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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新聞客觀性」進行爬梳。透過網路空間裡新聞的特殊性

，為網路新聞品質另覓思路。首先討論傳統新聞客觀性，認為新聞

無法達到絕對客觀；繼而轉向網路場域，襄助於Ong的「第五權」、 
Buber和Bakhtin的「對話」哲學，歸納出別於過去客觀形式的「互動對

話」觀點，藉此指明：網路互動對話，透過親身行動，感知新聞與自

身關係，在「正確性」的前提下，呼喚出彼此肯任或協商下的「事實

」，並補充「透明性」的觀念，以完善網路新聞敘事。

關鍵字：互動、第五權、新聞客觀性、對話觀點、網際網路



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一種來自網際網路的挑戰

57

壹、前言

回顧「新聞客觀性」，此新聞專業義理與西方啟蒙運動理念密切

關聯，若把客觀性比喻成是一輛馬車，那拉動它的就是兩匹馬：跑在

前面的是「商業」，緊追於後的是「政治」。在政治、經濟持續變動

的背景下，為新聞客觀性注入直接的動力，可以視為1920年代當時因

應社會狀況發展出來的產物，對民主市場危機的一種回應：最早「客

觀性」指的是新聞獨立於政治之外的重要性，後來更因為美聯社等通

訊社的崛起、電報新聞寫作的興起形成五個W、一個H的倒金字塔的寫

作方式，都進一步奠定新聞客觀性的源起（Burgh, 2000）。 

新聞客觀性的背景，源自於美國自由主義的基礎，脫胎於19世
紀美國便士報運動，到了1896年黃色新聞時代，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才首次建立資訊報導系統來取代黃色新聞的故事模式（林照

真，1987）。近一百多年的歷史遞嬗中，因為其關乎日常的新聞實

踐，所以往往被新聞從業人員與學術研究者所關注。新聞客觀性強調

新聞媒體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它的從業人員應當秉承新聞專業價值，

對事件進行準確、真實的報導與傳播，並要求記者發展一種驗證資訊

的方法，讓證據更透明，這樣個人或是文化的偏見就不會破壞工作的

正確性( Kovach & Rosensteil, 2001, p. 72)。因此，這個被認為是新聞媒

體應當恪守的傳統，強調的是在報導過程中的技巧與旁觀立場，雖然

這個傳統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遭遇挑戰，引發爭議，但正由於它的存

在並且被人們所堅持，才使得現代新聞媒體能夠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

中為閱聽眾提供準確、權威的資訊，並承擔起傳播者的職責。 

加拿大學者Hackett與趙月枝（2005）曾對新聞客觀性的範疇做

出了系統而多角度的歸納：第一、從新聞道德的角度出發，新聞客觀

性是一種規範化的理想，一套新聞編採的法則，目標包括新聞的真實

性、準確性、完整性以及記者的超然與中立態度。第二、從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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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出發，新聞客觀性是一套對知識和現實世界的假定。這些假定

是：事實與價值之間、觀察者與被觀察物件之間的相互隔離是可能

的，「反映世界」或「全真地捕獲世界」也是有可能的。第三、從形

式主義的角度出發，新聞客觀性是一套採寫新聞的實踐和「統一的技

術標準」。第四、新聞客觀性在具體的社會結構中以種種機構化了的

形式體現出來。新聞客觀性是在特殊的機構框架且不是簡單被動地反

映，而是參與了這種框架的組建。第五，新聞客觀性是有關新聞的公

眾話語中的一個活躍部分，是受眾對新聞期望的共識的一部分。因

此，新聞客觀性並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概念，而是一套完整而周延的

「體制」。 

然而，這套看似完整而周延的體制，的確架構了新聞媒體報導

新聞的走向，但卻也遭受許多爭議，爭議的焦點常常集中在新聞能否

客觀、何以客觀，以及客觀究竟是一種方法、態度、技術規則，還

是一種體制文化的問題（林照真，1987；彭家發，1994；鄧麗萍，

2005）。在現今WEB2.0網路互動頻繁的時代，隨著新傳播科技勃興跳

躍，帶來了寬闊多元而互文連結的電子空間，不禁讓人懷疑傳統新聞

專業意理的「新聞客觀性」，在面對新傳播科技的挑戰下，其適用性

是否一如往常？若把「客觀性」解釋為「情感中立（detached）」，那

在新傳播科技下的網路電子空間裡，網路部落客（blogger）在網路空

間裡分享自己對於某些議題的看法，不管是否切乎公共價值，或是在

災難危急時於網路上張貼即時資訊，例如台灣2010年4月底北二高走山

的意外事件，網民就在電子空間寫下對於走山意外的看法，這種來自

草根民眾的傳播角度，是否仍需堅守傳統的「新聞客觀性」？亦或是

客觀性的專業意理也能與時俱進，有其動態的變化？這是各種「新聞

客觀性」爭論下較新的層面，也是我們亟需關切的議題。因為「新聞

客觀性」不同面向的爭論，豐富了新聞客觀性的研究視角，並證成了

客觀性命題在新聞學中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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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本文試圖再探「新聞客觀性」，爬梳其相關歷程，並檢視

