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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的是在深入探討媒介倫理的概念、流變與實踐，由

於新聞的產製、處理、和接收過程均包含廣泛的倫理議題，

涉入最重要的三個群體為：媒體、新聞工作者、和民眾，本

研究嘗試從多面向探討本研究的主題：「媒介倫理在台灣:概

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的核心意涵，所用的理論包括倫理

學、新聞學、倫理哲學、媒介組織理論、新聞文化等相關理

論；並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台灣民眾對媒介倫理的認知、

其重要性的理解、以及評價。兩年計畫共執行兩項主要研

究，共分為：(一)以全台灣 1666 名新聞和傳播相關科系學生

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對媒介倫理認知、媒介表

現、專業承諾、倫理態度與倫理實踐的關係；以及：(二)以

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探討台灣民眾的倫理價

值觀，是否對其新聞專業倫理認知與媒體新聞表現的信任程

度產生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一)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對於新聞倫理和媒介

表現普遍不滿意，但是倫理教育並非提升新聞倫理的重要因

素，而未來新聞倫理教育的規劃應該從整個專業養成開始奠

基；(二)在民眾方面，台灣民眾對媒體新聞表現的信任度

低，主因應是民眾對媒體表現期待較高，因此在「民眾高期

待，媒體低表現」的情況下，造成民眾對現今新聞媒體信任

程度日趨低落。 

 

    本研究希望兼顧的媒介倫理的核心概念和實踐面，經過

耙梳媒介倫理概念的源起和流變，加上實證研究的結果，了

解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和民眾對媒介倫理的關注、認知、與解

讀為何，最後在理解源自西方的新聞專業與媒介倫理觀在台

灣當下社會的實踐和需求之間的難題外，能結合「價值」與

「事實」，探討媒介倫理在跨文化適用上的問題。 

 

中文關鍵詞： 新聞、媒介倫理、新聞教育、新聞專業、商業化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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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是在深入探討媒介倫理的概念、流變與實踐，由於新聞的產製、處理、和接收過程均

包含廣泛的倫理議題，涉入最重要的三個群體為：媒體、新聞工作者、和民眾，本研究嘗試從多面向

探討本研究的主題：「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的核心意涵，所用的理論包括倫

理學、新聞學、倫理哲學、媒介組織理論、新聞文化等相關理論；並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台灣民眾

對媒介倫理的認知、其重要性的理解、以及評價。兩年計畫共執行兩項主要研究，共分為：(一)以全

台灣1666名新聞和傳播相關科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對媒介倫理認知、媒介表現、專

業承諾、倫理態度與倫理實踐的關係；以及：(二)以二十歲以上的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探討台灣民

眾的倫理價值觀，是否對其新聞專業倫理認知與媒體新聞表現的信任程度產生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一)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對於新聞倫理和媒介表現普遍不滿意，但是倫理教育並非

提升新聞倫理的重要因素，而未來新聞倫理教育的規劃應該從整個專業養成開始奠基；(二)在民眾方

面，台灣民眾對媒體新聞表現的信任度低，主因應是民眾對媒體表現期待較高，因此在「民眾高期待，

媒體低表現」的情況下，造成民眾對現今新聞媒體信任程度日趨低落。 

 

    本研究希望兼顧的媒介倫理的核心概念和實踐面，經過耙梳媒介倫理概念的源起和流變，加上實

證研究的結果，了解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和民眾對媒介倫理的關注、認知、與解讀為何，最後在理解源

自西方的新聞專業與媒介倫理觀在台灣當下社會的實踐和需求之間的難題外，能結合「價值」與「事

實」，探討媒介倫理在跨文化適用上的問題。 

 

關鍵詞：新聞、媒介倫理、新聞教育、新聞專業、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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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個科技匯流、媒體高度商業化的時代，新聞專業和新聞倫理均受利潤導向模式（profit-driven 

model）影響，產生極為複雜的改變（Hegde, 2005），也因為新聞專業包含文化和政治等複雜面向，

如今更受全球化、科技進步以及媒體本質改變的影響，處處顯現窒礙難行之處（Christian, 2005）。 

1990 年代以來，台灣大眾傳媒的數量激增，有線電視開放申請，使電視台家數迅速增加。然而，

這並不代表媒介成長因此提高民眾知的權利、或新聞品質有所提升。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商業利益的

激烈競爭，加上長期以來的藍綠對抗的政治氛圍，使台灣傳媒在政治和商業雙重擠壓下發生畸變，其

經營方式與操作生態，也在朝市場強勢導向的典範轉移，因此產生一系列新聞職業倫理的問題和危機。 

 

新聞工作者如何面對一個全新的媒體環境，如何面對複雜多變新聞倫理觀的挑戰，已是新聞實務

界和學院刻不容緩的挑戰，尤其當新聞媒體已成為一個以全球為基底的多元化論述世界，西方學者近

年更提出全球新聞工作是否需要一套新的全球新聞倫理要求之討論（Christians, 2001；Fröhlich & 

Holtz-Bachz, 2003）。 

 

國外研究發現，隨著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對於新聞專業的關注日漸增加，新聞倫理教育和相關教科

書也愈來愈受重視。1980 年代十年間出版了 34 本媒介倫理的專書，這些專書的出版數量遠遠超過二

十世紀初迄 1980 年代的數量。1990 年代以來，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荷蘭、德國、英國的大眾傳播與

倫理相關書籍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版，這些書籍有些討論倫理的不同傳統及演變，有些針對新聞記者，

有些甚至關切整合的倫理觀，有些則探討特定的倫理觀，如公關倫理（Ferre & Willihnganz, 1991）。

這些現象均顯示新聞倫理和媒介倫理已成為全球化浪潮中一個普世關心的議題（Christrians, 1995）。 

 

在這股浪潮中，南非、澳洲、加拿大、英國、甚至中國都開始討論媒介倫理的本質為何，人們應

如何了解媒介倫理，其中學者 Kasoma 更指出，媒介倫理雖然來自西方，並提供其他社會實用的面向，

然而倫理本身須經過在地化的過程，才能嵌入在地的倫理體系和哲學中（Kasoma, 1994）。 

 

另一重要轉變則是新聞倫理議題的轉向。學者多認為新聞倫理是新聞從業人員每天工作中的實

踐，從本質來看，倫理是個人的基本道德準則，但隨著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傳統新聞媒介講求服務

公共利益與客觀政治批評的特性早已面臨困境，追求收視率的商業市場邏輯，使新聞傾向「取悅觀

眾」，使用炫麗的新聞片頭、聳動的標題、娛樂效果高或衝擊力十足的畫面，媒體從業人員講究新聞

的精彩程度遠比講究新聞是否對公民有重要性來得多（Kellner, 1990；林照真，2009）。媒體滙流新發

展更產生諸多新的媒體倫理問題，包括隱私、客觀、真實與弱勢族群再現的問題（Christians, 2001；

Forst, 2000；Good, 2003；Iggers, 1998；Merrill, 1997；Patterson & Wilkins, 2008；Retief, 2002；Richard, 

2009；Wilkins & Christians, 2009）。 

 

然而國內近年的新聞倫理課程不但未隨新媒體新科技和新議題出現而與時俱進，甚至許多大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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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屬必修課的新聞倫理課改為選修課，包括不再開設倫理課，例如政大開設選修課新聞倫理與個案

研討、世新開設新聞倫理與法規課是把倫理和法規開在同一門課中，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雖有媒體素

養、傳播法規等課，卻缺少新聞倫理課程。國內新設新聞傳播科系不少，然而多缺乏新聞倫理課程的

設計，可以看出新聞倫理教育並未受到在國內新聞傳播專業教育之普遍重視。 

 

    本研究不打算全面列舉媒介倫理課程或媒介倫理涵攝的概念並進行逐一探討，本文希望以倫理在

台灣社會的適用和實踐出現哪些問題為導向，探討新聞科系和民眾對新聞媒介倫理的認知和概念，並

對這些概念進行回顧與檢討，經過相關文獻和實證資料耙梳後，期望提出本研究關注課題的新展望。 

 

二、研究目的 

 

    為了深入了解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和民眾對媒介倫理的認知為何，他們認為目前應有一套什麼媒介

倫理論述和架構可以因應當前媒介生態的需求？以及他們認為影響媒介倫理規範改變的因素為何？

綜上，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針對近年台灣新聞界出現的倫理問題及倫理概念進行比較和討論。由於台灣新聞事業的可

信 度日益下降，媒體表現長期受到詬病，本研究想探討源起於西方的媒介倫理在台灣如何適用，以

及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和民眾如何認知新聞倫理的價值和其重要性？哪些是他們認為重要的媒介倫理

