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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出現後，報紙將消失的預言不脛而走，報紙似乎已無來日。

本文以為，報紙自電子媒介出現後即受威脅，何以能屹立不搖，必有

其獨有特質。事實上，報紙迄今至少仍具兩項優勢：一是在網上，報

紙還是最主要的新聞來源；二是報紙擁有的編採團隊，足以在資訊爆

炸的年代裡，擔任篩選資訊要角，而這兩項所對應的，正是網路世界

中最受關注的信任不足和資訊超載問題。如果報紙能善用此優勢，再

配合網上最自由的溝通形式─維基(wiki)，讓使用者共同參與新聞及守

護真相，則一個更為開放的新聞媒體將應運而生，此舉不僅可讓報紙

在數位時代中重拾生機，更能讓報紙擺脫惡名，起身為民主理想貢獻

心力。

關鍵字：部落格、報紙、新聞、網路、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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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報紙的困境談起

早在1960年代，因消費模式增加、影音媒體大興及報紙印刷與配

送成本龐大等因素，致使報紙在生存上出現危機 (Boczkowski, 2004)。

網路盛行後，報紙處境更加困難，人們減少閱讀報紙，甚至只在網上

閱讀「報紙」，因此有人認為「網路將挑戰身為新聞媒體的報紙」

(Stempel III & Hargrove, 2004: 113)。誠如Bowman (2005, July 29) 所

言，線上新聞是報紙的最新敵人，尤其是那些已建立形象的企業新聞

品牌，如MSN的Money Central (moneycentral.msn.com) 和Google News 

(news.google.com) 等。美林證券分析師Fine也指出，「消費者已毅然

決然地轉戰線上資訊，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已經不再閱讀地方報紙，

一旦下決定的目光轉移，廣告就會跟隨」(轉引自Fine, 2005: 24)。事

實上，從1990年代迄今，閱報人口約下降三成，讀者年齡也漸長，年

輕人現在都從其他來源（特別是網路）獲取新聞，報紙本業已在衰退 

("Britain: old", 2005)。《2004年新聞媒體狀態》(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4 )一書亦明白指出，新聞媒體現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閱

讀新聞的人口減少，特別是傳統報業在品質、獲利或權力等方面都呈

現衰退趨勢 (Chinni, 2004)。

無疑地，「網路確是不可阻擋的潮流」(Wilson-Smith, 2000: 14)，

相較於1830和1880年代的便士報、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的廣播

及1950年代的電視，網路普及所耗費的時間，均較其他科技來得短 

(Reddick & King, 1997)。早在十年前，Rosen (1996) 即對美國報業發

出六大警訊：在經濟上，閱報人口減少，特別是年輕族群，但報業在

商業邏輯下卻無法產製出吸引人的內容；在科技上，科技發展使資訊

不值錢，此時新聞需產製與其他媒體有別的內容，使用者才會掏錢；

在政治上，報業對嚴肅議題著墨甚少，新媒體更讓報業隨波逐流，造

成公眾和傳統報業間出現斷裂；在職業上，記者想離開新聞界，並對

自己的專業產生質疑；在精神上，記者找不到未來及讓自己努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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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在智識上，新聞本身所持的客觀語彙及態度，已難在當下社會適