「新聞客觀性」在網際網路中適用性的問題，是否新聞客觀性在網際

網路中會有所改變？進而回應「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這樣的命

題，以釐清新聞客觀性的神話色彩。然而，若起始便將方向設定在否

定新聞客觀性，這樣就會坐入立場的偏誤裡，本文的討論也會流於主

觀主義，有片面性。因此，以下將先針對新聞客觀性、客觀報導進行

爬梳，以釐清新聞的客觀報導。 

貳、回顧新聞客觀性

一、客觀性 

在社會與文化的形塑下，應該很少人會否定新聞需具備客觀性，

並且大多數人認為客觀性是新聞的本質或規範。但落實到傳播實踐

中，不少新聞學者又認為客觀性難以實現。在《新聞論叢》（新華社

新聞研究所編，1983，頁 92）中，美國學者Aronson認為：「大概很少

有人會不同意新聞的客觀性，我們當然也沒有異議。但實踐起來則往

往是另一回事。記者在取捨材料的時候，就表達了他的主觀意志。亦

即，他們用某些材料而不用另一些材料，結果就不是一個完全客觀的

報導，而是帶有某種傾向。」法國學者Voyenne也持相似觀點：「報導

者不可避免地會把自己擺到他所描述的情景裡，不僅表現在他自己的

參與上，尤其表現在他對事實事物的連續性的剪裁上和他所採用的形

式上。」（Voyenne, 1962／丁雪英、連燕堂譯，1986，頁 34）那我們

又該如何去把握和理解新聞的客觀性呢？以下整理出幾個對於新聞客

觀性典型的看法： 

首先，從「傳播者的角度」去理解新聞的客觀性。Voyenne認
為：「作為主觀性的反義詞，客觀性就是不斷地努力擺脫自我，尋求



60

臺大新聞論壇 ‧第十期 ‧2011年7月

他人，寧願堅定尊重事實，決不隨心所欲地屈從人意。」（Voyenne, 

1962／丁雪英、連燕堂譯，1986，頁 36）但這樣的角度去理解客觀

性是不夠的，因為客觀態度所表明的是傳播者不偏不倚、公正平衡的

言行表現，而客觀性所表明的應是新聞的本質或規範。這種觀點顯然

是有缺陷的：從表層看，它雖沒有否認新聞的客觀性，但也沒有肯定

新聞的客觀性是不依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具體存在；從深層看，儘管它

也暗示了要尊重事實，但並沒有明確認識到這種事實在本質上表現著

客觀實在性；從操作看，把客觀性等同於「客觀態度」，則新聞客觀

性必然會因「客觀態度」具有難以確定性而變得既難以衡量又難達到

了，因而它最終只能變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存在。                 

美國學者Mencher（2007）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新聞的客觀

性，他在《新聞報導與寫作》一書中寫道：當新聞工作者談到客觀性

的時候，他們的意思是，新聞應當不受記者本人觀點的約束，而應當

主要根據看到的事實。當這一條新聞能夠被某些原始記載加以對照證

實，那麼它是客觀的。這段話的第一句仍然是從主體的客觀態度來理

解新聞的客觀性，而第二句話的認識角度變了，把事實的客觀實在性

納入了新聞客觀性的含義之中，這一思考方向似乎是正確的。只可惜

Mencher沒有進一步開展，去回應什麼是新聞的客觀性。 

再從Marx的認識論來理解新聞的客觀性。Marx（1845／1995，頁 

18）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性上是種實踐。」實踐就是主體依據一

定的目的改造客體的現實活動。想要揭開新聞客觀性這概念的神秘面

紗，就必須從新聞傳播實踐中去解決，換句話說，我們必須連結主觀

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矛盾雙方的實踐中去把握。在典型的新聞報導

的過程中：事實是經由傳播者的報導，並透過媒介的傳播而成為新聞

資訊。其中，「事實」，是對呈現於感官之前的事物，一種人類透過

實踐活動對客體的實際情況的陳述。也就是說，事實不可能是假的，

假的命題和假的判斷所肯定和表示的不是事實。因此，無論是就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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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內容還是就事實所具有的可靠性的特徵來看，事實都是客觀

的，都具有客觀的性質。人們正是從事實的這種客觀性來認識和理解

新聞的客觀性。 

事實上，人們進行新聞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傳播者總是在某種

目的和意圖的驅使下，選擇某一事實作為報導的框架。當新聞事實作

為一種觀念價值，當閱聽眾接受新聞事實時，作為客體的新聞事實成

了他們的實踐物件，他們必然在認識、評價和判斷的過程中，把這種

觀念價值當成正在發生的具體存在去對待。但新聞事實這種觀念價值

不是沒有緣由的，它是傳播者在新聞傳播的實踐過程中，對報導事件

呈現於受眾感官之前的事物的一種實際陳述。於此，我們可以對新聞

的客觀性作如下描述：「新聞的客觀性是指新聞事實不依人的主觀意

志而改變的基本特性，傳播者在從事新聞報導時，要尊重事實，如實

地反映事實的本來面目。」 

二、客觀報導的原則

McQuail（1992）認為客觀報導具備了以下特質：首先，可以提供

完整且可供檢驗的事實訊息、將事實與意見或解釋區隔、具有可靠的

消息來源、即時傳遞最新訊息、以中立的敘事和形式去呈現報導，同

時對於爭議性事件採取獨立、不涉及利益的角色，以及揚棄個人對廣

告商或第三者的偏私、有利或別有用心的動機。 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在1922年制訂《報業信條》

（Cannon of Journalism），於1975年重新修訂，並更名為《原則聲明》

（Statement of Principles），其中第五條揭櫫：「不偏不倚—健全的

工作可以使新聞報導和意見表達清楚地區別開來。新聞報導不應該參

加意見或任何偏見。」「客觀」儼然已成為新聞從業人員信仰體系中

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不僅是從事新聞工作的指導哲學，也內化為新

聞從業人員的重要觀念：客觀報導是以一種公正、超然及不含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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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來報導新聞，亦即新聞是單純的紀事，意見需與與新聞明確地分