概念? 為什麼？ 

    （二）由於倫理和道德強調的都是規範目的，且必須從落實在人類生活中方能具體實現。本研究

希望探討新聞倫理在台灣的實踐的困難，並進而整理媒介倫理未來實踐應從何處著手，以提供新的媒

介倫理實踐方針。 

    （三）本研究希望在整理媒介倫理在台灣的主要定義和概念後，經過實證研究，得以進行概念和

行為分析，進而比較台灣和西方媒介倫理概念的流變及其蘊涵的問題，以進行後續的跨文化比較和深

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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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主要分成兩方面，分別因為研究對象是大學生和民眾而不同，對於大學生的研究以主修

新聞專業和傳播專業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並進行比較，以了解專業教育對媒體倫理觀的影響。第

二部分是對全台灣地區民眾的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偏重對民眾倫理價值觀和新聞專業倫理的關聯探

討。在這兩份基本問卷調查完成後，本研究也進而抽離部分變項，進行媒體倫理的兩項次議題研究，

分別是新媒體與專業倫理的關聯研究，以及台灣媒體現在流行的爆料文化之研究，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大學生調查 

     

    在台灣，媒體倫理教育雖然發展很早，但基本上是一個荒蕪的園地（張錦華，2007）。有鑑於此，

在本提案第一年計畫中，〈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一文即以全台新聞和傳播相

關科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對媒介倫理認知、媒介表現、專業承諾、倫理態度與倫理

實踐的關係。 

 

新聞專業與倫理 

 

「倫理」代表行為法則，包括以哲學作為基礎的行動和決策，也可看成一種科學，使用有系統、

合理或理性的取向，來決定何謂好的或合乎倫理、壞的或不合倫理的（Retief, 2002）。在過去針對倫

理的諸多討論中，有兩股主流激辯，其一以著重結果的目的論（Teleogical Theory）相對於絕對主義

倫理的道義論（Deontological Theory）（Odell & Merrill, 1983; Lambeth, 1992），其二則以注重社群多

元文化的相對主義思維（Relativism）相對於強調基本普世倫理道德原型（Universalism）（Christians, 

2005）。其中，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和彌爾（Mill）所闡述的「結果目的論」思維是許多新聞

倫理的大宗（許瓊文，2009），而 Christians（2008）則在統整各方學者意見後，主張倫理應其普世性，

也要適應文化多樣性，以保持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文化倫理觀。 

 

雖然倫理是多種概念和價值的相互競爭，然而現行新聞從業者仍試圖建立一套盡可能適用於大部

分地區的倫理準則，美國專業新聞記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SPJ）早在 1926 年便制

訂倫理守則提供記者遵守，最近一次則於 1996 年修改版本新增「減少傷害（minimizing harm）」及「問

責（accountability）」兩項，足見業界的倫理規範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制宜。不過，在探討新聞

專業倫理的實踐時，White（1995）認為，專業倫理應當分為「個人」層次與實務界「這個行業」兩

種不同層次。在個人層次方面談的是個人在媒體場域實踐的規範，如 Herrscher（2002）即曾擬出一

套新聞倫理的基本架構，認為記者的報導必須是事實、必須完整、避免利益衝突等等。大部分學校教

育和教科書教的多是這方面的倫理，也意味個人倫理可以作為行業的倫理，但近年更重視如何在專業

內符合某種自律，以取得行業內在與外在公眾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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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教育與倫理觀念的養成 

 

過往研究中，針對學校新聞教育的調查主要分為兩類：一為調查各國新聞教育的歷史和結構，藉

此描繪影響記者工作表現的種種因素，如Fröhlich & Holtz-Bacha(2003)的研究結果便顯示，因新聞教

育萌生的自覺與社會角色定位將導致記者不同的工作表現；而另一面向則由前述假定衍生而出，轉而

調查新聞教育的影響與其是否真的具有意義，據此判定過程中需要注意那些因素足以影響結果，例如

業界提供多少就業機會等（Sanders, Hanna, Berganza & Aranda, 2008）。 

  新聞倫理教育是否具有影響力，學者見解不盡相同。Plaisance（2007）針對美國曾修習傳播倫理

相關課程的學生，在價值體系和道德意識形態上是否產生改變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經過精心設計的

媒體倫理課程確實會對學生造成影響，在與新聞、記者相關價值的重要性排列上與報社記者有高度相

似性，且對道德之絕對與相對主義認同上顯著下降。Reinardy & Moore（2007）針對主修平面與電視

新聞的傳播系學生進行比較，發現新聞系新生將學到新聞倫理觀念，但缺乏實際應用的情境；隸屬於

新聞室等實務情境下的學生擁有較多建立倫理觀點的機會，但也可能因此淘汰掉一些不合實務工作進

行的準則。換言之，Reinardy & Moore 認為，學生記者在實務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將逐漸降低心中對

倫理的絕對標準，對倫理的認知也從單純評斷事物的對與錯，進展到較能反映現實情境及環境。此外，

實習課程亦複雜化學生面對倫理兩難情境所做的決定，使其擁有「選擇性觀點」，開始透過衡量讀者、

消息來源、編輯、同事等人的建議，合理化自己的決定，甚至形成超越倫理標準的處事觀點。 

 

媒介表現 

 

  國外有關新聞教育和新聞倫理的研究相當重視受訪者對媒介表現的評價，主要原因是大學相關科

系學生如果有相當比例對新聞媒介表現評價不佳，未來想從事新聞工作的動機會相對減弱（Sanders, et 

al.,2008）。McQuail（1992）認為，媒介表現的研究具有診斷（for diagnosis）、瞭解（for information）、

建立標的（for setting goals）以及評價（for evaluation）等功能，而又因媒介表現研究之目的或多或少

帶有提供社會文化及政策回饋的意圖，因此進行此類研究時的資料便是以媒介表現及其對社會、文化

的影響為來源。 

 

  謝瀛春（1989）曾指出，新聞中的「德」，並不是傳統所謂的「新聞道德」，而是指「智」與「技」

方面的「新聞專業倫理」。因此，新聞專業倫理的觀念除了採寫新聞時「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操守、

德行規範，還包括採訪寫作新聞的方法、技巧及原則，如保持客觀、公正報導新聞，如何充實專門知

識以做好專業新聞報導等等。然而，雖然媒介表現抑或新聞專業倫理的討論，已逐漸成為國內學者關

注的焦點之一，但在台灣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新聞倫理一直是各界最關切的問題，也是新聞

界飽受批評但卻無法改過親善的陳年痼疾（羅文輝、張瓈文，1997）。透過相關文獻的檢閱，本研究

假設新聞倫理同時包含結果論和道德要求兩種倫理觀，更以整合架構，試圖探究外在因素如新聞媒介

角色和表現的評價，內在因素如新聞教育本身建構了什麼新聞倫理概念，以及個人因素如個人的倫理

觀念、是否在媒體機構實習、對未來從事新聞的動機等，是否都將影響傳播科系學生對新聞倫理的認

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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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眾調查 

 

  本研究試圖探討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與新聞專業倫理認知之關聯性，並探討台灣的倫理價值觀

與華人社會及西方的異同，試圖歸納倫理價值觀概念的流變與爭議。 

 

 

倫理價值觀（ethical values） 

    在討論新聞倫理時，不能不提到廣泛的倫理價值觀，Couldry（2008）認為，新聞與媒介倫理的

問題幾乎不是從技術觀點上來看，而是從一個廣大的倫理或道德立場來決定，這些決定性的權威並不

是來自媒體本身的日常操作。雖然每個國家幾乎都有詳細的新聞法規，但這與所謂的新聞與媒介倫理

有別，差別在於，廣義的媒介倫理除了與依照新聞製作過程中來自媒體組織與專業的倫理或道德標準

以外，還需要與民眾所認知的倫理框架作連結。也就是說，民眾的倫理價值觀，與新聞或媒介倫理該

如何實踐息息相關。但倫理價值觀的概念，存在著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

之間的爭論，前者認為，儘管世界各地擁有文化差異，但仍應有普遍的道德標準，而後者則認為倫理

價值觀應該依照各國的文化與每個事件的脈絡而各有不同。 

  倫理價值觀存在著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矛盾，不過在測量人們的倫理價值觀時，較常使用唯心