用。正因報紙本業加速衰退，導致他們必須透過線上新聞獲利，若想

增加人潮，則最佳方案是提供免費新聞，但這會拉走原有閱報群，若

嘗試收費則會阻礙線上發展 (Walker, 2005, May 26)。今日報業似乎面臨

史上最大困境，難道網路來了，報紙就走了？

其實這種悲觀看法並非只出現在數位時代，「每當一個新媒介

出現，報紙就會被宣告死亡，然而報紙現在仍伴隨我們」 ("Special 

article", 1999: 17)。如Herbert (2000) 所言，從歷史上來看，當新媒介

出現後，「既存媒介不僅不會消失，而且會依其本身條件而變得更

強」。當廣播出現，人們認為報紙已至絕路；當電視出現，大家認為

廣播將死。但事實證明，各種媒介僅是更多選擇中的一部分，並不會

消失，而「記者和學界常犯的最大錯誤即是，他們認為整合將會捨棄

所有既存的個別元素，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獨立複合系統，但是這

將不會發生」 (Herbert, 2000: 17)。Fine (2005: 24) 更直言，「報紙是

蟑螂，不管媒體生態環境中有什麼加入，這個最老的老大哥媒體 (Big 

Media) 總是會存活下來，儘管報紙末日來臨已被說了數十年，但報紙

在廣播、電視、有線電視、電子遊樂器和網路之後，卻依然繁盛」。

或許我們可用後見之明來證明報紙尚未被取代，但本文以為，

報紙能在「新」媒介脅迫下依然健在，實因其具備與其他內容提供者

明顯有別的特質。就報紙所提供的內容而言，最明顯的特質是內容的

「新」，在電子媒介未發達前，報紙是人們獲得資訊的最快管道。當

廣播和電視出現後，有人預測報紙將走入歷史，但時間已證明，報紙

仍未敗下陣來，其關鍵不在於「內容」上的「新」，而是內容較廣泛

且深入，這是尋求速度的廣播和電視所遠不及的，也因此報紙受眾雖

有流失，卻仍能保有新聞尖兵的地位，然而這種情況在網路興起後已

漸受挑戰，因報紙的更新速度遠不及網路，其引以為傲的廣度和深度

更可能被全面瓦解。網路因其特質，所以能進行即時且同步更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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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網路內容之廣度和深度亦無限制，更重要的是，報紙現在尚

無法在網上找到獲利模式，這致使報紙在網上的形勢更顯危急，也因

此預言報紙將死的說法才會不脛而走。

本文以為這是言過其實，因為新科技出現總會對當下產業帶來干

擾，但只要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即可發現，新聞媒體採納新科技的時

程並不如想像中迅速，如Reddick與King (1997) 所言，線上報紙要找到

新的模式並不容易，因為如何整合不同媒體是一大挑戰。比方說1800
年代末出現的現代報紙形式，是報紙出現五十年後才成形，而早期的

電視新聞報導，其實是在讀「報紙」，直到錄影帶普及後，電視才發

展出自己的新聞形式。本文以為，雖然報紙將死的預言過於誇張，但

如果報紙要在未來繼續佔有一席之地，則報紙要做的絕不是被動地等

待，而應是藉由瞭解當下境況及未來願景，以便能主動地反省、再思

考並重新建構自身。

據上述，本文將先指出，報紙境況實源於注意力經濟的興起，報

紙需與其他媒體搶食使用者的注意力，在此種情況下，報紙卻未改變

其看待新聞與讀者的方式，反而嘗試去反抗現有的干預。這意謂著，

報紙面對網路時的根本問題是，報紙並未體認到網路是使用者主導

的媒介，反而將其視為是「資訊傳遞為主，意見溝通為輔」的媒介，

這導致報紙目前所採行的改變方式，其實是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法，

更重要的是，新聞媒體仍舊以為，新聞產製的權力是專屬於新聞媒體

的，閱聽眾只是被動的接收者，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生產者，這種不

對等權力關係的錯誤認知，反而阻礙了新聞媒體的進步。本文以為wiki
是以參與為主的新技術，它將有助於扭轉報紙長期以來所面臨的困

境，而其實際的作法則是將報紙與網路作更好的連結，也就是本文所

提倡的「維基新聞」。最後，本文將討論這種作法所可能促發的一些

新問題，並提出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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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紙現在的境況

