology)。例如梅鐸(Graham Murdock)與高定(Peter Golding)一

貫的主張，認為對於媒介傳播的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取徑是不

可或缺的。 

 

對我們來說，大眾媒介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產業與

商業性組織，它們在後期資本主義的秩序中製造與傳

佈商品。因此，我們認為，除非掌握了媒介產製的普

遍經濟動態機制及運作其中的決定性影響力，否則將

無法正確分析與理解意識型態的產製(Murdock and 

Golding, 1974)。 

 

於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市場的客觀法則(排除人為因素的

經濟決定論)，而非媒體老闆大亨的各種意識型態動機(工具性

的能動性)，才是解讀媒介組織結構、例行運作與產出的關鍵。

市場上各式各樣的競爭勢力，決定了媒介產業的成敗與長期活

力。這也牽涉了媒介與生俱來的所有權集中化傾向，透過收購

競爭對手(或者削價競爭並整垮對手)、垂直整合(擴大控制範

圍，延伸至製造與流通的整個過程)或水平整合等手段(結合相

關或互補的事業)，來降低成本、增加市佔率與擴張企業經營

範疇的目標。在相同的經濟邏輯下，將衍生出一些其他的可能

結果。 

    集中化與集團化的過程，將造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媒體

集團，隨著它們日漸龐大的經濟規模與市場滲透率，市場中的

新進對手將越來越難與其競爭，於是降低了新型態的另類媒介

產出與弱勢再現的機會。一般來說，追求利潤、投資人的持續

忠誠與/或廣告收入的媒體集團，會為了可能存在的最大市

場，以及擁有可支配所得最多的閱聽眾來製作許多商品；因為

對廣告主而言，這群人也最具吸引力。由於現存的大多數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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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為尋求最多閱聽眾所在的「中間立場」，那些沒有可支

配所得與抱持少數或對立性觀點的人們，便成為製作節目時忽

略的對象。媒介中有關生活型態、運動賽事與消費的內容，因

而註定遠比公民社會中的政治、辯論和利益衝突來得吃香討

好、佔盡優勢。同樣地，「成功的」(也是獲利高的)商品，無

論是電影、書籍、音樂、雜誌或電腦遊戲，全都令人作嘔地(ad 

nauseam)不斷自我複製，一而再、再而三地製作公式化的文化

產品，而幾乎沒有替文化創意、文化多元性的表達、自主性的

培育和永續的藝術創作領域，留下任何發展機會與空間。透過

市場機制之各種非人為的手段(而非強而有力之人士的意識型

態機制)，文化變成以消費主義而非公民身分(citizenship)來界

定；以標準化商品而非文化創造力來界定；也變成以收入與科

技近用(access)來定位的閱聽人所界定，而不是以公民權或文化

需求所界定。 

    尤甚於此的是，為了爭取新市場與更多的利潤，這些共同

的經濟決定因素，將觸角延伸、跨越國與國之間的疆界，因此

形塑了全球性的傳播機制、媒介形式與商品。「文化帝國主義」

論者觀察西方國家中具主導位置的跨國企業與傳播資訊流，其

中主要以美國為首，他們長期以來更批判這些將消費主義式的

商品和價值觀，輸入至世界上各個未開發國家的作為；認為如

此一來，勢必會折損未開發國家的原生文化、改變其既有的生

活方式，並使其更進一步地朝向資本主義發展(Schiller, 1991, 

2000; Tomlinson, 1991)。近來，透過為全球化建構理論的複雜過

程，上述概念也受到更多的檢驗與辯論(Sreberny-Mohammadi et 

al., 1997; Sreberny, 2000; Mohammadi, 1999; Tomlinson, 1999; 

Thussu, 2000)。近年來，透過新科技的傳佈與持續性的數位化，

市場化發展在國內與國際層次不斷地加速與深化。數位化(或

者說將不同傳播形式，轉譯成共通符碼的過程)的科技促進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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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內容的產製、傳遞，又能迅速地整合不同的媒介產業與

部門，因此更進一步擴增了媒介經營權集中以及支配市場的各

種機會(Murdock, 1990; Hamelink, 1996; Schiller, 2000)。 

    政治經濟學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理論化各個文化產業的組

織與運作。正逢當前一連串的企業合併或收購行動，世界上出

現了前所未有的超大媒體集團，在這種不公平的市場競爭下，

小規模與另類媒介產製形式的商業公民權遭到褫奪，面臨經營

失敗或生存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此一理論取徑的解釋效力與

重要性無庸置疑。原因很簡單：理論主張與真實世界的發展十

分「吻合」，一切都再明顯不過(Thussu, 1998, 2000; McChesney, 

1999; Golding and Murdock, 2000)。儘管如此，這個看來適用範

圍廣泛的研究主張，仍招致不少批評。 

    第二種影響深遠的理論架構──文化研究，對政治經濟學

提出許多反對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有：對於經濟決定論的質

疑、意識型態的概念化、主體理論的欠缺以及對商品的重視程

度遠勝於消費行為；將政治的焦點鎖定於階級，卻捨棄社會中

其他的區隔，如「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成年人/青少

年。不用說，這些批判早已歷經激烈的爭辯。可以想見，這些

批判是基於文化研究自身的立論基礎而發聲。但文化研究是構

築在人文學科(humanities)而非社會科學的基礎上，因此傾向於

追問訊息與意義如何在文本與象徵性符號的實踐中形成產

生，而非應用經濟或社會學研究原理，來調查社會結構與權力

結構的策略性安排(Grossberg et al., 1992; Turner, 1996; During, 

1999; Durham and Kellner, 2001)。文化研究根植於某種特定的哲

學立場，認為語言論述與媒介再現的表意功能並非單純的「反

映」而是「建構」社會真實；同時認同激激進的政治立場，企

圖干擾權力爭霸的過程，並「由底層」展開社會改革；文化研

究者積極地站在政治的反對立場質問政治，並對文本進行抗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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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解讀。最近，這樣的觀念更擴及媒介涉入的日常生活，強