主義與相對主義這兩種極端的概念，來評估一個人的倫理價值觀的偏向。Cuillier（2008）參考 Forsyth

（1980, 引自 Cuillier, 2008）測量倫理價值觀的方式，用下列項目來測量受訪者的唯心主義程度：「一

個人絕對不能傷害他人」以及「絕對沒有需要犧牲他人利益」；而相對主義則是用「倫理會因為個人

和社會狀況而不同」以及「倫理問題無法解決，因為道德與否是決定於個人」來測量。Plaisance、Skewes

與 Hanitzsch（2011）亦用類似的方法測量十八個國家記者的倫理價值觀，測量各國記者較為偏向唯

心主義或者相對主義，結果發現相對主義程度最高的兩個國家是印度與中國，此兩個國家較排斥普遍

的、全世界通用的倫理原則；而唯心主義最高的兩個國家是美國和德國。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新聞

自由程度越低、越不重視個人隱私，則該國記者越偏向相對主義；而個人因素如學歷與記者資歷會影

響唯心主義程度，學歷越高與記者資歷越高的受訪者，越偏向唯心主義，也就是越認為無論如何不能

傷害他人，此結果顯示西方國家的倫理優越感，不過 Kim（2005）認為這無關文化的優越性，例如第

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較可接受收受賄賂的行為，但這種行為的確會對信譽造成不好的影響，與文化差異

無關。 

  然而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又是如何呢？究竟台灣身為華人社會的一份子，與華人的倫理價值觀

是否有共通之處？華人倫理價值觀的討論，經常統稱為中國人的心理研究，楊中芳（2001）認為，中

國人價值觀與西方最基本的差異即在於，西方人以個體為單位，以追求個體幸福為最終目標，而中國

人的基本單位為家庭，重視大於自己的「集體」，以實現「人我合一」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國人重

視道德教育，以推己及人為原則，培養「利他」的人。Hsieh（2003）亦認為，中國人最重視「人倫」，

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尤其重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但也因為如此，當家人犯下不法行為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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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倫理教育傾向維持人倫關係，而非依法舉發。雖然中國文化越來越受到西方文化衝擊而有了變

化，但許多實證研究顯示，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不如想像中的全面性與一致性，那些附著於悠久的

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往往透過盤根錯結的集體連結，而得以代代傳承，並沒有與社會變遷的腳步並行

（Inglehart & Baker, 2000）。由於儒家倫理道德的家庭背景性，且為一種入世的道德，這種道德一開

始便被賦予了濃郁的家庭般的情感性，因此它容易形成廣泛的民眾同質心理（宋明爽，2002）。也就

是說，華人的倫理價值觀念，比較容易具有一種廣泛的、講究情感更甚於理法的相似特性，這種特性

可能影響華人與西方人看待新聞倫理的差異。 

新聞專業倫理與倫理價值觀 

 

    新聞專業倫理也存在著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爭論。關於普遍主義，Christians（1993）認為新聞

倫理應該有普遍的原則，雖然新聞倫理經常需要根據個別經驗的價值來判斷，因此很難有客觀標準，

但事實上 Christians 並不接受倫理相對主義，他認為新聞倫理應該像一般專業團體有普遍的職業守

則，例如說真話、避免傷害他人，以及報導讀者“需要＂知道的事。雖然他也知道說真話和避免傷害

他人可能會有衝突，但沒有人會爭論這三個規範原則本身的正當性。在這個新聞倫理相對主義至上的

時代，新聞倫理的討論應該建立一套普遍主義的價值觀，也就是雖然兼容不同文化的價值觀，但基本

上需要根據一種可接受的規範尺度，這種尺度是在一定範圍內符合人性的普遍道德（moral 

universals），而不是絕對的道德價值觀（ethical absolutes）（Christians, 2005）。 

  但 Musa 與 Domatob（2007）認為普遍主義者的價值觀仍偏向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價值觀，雖然

普遍主義者宣稱建立一套兼容多元文化的新聞倫理觀，但事實上，普遍主義者堅持的核心價值，是不

可被其它文化挑戰的，可是其實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亞洲或拉丁美洲的記者對新聞專業倫理的

核心價值的確有異於西方，例如西方國家長久以來流傳的新聞專業原則諸如說真話、社會責任、新聞

自由、客觀和獨立性等，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並不完全受到重視，尤其是說真話，由於長期受到西方

國家壓迫的歷史脈絡，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聞也承繼了對抗西方國家的傳統，雖然他們也強調新聞自由

與說真話，但當面臨說出真相與尊重保護他人隱私的兩難局面，他們會優先選擇保護他人隱私，所以

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記者通常只報導“適合報導的新聞＂。而 Shakuntala & Navjit（2006）則發現印度

記者在侵犯隱私方面的價值觀與其他國家不同，印度的新聞倫理規範中雖然指出除因公共利益，不應

為好奇心而侵犯個人隱私，但這種西方的隱私權觀念在印度在記者之間缺乏共鳴，因為對印度民眾來

說，將受害者長相與姓名公開或者在新聞內放置生動的血腥圖片是常態，在印度，受到強暴或其他傷

害的受害者家屬，會主動將受害者帶至電視台或報紙新聞拍照。由於印度觀眾不會感受到侵犯隱私所

帶來的傷害，所以印度記者普遍認為西方對隱私權的標準不適用於印度。 

  而台灣是否有因為文化差異而導致不同的新聞專業倫理認知？台灣在早期亦挪用西方的新聞倫

理守則，透過當時政府的轉化，而形成新聞媒體對國家順從的「侍從責任論」，但經過戒嚴時期的反

抗與商業利益興起，台灣的新聞媒體不再只是政府的宣傳工具，而顯得與美國的狀況類似，台灣與美

國的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倫理規範上同樣無法依賴個人道德自律，而普遍受到政經力量的壓制（劉昌

德，2007）。儘管如此，台灣與西方對新聞倫理的認知仍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其差異主要表現在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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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華人特別注重人情，這種倫理價值觀也反映在新聞倫理認知上，例如羅文輝與張瓈文（1997）

調查台灣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倫理認知，結果發現台灣新聞人員較可接受禮物餽贈，但這在美國

的新聞界是完全不被許可的。類似的狀況亦發生在中國，中國記者的專業倫理雖然仍處於發展中階

段，但他們看待自己的專業角色與西方並無太大差異，只有在紅包文化上，中國記者較西方人能夠接

受（Zhang, 2009）。 

    綜合上述，新聞專業倫理難有固定標準，各國記者與民眾會由於文化差異而容易對新聞專業倫理

而有不同的原則與認知，對於新聞內容的接受程度也可能會有差異。台灣雖然與中國大陸同屬華人社

會的一部分，但在經歷民主化與新聞自由解禁後，無論是記者本身或者民眾，都可能產生不同於中國

大陸的倫理價值觀與對新聞專業倫理的價值觀。然而，從人們的倫理價值觀來看其新聞倫理認知的相

關研究，在國外較為常見（參考 Plaisance, 2007；Cuillier, 2008；Plaisance、Skewes 與 Hanitzsch, 2011），

卻極少見從華人倫理觀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新聞倫理態度的影響之研究，這可能有害於華人社會詮釋及

建構適合自己的倫理價值觀與新聞專業倫理原則。再者，華人社會中關於新聞專業倫理的研究，經常

以記者自身的倫理觀念為主（參考羅文輝、張瓈文，1997；Zhang, 2009），少有針對民眾如何看待新

聞專業倫理，及其與倫理價值觀之間關聯性的研究，而根據 Donsbach, Rentsch 與 Mende（2009）的

研究，一個國家的民眾持有什麼樣的倫理價值觀，將會影響到民眾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新聞專業倫理尺

度，進而影響到民眾對媒體新聞的信任程度，其重要性不容忽視。本研究期望瞭解的是在台灣民眾心

中，是否存在一些看待新聞的基本倫理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與媒體新聞專業倫理是否吻合，試圖藉

此尋找出適用於台灣社會文化核心價值的新聞專業倫理原則。 

 

  （三）新媒體與專業倫理的關聯 

 

隨著時代變遷和科技進步的影響，筆者認為吾人對於媒介倫理的關注與其意涵必須進一步擴大關

注範疇，使媒介倫理能夠廣泛適用到現今媒介環境之中。透過過往文獻的回顧與討論，許多研究者認

為，科技讓媒體產製過程的門檻降低，媒介內容從單向轉變為雙向，因此當前所謂的媒介倫理應該是

一種「開放式媒介倫理」（Open media ethics），過往對倫理的定義是侷限於新聞工作者本身的專業倫

理，現在則是擴及到全民在媒介融合、多媒介時代如何看待新聞 Bivins（2004），多媒介環境的背景，

使得許多研究者紛紛將倫理的關懷視角從原本的專業工作者轉向一般民眾。 

 

  這次國科會計畫中，透過〈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民眾的新聞暴露、媒介信任與倫理觀〉一