開。 

在客觀報導的實踐上，Mencher（2007）提出了三層報導的概念：

(1) 是對事實進行直截了當的報導，亦即記者只嚴格地呈現新聞來源提

供的原始材料；(2) 是發掘出現象背後的實質的調查性報導，即記者對

重要事實深挖消息來源提供的情況，以求獲得隱藏的真相；(3) 是在事

實和調查性報導的基礎上所作的解釋性和分析性的報導，力求提示事

實所蘊含的意義。Mencher認為第一層報導是純客觀的報導，第二層報

導中已經包括了記者的主觀認識，而第三層報導中記者的主觀認識表

現得比較鮮明。即使如此，由於後兩層報導仍然是基於事實和運用背

景材料等等，因而它們仍然屬於客觀報導，儘管與第一層報導有所不

同。因此，可做出以下推論：只要報導的內容是事實，對隱藏事實的

挖掘和對複雜事實的分析還是借助事實來完成的新聞報導，都屬於客

觀報導。 

學者Lippmann（1920）曾把「客觀」放在「新聞專業」脈絡下討

論，在當時的報業危機中，將新聞專業化視為挽救報業的可行之道，

而其主要任務有：(1) 立法認定使用不實文件為不合法；(2) 規定新聞必

須使用引述消息來源；(3) 建立立場中立的研究機構；(4) 成立國際性

且無黨派色彩的新聞供應機構；(5) 對新聞從業人員予以專業訓練等，

以使「客觀報導」成為新聞從業人員中心思想。Tuchman（1999）指

出，記者為表示已經做到「客觀」，經常使用的策略有四種：(1) 呈現

正反雙方的意見；(2) 在新聞報導中舉出證據， 證明報導的內容是真

的；(3) 適時使用引號（表明某些關鍵事項是記者引述他人言語而非自

己的意見或捏造）；(4) 以適當的邏輯順序排列事實。而國內，彭家發

（1994）在其著作《新聞客觀性原理》指出，整理過去文獻， 無論是

學者或業界，對於客觀性意涵並無一致共識。書中整理出五個客觀性

寫作的形式條件：(1) 忠於事實；(2) 正確性與可靠的消息來源；(3)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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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處理資訊；(4) 去除偏見；(5) 完整性（儘可能涵蓋一個事件所有面向

的報導）。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發現新聞客觀具有以下特徵：(1) 是注重事

實；(2) 是事實和觀點分開；(3) 是避免記者的主觀傾向。這些特徵可

以作為我們識別客觀報導的參考標準。而落實客觀性在新聞寫作上，

可歸納出五種技巧：(1) 合宜的邏輯順序排列事實、或倒金字塔寫作；

(2) 平衡報導，呈現正反雙方意見；(3) 查證，在報導中提出證據，引用

可追溯的消息來源證明報導屬實；(4) 用詞中性，不摻雜記者的意見、

主觀用詞，直接引述他人意見，讓其表白；(5) 事實與意見分開、立場

中立，在具爭議的事件上採取獨立、不涉及利益的位置，以摒棄一己

之偏私，若進行特稿分析時應根據事實評論，而非只有記者意見，並

且無事實根據（Tuchman, 1999；羅文輝，1991；陳順孝，2003；彭家

發，1994：轉引自鄧麗萍，2005）。 

參、再問新聞客觀性

    新聞客觀性作為傳統新聞採訪的原則，這是或許是新聞相關

工作者不敢否認的實存，但我們卻不能忽視新聞客觀性存在爭議的事

實，以下將從Dennis與Merrill兩位學者的論辦開始，讓我們慢慢進入

新聞客觀性正反兩造的說法，進而連結國外學者的研究案例，去反思

「新聞報導真的客觀嗎？」這樣的命題，以確定本文對於傳統「新聞

客觀性」的立場與價值。

一、回顧Dennis與Merrill的論辯（Dennis & Merrill, 2006）： 

(一) Merrill的觀點：客觀性是新聞的使命 

客觀性是再現真實的必備元素，在1960年到1970年間，新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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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嶄新聲浪，認為客觀性是新聞從業人員不可能達到的目標。然

而，若記者可以按部就班依照準則去處理新聞，那麼新聞的公正公平

是當代新聞記者可以達到的使命。系統性的新聞處理過程包括了策略

性運用系統化的工具以分析國家之事、收集資訊，並以明確的再現論

述形式將新聞產製出來。按照這些步驟準則，可以使新聞記者有利於

產製出公平、公正的新聞。若我們稍微再從另一個角度想，記者其實

可以在新聞工作中試著去將主觀的意見從事實當中抽離出來。如果記

者可以這樣再現新聞，那麼我們就可以期望閱聽人在解讀新聞時能以

相同的角度去思考他們所看到的新聞。達到新聞的客觀性在當代的新

聞界並非難事，我們只是需要一套系統性指標來為閱聽人提供公平、

公正的報導。 

(二) Dennis的觀點：新聞的客觀性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客觀性是新聞界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在實事求是的媒體實務中，

卻顯得太過不切實際。身為新聞記者，對於要做到公正無私、毫無偏

見、徹底將事實與意見分離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新聞記者採集相關

資訊後，會經過選擇、組織與組織的過程，這是新聞工作的本質。從

頭至尾，新聞就是一項完全由主觀性構成的專業主體，事件的新聞陳

述不過是整體事實當中的「片斷」陳述。又客觀新聞報導5W1H倒金

字塔的寫作模式之所以被提倡和流行，是當年美國政府為了便於新聞

檢查而鼓吹的，隱藏著執政者的權力陰謀，又5W1H倒金字塔式W之選

取、配置和結構，每一步驟都是主觀的。記者的報導會受到自我的生

理與社會的文化意識型態所制約限制，記者只不過是為觀眾描繪出真

實世界當中的浮面表像而已。 

彭家發（2009）認為，Merrill與Dennis兩人的論辯其實並無太多交

集。樂觀的Merrill認為，客觀性是新聞界的使命；而且，只要透過系

統性的新聞處理過程，則在當代新聞界達到新聞客觀性，並非難事。

Merrill大略點出了「如何做」，論點比較落實；而Dennis並非認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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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界不是不該去追求客觀性，而這是項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因為記者