調閱聽人在消費的過程與情境中，形成與反抗認同的方式。有

關愉悅、私領域與通俗文化的問題所受到的關注，逐漸甚過(以

制度界定的)政治、(以理性看待的)公共領域與(包含正式「知

識」的)專業論述。這一整套的理論內涵與連貫的政治立場，

正是在質疑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本質論：「生產」、「階級」與「經

濟決定論」似乎透過「虛假意識」而將一般人定位為「意識型

態」的被動接受者。 

 

狹隘地將生產看成是製造的實踐方式，並將生產抽象

地理解為生產的方式，是過於輕易地認定那就是真實

的情況。或許文化研究過度強調歡愉、自由與消費(和

接收)所賦予我們的權力，但⋯⋯我擔憂在這些批評主

張背後，是一種想回歸簡化支配模型的渴望，人們在

其中被當做是被動受人操縱的「文化笨蛋」(cultural 

dopes)(Grossberg, 1995: 74-5)。 

 

這些研究取徑在理論上的差異，來自對於社會本體論、知

識論、方法論與政治的不同看法，理論上既不能冀望這些不同

完全消失，也無法單純地將它們整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綜合體：

因為不同理論間既存的差異是根深蒂固的(Golding and Mur-

dock, 1979; Garnham, 1986, 1995a, 1995b; McGuigan, 1992; Carey, 

1995; Grossberg, 1995; Murdock, 1995; Ferguson and Golding, 1997; 

Born, 2000)。但每項爭論仍舊能讓某些有用的東西浮上檯面，

(藉由省略及委託)也有助於辨別文化產製面向中的重大缺失

與盲點。這些盲點相對地也顯示出媒介組織與產製領域中，有

待探索與發展理論的「中間地帶」。 

    對於媒介再現的形式與樣貌、鑲嵌於論述與媒介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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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閱聽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穿梭運作其中的文化權

力所具有之高度流動的本質，文化研究總是能敏感的探究，這

些都有助於質問早先那些僵化的觀點與假設，以為「意識型態

的支配」是媒介所有權、控制權和市場中各種勢力預設的終

點。另一方面，這些優點有時卻也可能導致興高采烈地採用通

俗文化的形式，卻忘了批判與追問自身論述的嚴重遺漏處，與

對物質力量依賴的可能性，很顯然地前述種種可不是說明「論

述」與「文化」的最佳途徑；若由此著眼，就像目前部分文化

研究論者的打算，單純將「文化的產製」(production of culture)

換成「產製的文化」(cultures of production)，企圖藉由這種說法

改變的方式來轉移研究重心，並不足以處理組織與生產範疇

中，媒介產製扮演的多重複雜角色。 

    對於文化研究僅只關注各種媒介再現的符號象徵本質，且

認為唯有透過這唯一的解釋與理由，才能還原文本當下所再現

之「權力運作」的觀點，政治經濟學派提出一種改以有力的經

驗性研究為基礎的忠告。某些政治經濟學的變形，的確忽視媒

介文本的符號象徵本質，滿足於僅將媒介產出理論化為一種

「賄賂」或「一頓免費的午餐」，藉此引誘閱聽眾；閱聽眾也

因此被移交並販賣給廣告主，而成了真正待價而沽的「商品」

(Smythe, 1980)：其他政經學派的論者，對這樣的立場並非毫無

異議(Murdock, 1978)。即便如此，政治經濟學仍立基於社會生

產關係的歷史變遷本質，擁抱了社會現實主義的本體論，而這

也說明了：「文化」迫使這個理論取徑發掘隱藏在媒介再現明

顯表象背後的種種現象(儘管更重要的是，這一切仍在權力動

態運作的掌控中)，且探討在更廣泛的社會及經濟勢力的重重

限制下，媒介形式與再現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被生產與形塑。這

個研究取徑可採行更廣義的經濟學解釋，來克服反對的意見趨

勢與象徵形式的複雜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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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媒介集中化與媒介產出標準化的普遍態勢可透過各

種不同角度來驗證，像是新利基市場的興起、成功的小眾媒介

商品產製，以及創投資本家收購與拆解出售媒體企業的行動

等。就如同政治法規環境以及政治抗爭與市場力量相抗衡的結

果，這兩者所具有的理論價值；非商業性或高價的媒介服務，

和「完整羅列」的影視製作(公共服務廣播、商業電視新聞的

提供、單次播映的電視戲劇片、自然歷史節目等)的「象徵價

值」(symbolic value)皆可證明經濟決定因素本身的概括解釋效

力。市場永不會是靜止的，對利潤的追求不但可以激發文化創

新，也可能扼殺文化創新。此外，市場通常能同時容納各種不

同型態的媒介組織，而這些不同型態媒介也同時在特定文化產

製領域內部的共生關係下競爭，顯示出錯綜複雜關係中的更多

層次，也顯示了關於「產製生態」的詳細分析仍舊不足。 

    也許是承認部分的批評，使得梅鐸與高定最近將他們極富

影響力的研究取徑重新定名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並試圖將觸角延伸至說明閱聽人的參與、

文化消費，以及產製的結構化過程。時至今日，比起對「意識

型態」(也就是傳統上所謂的「虛假意識」)的關切，他們更可

能提及有關「論述」的各種問題。 

 

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其觀點的特殊之處⋯⋯是將焦點

集中在符號象徵與公共傳播經濟面向之間的交互作

用。為的就是要揭示不同資金來源與組織型態下的文

化產製，對於公共領域中論述與再現的範疇，以及近

用這些論述與再現的閱聽眾們帶來的種種影響，是有

跡可循的(Golding and Murdock, 2000: 70)。 

 

媒介組織與產製領域中的許多研究者，也許會同意對這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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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徑普遍抨擊；但仍然試圖在媒介組織與產製中，深入地檢視