文從民眾的角度來探索新科技的出現是否可能造成民眾媒介倫理觀念的改變，我們所定義的新科技主

要指的是網路媒體，在變項操作上，這份研究不只從「量的變項」亦即新聞暴露時間長短作為衡量的

依據，也從民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與否作為質的關照，另同時考量民眾個人倫理的差別，來檢視他們

對新聞內容倫理觀與記者採訪倫理觀是否有所差異。 

 

  （四）爆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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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爆料已經成為台灣新聞媒體不可或缺的重要消息來源之一（王怡文，2007），台灣的爆料文

化主要是由壹傳媒底下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所引進，其「完全市場導向」經營策略的成功，

也引來許多平面或電子媒體紛紛效尤（蘇耀機，1997；張卉穎，2004）。近來受到新科技的影響，除

了電話爆料之外，民眾更可透過網路對媒體申訴心中的不平之鳴，讓爆料者從過去手握媒體近用權的

菁英份子轉為一般平民百姓，以往被阻絕在外的民眾，走進了爆料新聞的產製流程中。 

 

  過去研究也曾對爆料新聞做出一些爭辯，對於爆料文化持正面態度的學者認為，由於爆料跟以往

的調查報導都享有揭弊的功能，這樣的扒糞（muckrake）特質帶給民眾「媒體為我所用」的觀感，並

期盼媒體可以伸張小市民心中的正義觀。只是「利益掛帥」的市場導向策略，在爆料新聞上更刻下了

一道明確的鑿痕，於是「爆料」成為了販售的噱頭，加上一般民眾也開始參與爆料新聞的生產，也讓

爆料新聞的品質良莠不齊，雙重因素導致享有言論自由的第四權，淪為致力爆料卻無力查證的民間企

業，因此許多學者對於爆料新聞的正確性與可信度都提出了質疑（Deuze, 2005; 王怡文，2007），例

如舔耳案、腳尾飯、瀝青鴨等「爆料烏龍」在過去也時有所聞，這些爆料內容的披露，不僅讓當事人

名譽掃地，更進一步戕害了民眾對媒體的社會信任（涂醒哲，2008）。 

 

  基於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討論，現今台灣新聞媒體幾乎都有爆料管道，科技的普及也讓民

眾進到爆料新聞的產製環節裡，但是台灣民眾究竟如何看待媒體的爆料文化過去研究鮮少著墨，因此

本研究撰文目的欲理解，究竟台灣民眾對媒體爆料文化的角色想像及功能期許為何？又賦予媒體爆料

角色什麼樣的信任？透過回答上述問題，思考傳統調查報導的「扒糞」特質，在過度到市場化下的「爆

料」文化時，民眾對媒體爆料角色的想像及爆料功能的期待，更可進一步思考新聞媒體該如何展現、

怎樣展現爆料文化的「扒糞」性格，才是新聞媒體在激烈市場競爭下的長久經營之計。 

 

爆料文化的興起與轉型 

 

1. 台灣媒體爆料文化的興起 

 

  2001 年《壹週刊》創刊號〈連續三晚 曾寶儀 黃子佼 共度春宵〉，報導藝人黃子佼移情別戀曾

寶儀，原來的正牌女友小 S 意外出局一事、2002 年 3 月第 43 期的《壹週刊》「劉冠軍案」，連帶牽扯

卸任元首李登輝國安密帳醜聞，上述兩起報導先後打開台灣媒體的「爆料」風氣，以揭露他人隱私、

挑戰權貴、揭發弊案、政治醜聞做為新聞販售的賣點，並引發其他平面、電子媒體跟進爆料文化。 

 

  本研究利用 TVBS 資料庫1鍵入「爆料」二字發現，從 2002 年 4 月起到 2011 年 2 月 10 日共刊出

3,723 筆帶有「爆料」一詞的內容，換言之，平均每天會出現一則爆料新聞或一個爆料消息來源。而

東森新聞線上爆料服務2在 2011 年 1 月 12 日到 2011 年 2 月 10 日這段期間，不到一個月就湧入 690

則民眾爆料，每天平均約有 20 則左右。 

                                                 
1
 TVBS-N 資料庫網址：http://www.tvbs.com.tw/index/index.html 

2
 東森新聞你投訴我報導網址：http://news.ebc.net.tw/ 

http://www.tvbs.com.tw/index/index.html
http://news.ebc.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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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爆料的定義與扒糞性格在市場化下的轉型 

 

  「爆料」一詞由壹傳媒所引進，隨後被台灣媒體爭相使用（王怡文，2007），鄒雪、楊文全（2004）

認為，爆料是指對別人隱私的揭露。回顧新聞報導發展的歷史，不管是調查報導、對手新聞學

（adversarial journalism）、倡議報導（advocacy reporting）、公共服務新聞學（public service journalism）、

揭露報導（expose reporting）都有揭發醜聞（muckrake）的意思，只是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其所展現

的形式與技巧有所不同。 

  一般來說，調查報導主要報導較具公共價值的議題，比起一般日常新聞（daily news）更具深度

也較耗時，報導者的角色是主動調查、挖掘被報導對象刻意隱瞞不讓外界知道的事（Feldstein, 2006；

林照真，2006）。而在台灣，當「爆料」一詞出現在新聞中，往往是指媒體揭露了一般民眾尚未知道

但有必要知道的事，或是指報導挖出令人吃驚的內幕消息，披露足以撼動權貴人士社會聲望的各式報

導。雖然爆料新聞的公共價值與批判精神與調查報導存在一定落差，而爆料新聞的正確性也常因記者

疏於查證而遭受質疑（蔡蕙如，2009）。雖然爆料烏龍時有所聞，只要新聞善盡守門之責，有時也可

以成功挖到具備公共價值的大新聞，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媒體的爆料文化某種程度上也享有調查報導

的「扒糞」性格。 

 

  然而近來受到市場化的影響，媒體的爆料文化卻也可能淪為「兜售內幕求取利益」的招數，而非

基於公共價值與社會福祉的考量，於是近來學界對於爆料文化下媒體的扒糞、揭弊性格重啟一連串的

思考。 

 

3. 科技浪潮下閱聽人角色的轉型：讀者、提供者、被服務者 

 

  值得注意的是，爆料文化的興起也為民眾開啟了進入新聞室的大門，究其根本則要歸功科技的進

步。 

 

  記者在從事各類報導時，簡單來說需要經歷(1)挖掘題材(2)深入調查兩階段，而科技的進步都有

助減輕記者挖掘及調查的難度，因此有助「扒糞」風氣形成。Feldstein（2006）舉例，影印機開始量

產並進到市場後，線人（leak）可輕易快速將機密文件影印給記者，挖掘內幕這件事變得容易許多，

也讓 1960、1970 年代成為美國調查報導的全盛年代。近來隨著網路、手機等各種傳播工具的普及，

媒體開始大量設置爆料管道，方便民眾投訴、陳情，也一改記者在報導的「扒糞」過程中需身肩挖掘、

調查的雙重角色，而將部分（特別是挖掘題材）的責任讓渡給一般民眾，這些來自民眾的爆料內容多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研究從新聞網站民眾的爆料內容看來，多為上班搭不到公車、消費糾紛、擦

車糾紛等常民化的生活百態。 

 

  網路的推波助瀾所帶動的民眾爆料風氣，改變以往「媒體為尊讀者為卑」的單向傳播關係，成為

（媒體）服務、（讀者）被服務，以及（媒體）調查、（讀者）供應的雙向互動關係（王怡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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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士（1973）認為讀者與報紙的關係有閱聽人與公民兩種，閱聽人只是被動地被報紙提供的內容所

影響，公民則可以與報紙互相影響，因此若科技讓讀者開始進到爆料新聞的產製環節中，相應而來的

供應、調查；服務、被服務的雙向互動關係，都讓當今的讀者更具備公民特質。 

 

民眾對於媒體角色的想像與信任 

 

  以往民眾對媒體角色的想像常會存有「菁英性格」與「英雄崇拜」的浪漫色彩，在民眾心裡媒體

一直是不畏強權、勇於挑戰權貴的第四權（鄧宗聖，2004；鄭宇君，2010；林照真，2006），只是近

來隨著置入性行銷大舉入侵以往無法用錢收買的媒體公共論域，這群原本應該受到媒體監督的權力個

人或組織，透過挹注廣告預算成了媒體老闆背後的大老闆，新聞記者拋棄政治公民轉向服膺新聞組織

利益，媒體角色也從看門狗（watchdog）變成家犬並失去新聞室的自主權（劉蕙苓，2009；Feldstein, 

2006），於是跟過去相較，現在的民眾對媒體的信任感與過去相較已經降低，對媒介真實也出現諸多

質疑，導致媒體的英雄形象與菁英性格逐漸消融。 

 