在處理新聞時，一定受到自我和環境宰制，記者無法將自身抽離於事

外，僅能描繪出外在世界大概的輪廓。其實，Dennis的看法是存在矛盾

的：客觀值得追求，但卻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念；此外，他也未能提

出解決辦法達成客觀。故此，兩人對於新聞客觀性如何存廢問題的探

討，均著墨不多。 

二、新聞報導真的客觀嗎？ 

關於新聞客觀性的研究，英國學者Halloran, Elliott, &Murdock
（1970）合著的《示威遊行與傳播：一個個案研究》，剖析了英國媒

體因受其自身利益和邏輯局限，對學生反對越戰相關報導的失實和

歪曲。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媒介研究小組曾發表

了一系列作品：《壞新聞》（1976）、《更多的壞新聞》（1980）、

《新聞：戰爭與和平》（1985）、《獲取資訊》（1993）等，揭示了

英國電視新聞在客觀、公正、中立的名義下，去檢測人們複製媒體

「事實」、「語言」和「觀點」的程度，以看待在哪些地方接受或排

斥了媒體的事實，從而發現所屬的社會文化差異。其中對於BBC的研

究：只要電視新聞試圖確立以公正、中立和客觀等主張為基礎的職業

信譽，那些棘手的東西就會經常面臨挑戰並難於防禦，並且他們會發

現辯護是困難的。即使是BBC的新聞報導，也存在不真實、不客觀的

內容，尤其當他們的報導不得不依賴於官方的消息來源提供資訊的時

候。他們的研究表明，無論電視新聞看上去多麼自然、真實和即時，

它仍然是一種社會性構建的偉大壯舉。

另外，美國學者傳播 Dayan與 Katz（1992）在《媒介事件：歷史

的現場直播》研究了如奧運會、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禮、甘

迺迪總統的葬禮、登月事件以及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出訪波蘭這些重大

事件。這類媒介事件報導中，電視新聞的記者會拋開切中立客觀的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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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而成了民族的啦啦隊隊長。媒體事件的展演會收編或吸納了評論

者，報導變成了禮贊和慶祝。因此，Schudson（1993）認為：這種變

化事實上賦予了播報者及其組織機構一個藉以宣誓效忠于其全體國民

的核心價值的機會。所以美國社會學者Peterson（1993）認為，在當代

美國，被作為「新聞」而呈現的報導，既不是對事件的客觀表達，也

不是媒介所有者信念的忠實反映，因為「新聞」是報紙、新聞週刊和

電視新聞部門中的報導，以及編輯的例行活動的結構和功能的意外後

果。 

再從新聞作為一個敘事過程來看，新聞報導會受到敘事者描述的

視角所框架，呈現出來的報導，是經過一連串選擇與排除的結果。由

於新聞敘事者感知的層面與方向不同，同時又受到不同意識形態與信

仰影響，呈現的新聞事實也會有不同的面貌。在建構事實中，有些人

會強調放大或隱瞞收斂事件的部分訊息，而另一些人則會彰顯其他部

份的訊息，進行另一種敘事陳述，以建構另一種新聞事實（紀慧君，

2003）。因此，不同人對相同的事實便會產生相異的敘事建構，媒體

報導出來的訊息通常只是新聞事件眾多版本的其中之一。誠如因水門

案聲名大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Bob Woodward，曾在法庭上為《華

盛頓郵報》所刊登的一則新聞出庭辯護說到：「這篇報導是我們得知

最接近事實真相的版本」（Brooks, Kennedy, Moen &Ranly, 1992／李利

國、黃淑敏譯，1995），這句話似乎便能成為上述的註解。

由此可知，新聞報導必然具有某種非客觀中立的選擇過程，媒

體不是鏡子，無法客觀反映真實，媒體會透過其本身的產製邏輯來編

輯新聞，這之間並非「事實進、資訊出」如此簡易的模式，而是經由

選擇、確認，最重要的是「排除」的過程，才將新聞呈現在觀眾面前

（施盈廷，2003）。這樣的說法正好呼應到「守門人理論」（Lewin, 

1947; White, 1950）與「新聞室的社會控制」（Breed, 1955）。記者在

寫稿時，所關照的對象是一些重要的參考團體（即消息來源），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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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團體或個人，對傳播組織與資訊流通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並

且媒體經營者會控制新聞的導向，使得記者在報導新聞時會受到整個

新聞室文化的影響，以服膺新聞室的期望。由此可知，守門人研究與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理論，都能間接成為我們質疑新聞客觀性能否成立

的論證素材。 

縱然在許多社會中，記者都被要求進行客觀報導，但客觀在實踐

中的意義卻是千變萬化，客觀性的真正含義也在實踐中受到挑戰。誠

如格拉斯哥大學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媒體往往是為主流社會服

務的，不管自覺還是不自覺，它反映的是一種精英意識，並非總是像

傳統新聞學聲稱的那樣客觀，也並不總是站在與政府對立的立場上來

反映真實。這正突顯了傳統新聞學在新聞客觀性的諷刺：傳統認為，

媒體的口號是客觀公正，但研究指出這是不可能的；傳統認為，媒體

應當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對它進行監督，但研究卻反駁，媒體往往與政

府或社會精英站在一起，會不自覺地跟從主流文化；傳統認為，媒介

威權對受眾的觀點具有決定性影響，但研究卻證明受眾是積極參與事

實的建構。因此，新聞報導無法客觀。

肆、來自新傳播科技的挑戰

新聞客觀性的起源與發展，與時代變遷及政治文化環境息息相

關，而新傳播科技的發展也影響了客觀報導的規範。在不同的時代，

當下出現的新傳播科技對客觀報導的概念和實踐都曾造成很大的影響

和衝擊（鄧麗萍，2005）。McLuhan（1964）提出「媒介即訊息」，

認為每一種新媒體的出現，必然會對媒體產製出的內容造成衝擊，因

此，當新傳播科技出現後，除了論述新聞內涵的演變，也應同時關注

媒體本身對新聞的內涵與概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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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記者在報導新聞事件時，往往以最近乎事件本身的特有