華盛頓郵報總裁Graham (轉引自Walker, 2005, May 26)曾說，對於

報紙現在出現的危機，「如果我們搞不定，則自己應感到羞恥」，因

為過去七年，讀者成長一倍以上，「我們應該結合報紙和網站，並從

中找到生機」，雖然現在情況艱難，但絕非不可能。若照 Graham的說

法，報紙仍有生機，那生機在那？事實上，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

們必須先釐清問題關鍵，若用最粗略的方式回答，多數答案會將問題

歸咎於網路，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網路，報紙現在還能養尊處優。本

文以為，這種觀點其實是忽略了整個市場是一體的事實，因為即使沒

有網路，其他內容提供者仍會攻佔報紙版圖，只要有利可圖，永遠會

有人競爭，報紙和網路就像其他競爭者一樣，都在市場中競爭，因此

沒有那個媒介天生是那個媒介的剋星。《經濟學人》即清楚點出其中

關鍵：

主要問題是來自競爭，但這個競爭不是特別來自任何其他媒體，

更廣泛來講應該是競爭人們的時間，經年累月下來，科技和經濟創造

出越來越多能夠佔有人們休閒時間的方法：越來越多的電視頻道、雜

誌、主題公園，現在是電玩、聊天室和任何其他數位時代所提供的樂

趣("Special article", 1999: 17)。

換言之，閱報率下降，並非僅因網路新聞受歡迎，而是因各種

媒介，甚至是各行各業都在爭搶人們的時間，只要其他內容提供者

能提供更吸引人的內容，則報紙的閱報群便會流失，而網路所提供

資訊因較報紙更為多樣，所以人們便常將報紙逐年不繼歸咎於網路 

(Tewksbury, 2003)。至此，我們似乎發現報紙在時效上不及網路，在內

容上也不及網路多樣，這是否意謂著報紙已走進死胡同？其實，網路

無所限制的內容並非全是優勢，對使用者來說，無所限制的內容更可

能是種困擾。只要比對過往的資訊數量，我們即可清楚發現，今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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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面對的世界實是資訊「爆炸」的世界。現在，每個星期天的紐約

時報，其所包含的事實資訊，比十五世紀讀者所能獲得的所有書面資

料更多。今日，每年新出版的書籍超過三十萬本，學術期刊超過四十

萬本 (Davenport & Beck, 2001)。如果你覺得這個數目很驚人，那你應

該想像一下網路的資訊爆炸情況，因為網路一天所增加的資訊量，你

恐怕用一輩子的時間都無法消化。

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注意力經濟」的興起。Goldhaber (1997)指

出，資訊常被視為是網路經濟的基石，但這是錯的，因為經濟是由

稀少之物所主宰，現今資訊已過於氾濫，稀少「注意力」才是主宰新

經濟的力量。一旦資訊量增加，對注意力的需求也會增加，在現代社

會中，注意力已全面短缺，而且只會越來越嚴重(Davenport & Beck, 

2001)。網路的超鏈結、互動性和非線性等特質，已讓資訊無所不在，

現在網路可供應大量內容，但人們時間卻很有限，因此「在數位新聞

世界中，使用者的時間限制就是問題」 (Kawamoto, 2003a: 169)。更重

要的是，一旦資訊過多，新聞媒體就會起而扮演關鍵角色：

當你每天生活都可以從瀏覽世界各地的網站開始，這聽起來是件

很酷的事，但多數人沒有時間這麼做，或是沒有足夠訓練能夠瞭解個

別故事意涵，除非他們能獲得一些背景知識，這正是傳統媒體透過選

擇頭版、報導或播送節目表，而為你做的事(Wilson-Smith, 2000: 14)。

無疑地，當下已遍地資訊，人們要做的與其說是「搜尋」需要的

資訊，還不如說是「剔除」不需要的資訊。Davenport與Beck (2001) 即

明白指出，注意力最重要的功用並非獲取資訊，而是阻擋資訊。當資

訊量大於人們所能負載的程度時，人們就需要有人幫忙過濾資訊，而

許多研究也發現，即使在網上，報紙仍是人們心目中過濾資訊的主要

媒介。根據Horrigan (2006: iv) 的調查，當使用者被問到他們在那些網

站看新聞時，有32%的人回答會去地方日報的網站，而20%的人會去全

國日報的網站，這比例均較其他類型的傳統新聞媒體來得高。Stem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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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與Hargrove (2004) 亦指出，雖然網路已逐漸進入生活之中，但相較