  但本研究觀察發現，一般台灣民眾對於新聞媒體的爆料角色，呈現出既敬畏又排斥的矛盾現象，

舉例來說，在台灣每當提到「爆料」二字，浮現在民眾心裡的媒體角色除了指涉使用偷拍、跟蹤、監

視等各種可能違反採訪倫理的「狗仔」表現外，其所展現的鍥而不捨、不畏強權的精神，卻也可能是

「懲奸除惡」的平民英雄化身。 

 

  林照真（2006：109／轉引自王怡文，2007）認為，來自香港的壹傳媒，因為少了政治與人情包

袱，在報導中常不假辭色，以致成為台灣民間爭相爆料的主要媒體，反而擔負起看門狗的角色。此外，

媒體開始以觀眾的日常需要做為新聞內容，民眾爆料媒體查證，讓媒體成了為民服務的角色，爆料文

化帶來的「平民近用媒介」現象，反而更能彰顯媒體的社會責任，媒體角色也一改高高在上的菁英性

格成了服務者的角色，新聞媒體並透過爆料服務重建民眾對新聞媒體的可信度（Pinto, 2008）。只是

處理爆料新聞等於讓記者的工作更加繁忙，無法耗費人力及時間心力在調查新的題材上，報導便容易

出錯，細究目前台灣社會盛行的爆料文化，內容多為一般民眾或政治人物主動提供，記者的角色與過

去的調查報導相形之下顯得被動，另一方面爆料者也可透過「分段爆料」的形式牽制記者行動，導致

媒體疲於披露資訊而疏於對新聞真實的追求（蔡蕙如，2009），再者爆料新聞時常需以匿名方式處理

消息來源，實則讓媒體有藉口轉嫁查證責任，淪為傳聲筒四處散布各種二手消息，甚而「過失」侵害

別人的權利並影響他人的名譽（涂醒哲，2008）。 

 

  （五）文獻回顧和小結 

 

    1978 至 1980 年間，美國 MacBride 委員會的報告深入探討新聞專業倫理的地位、問題以及在高

等教育體系的教學問題，主要關注的是全球化趨勢下媒體產業集化中之後對新聞專業和倫理的影響。

1983 年更在布拉格和巴黎召開的新聞工作者國際會議中，決議要建立新聞專業倫理的國際原則，並

認為和新聞倫理相關的另一名詞「大眾傳播倫理」（mass communication ethics），是一個值得專業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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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共同努力的國際議題（Christians, 2000: 29-32）。 

    從 2007 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台灣媒體亦受極大衝擊。2007 年電視、報紙、雜誌、廣播、戶

外媒體之五大媒體廣告量為新台幣 453.78 億元，較 2006 年 477.8 億元減少了 24 億元，降幅達 5％，

其中以戶外媒體下滑 8.2％，降幅最大，其次則是報紙的 7.5％，在所有媒體廣告收入皆呈現萎縮的情

形下，僅雜誌逆勢微幅成長 1.3％。 

新聞工作者如何面對一個全新的媒體環境，如何面對複雜多變新聞倫理觀的挑戰，已是新聞實務

界和學院刻不容緩的挑戰，尤其當新聞媒體已成為一個以全球為基底的多元化論述世界，西方學者近

年更提出全球新聞工作是否需要一套新的全球新聞倫理要求之討論（Christians, 2001; Fröhlich and 

Holtz-Bachz, 2003）。 

1990 年代開始，國外許多學者開始嘗試描繪出一幅影響新聞實務工作者新的工作圖像

（Stephenson & Mory, 1990），有學者研究歐盟的新聞教育指出，歐盟不同國家的新聞教育理念有很大

差異，主要因為不同國家對於教育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和功能，因此看法不盡相同（ Fröhlich and 

Holtz-Bachz, 2003）。兩位作者並指出，不同的教育影響記者的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也造成記

者對自己在社會扮演角色的自我認知差異。 

另一重要轉變則是新聞倫理議題的轉向。學者多認新聞倫理是新聞從業人員每天工作中的實踐，

從本質來看，倫理是個人的基本道德準則，但隨著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傳統新聞媒介講求服務公共

利益與客觀政治批評的特性早已面臨困境，追求收視率的商業市場邏輯，使新聞傾向「取悅觀眾」，

使用炫麗的新聞片頭、聳動的標題、娛樂效果高或衝擊力十足的畫面，媒體從業人員講究新聞的精彩

程度遠比講究新聞是否對公民有重要性來得多（Kellner, 1990；林照真，2009）。媒體滙流新發展更產

生諸多新的媒體倫理問題，包括隱私、客觀、真實與弱勢族群再現的問題（Christians, 2001；Forst, 

2000；Good, 2003；Iggers, 1998；Merrill, 1997；Patterson & Wilkins, 2008；Retief, 2002；Richard, 2009；

Wilkins & Christians, 2009）。 

拜科技發展之賜，新的新聞來源取得不再是難事，微型攝影機、監視攝影機、網路流傳的內容都

可能躍上新聞版面，Christians, Fackler & Rotzoll（1995）把此現象視為民主社會產生的新資訊倫理問

題，認為傳播倫理議題已從傳統的新聞資訊延伸到說服（廣告和公關）、及娛樂領域；Patterson & 

Wilkins（1994）因而主張，應提供各種倫理模組以因應跨傳播課程中對於新倫理議題的需求。 

    Cooper（2008）整理美國1986年至2006年媒體表現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媒介倫理是美國民眾最

關心的事情。進一步來說，藉由比較過去20年的民調結果，Cooper歸納民眾關心的媒介倫理問題主要

可分為四種類目：一為內容誇大聳動，如媒體內容充斥暴力、性、廣告；二為對觀眾造成影響，如媒

體侵犯個人隱私；三為言論過度自由，如媒體內容充滿下流言語、言論審查、表意自由等；最後則為

媒體是否說實話，包含媒體報導感官主義化、誇大不實或偏差等。 

    就在商業力量對媒體產生重大影響的趨勢下，近年來台灣新聞媒體不斷趨向「小報化」，新聞局

亦於 2005 年進行〈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來實施首次的換照審議，促使媒體自律再度成為重要的探討

議題。劉昌德（2006）便曾為文進行新聞自律機制之回顧與再思考，建議應援引歐盟「共同管制」的

觀點，重塑新聞自律，推動一種將業者、工作者、閱聽人、與政府力量那為自律規範中的新作法。而

其他諸如羅文輝、劉蕙苓（2006）等學者亦分別就置入性行銷對記者產生之影響進行討論，以及多篇

對於置入性行銷的置入形式與置入效果的研究（蘇蘅、王泰俐，2005；王泰俐、蘇蘅，2009），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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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對媒體專業角色的討論。郝志東（2009）以 2008 年海峽兩岸媒體對臺灣立法委員選舉的評論、

報導爲例，並以美國媒體為參照，探究媒體專業主義與新聞工作者之角色。研究結果發現，在對臺灣

立委選舉的報導上，美國媒體相較而言比較專業，其次是《聯合報》系、大陸的《人民網》，以及《自

由時報》報系。研究者特別指出，海峽兩岸的報紙其實皆具專業潛能，但因其有機角色異常明顯，是

故在專業和批判角色上都顯得很弱。 

因此當我們一方面欲探討新聞教育對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的倫理認知有何影響，也應了解民眾對於

媒體倫理的認知、注意和期望的實作表現。媒介倫理不完全是個人的理念，一方面形成新聞傳播科系

學生未來從事工作的集體價值體系，成為他們未來實作的心理標竿和形成工作守則的機制（Nwosu, 

1987; Sanders, Hanna, Berganza, & Aranda, 2008）。 

本研究期望藉由實證研究，了解新聞傳播科系的大學生和一般民眾對於新聞媒介角色、媒介表現

和新聞倫理認知之間的關係，希望找出新聞表現評價與個人專業期望、新聞倫理觀之間的關聯性，並

能進一步探討哪些因素是影響大學生和民眾新聞倫理認知的關鍵因素。 

 

肆、研究方法 

 

第一年計畫中，〈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一文主要以全台灣 1666 名新聞和

傳播相關科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對媒介倫理認知、媒介表現、專業承諾、倫理態度

與倫理實踐的關係。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調查法為主，於 2009 年 11 月先進行問卷前測，先挑選政治

大學與世新大學新聞學系二年級的學生進行，不選擇大一和大四學生主要基於保留為正式測試的考

量。共發出問卷 120 份，成功回收 113 份，回收率 94%。 

 

正式調查時間為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 月間，以新聞和傳播系學生作為受訪對象。本研究以

98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所刊出之傳播相關科系為母體，以多階段分層抽樣法，在全台