敘事方式呈現，但電子媒介化後，一些媒介特有的技術條件，與各個

媒體體制內運作的方式不同，使得我們不得再去思考，對於個別媒體

內容沒有忠於新聞客觀性所造成的情況，似乎我們習慣用寫實主義的

尺，去衡量不同媒體的諸種表現。因此，當我們用一套亙久且精準的

標準，去析構報紙文本是否達成新聞客觀性的要求時，我們卻也用同

樣的方式去衡量其他媒介內容的表現，反而忽視了媒介間本質上的差

異。

近年來，網際網路迅速發展並廣為採用，閱聽大眾擷取新聞資

訊的管道驟增，相較於傳統新聞媒體，網際網路的特質包括資訊空間

無涯、即時性、媒體型態多樣、全球化、超文本、互動、巨大的資

料庫、無紙檔案架、主動使用者、主動服務、公私領域不分等（吳筱

玫，2003），突顯了網路媒體的重要性與影響性，也成為個人新聞

台、部落格或論壇等網路分享空間林立的養分，讓新聞產製的過程不

再如以往單向線性的模式，進而轉變為雙向的互動性，新聞敘事者

（不限於傳統的專業新聞記者）眾聲喧嘩，比此交互往來：就像2005
年七月倫敦發生地鐵大爆炸，引起全球的震撼，世界各地的媒體在報

導此事件時，所有影像都擷取於網路上地鐵乘客用手機上傳的拍攝畫

面；同年年底，英國的第五大儲油槽Buncefield油田爆炸案，BBC收到

近五千張民眾主動提供的資料畫面；或是往往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到關

於評論美食的文章，透過個人經驗與感受，轉化為文字或圖片，這些

帶著個人意圖或情緒的報導手法、網路資訊或新聞素材，正挑戰著過

去傳統新聞客觀性的價值。

面對不斷而來的衝擊，「新聞客觀性」勢必要在此脈絡時空中，

重新進行討論。然而，在網路時代裡，個人近用、發表資訊的門檻降

低，網路訊息常是匿名且具隱蔽性，甚至也可能是錯誤或為謠言，除

了在查證上相對不易，也改變了記者與消息來源間的互動方式，更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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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網路訊息在查證工作重要性降低或無從查證的現象；網路空間中

一來一往的敘事模式，多少會帶有個人主觀意念，更遑論是一群未受

新聞專業訓練的使用者，又如何去不偏不倚、不夾敘夾議地進行事實

的呈現，又「事實」的構築真的只能透過以往「新聞客觀性」的處理

過程方能達成？還是「事實」在網路空間中有其另外的表現，而「新

聞客觀性」可有別於以往，能有新的前進方向？正如彭家發（2009）
認為在新科技影響下，媒體變遷一日千里，新聞客觀性理想、定義和

執行，是否還能同日而語？這樣的提問與現況，的確成為我們不得不

去思辨的問題，進而去開展「新聞客觀性」論述新的範疇。 

伍、新聞客觀性的新論述 ―― 從「第五權」到「對話
的觀點」

一、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的「互動」概念

受到新傳播科技的影響，網際網路的確開創了一個寬廣的場域得

以近用，這也使得Ulmer（2002）提出「電子素養」（electracy）的

概念，去正視電子科技已重啟新頁的當代，企圖使電子媒體確立為迥

異於書寫印刷的溝通新典範。這除了顯示傳播教育內容該重新思考之

外，也意味著新聞的傳統專業意理 ──「客觀」，需放置在更大的社

會脈絡之下。因此，Ulmer（2002, p. 1）提出其「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的概念。 

延伸自媒體「第四權」概念而來的「第五權」，不再強調一個有

別於政府或民眾，這兩造間的媒體勢力或權利，轉向敘事行動中的共

同參與和經歷，媒體也不再是一個中介的角色，反而較像是眾人共享

的情境或過程，每個人可以在這空間參與替代觀察、以多方分享替代

單向告知、以經驗敘事替代專業評述，營造歸屬認同的需要更勝於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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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立客觀批判的要求。如果過去「第四權」或literacy所重視的，是

一個獨立於事件之外的主體及其理性客觀思考判斷的能力，那「第五

權」和electracy所召喚的，則是能參與、認同，並透過科技集思廣益、

解決社群問題的個體，以突顯電子新聞作為社會行動的意義（沈錦

惠，2005）。 

若從「第五權」的概念來檢視如南韓「Oh My News 
1
」或是台灣

「Peopo公民新聞 
2
」這類網路平台，它將使我們從過去注意新聞報導

的媒體及其內容文本，轉而注意新聞報導的個人及其行動本身。新聞

報導不再是單純的傳播形式，而是一種觀念倡導的社會行動，是某一

時空情境的表現展演，更不是再現某種客觀現實的結果。這些能作為

檢證公共議題的網路平台，透過撰寫他者的新聞敘事，誰說沒有同樣

的，甚至更大的威力來設定公共議題，因此，若單從客觀守則來判准

其品質，恐怕未免失據。 

再以「第五權」社會行動概念為起點，我們接著將行動看作是人

與人、人與事、事與事的「互動」結果，並意味著這樣的結果是所有

在生成變化過程中的交互作用或相互滲透，因而足以影響事態發展。

在如此互動的情境中，是一種開放而非固守的過程，個別參與者意識

到他者的存在，個別參與者也因為與他者的互動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1Oh My News由南韓吳連鎬於2000年2月22日創立，是一個標榜「公民皆為記者」

的線上新聞網站，除了韓語，還有日語及英語的三語網上媒體。其特色是採用類似維

基新聞及香港獨立媒體的方式，由參與者提供新聞，並為參與者提供討論的平台，是

世上首次以開放資料來源且接受讀者編輯、發表文章的新聞報導型態。Oh My News: 

http://www.ohmynews.com/ 
2Peopo公民新聞由公共電視於2007年4月成立，強調「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