與探討複雜而多層次的過程與實踐，並盡責地提出應有的說

明。就這個部分，某些政治經濟學者已大方的承認了他們的立

場：「對確立健全的文化產製社會學而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

是必要的先驅，但並非要取代原有的目標」(Murdock, 1995: 92；

另請參見Mosco, 1996)。 

    截至目前為止，在市場經濟決定因素和媒介再現的文化論

述之間，仍留存一塊未經完整探索與充分理論化的地帶(Born, 

2000; Curran, 2000)。媒介組織與產製的研究，通常在市場決定

因素與未經文化中介的運作之間進退兩難。當前者總是以市場

決定的唯物論假設來起始與結束；後者卻總是以操弄各種論述

的唯心論詮釋來取代，實際上卻無法對媒介產製流程與實踐中

(或媒介外部)，如何篩選、塑造各種論述提出有憑據的分析。

組織與產製的各式疑問，尚未能完全地被經驗性分析與詮釋所

解答；儘管是透過那些對文化生產者「調節」的能動性所進行

的敏銳分析研究，亦無法完全回應有關組織與產製的各式疑

問。 

    產製研究中的一個區塊，亦即新聞產製領域，例外地為更

寬廣的媒介傳播研究領域，貢獻了許多細緻的經驗性研究發現

與學術討論�A。由這些研究者自身的立場來看，這些文獻資料

對他們的研究是有益的，但同時亦可用以突顯那些包含在更普

遍的文化產製過程中，各種錯綜複雜、不同層次的「中介過程」

(mediation)。目前新聞媒體與新聞工作實務，正在進行根本性

的變革，也帶動一股對早期研究發現進行再評估的潮流，並為
                                                 
�A：有關新聞學民族誌研究法的討論，與更多「第二波」(second wave)

新聞產製研究的詳細個案，可參見柯特的相關論述(Cottle, 1998, 2000a, 
2001b)。新聞社會學更深入的回顧與討論，參見舒德森(Schudson, 2000)
與塔克曼(Tuchman, 2002)。「經典」新聞學研究的實用論文選輯，參
見柏克維茲(Berkowitz, 1997)、伯伊德巴瑞特與紐保爾(Boyd-Barrett 
and Newbold, 1995)以及湯姆波爾(Tumb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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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文化產製重鎮重新開啟新的理論化過程。基於上述原因，

將重心置於新聞產製的相關研究上是很有幫助的。接著，將回

顧這些研究努力的成果，並指出未來研究嶄新而豐富的發展起

點。其中的很多進展，也將在後續各章中呈現。 

 

貳、新聞產製社會學的研究 

 

    如果馬克思的概念仍遺留在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理

論傳統中，那麼新聞產製的社會學研究，便源自於涂爾幹的團

體規範(group norm)建立過程與專業的社會化(professional 

socialisation)，以及韋伯對現代官僚制度(modern bureaucracies)

本質的論述與社會行動的觀點。 

    早期對於新聞「形成」的研究，多聚焦於新聞產製的特定

過程，無論是：新聞編輯的守門(gatekeeping)選擇(white, 1950)、

記者服膺編採政策的原因(Breed, 1955; Warner, 1971)、對記者報

導行為集體期待的作用(Lang and Lang, 1953; Halloran et al., 

1970)、記者以「客觀性」(objectivity)的新聞呈現技巧避免招致

批評(Tuchman, 1972)、記者仰賴類型化手法處理突發性新聞

(Tuchman, 1973)、組織政策在處置記者與上司衝突時所扮演的

角色(Sigelman, 1973)。這些過去的研究，指出了探討新聞產製

過程中各個面向的潛在解釋以及對記者工作處境的深入瞭

解，所具有的理論解釋效力，時至今日仍值得參考。另一些研

究，儘管主要依靠訪談收集專業工作者對於媒介產製與組織影

響因素的說辭或記憶回溯的說明，也如同前述研究一樣帶來不

少貢獻。例如：駐西敏寺特派員的研究(Tunstall, 1970)、犯罪

新聞記者的研究(Chibnall, 1977)、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的組織研究(Burns, 1977)、政治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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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製作人研究(Tracey, 1978)，這些研究都是基於專業工作者的

自陳描述，說明影響組織情境背景與實踐產製的決定性因素。

前述的各項研究證明，藉由探討專業實務與新聞產製的工作領

域，可獲致更多關於新聞這個研究主題的理解。 

    整個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針對新聞產製與實務

製作流程的研究題旨，累積了「為數眾多」的民族誌研究

(Epstein, 1973; Altheide, 1976; Murphy,1976; Schlesinger, 1978; 

Tuchman, 1978; Gans, 1979; Golding and Elliott, 1979; Bantz et al., 

1980; Fishman, 1980; Gitlin,1980; Ericson et al., 1987; Soloski, 

1989)。立基於大量的、長期密集的編輯室觀察與深度訪談，

有些甚至是跨新聞管道的多年縱向研究，許多研究者都成為精

通新聞製作流程的專家。新聞報導如何受制於時程規範、編輯

室的工作空間如何規劃安排、新聞編輯流程如何隨人力配置而

調整，還有組織的層級與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文化背景、出

身，全部都成了理解新聞產製的基石。這種組織性格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導向的新聞產製概念，往往強調： 

 

新聞網絡必要的組織規範，以及這些規定引領下的思

維邏輯，將無可避免地以一貫的方向形塑社會的圖像

(Epstein, 1973)。 

製作慣例決定了新聞的面貌⋯⋯對於世界的種種報

導都必須迎合新聞產製官僚體系各方面的要求

(Schlesinger, 1978: 47)。 

新聞是新聞機構的產物，而非世界上發生的事(Ericson 

et al., 1978: 345)。 

 

    研究者同時注意到，對於新聞價值根深蒂固的信奉以及他

們的工作文化與背景，使新聞從業人員得以維繫同儕關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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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專業倫理與編輯政策。但其中官僚組織必要的作業「慣例」，