灣抽出政大、文化、輔大、世新、長榮、玄奘、中正、慈濟、台藝大、交大、師大、靜宜共計十二所

大學新聞傳播科系學生作為受訪對象。 

本研究抽樣選出十二所大學共計二十四個學系的學生為調查對象，以班級為單位執行問卷調查，

主要採用直接發放問卷填答方式，另一部分委由授課教師或助教代為發放。最後共發出問卷 1785 份，

回收 1726 份，回收率 97%；當中發現不符合本次研究要求之大二、大三學生樣本 60 份，有效問卷為

1666 份，成功率 97%。 

 

第二年計畫〈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對新聞專業倫理認知與媒體新聞信任之影響〉主要採用電話

調查法，以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為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抽樣方

法為電話簿抽樣法，即以「中華電信住宅部 98-99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

所刊電話數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數比例，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數。研究先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各

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完整的涵蓋性，再隨機修正最後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

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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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期間自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星期四）至 09 月 26 日（星期日）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執行，本次訪問完成 1,025 個有效樣本，以 95%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3.06%。

訪問成功樣本中，男性佔比 49.85%，女性佔比 50.2%，年齡主要分布在 30 至 39 歲（20.9%）、49 歲

（各占約 20/8%），其次為 20 至 29 歲（19.6%）、60 歲以上（18.6%）以及 50 至 59 歲（18%）。教育

程度部分，小學及以下占 18.7%、國初中占 14.2%、高中職 29.4%、專科占 13.3%、大學級以上占 24.4%。 

 

  第二年計畫〈爆料新聞──爆什麼？怎麼爆？〉資料出自台灣民眾對媒介信任與新聞倫理想法中

「爆料文化」題組，運用電話訪問方式訪問全台民眾，由於本研究試圖探索民眾的倫理觀，因此將受

訪對象設定為自我倫理態度與心智觀念發育較為成熟年滿 20 歲的成年人。 

 

本研究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以「中華電信住宅部 98-99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數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數比例，決定各

縣市抽出之電話個數。先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完整的涵蓋性，再隨機修正最後

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

訪的對象進行訪問。受訪樣本為獨立樣本。 

 

正式施測期間為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至同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共計四天，在施測

前（9 月 21 日）進行一次前測，確認訪題設計與訪員施測與說明方式後，便進行正式施測。本次訪

問實際訪問完成 1,025 個有效樣本，以 95%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3.06%。 

 

  本研究針對研究問題共設計出五組題項，分別詢問民眾對於「爆料文化」的看法、對「媒體角色」

的看法、對「媒介內容」的看法、對「媒體信任」的程度、及對新聞採訪的倫理觀。最後以學歷、性

別做為民眾對爆料文化看法的人口變項，探究不同的學歷、性別、年紀的族群，對爆料文化的看法是

否出現顯著差異。有助本研究理解，這群偏好爆料文化的閱聽眾共享的文化態度為何，再討論與爆料

文化之間可能的連結。 

五、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生調查 

 

  在第一年計畫中，〈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一文以全台灣 1666 名新聞和傳

播相關科系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對媒介倫理認知、媒介表現、專業承諾、倫理態度與

倫理實踐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新聞系與非新聞主修的傳播科系學生對新聞倫理重要性的認知、理

解、以及倫理實踐的態度有顯著差異。如新聞系學生在採訪手段和追求新聞來源上，出現明顯的自由

主義傾向；唯有在新聞呈現的態度上，比非新聞系學生來得嚴格，展現工具理性和結果論的倫理觀。

此外，是否上過新聞倫理課對學生的倫理態度和實踐影響不大，而是學生既有的倫理觀，以及是否曾

在業界實習的經驗，對於新聞倫理實踐有顯著影響。綜合言之，本研究探討新聞倫理的認知，發現新

聞傳播科系學生對於新聞倫理和媒介表現普遍不滿意，但是倫理教育並非提升新聞倫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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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來新聞倫理教育的規劃，應從整體專業養成開始奠基，而非從一兩門課著手。 

 

  （二）民眾調查 

 

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普遍與相對主義倫理觀的融合 

 

    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在倫理思維上，對「能否說謊」、「倫理是否有一定標準」皆未能達到普遍共

識，但對於最低標準的「是否傷害別人」則有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就算能得到利益，也不能因此對他

人身體或尊嚴造成傷害。此發現彰顯東西方在面對倫理衝突，特別是在新聞採訪情境之中，更容易產

生的差異化思維模式。 

 

    傳統華人對倫理道德的普遍標準主要受到儒家倫理的約束，不喜傷害他人與社會和諧，是故在面

臨倫理兩難的困境下，普遍選擇「無論如何不能傷害他人」相當正常。台灣民眾唯心主義程度高，對

於「能否傷害他人」追求普遍倫理價值觀，無法接受傷害他人的行為；但若面對無傷大雅的倫理問題，

則有近半數的民眾其實是可接受的，是故相對主義程度亦不低。研究者歸納此現象，發現台灣民眾的

倫理價值觀實則融合普遍主義和相對主義倫理觀的概念，凸顯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為受到西方文

化衝擊與根深蒂固的儒家倫理道德的混合體，導致民眾對新聞專業倫理的認知有不同標準。 

 

    然而，相較於台灣民眾對「不得傷害他人」的高度重視，台灣媒體記者接受西式傳播教育訓練，

長期浸淫在西式新聞價值觀下的結果，展現之專業倫理表現卻往往違背民眾期待：新聞價值的選擇、

採訪當下的提問，到報導撰寫的切入角度，記者過於積極甚至具侵略性的態度和作法，不免在過程中

對受訪者或當事人造成傷害，由此更凸顯民眾對媒體日漸失望的理由。 

 

個人倫理觀越傾向相對主義者，越信任新聞，也越可以接受具爭議性的新聞編採手法 

 

    研究發現，個人倫理觀越傾向相對主義者，越信任新聞，也越可以接受具爭議性的新聞編採手法。

然而，雖然倫理價值觀越偏向相對主義，對新聞倫理越不要求，對新聞也越信任，但這樣的民眾畢竟

只是少數。即便如此，我們仍可從中得到啟發：信任度和民眾倫理價值觀相互連結，民眾會信任新聞

可能是因為其符合自己的倫理觀。是故若新聞倫理的實踐能參考多數民眾的倫理價值觀和對新聞倫理

的認知，對提升新聞信任度必然有幫助。 

 

    此外，根據研究數據看來，民眾對記者在採訪時經常遇到的倫理困境，如接受企業花錢請人採訪

等，接受度較記者報導涉及傷害、隱私、色情與暴力內容來得高。因此，民眾普遍對新聞信任程度低

落，本研究認為關鍵可能仍在於民眾對新聞主要的期待，偏向「不得傷害他人」的最低倫理標準，而

對於牽涉利益或人情的新聞倫理問題，反而較容易接受，此結果與羅文輝與張瓈文（1997）及Zhang

（2009）的結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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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新科技新聞產製手法接受度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電腦動畫模擬事發經過的作法，得到近半數受訪者認可。研究者認為，此現

象或許與壹傳媒近年來大量使用動畫製作「動新聞」相關─民眾開始注意到新科技為現今新聞產製帶

來的新奇與便利，不僅對其持有較高的接受度，對科技將為新聞倫理帶來的影響，同時抱持正面態度。 

 

相較企業因素，民眾可能對干涉媒體的政治因素較有疑慮 

 

  台灣民眾對媒體傷害他人的容忍度低，相較之下，民眾反而較可接受企業置入和電腦動畫等新聞

產製方式，無法接受隱私的侵犯與色情暴力，此現象或許是台灣民眾的特色之一。但另一個值得探討

的現象是，民眾對政府置入的接受度，低於企業置入，對照民眾對媒體新聞的信任程度，其中認為媒

體新聞公正者，少於認為媒體可相信或正確者，此結果顯示，民眾對媒體報導之內容正確性尚且信任，

但對媒體新聞立場是否公正，則相對抱持較為懷疑的態度，此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政府置入較有關聯，

日後或許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是否對其新聞專業倫理認知與媒體新聞信任產生影響，

初步結果發現，民眾個人倫理價值觀與新聞倫理認知、新聞信任程度成正相關，因此，台灣民眾對媒

體新聞表現的信任度低，主因可能是民眾對媒體表現期待較高，因此在「民眾高期待，媒體低表現」

的情況下，造成民眾對現今新聞媒體信任程度的日趨低落。 

 

    不過，相較於學界與業界主要關注的動畫模擬新聞或企業置入等倫理問題，研究數據顯示民眾最

普遍反對的還是關於傷害、隱私、色情、暴力等問題，其次是政府置入的問題。這與《蘋果日報》等

壹傳媒旗下產刊閱報率與銷售率居高不下的情況可以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何以台灣民眾難以接受媒體