聞」，希望每位公民能在網站中透過影音報導身邊的故事，結合網路與電視，建立人

人都可參與的跨平臺公民媒體，並致力促成議題的理性討論與展現具體的公民行動。

與其他公民媒體的最大差異，除了強調影音公民新聞，尚有公廣集團的資源作為支

持，進行跨平台合作，是一個非商業性、自由分類、創意共用的公民新聞平台。Peopo: 

http://www.peo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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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與自己之間的關係，無法不透過雙方的互動、共構，以釐清或習

得經驗事實。這也顯示了「互動」是釐清真理真相的途徑，就如同

「真理越辯越明」，需要透過彼此互動肯任價值。正如Ong（2002）認

為，只要參與其間，便沒有人能置身於始終生成變化的事件之外；而

未參與其間，便無法經驗與理解事件，並作出發言批判論斷的可能。 

二、對話（dialogue）的觀點

在上述中，曾論及到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

彼此間的交往獲得自我的存在認識。因此，接續將襄助於存在主義

哲學家Buber的對話哲學思想和Bakhtin的對話理論，試圖透過「對話

（dialogue）」的觀點，為「新聞客觀性」開闢另一段思辨與實踐的空

間。學者Soffer（2009）透過實踐觀察，指出當下新聞業中「客觀」的

空間在縮減，而「對話」的意味在急劇地增強。實際上，他正導引出

「對話」觀點之下，重構理想新聞模式的可能與期待。 

Buber（1999 [1937]）的對話哲學思想促使了評價人類互動的重

要性。在Buber的對話準則裡，「我和你（I-Thou）」和「我和它（I-

It）」是兩個著名的基本詞組，並非單一詞句。「我和你」的基本詞

組，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即當我主動去認識另一個主體你時，

我便進入了一個人與人的人際關係。「我和它」的基本詞組則說明人

和物的經驗關係，換言之我可以透過接近一個物體它的過程裡取得經

驗。而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在對話準則裡佔有決定性的地位，

不論是「我和你」或「我和它」都與「主體」的我相連。這樣的關係

中，沒有單純的「我」存在，當「我」被論及時，是存在於一個「我

和你」的人際關係裡，甚或是在「我和它」的經驗關係中。 

「我和你」或「我和它」之間的催化劑，是透過「對話」的方

式，讓彼此間產生效應，縮減人與人或人與物疏離的關係，亦即Buber
主張會合的互動性。在人和人或人與物之間，都將保留其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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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實體概念，與「我」