才是多數研究者進行理論解釋的關鍵。較早期的新聞守門人研

究，傾向以個人、主觀的角度來詮釋新聞的選擇(White, 1950)，

相較之下，前面提到的那些研究，則強調新聞是組織整體運作

的成果，以確保能即時製作符合既定模式且份量充足的新聞內

容(Rock, 1981)。 

    組織既定的運作慣例，同時對新聞造成一連串意料之外的

負面影響。首先，為配合例行的發稿與出刊時程，記者被迫採

取「事件導向」為特徵的報導方式(Halloran et al., 1970)，如此

一來，新聞內容便無法帶領公眾關心長期變遷的過程或社會結

構性的相關議題(Schlesinger, 1978)。再者，編輯室分工必須監

看「新聞同業」(the news net)中的其他媒體與消息來源(Tuchman, 

1978)，因此專門記者與特派員也隨之依「新聞路線」(news beats)

分工採訪，並於特定地點設置通訊處(Rock, 1981; Fishman, 

1980)。接著，這使記者便於仰仗「官方」(或正式)消息來源，

也理所當然地視其為「例行性」的新聞報導來源，使其成為了

重要事件的「主要定義者」(primary definer)(Hall et al., 1978)。

最後，這種「例行性」的新聞報導，也意味著記者所採用的「慣

用語彙」(vocabulary of precedents)，以作為辨識、撰述及確認

「新聞報導」內容的選擇與處理之準則(Ericson et al., 1987: 

348)，同時這也促使了記者新聞敏感度的形成。這些組織與官

僚體系為了落實例行性發行而採取的種種權宜之計，有助於說

明以下現象：在製造新聞的過程中，記者對自身的角色相對上

較無自覺；不同新聞管道的報導內容卻具有相似的標準化形

式；新聞中呈現的是主流意識型態，傾向於社會與政治菁英的

立場，以及替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背書。 

    另有一系列相關的研究，則關注新聞業對於「客觀性」

(objectivity)專業意識型態的普遍認同。研究結論同樣歸因於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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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菁英觀點的複製。例如，索羅斯基(John Soloski)認為：「客

觀性是新聞報導的首要專業信條，並由此衍生出更多其他具體

的專業規範，像是新聞判斷、消息來源的選擇，以及新聞路線

的組成方式等」(Soloski, 1989: 213; Hall et al., 1978)。更重要的

是，如此一來可確保新聞媒體，持續取得並保有與「可靠」消

息來源(往往是官方當局或權威)之間的優先管道，以支撐記者

宣稱自身專業的客觀立場，並免於可能的負面批評之累。在社

會結構論者的解釋下，這些「策略性儀式」(Tuchman, 1972)卻

可被理論化為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c)的回應，以處理「客觀

性」哲學的不可捉摸性，以及報導不同社會利益與言論立場衝

突的困難。「客觀性」的專業呼籲也排除了以明確的政策組織

作為一種控制形式的需求。「客觀性」成了記者內化的新聞檢

查機制，「謹慎斟酌成了墨守成規」(Larson引自 Soloski, 1989 : 

210；參見Breed, 1955)。 

    總的來說，前面提及的諸多研究皆主張「組織對新聞作業

的各項要求」與「客觀性的專業意識型態」結合，不斷地提供

有權有勢者表達意見的特權，結果更進一步的強化了新聞在標

準化與主流意識型態上的特質傾向。新聞產製的社會學研究，

貢獻了豐碩的文獻，富含經驗性細節與新聞產製機制的理論性

解釋。他們共同創造了無價的社會學研究記錄，並分析了新聞

產製過程及壓抑新聞產生的各種勢力，同時亦指出如何對新聞

產製者自身的文化背景(cultural milieu)與專業環境進行深入探

討，以助於解釋影響新聞產出的決定性因素與動態運作機制。

因此，這些研究能被用以檢驗目前大部分以概化與推論方式產

生的各項理論。比方說，「發展不完全的」(underdeveloped)新聞

控制工具理性觀點(instrumentalist view)與陰謀論(conspiracy)，還

有將新聞視為複製意識型態的結構「多層決定」(overdetermined)

論，皆在為其理論提出實質根據上遭逢困境。然而，透過許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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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科技革新的影響下，

很多傳統新聞媒體都遭到淘汰，而經濟、法規管制與文化力

量，在激進媒介(一種常是傷痕累累的行業)、新聞媒體的重

組、新聞產製與記者實務中，都發揮了作用。新聞研究的確有

必要在當前情勢中重新出發。 

 

新聞研究的起程 
 

    當今的數位科技、衛星與纜線傳輸系統，提供媒介匯流發

展的可能性，促使媒體企業的經營者藉由同步製播在多媒體新

聞管道中發送，以追求新聞綜效的極大化與源源不斷的利潤

(Murdock, 1990; 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 Boyd-Barrett, 1998; 

Thussu, 1998)。這樣的變化，將記者帶往「多元專長」(還是「無

專長」？)的路途，然而現狀往往是他們被迫接受短期雇用合

約、隨機應變與扁平式的工作結構，好讓雙手得以隨時應付「彈

性」的工作任務，並且按既定的格式「包裝」新聞(Altheide and 

Snow, 1991; Franklin, 1994; Cottle, 1995, 2001b; Bromley, 1997; 

Franklin and Murphy, 1998)。現今的「新聞文化」(news culture)，

可以說不再侷限於新聞工作者一直以來所處的專業環境中，或

只專注於競爭同儕以「新聞事實」(news facticity)累積而成的影

響力網絡；而是同時包括不同機構或利益促動下的干預作為

(Ericson et al., 1989； Manning, 2001； Cottle, 2003)，以及更廣

泛地將讀者與閱聽眾納於其中(Bardoel, 1996)。現在的新聞還分

為多種不同型態，有「嚴肅」(serious)也有「通俗」(popular)，

對此各方反應不一，有的沈痛遺憾、有的歡欣鼓舞樂見其成

(Franklin, 1997; Langer, 1997)。新聞傳遞可透過網際網路科技

(Jankowsjki and Selm, 2000; Hall, J., 2001)、傳統印刷媒體，以及

愈來愈多全天二十四小時、有即時(real-time)播送能力的全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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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媒體(MacGregor, 1997; McNair, 1998; Volkmer, 1999)。日益複