新聞傷害隱私與色情暴力等倫理問題，卻容易接受普遍被認為具備此問題之《蘋果日報》與壹傳媒？

本研究推測可能的原因除了此次問卷之問題設計帶有高度社會期望，導致受試者容易偏向問卷本身期

待、以及台灣民眾可能持有“既愛看又愛罵＂的矛盾心態以外，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雖然對於色情

暴力與傷害隱私難以接受，但相較之下，民眾對新科技動畫呈現之吸引力的興趣更甚於對色情暴力傷

害隱私的不認同感，再加上《蘋果日報》與壹傳媒在台灣的政治立場較無明顯定位，民眾可能因此反

而認同其公正與可信任度，以上皆為本研究未來可繼續深入探討的方向。 

 

  （三）新媒體調查 

 

本次國科會計畫，除了主要報告〈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對新聞專業倫理認知與媒體新聞信任之

影響〉一文外，另撰寫一篇〈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民眾的新聞暴露、媒介信任與倫理觀〉試圖

檢視多媒介環境下民眾的新聞倫理觀是否受到新媒介進入的影響而有不同，並探索哪些因素與民眾對

新聞媒介的內容與記者採訪方式的倫理評斷有關，本研究試圖從媒介暴露、新聞信任以及個人倫理觀

等不同因素觀察。研究發現，民眾對媒介內容的倫理評判，受其個人倫理觀影響甚鉅，較不會受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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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暴露程度或信任程度左右。然而民眾對新聞採訪方式的倫理觀則較分歧，網路媒介的暴露程度愈高

者，對於新科技再現新聞事件的方式較具開放性；而電視新聞信任程度愈高者，則會傾向支持媒介組

織的各種行事手段，無論在隱私、新聞置入或新聞再現方式皆對媒體較無批判力。整體研究結果顯示，

多媒介環境下，現今新聞與媒介倫理觀是多元而複雜的，突破過往主要訴求新聞工作者專業倫理的意

涵，而是一種專業倫理與民眾個人倫理交融的開放式媒介倫理觀。 

 

  （四）爆料研究 

 

媒體商品化是事實卻不減「伸張正義」功能 

 

  平面、電子媒體雙雙市場化若從 2001 年《壹週刊》創刊算起，迄今已有 10 年時間，過去 10 年

在惡性競爭的媒體環境中，違逆新聞專業、倫理的問題層層疊疊，「新聞媒體是社會亂源」的思維根

植民眾心中，加上各界致力媒體素養教育的推行，閱聽眾對於媒體的理解，已經開始出現新聞媒體「商

品化」的批判思維，透過本研究調查發現，有 68.2%的台灣民眾同意爆料是為了收視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近 7 成的民眾傾向同意爆料專線是媒體拉抬收視率的操作手法，但當被

問及爆料專線是否可以實現社會正義時，卻有 41%的民眾傾向同意爆料可以實現社會正義，傾向不同

意爆料可以實現社會正義的民眾占了 50%，兩者差距僅有 9%，代表台灣民眾即使理解媒體背後的商

業邏輯，卻又同時認為媒體的「爆料專線」還是有伸張社會正義的正面功能，因此在新聞商品化的今

天，民眾對於新聞媒體伸張正義仍抱懷一定的信心與期待。 

 

認為爆料能實現「社會正義」的民眾較信任媒體並給予較高的採訪權力 

 

  本研究調查發現，認為爆料可以實現「社會正義」的民眾，對媒體內容與信任度都比較高。這樣

的研究結果說明了，新聞史上幾次報導類型的轉型，如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對手新聞

學（adversarial journalism）、倡議報導（advocacy reporting）、公共服務新聞學（public service 

journalism）、揭露報導（expose reporting）都有揭發醜聞（muckrake）的意思（Feldstein, 2006）。再到

今天受市場、科技推助而興起的爆料文化，即便會出現疏於查證的現象，但相信爆料可以實現社會正

義的民眾，依然傾向信任媒體與其所報導的內容並給予新聞媒體較高的採訪自主權，去達到伸張社會

正義的期盼。 

 

小事要爆大事更要挖 

 

  本研究同時發現同意媒體角色在「監督政府的政策與施政方面」、「增進民眾的生活知識方面」與

「爆料能否實現社會正義」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而「監督政府的政策與施政方面」、「增進民眾的生

活知識方面」這兩種媒體角色都較具備積極主動的特性，也就是說民眾之所以支持爆料文化，目的仍

是希望媒體可以對社會或全民的福祉有所為，而非僅是被動地披露傳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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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民眾的爆料內容都是一些日常瑣事，但這可能是因為民眾對訊息的掌握程度不及專業的新聞

媒體，因此不知該把問題問在什麼地方，但並不意味民眾只希望媒體將心力放在處理這些瑣事，而是

期盼媒體在替小市民服務的同時，也可以關注到影響更深遠更具備公共價值的社會議題。 

 

討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傾向同意爆料文化能伸張社會正義的民眾，對媒體及其報導內容的信任度較高，對

新聞媒體採訪倫理的看法也較寬鬆，並給予較多的採訪自主權。這樣的結果說明了，雖然新聞商品化

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肯定爆料功能的民眾，願意給予媒體及其報導內容較高的信任，本文認為上述結

果，再次強調了社會責任論在市場新聞學中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市場化的媒體環境中，社會責任論在新聞實務上屢屢被譏諷成是對媒體表現「懷舊」、「迂

腐」的過時要求。但媒體之所以能成為第四權，一開始便是受到自由經濟制度下的自然壟斷所促成，

因此媒體才需肩負起讓民眾有權近用的社會責任，背後的理論基礎則奠基在言論思想自由市場與表意

自由的立論之上（林子儀，1993）。因此，若從近用權是媒體社會責任的具體展現而言，民眾與媒體

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商業的互惠關係，所以今天不管媒體再怎麼市場化，都無法被媒體拿來做為無法

實踐社會責任的理由。 

 

  所以當民眾願意交付相對較多的信任，並給予較寬鬆的採訪倫理支持爆料的伸張社會正義功能，

意味著媒體需要給予對等的期待與回饋，這樣一來才是公平的互惠交易。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也同時

指出，肯定爆料可以伸張社會正義的民眾，背後的動機都還是希望媒體可以將看門狗的個性展現在監

督政府施政、增進民眾的生活知識上，而不僅是單純地將訊息披露，這樣的結果暗示，在爆料背後民

眾希望看到的是深入的查證與有意義的報導，在爆料服務之外，新聞媒體更要將心力投注在挖掘更多

民眾能力無法觸及，卻值得進一步深究的公共議題，如此一來才能真正符合民眾對媒體爆料文化的期

待，本研究發現提供有志長久經營的媒體，做為爆料新聞產製的指導方針。 

 

  （五）結論和討論 

 

在大學生問卷調查方面，過去台灣有關新聞倫理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倫理內容和倫理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新聞與傳播相關科系 1666 名學生為對象，探討新聞倫理教育、是否修習媒介實習課、

以及從事新聞的動機，探討新聞倫理課對於學生的新聞倫理實踐手段的影響。結果發現，台灣新聞傳

播科系學生普遍對媒介表現不滿，最關注的議題依序為「新聞不正確」（91.3%）、「新聞不誠實」

（90.5%）、「報導誇大」（89.0%）、「侵犯個人隱私」（83.9%）、「太多暴力內容」（76.8%）、「太多色情

內容」（75.8%）、「缺乏深度」（73.3%）、和「有預設立場」（72.8%），這反映了當前相關科系學生對

新聞品質的評價相當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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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發現是，新聞系學生在採訪手段和追求新聞來源上出現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只有在新

聞呈現的態度比非新聞系學生嚴格。因而出現工具理性和結果論的倫理觀，這似乎也顯示這群未來記

者在倫理實踐上較傾向因地制宜，因此雖然認為違反倫理應該採取較為嚴重的處罰手段，但在採訪過

程卻傾向給多愈多自由愈好的傾向。 

令人意外的是，無論有沒有修過新聞倫理課，對於新聞倫理實踐的態度幾乎沒有明顯影響，反而

是曾在業界實習過的學生，對於違背新聞倫理的採訪手段態度更為寬鬆，這兩點中前者和國外相關研

究不同，但是後者的發現和國外相近，可知目前國內對於新聞倫理教育課程規劃和授課內容似乎出現

瓶頸，對於當前的新聞教育無疑是一大警訊。 

    在民眾調查方面，研究顯示民眾多半無法容忍新聞內容出現詳細的犯罪描述、女體過度呈現及名

人私生活過度曝光等等，而在新聞編採相關倫理上，呼應前述民眾對「不得傷害他人」準則之重視，

民眾亦傾向拒絕接受任何可能侵害隱私的採訪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電腦動畫模擬事發經過的作法，得到近半數受訪者認可。研究者認為，此現象或