是相似的主體，我們必須要意識到「個體」不應該被衡量或量化。在

人和人或人與物相遇時，彼此是對稱、平行的實體，其重點是「對

話」的互動關係，在對話的當下產生意義，並非過去或未來（Fishbane, 

1998, p. 42; Lipari, 2004, p. 126）。 

另一個類似Buber的對話觀點，是來自於Bakhtin的對話理論。

Bakhtin（1986）認為個體要透過參與性的行動，來實踐互動的價值。

「自我」與「他者」是兩個不可混淆的價值，兩者在原則上不同卻又

相互聯繫、相互區別、觀照和轉換，這之間的交往關係，成為Bakhtin
對話理論的出發點。Bakhtin認為「對話」從狹義上看就是「言語相

互作用的形式之一」（Bakhtin, 1977／白春仁、顧亞鈴譯，1998，頁 

447），是透過表象或深層的形式所產生，具有一種特殊類型的含義關

係（郭慶光，1999），並且存在著實際或潛在的主體。此外，對話的

原則是差異與複調。「差異」是對話的前提和基礎，對話的參與者都

具有各自的獨立性，他們在對話中發出的是不同的聲音，在差異即不

同聲音交織的基礎上才能形成複調。「複調」是Bakhtin對話理論中重

要的概念，用來比喻對話中充滿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

音和意識」（Bakhtin, 1963／白春仁、顧亞鈴譯，1998，頁 4）。與複

調相對的是「獨白」，獨白把他者完全作為意識的客體，忽視了自身

之外還存在著他者的意識，所以獨白不期待他者作出應答，對他人的

回答置若罔聞。因此，Bakhtin強調的是對話參與者的主體性、積極性

和主體間的相互影響。

是故，Bakhtin的對話理論重視的是，說者和受話人是彼此交際的

參與者，兩者之間的主體性是不斷更替，在對話中既保持個性又相互

影響，並且考慮對話者的背景知識，這不僅決定論述的風格，還決定

對話者對話題的積極性與理解與否，也影響整個對話的內容；此外，

還須納入社會環境影響的考量，因為任何對話的產生，都存在於圍繞



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一種來自網際網路的挑戰

73

個體的社會環境之中，這樣的看法肯定了對話的深層結構取決於說話

者所置身的廣闊的社會環境（袁文麗，2008）。 

不論是來自Buber的對話觀點，或是Bakhtin的對話理論，都強調

了互動的「對話」概念。過去傳統新聞傳播是一種單向直線的傳播形

式，傳播者與閱聽者處於一種主被動的灌輸方式，就像新聞媒體若過

分依賴官方消息，將會進一步扼殺複調多元的新聞報導，沉默了記者

的聲音和能動性，轉而成為Bakhtin口中獨白式的聲音。此外，在過去

客觀性的原則下，將會疏離新聞工作者與事件、閱聽人與事件、新聞

工作者與閱聽人之間互動對話的可能性，無法從互動中經驗到兩者的

關係，成為一種冷漠的存在。

從「互動的對話」開展，暫且擱置過去「新聞客觀性」的繁文

縟節，轉而投注在新聞實踐中，一種對話、反映多元聲音的可能，不

僅僅只是反映客觀世界，局限於旁觀地記錄和報導，新聞的讀者需

要擁有更充分且對等的新聞傳播權力和表達空間，可以在自主自為的

新聞傳播中更主動地參與到社會事務的決策和實踐之中。正如Carey
（1993）認為，新聞應再次植基於對話模式的基礎上，重返一種「記

錄式的新聞（journalism of record）」：記者只不過是（美國）文化對

話中的一部分而已，對話的夥伴還有那群公眾。這是對新聞事業來說

具有一種謙虛的作用，事實上我們也正需要一個謙虛的新聞（humble 

journalism）。 

於此，在新傳播科技的發展下，動態與隨機的網際網路，締創

了一種無必然趨向的發展，也加速了新聞表現的多樣化，不會永遠處

於各自表述、各說各話的自我經驗過程，反而開展於自我與他者的動

態關係，就像彼此關係的任何兩人間的互動交談，透過這樣的溝通對

話，顯示出多元價值的重要性。或許，網路新聞或其資訊在產製上，

總是讓人懷疑其真實性或存在個人主義的主觀偏狹，對於網路消息來

源的查證又變得相對不易或輕率；但網路新聞互動的對話潛力，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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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著另一個新聞形式的實存，也重新形塑出記者和其讀者間，一種流

動的關係與身分（Oren, 2009）。這樣互動對話的方式，在網路空間眾

聲喧嘩，讓每種個人意見或訊息，都可經由網路參與者彼此的溝通、

互動對話，讓議題或主軸在不同交談中顯得明朗，是非對錯進而獲得

辯證，成為一種來自於互動查證的網路訊息，讓最後的結果，具備藉

由多數人意見交鋒過的肯認價值。而其展現的方式，筆者以為在傳播

網路資訊時，不管是來自於媒體記者或網路使用者所寫的新聞訊息，

都要開放於「他者」（相對於訊息原生作者而言）作編修、更正或補

充，讓訊息傳布別於以往直線點對點的給定方式，而是來自於訊息參

與者多端點的對話，藉由多數的觀點檢視訊息的正確性，也因互動對

話的關係，訊息不再偏執於一方立場，反而更能完整、添補整個事實

的面貌，如此一來，訊息產製或傳達，將更具透明。

舉例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個人新聞網站Drudge Report 
3
率先

報導總統柯林頓的性醜聞案，引起主流媒體與普羅大眾對此公共事務

的討論；又可在戰地部落格─〈斯特瑞克的戰地日記〉（斯特瑞克，

2008），看到部落客報導伊拉克戰爭時，部落客與網友針對此戰役彼

此分享資訊；SARS期間，網路轉寄流佈的〈和平醫院SARS 隔離日

記〉（林秉鴻，2003），更讓我們看到有別於一般的報導訊息，其真

實性或許又更勝於被隔離在外的主流媒體；甚至在傳統媒體的網站

上，也可發現讀者透過記者的電子郵件或網上論壇相互回應，不論議

題類型為何、不論持贊成或反對的意見、不論回應字數的長短，都對

新聞事件開展了另一種互動對話的空間。

3Drudge Report是由Matt Drudge創立，該網站編輯每天會在大量的新聞內容網站

中，搜尋他們覺得重要的文章，重新下標題、索引後，再連回那些新聞網站，偶爾穿

插Matt的評論與意見。此網站一夕成名的原因是，1998年披露《Newsweek》抽去時

任總統的柯林頓與實習生陸文斯基有染的消息，領先其他媒體揭露這則性醜聞案。

Drudge Report: http://www.drudgere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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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美國華盛頓州斯博坎〈Spokane〉城Spokesman-
Review報記者Ken Sands，為採訪當地高中籃球賽事，他決定讓更多

人參與這次的報導，於是他透過電子郵件邀請球迷作為消息來源，在

自己的部落格張貼賽事報導時，內容也包括當天球迷寫給他的電子郵

件，這樣參與互動式的報導方式，引起熱烈回應，使得大眾對這場籃

球賽事更為了解（Outing, 2002）。在台灣，或許也能藉由「東海大學

劈腿事件 
4
」，看到互動對話的契機。在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中，除了直

指記者查證不實外，我們也看到《中國時報 
5
》新聞片面報導的問題，

斷章取義網友言論並引用其報導立場的言論作為支撐，但在其他網友

熱烈的補充下，各方意見流佈在BBS與網路論壇的空間上，反而彌補了

《中國時報》忽略的新聞事實，減低了主流媒體過往一言堂式的權威

性，進一步更正了此新聞事件真實的面貌。因此，藉由網際網路互動

的特質，事實的面貌將透過各種觀點的對話而完整，新聞的產製過程

將變得更為透明。

正如 Deuze（2003）認為，網路新聞透過不同形式和風格，存在

著彼此互動對話的公民。使用者可張貼自己的內容，及時地發送他們

問題與回應，參與特定新聞議題的對話關係。如果新聞真正的目的是

為了引導和促進公眾的參與，並引起社會各階層的討論，這種新聞線

上的互動工具，將有可能實現這些對話的敘事氛圍（Scott, 2005）。

因此，電子空間中的新聞敘事，除了自我要求以外，實在沒有辦法強

求置身事外、中立客觀，告知版本可能繁多的真相，去確保真理、真

4「東海大學劈腿事件」發生在2005年2月28日，一名暱稱為apions的網路使用

者，在BBS站PTT上的「黑特版」（hate）上，貼文指責女友「腳踏兩條船」（「劈

腿」），甚至與其他男子發生性行為的事件。

5《中國時報》在2005年3月2日以〈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網路〉的頭版頭條標

題，報導了該社記者陳洛薇引用台大BBS站PTT上一篇「黑特文」（hate article），將

東海大學一位男研究生對女友的抱怨寫成了新聞。後續一週內，網際網路與大眾媒體

上大規模湧出對該事件的各層面報導與回應，並引發新聞倫理與BBS中特殊文化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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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事實的呈現。但幸運的是，真理、真相、事實卻也常展演在不間