雜分殊的媒介產製環境，形成今日新聞界的生態特色。 

    僅有少數研究，開始針對產製範疇中新聞型態的分化本質

與專業實務從事研究，也藉此開始探討進行產製研究時，如何

將新聞產製的「脈絡」與最終的新聞「文本」視為彼此相互滲

透、而非獨立分析的階段(Bell, 1991; Cottle, 1993a; Hellend, 1995; 

Clausen, 2001; Matthews, 2002)。這類探討的背後意味著對早期

民族誌研究既得成果的探究。比方說，現在有各式新聞形式可

供選擇，正適於驗證早期一個普遍性的理論主張，亦即組織的

本質最終將會使新聞產製的專業意理走向終結(參見 Eliasoph, 

1988)。早期的理論與解釋重心，強調將例行公事視為某種形

式的組織功能主義(organisational functionalism)，記者本身的能

動性與作為，在官僚行政的需要與專業信條的箝制下陷入了迷

途。新的研究可以協助我們檢視用以解讀新聞內容的理論，如

意識型態偏見或陰謀論其中的簡化概念，以及不計一切的否認

與忽視，在製作有目的或差異化的新聞內容時，人所扮演的主

動性角色──  差異化的新聞內容與特性，源自於形成過程

中，特定的新聞選擇尺度與目標、陳述事件特定的書寫慣例、

各種型態的觀眾喜好以及不同的處理模式。 

    因此，概念由「慣例」(routine)轉移至「實踐」(practice)

是必要的。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部分理論，將「實踐」

進行概念化的作法將更為妥適，因為此作法同時涵蓋了在社會

規範與法律形成過程中(也包括文化性的產製)「論述」

(discursive)與「管理」(administrative)的意涵。除此之外，對權

力的負面觀點、來自於上層或外界的控制與規範的壓迫也擴及

更多層面，包括有關人類能動性角色更推論式的探討，以及其

在主流優勢的管理程序與/或「真理政權」(regimes of truth)中能

動性的角色意義。在此，實踐與論述也就可以被視為是生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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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催化性的，但也是強迫性與壓制性的。根據近來對新聞產

製的觀察(Cottle, 1993a, 1999; Pedelty, 1995; Clausen, 2001; Forde, 

2000; Matthews, 2002)，這種偏向採用「生產性」立場的記者行

為研究，確實獲得了經驗性證據的支持。大多數的情況下，記

者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與目的，這並不是指他們在執行一種

「專業意理的任務」(ideological mission)，或理想主義者的說法，

他們以某種方式逃脫了工作組織的限制。而是說，他們並非僅僅

執行理論上具有「專業意理的任務」，而是更「有意識」、「有自

覺」地涉入，並在清楚目的為何的情況下參與新聞內容的製作與

生產。也就是說，他們並非單純「不知情地、無意識地」貢獻一

己之力「擁護主流意識型態論述範疇的再生產」(Hall, 1982: 82)。 

    史坎內爾(Paddy Scannell, 1992, 1994)以每日生活現象為基

礎，進行了一項令人注目的個案研究，試圖理解節目製作人的

「溝通意圖」(communicative intentionality)，並以歷史證明這對

節目製作型態的影響。 

 

新聞的目的是提供資訊。廣告則企圖進行說服。然

而，就算是有特定目的、以刻意的手段加以操弄的內

容(二次世界大戰時充斥在各種節目中的政治宣傳，就

是我們可看到最顯著的例子)，在每個節目的溝通方式

中，必定有更為優先的社會義務。社會中傳播存在的

必要性，在於其溝通的背景脈絡中(Scannell, 1994: 23)。 

 

以產製角度而言，新聞「文本」(text)與製作背景「脈絡」

(context)在進行分析時，不應被視為是不同階段，而是彼此相

互滲透與結合。因此，藉由檢視新聞工作者進行的文化實踐以

及不同型態新聞的再生產，便能針對前述文本與脈絡進行產製

現象學(Tuchman, 1978; Morrison and Tuchman, 1988; Morriso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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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與產製社會學角度的研究。這種研究取向上的轉移，使

其能透過一種官僚式例行公事的理論稜鏡上，質疑新聞並折射

出新聞表面上看來穩定且同質的見解；同時，既然市場力量、

專業規範、文化形式在產製的過程中交互滲透關聯，新研究取

向也得以連結新聞研究的各個主要不同取徑，不管是政治經濟

學的、組織研究的或文化研究的取徑，彼此在新聞研究理論上

的歧異點(Berkowitz, 1997; Schudson, 2000)。 

    現今不同的新聞生態，同樣驗證了早期的主張：專業新聞

記者認同一種主流的(或者說普遍的)「客觀性」專業意理。而

這樣的主張概化了實際上可能更為多樣貌，且為大多數新聞意

理之謹慎小心的知識論立場。前面曾提及的民族誌觀察，絕大

多數將經驗性見解集中在備受矚目的、全國性主流新聞媒體

上。這些極富聲望的大型新聞媒體，自然會要求謹慎嚴密的把

關；儘管它們占有新聞生態中的優勢地位，並不表示足以代表

各種型態的媒體，從它們身上發現的也不必然是所有記者認同

的「那一種」客觀性概念。就算在聲譽良好、信奉新聞「客觀

性」價值的公共新聞媒體中，比如說英國廣播電視公司(BBC)，

我們都可以發現當新聞記者或是負責調查報導的記者想要維

持新聞平衡、公正以及「公平競爭」(fair play)的假象時，他們

會反思性地察覺哲學上的難處，還有自身與同僚採用的務實慣

例及取巧手段。另外一樣常見的現象是，學術界總認為只有自

己對這類困難而具體的問題才有通盤的暸解，因而對記者說

教，卻從沒有真正接納從業人員提供的各種不同觀點。「客觀

性」以及其他幾個息息相關的觀念：「平衡」(balance)、「公平」

(impartiality)、「公正」(fairness)、「誠實」(truthfulness)和「事實

正確性」(factual accuracy)，並沒有窮盡新聞學的知識論內涵(參

見 Glasser and Craft, 1998)。時至今日，有如此多的文本形式可

以支撐我們對新聞「知識」的主張，研究者在判斷前應深思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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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並以實地觀察記錄的方式全面探索新聞知識論據以形成的