許與壹傳媒近年來大量使用動畫製作「動新聞」相關──民眾開始注意到新科技為現今新聞產製帶來

的新奇與便利，不僅對其持有較高的接受度，對科技將為新聞倫理帶來的影響，同時抱持正面態度。 

  因對傷害他人的容忍度低，相較之下台灣民眾反而較可接受企業置入和電腦動畫等新聞產製方

式，無法接受隱私的侵犯與色情暴力。此現象或許是台灣民眾的特色之一，如同華人社會講求人情甚

至紅包文化，相較之下民眾反而比較能夠接受企業置入；但民眾卻也同時對政府置入反感，這點或許

可從民眾對媒體新聞的信任程度看出一點端倪──民眾認為新聞是公正的比較少，但認為新聞是可相

信的和正確的比較多一點，這似乎顯示民眾認為新聞不公正，原因可能跟政府置入比較有關 

    由於媒體倫理是從做中構成的，是一種不斷演進的實務問題，但也是一個很難實踐的任務，因為

必須將規範及標準運用在最新及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倫理協助我們辨識僵化的規範及自以為是的說

教，倫理思考雖然需要指導原則，但絕不被原則禁錮，相反地，我們評估原則將根據它們是否能有效

地處理倫理問題，而各種原則以及詮釋都會與時俱進。Merrill(2005)曾說，「道德」問題是「基礎」

問題，這個「道德」問題正是早年新聞專業教育一個強有力的號召。 

    2000 年以來，許多國家都制定了新的媒體倫理準則，主要因為外在環境和媒體經營條件皆已改

變。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使得其倫理觀較容易偏向一種效益論，也就是追求最大效益，較為缺乏普

世的倫理觀念。在現代社會裡，效益論其實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倫理思想，即使只是隱藏性、未明言

的接受。而華人根深蒂固的儒家倫理觀，使得華人較容易形成普遍的道德觀，當代有些學者認為這比

較偏向康德的義務論，也就是主張人應該要有普遍的道德標準，將儒家道德視為一種絕對的命令。但

沈清松（1996）認為儒家倫理較偏向德行倫理學，與西方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皆為良好的倫理傳

統，而非僅只像義務論規定的道德標準，一味主張追求普遍的行為，而忽略了說明為甚麼這樣的行為

應該遵守。儘管如此，從文獻整理中可以看出，西方現行的倫理觀念較偏向現代社會的效益論，也就

是較為偏向最小道德觀念的功利主義，而華人倫理觀雖然越來越受到多元文化衝擊，但仍較為偏向一

種普遍的絕對主義道德觀。 

  本研究初步探討了大學生個人倫理觀如何影響其看待新聞倫理標準的關聯，另一方面，國內很少

從華人倫理觀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新聞倫理態度的影響之研究。本研究的兩項主要研究以台灣主修新聞

專業的大學生及一般民眾的倫理觀為例，探討有別於西方的倫理觀及其與新聞倫理之關係，觀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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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科系大學生與一般民眾核心倫理價值觀所影響的新聞倫理觀，是否與前述的新聞專業倫理有重疊

或相異之處。研究發現綜如上述。 

    本研究也期望經由上述的探索性研究，能進一步瞭解台灣主修新聞的大學生和一般民眾心

中，是否存在一些看待新聞的基本倫理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與主流媒體新聞專業倫理是否吻合，以

藉此尋找出專業教育認知在台灣的新聞倫理核心為何，另外即一般民眾對於西方媒體發展出的倫理觀

移植至台灣時，是否在個人道德判斷（認知）與媒體道德行為（行動）間產生一定落差，質言之，上

述的研究均有助未來研究探討這些落差究竟是個人倫理判斷和態度造成的差異，或是不同文化價值導

致的落差。以回答 Christians（2008）主張倫理應其普世性，也要適應文化多樣性，以保持日常生活

經驗中的文化倫理觀，在台灣的實踐究竟為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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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1 年 1月 25 日 

                                

 

  本案兼任研究助理王思勻，於中華民國 99 年十月二十七日代表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新聞系蘇蘅

教授，參加在日本大阪（Osaka）舉辦之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sia2010）研討會。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MediAsia2010）研討會由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iafor）主辦，成員來自多個國家，2010 年度會議主題為「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主要討論議題有二：在新科技與媒體環境不斷變動下，新聞媒體所遭逢的新機

遇與挑戰為何？又面對日趨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社會，媒體產業該如何因應？此外，其他如新聞學、傳

播教育、傳播倫理、傳播法規、廣告學、電訊傳播、文化研究與新科技等議題，亦包含在本次會議相

關主題中。而本計畫發表之論文〈The Media is not good enough: What Taiwanese Journalism Students 

Think about Journalism and Ethics〉，則包含於傳播倫理主題內。 

 

  會議期間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月三十日，共計三日。王思勻於二十七日晚間抵達日本大阪，入

住舉辦會議之地點 RAMADA OSAKA 飯店，並於隔日先行前往會場以熟悉發表場所，隨即進行會議

論文投影片修改等相關事務。二十九日下午一時，王思勻抵達研討會會場辦理註冊並領取大會手冊。

根據大會事前排定之議程，本次發表被安排在該日（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半至三點進行，同場次（發

表主題：Media Ethics）的另二位發表者則分別來自澳洲與英國。作為該場第三位發表者，王思勻先

聆聽其他二位發表者的論文並參與討論，接著進行發表，除了在結束報告後回答台下學者提出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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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同時也記錄下與會學者對本文的各項建議和提問。 

 

  助理王思勻很榮幸能有機會參與本次國際傳播學術研討會，除了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實務工

作者們進行互動交流，聆聽其他傳播學者的論文發表外，更得到與會者對研究團隊撰寫之文章所提出

的問題與建議。這些寶貴的經驗不僅對王思勻來說受惠良多，相信也對傳播倫理日後在學術領域上的

深耕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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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hart which specific ethical practices most 

concern the Taiwanese students currently. The authors also explore the way future  

journalists are educated influences their views on the social roles of news media and 

self-perception of journalistic roles.  

 

 

    Taiwanese journalism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became the first Taiwanese 

university since 1954 to teach journalism when it introduced a four-year undergraduate 

program. By early 2010, such programs were offered by 26 Taiwanese universities. 

 

 

The study 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most extensive survey of journalism students 

conducted in Taiwan. Held by 1,666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major in journalism or 

communication related fields, this exam explores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news 

media roles, media performances, and journalism ethics.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conspicuous difference between journalism and non-journalism students, and 

their distinc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e i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media roles, including “supervising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 “influencing people’s opinions.” Another is media performances, including 

“sensationalism,” “commercial power,” “biased news,” and “accuracy of news 

reports.” The other is students’ views on journalism ethics, which can be split up into 

absolute ethics and relative ethics.  

 

 

However, even though students’ standpoints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y were in general not satisfied with journalism ethics as well as their 

performances. Influences such as gender, age, major, and whether he or she has taken 

an ethical class were all examined. The findings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students’ 

viewpoints about journalism ethics and ethical practices did not depend on whether 

they have taken ethical education; instead, their own perspectives on ethics had a 

striking effect upon it when they began formal journalism educat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step in a longitudinal project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matrix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ethics.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蘇蘅 計畫編號：98-2410-H-004-117-SS2 
計畫名稱：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數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1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2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3 3 100%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1 1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本研究已發表國內研討會論文兩篇，國外研討會論文一篇，已撰寫並準備投稿之國內期刊

論文一篇，共計四篇論文，具有學術參考價值。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畫從兩方面對台灣的媒介倫理做檢視與探討：第一，從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對媒介

倫理之認知、態度與實踐，有助了解教育界到實務界的變化和落差所在，且有助進一步探

究新聞教育對傳播媒體和業界是否產生應有的影響力；第二，從台灣民眾的倫理價值觀與

對媒介倫理認知與態度之關聯，有助於瞭解媒體信任度低落與民眾期待之落差關鍵所在，

並有助相關研究瞭解東西方倫理價值觀之差異，對媒介倫理實踐之影響，研究成果與社會

大眾及媒體業界高度相關，具有社會應用價值。以上皆依序於兩年計畫期間執行完畢，與

原計畫目的相符。 

 

  本研究已發表國內研討會論文兩篇，國外研討會論文一篇，已撰寫並準備投稿之國內

期刊論文一篇，共計四篇論文，具有學術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