斷的開放互動中，讓我們個人或整個社會在參與探索中，不斷地進行

自身的想像與反省。 

陸、結論

本文展示了「新聞客觀性」長期以來複雜的討論。標示著超然、

中立、客觀的新聞客觀性，這個旗艦級的新聞規則長久以來不斷展演

在各新聞媒體的日常實踐中，也導演著新聞內容的產製過程。然而，

若將場域置身在網際網路中，新聞客觀性將因網際網路的特質顯得扞

格不入。因此，透過「第五權」互動性與Buber與Bakhtin的對話理論，

去質疑新聞客觀性的適用性，突顯這樣的形式規則反而招睞一種獨白

式的冷漠感，忽視了新傳播科技已經在媒體產製與媒介角色上注入新

的力量，改變了當前新聞敘事的風格，並召喚新聞本身與社會行動構

連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去正視網際網路那塊人與人、人與物得以

互動對話的特質。 

當傳播場域因不同情境（網際網路）產製出各樣貌的特質時，新

聞傳播在實務或理論概念上勢必也會受其影響有所改變。這種孕育於

傳播科技而來的「互動對話」觀點與「新聞客觀性」，兩者分別處於

不同立場的本體氛圍，實踐上也處處充滿著矛盾，更在新聞場域裡成

為一種相互競爭理念。記者通常無法透過這兩種觀點同時進行新聞報

導與產製，畢竟這兩者所實踐的內涵是大相逕庭的工具形式。但是，

我們要知道的是，記者無法真空於事件之外，當主流媒體經常依賴官

方消息來源或特定菁英專家意見時，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互動的對

話」觀點在新聞實踐上的必要性，透過寬廣的網際網路，反映這個社

會來自不同階層的色彩與聲音，更期待這種「互動的對話」新聞在整

個日常生活中，發揮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功用。



新聞客觀性是否顛撲不破？一種來自網際網路的挑戰

77

本文無意作出規範性的討論，更不是棄守「新聞客觀性」，宣

揚「互動的對話」的優越位置，而是想要在新聞客觀性的基礎上，從

網際網路的場域中，去分析互動的對話的可能性，進而開展新聞客觀

性在不同觀點與論述上的面貌。不可否說，「新聞客觀性」有其新聞

實踐上的必要之惡，並且對記者或媒體組織有其功能性的價值，並持

續使用這種方式來趨近與事實真相最接近的報導（Brook, et., 1992／
李利國、黃淑敏譯，1995）；但是，當主流媒體或記者透過「新聞客

觀性」捍衛其專業時，更多數的人反而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彼此互動對

話，讓真理越辯越明，正如曾作為客觀主義旗艦的《紐約時報》也透

過其網路空間，制度化地搭建起記者與讀者直接對話的管道，這樣互

動對話的態勢，正逐漸超越了其平面報導的影響力。 

網際網路裡，每一則新聞在進行報導描述時，都會是社會中一

個個具體事件行動的發生，具備著社會參與的特質。因此，新聞客觀

性的品質議題，更需要由整體社會著眼，所要求的與其說是客觀中立

的事實真相，不如說是來自互動對話中，透過參與、觀察所形成的社

會視野和想像，這樣才能避免新聞永遠執著於「客觀」本身，讓「客

觀」徒然淪為有聞必錄的自動反射。因此，在這樣的場域下所形塑出

來的新聞文本，客觀所構築出來的事實似乎不再是重點，反而是在互

動對話中所積累出對某個事件彼此的認同或行動，去完整「事實」的

呈現度，而這基礎便是構築在「正確」的表述上，並且在此提出新聞

「透明性」的概念作為互動對話觀點的補充，用「透明性」清楚交代

寫作者喜歡與不喜歡的，如何接觸採訪對象、生產文章等過程，並勇

於對話、認錯與修改，以完善「互動的對話」觀點之價值，讓讀者自

行思考、進行批駁，如此循環不已（整理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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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傳統與網路空間對於新聞客觀性的比較

新聞產製場域
(情境)

傳統報紙、電視等新
聞產製

網際網路的新聞
產製

產製模式(概念) 新聞客觀性 互動對話觀點
關於事實 去建構(build up)事實 去完整

(complete)事實
誰認定事實 記者主觀意念 各方眾聲喧嘩
操作基礎 倒金字塔寫作格式 正確、透明性

新聞已變成研討課，而非演講課。誠如McQuail（2000, p. 348）所

言「整個新聞的概念，仍在於它遠超乎各種多元觀點之外。」因此，

新聞是一種來自多方論述的多元觀點，而非僅有單一形式的面貌。本

文並非鼓吹棄守新聞客觀性，而是在二元對立的客觀性外，那種來自

互動對話的觀點，可能是營造記者與新聞、讀者與新聞、記者與讀者

間的重要連結，也可能創造出一種更積極的社會行動。因此，討論新

聞客觀性，不能一味固守理論原則，犯教條主義錯誤，總是要在每個

時代的當下，再次進行深切反思與討論。康德的墓碑上刻著一句名

言：「有兩件事物我越是思考越覺得神奇，心中也越充滿敬畏，那就

是我頭頂上的星空與我內心的道德準則。」在新聞的實務上，不妨將

「客觀性原則」當作「頭頂星空」，把「互動、對話」展演為立場、

情感的「內心推測」，時時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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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lways Irrefutable?
A Competing Ideal from the Internet Field.

Jhih-ru, Chueh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aunting issue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by some features, news on the Internet has its particularity more as 
a form of interactive dialogue than as a genre for detached observation. Tracing 
how the can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trovers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Internet particularity, the author appeals for the need 
to reconsider in a new light. Drawing on Walter Ong, Martin Buber and Michael 
Bakhtin, the types of knowledge are specified: the fifth estate and dialogical 
philosophy. The communal sensibility unique of the “interactive dialogue” is 
further explored in its connection on this special Internet field, based on which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an alternative suggestion. Online journalism, with its 
interactive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marks another peak in the dialogic potential.

Keywords: dialogue, interactivity, Internet,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the fifth 
e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