整個範疇。例如，小報及通俗型態的新聞，倚仗「主觀知識論」

的名號極力主張「知權」(to know)，並信誓旦旦的保證他們的

報導是有目共睹的「誠實」(truthfulness)；這些新聞要不是犯

法，便是挑戰道德派的立場，而不顧什麼專家理性與統計證

據，直接訴求於情緒與感覺(Bird, 1990; Dahlgren and Sparks, 

1992; Cottle, 1993a)。儘管這樣的工作仍只是停留在開始階段，

需要進行謹慎的比較性民族誌研究，它卻使我們得以更深入的

洞察在新聞文字、語言及影像的專業背後，據以宣稱並保證「真

實」的不同知識論基礎是什麼。 

    另外，探索不同類型的新聞內容組成，也可揭露新聞近用

和參與權的型態與模式，除了源自外界利益人士團體的干預，

同樣可能是新聞產製者為了建立不同的內容訴求精心安排的

「情節」(emplotments)──這也再次質疑了過去以組織運作慣

例推論菁英享有新聞近用優勢的說法(elite access)(Jacobs, 1996; 

Langer, 1997; Cottle, 2003)。新聞文本的複雜性，也有待更多的

民族誌研究回應。同樣地，若進行新聞領域製作過程的探討，

無論是商業新聞台中受歡迎的節目(Cottle, 1993a)、日本的公共

與商業新聞台(Clausen, 2001)、雜誌中的音樂新聞報導(Forde, 

2001)，或是英國廣播電視公司的兒童新聞節目(Matthews, 

2002)，皆有助於我們理解：新聞製作人如何將他們「想像中

的閱聽人」(imagined audience)具像化，以及對新聞表現形式的

選擇、調整與特點產生那些影響，又如何反映在新聞處理與敘

述的方式上。 

    我們必須根據寬廣的新聞領域中所現存的各種次文類

(sub-genres)，進一步探究新聞經歷哪些專業製作和區隔的過

程，如何藉此貫徹企業營運並經營自身的利基市場，以及如何

針對「想像中」閱聽眾的文化水平來決定新聞呈現的方式。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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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全面完整的方式進行的新聞領域研究與理論建立，才剛剛

開始。這裡我們可以借助於布迪厄(Bourdieu)對文學領域多樣

化及其文化產製的解釋： 

 

研究文學領域的這門學科，是一種建立方位的分析方

式：利用不同性質加以區分的方法來主觀地界定每一

個位置，並藉此建立位置之間的相對關係，例如：某

個位置是屬於小說這個文類，其中又包含一些次類

別，像是「社會傳奇小說」(roman mondain)或是「通

俗小說」(popular novel)。因此每個位置，即使是最主

要的那一個，都得依賴構成這個領域的其他位置來展

現自身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足以佔有這個位置的各種

決定性因素(Bourdieu, 1993: 30)。 

 

就許多層面而言，上述探討文學領域的看法，和新聞領域

的研究一致，並對當今複雜的「新聞生態」具有指示作用。「新

聞生態」這個措辭有助於表現：一、有待建立理論的、有待進

行民族誌觀察研究的各個新聞分化面向；以及，二、藉由定義

內部差異關係的方式，來暸解現有的新聞生態是由哪些重要的

細節所構成；而所謂的差異關係，是由新聞從業人員有意識地

持續觀察與再製造，一來可做為管理個人職業生涯(於領域內

或跨領域)發展的方法，二來是做為創造特定新聞型態必經的

專業途徑。差異化的新聞形式如何被專業地再生產以及如何被

銘刻至新聞的選擇與調整，當然不僅僅影響了新聞的生態，也

左右了新聞內容的呈現(與不呈現)。 

    截至目前為止，新聞領域的分化狀態仍有待理論化；而其

他反向的、導向同質化發展的強大勢力，招致了更多關注與批

判，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質疑與解釋市場動態機制、企業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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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業集團化發展(Murdock, 1990; Thussu, 1998; McChesney, 

1999)，以及它們對新聞產製造成的衝擊上(McManus, 1994; Ehrlich, 

1995; Altschull, 1997)，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躍升至前所未有的重要

地位。儘管如此，像是「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解組的

資本主義」(disorganized capitalism)、「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

cialization; Hall and Jacques, 1989; Lash and Urry, 1987; Murray, 1989)

的觀點仍然值得注意，同時在媒介產業中可見到「垂直分工」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Lash and Urry, 1994)和「創投資本」(venture 

capitalism)的興起(Murphy, 1998)，皆指出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必

然更進一步地走向全球媒體集團與新聞同質化。看來，市場中複

雜且矛盾的勢力運作結果難以事先預測，並有待持續觀察。 

    複雜與矛盾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新技術、數位化流程，以及

科技匯流的引進上，這股新力量目前正在重組編輯室的作業流

程與改變記者們的工作模式(Bromley, 1997; MacGregor, 1997; 

McNair, 1998)。在「縮編」的(downsized)、「多媒體」的、「多元

專業」化的新聞中心(news centres)內部，針對正在發生的科技與

其他相關變遷所進行的放大檢視與經驗性研究仍然相當少

(Beamish, 1998; Pilling, 1998; Cottle, 1999)。這些研究試圖理解，新

科技如何成為政治角力與「企業策略性手段」作用的場域，也就

是新科技在不同國家背景中作用的結果，以及藉由不同的組織文

化(Kung-Shankleman 2000)，對工作場合中既有勢力均衡狀態帶來

的轉變(Marjoribanks, 2000a)。我們必需瞭解得更多，比方說：記

者用來處理新聞的新方法，「導入科技(technological embedding)」

及其「形塑社會(與專業)」的過程，以及這些科技改變對工作行

為、涉及的資源和產製的新聞內容造成哪些衝擊。 

    隨著日亦受到的矚目與其所能提供的理論解釋潛力，我們

也必須檢視那些透過傳統科技與新興網路媒體進行製作與傳

送的另類、小眾新聞事業類型(Giffard, 1998; Atton, 199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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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e, 1999; Downing, 2001)。這些新勢力也影響了「網絡社

會」(network society)資訊流動下的新聞生態變遷(Castells, 

1997)。它們展現出內部複雜的分化現象，亦帶出了新聞產製

者與新聞消費者之間的界線該如何區分的問題。這些同樣都需

要進行更為嚴謹的民族誌研究。另外，我們還須持續的探索新

聞產製環境中的分工、性別和弱勢族群的議題(Byerly and 

Warren, 1996; Carter et al.,1998; Cottle, 2000b; Ross, 2001)，以及

跨國與跨政治體制下的新聞產製與實踐(Manzella, 2000; Pan, 

2000; Koltsova, 2001)。當然，媒介產製的領域應遠比新聞產製

的寬廣，但新聞產製的研究成果是其中最為成熟的，且能針對

分析對象的複雜性與多重層次，提供文化產製在進行經驗性研

究時，所必要的、最為深入的理論見解。至於研究的範疇，就

我們所知將橫跨： 

 

� 微觀層次(the micro-level)：產製者個人的文化背景與具

有管理規範和科層式製作環境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新

科技、工作同僚和外部消息來源對這種關係的影響； 

� 中觀層次(the meso-level)：由組織文化、企業營運策略

和編輯政策所共同形成的產製實踐，與文化形式的常

規化生產(及其變革)，兩者之間的相互衝擊； 

� 鉅觀脈絡(the macro-contexts)法規管制、科技與產業競

爭所構成的大環境，對於全球或在地媒介組織的營運

和產出所造成的影響與限制。 

 

參、本書內容介紹 

 

本書《媒介組織與產製》由四大部分構成，分別著重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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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提及的各大主題。承接本篇緒論的是第二部分：全球的媒體

企業與在地的另類媒體，其中包含兩篇論述，各自聚焦於當前

世界中全球-在地媒體的不同發展。麥欽尼(Robert McChesney)

在第二章〈媒介企業與全球資本主義〉中，針對近來商業媒體

的集中化趨勢、與這些媒體巨人持續進行的全球化運作，提出

了擲地有聲的綜述與分析，批判性的檢視了這些全球化企業替

有權有勢的資本家利益所帶來的利益綜效。該章節內容證明

了，在描繪與解釋新興媒體企業的動態與趨向上，政治經濟學

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同時，對於這些商業化過程如何深深地傷

害了民主，提出了強力的批判。亞登(Chris Atton)在第三章〈另

類媒介的組織與產製〉中，提醒我們有關另類媒介目前的蓬勃

生氣與發展歷史，以及這些另類媒介如何奮力對抗亞登所提出

的三種主流媒介潮流。這篇論述中，檢視了當代社會中現存三

種不同的另類媒介組織與產製：這些個案分析有助於我們瞭

解，不同的另類媒介組織在現實環境中如何運作。尤其是在該

章內容中探討了一份激進報紙《對立報導》(Counter Informa-

tion)、一份行動主義影像雜誌《暗流》(Undercurrents)，和一項

網際網路激進計畫「獨立媒體」(Indymedia)等的組織模式與產

製。 

    第三部分：企業轉型與組織文化，同樣包含了相互呼應

的兩個章節，各別針對變遷時代下的企業組織行為與營運的

分析，提出更深層級的見解 。由馬裘利班克斯(Timothy 

Marjoribanks)撰述的第四章〈策略化科技創新：新聞集團的個

案〉，分析了梅鐸(Rupert Murdoch)的全球事業新聞集團，如何

結合與採用印刷生產的最新科技而改變了報社內的工作關係

與新聞製作的性質。馬裘利班克斯認為，導入這些新科技會

對報紙製作過程中管理階層與員工間的關係和組織整體，造

成嚴重衝擊；同時，也會將科技創新策略的控制權，轉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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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手中，結果大為貶低了工作條件協商中公會的角色

與力量。除了這幾項較大範圍的趨勢外，該章內容也介紹了

不同國家背景下(英國、美國與澳洲)，如何經歷不同的科技創

新策略與導入方式，並藉此指出各國工作場合中的關鍵差

異，以及這些差異對企業變革的意涵為何。第五章是由金–

尚克爾曼(Lucy Kung- Shankleman)所撰寫的〈英國廣播電視公

司與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內部組織文化〉，更為深入地探討了企

業的複雜性與組織差異。這一章，對這兩個當前舉世知名的

媒介組織在充滿挑戰與變化的時代裡如何存續，提出了獨到

的見解。英國廣播電視公司與有線電視新聞網各自擁有全然

不同的身世來歷、專長與形象，但都得在日益競爭、全球化、

數位化、科技匯流形塑的媒介經營環境中彼此較勁、供應新

聞。透過對兩大組織高階經理人進行大量、密集的調查，金–

尚克爾曼探討了構成經理人管理優先順序與製播政策的信念

與態度。尤為重要的是，她檢視了這兩個企業機構特有的組

織文化，以及兩個組織在回應環境中變遷勢力時所選擇的不

同定位。 

    第四部分：製作人、實踐方式與文化形式的產製是由三篇

論文組成，分別鎖定不同的製作人、他們的實務作法，以及他

們這樣的作法將如何影響獨特文化形式的生產。史坎內爾

(Paddy Scannell)撰述的第六章〈智囊團：營造廣播現場感的歷

史性研究〉，針對一個歷史悠久的電台節目，提出引人入勝的

產製回顧；製作人如何刻意地營造出一種特定的「溝通意圖」

並導致產生一種民意表達的新型態，而這種型態最終成為廣播

機構「必然」存在的一部分。藉著回溯當時的創舉以及製播「現

場節目」的各種現象，史坎內爾對人類生產的複雜性開啟了嶄

新與必要的的視野。第七章是福特(Eamonn Forde)的〈不一樣

的記者：產製音樂新聞〉，說明了改變音樂新聞的市場力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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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音樂新聞專業與工作實務，在哪些基本層面上迥異於「主流」

新聞。關注這些差異，能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一個在新聞世界

中有待經驗性研究的獨特領域；以及新聞在一般情形下如何受

不同的產製形式所引導。而這些形式包括不同型態的組織安排、

製作實務與專業上的自我認同等。第八章，馬修(Julian Mat-

thews)的作品：〈產製的文化：：製作兒童新聞〉，也以具體的

經驗性資料探討了同一個議題焦點。馬修針對英國廣播電視

公司兒童新聞節目〈新聞趴趴走〉(Newsround)進行的民族誌

研究，指出以微觀層次分析新聞工作人員與建構不同新聞文

本形式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藉著產製者對觀眾的想像與看

法，這項個案研究讓我們能以另一種極為不同的角度，來理

解新聞的形式以及產製者如何著手製作。在研究中可以發

現，因為製作人對兒童這群觀眾的想像，使得種種不必要的

「童稚化」處理被用於塑造與再現真實的環境，而這些刻意

的處置完全無助於兒童正確、完整地認識當今環境中的各種

風險。 

    第五部分：轉變中的國際類型與產製生態學包含兩篇論

述，研究重心同樣是不同節目類型的製作，但在這個部分中，

主要的探討焦點為：更大範圍的變遷勢力為什麼轉變、如何轉

變，以及這些轉變對執行製作的媒介組織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第九章是巴崔夏(Doris Baltruschat)的〈國際影視的聯合製作：

加拿大的個案研究〉。加拿大的影視製作人們往往必須透過跨

國影視聯合製作來確保資金來源與收入，而巴崔夏企圖檢視目

前這種情況，對該國影視製作造成什麼樣的發展限制，並且帶

來哪些傷害。作者企圖探討，為滿足跨國聯合製作的要求(也

就是指，避免強調觀眾在國籍或地區上的差異性，或文化上的

區別)，造成哪些專業上和節目內容上實作的改變。因此，節

目類型的改變背後其實意味著，跨國影視聯合製作為符合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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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製作人如何參與其中的影響。 

    節目類型的改變，也是第十章追問的主題。柯特(Simon 

Cottle)撰述的〈產製「自然」：轉變中的自然博物誌製作生態〉

一文中，記錄了自然歷史電視節目既有的「製作生態」

(production ecology)，如何隨電視台節目的商業需求和播放的

優先順序，而做出種種調整。由既有的公共服務與商業自然

歷史節目製作單位、衛星電視台、有線電視台業者以及中、

小型獨立製作公司等各種不同角色所共同組成的「製作生

態」，正顯示出這個群體之間彼此競爭對抗又互依共生的複雜

關係。在同一個自然歷史節目製作領域內的各個組織與競爭

對手，如何調整自己的立場、如何以管理與創意來回應電視

市場需求的變化，都將衝擊他們節目製作的性質，並影響他

們為公眾收視消費市場所建構的「自然」觀。 

    後續各章皆會針對媒介組織與產製領域，提供廣泛的理論

性與分析性反省與思考，並展現涉及其中之多重且相互關聯的

複雜性，以及透過關注這個有待研究的領域所能獲致的解釋效

益。在這樣的基礎上，期待藉由這本書鼓勵讀者看清媒介組織

與產製一直以來如何受相互衝突的情境背景與變遷因素建構

與操控，而前述這些勢力來源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順利地鑲

嵌、融入於製作人與媒體從業人員管理與創作的實務、不同的

組織環境，以及不同文化形式的生產與轉變中。侷限、隱蔽在

機構牆內，只關注組織內的決策過程與專業上的例行公事，僅

只是一種忽略媒介角度並將其簡化為市場力量，且不著邊際的

競逐論述而已，終究無法有效地理論化媒介組織與產製。正如

本書中各章所證實的，媒介「組織」及「產製」是各篇論述中

提及的所有勢力，在地方與全球層次動態地結合與作用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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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回顧 
 
�要理解現今的媒體，我們必須同時以全球與在地的脈絡來研

究媒介組織與產製。唯有藉由這樣的途徑，我們才得以克服

「推論上的困境」，並更為適切考量在文化生產過程中涉及的

複雜因素。 

�媒介組織與產製可以由多種不同的理論觀點加以理解。政治
經濟學與文化研究所建立的兩大理論傳統皆企圖主導學術論

辯的走向，決定何謂研究與解釋媒介組織與傳播內容的最佳

方式。 

�毫無疑問地，某些更大範圍的商業與文化勢力，界定與滲
透了媒介組織及產製者在物質與論述上的實踐，儘管對於

理解這些勢力而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徑是

必要的，但這些研究途徑卻仍無法窮盡所有相關理論架構

所形成的領域。在各種市場決定因素與種種文化論述運作

的理論性焦點之間，依然存在一個與組織結構和工作場合

中各種實踐相關聯的、相對上未經探索與理論化的「中間

地帶」。 

�無論是提供詳盡的經驗性研究發現，或對文化產製中複合
結構與其中層層傳遞關係的理論性探討，新聞組織與產製

的相關研究尤有貢獻。隨時間更迭，這些研究發現往往反

映研究傳統與取徑的變遷，以及在新聞產製與實踐的基礎

上顯著的不同之處。當今的新聞界生態已趨複雜與多元化

發展。 

�媒介產製的複雜性與多重層面的展現包括：在微觀層次
(micro-level)上所指的，產製者之文化背景與具有管理規範和

科層式製作環境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新科技、工作同僚和外

部消息來源對這種關係的影響；在中觀層次(meso-level)上所

指的，由組織文化、企業營運策略和編輯政策共同形成的產

製實踐，與文化形式的常規性再生產(及其變革)，兩者間的相

互衝擊；以及在鉅觀層次(macro-level)上，法規管制、科技與
產業競爭所構成的大環境，對於全球或在地媒介組織的營運

和產出造成的影響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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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組織與產製的研究，旨在分析前兩者如何受相互衝突的

情境背景與種種變遷因素的牽引與建構，而上述這些勢力來

源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順利地鑲嵌、融入於產製者與媒體

從業人員管理及創作的實務、不同的組織環境，以及不同文

化形式的生產與轉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