於電視和報紙新聞，網路仍非新聞市場的主角。Tewksbury (2003) 也

發現，人們在網上尋找新聞時，最常去的網站仍是傳統新聞品牌所建

立的網站。換言之，人們上網尋求資訊時，仍大量倚賴傳統新聞機構 

(Margolis & Resnick, 2000)。即使現在有很多網路使用者，均至入口

網站閱讀新聞，但誠如Horrigan (2006)所言，因為Google和Yahoo等網

站，均從傳統新聞機構中收集新聞，所以若我們將其歸入傳統新聞媒

體這個類目，亦是合理的作法。

就台灣情況而言，根據Net Value的調查，台灣地區最多人造訪

的入口網站「新聞」頻道，前五名分別為news.yahoo.com (38.1%)、

news.yam.com (5.5%)、news.pchome.com.tw (4.1%)、ctnews.yam.com.

tw (3.0%)、ctnews.kimo.com.tw (2.9%)，其中又以雅虎佔近四成最高，

其他均遠低於雅虎（〈Net Value公佈新聞類型網站研究分析〉，2002
年5月1日），而「Yahoo!奇摩新聞」的日常新聞來源中，有超過半數

是來自於報紙，包含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大成報、台灣日

報等傳統平面報紙１（〈Yahoo!奇摩新聞服務說明：目前Yahoo!奇摩

新聞的合作對象總計有哪些？〉，無日期）。再根據Net Value的同一

次調查，台灣地區最多人造訪的新聞類型網站，前五名分別為ettoday.

com (30.4%)、聯合新聞網(13.2%)、中時電子報 (12.1%)、enews.com.tw 

(4.0%)、自由電子新聞網 (3.8%)，雖然最多人造訪的，是佔有三成比例

的東森新聞報，但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和自由電子新聞網，均為

傳統報紙所建立網站。根據筆者實地造訪enews.com.tw，其網站新聞均

來自中時電子報，因此後四者均以傳統報紙為新聞來源，共佔33.1%，

超過東森新聞報所佔比例。據此，雖然傳統報業似乎正逐漸失去優

勢，但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傳統報紙所產製的新聞，仍佔網路新聞

至少三成以上。

再則，從成本上來看，報業的進入門檻不低 ("Special articl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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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即使是線上新聞部門，也需要人員、科技、內容、服務和行銷，

其資金非一般人能負擔 (Kawamoto, 2003b)。以BBC新聞網站為例，

其旗下計有五千多名記者，每年的花費高達二千七百萬美元 ("Britain: 

Old", 2005)。因此，即使報紙已有危機，卻不如想像中容易取代，其

所需的龐大資源，將讓新進競爭者裹足不前。據此，報紙看似山窮水

盡，但實際上仍佔有兩項優勢：一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在網上接觸的

新聞中，「報紙」新聞仍佔重要版圖；二是因資訊超載，所以人們需

要有人幫忙篩選資訊，這項工作需專業團隊才能勝任，而報紙無疑是

極佳人選。然而，如果報紙還握有王牌，何以報紙在面對網路時卻窘

態百出？

參、報紙的抗拒：當報紙遇上網路

Sylvie與Witherspoon (2002) 曾直言，報紙在面對變動時，其實趨

於保守，常被譏為盧德主義 (Luddism) 或沒膽量，更有甚者，報紙因受

新聞自由保障，因此常自覺不需任何改變，自認為自己「頭腦裡面想

的就是真理，幹嘛要聽其他人的真理？」(Sylvie & Witherspoon, 2002: 

8)。這種自以為是的觀點，其實可以從統計資料中清楚看出，全美共有

超過1400家的日報，卻只有少數幾家（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曾嘗試要善用網路 (Bradner, 2005)，「有些報紙網站的問題在於他們就

是報紙」 ("Britain: Old", 2005: 27)。Salaverria (2005) 在分析九個國家的

九一一事件報導後也發現，線上新聞的主要弱點之一，是不願善用網

路的互動性。Boczkowski (2004) 在研究美國日報時亦指出，美國日報

落後於網路發展，雖然日報早已對線上環境進行實驗，但他們在應變

時，如果不是重新利用平面報紙內容，就是急於保護報紙特權下所擁

有的各種元素，也因此，其變動顯得緩慢且不具實驗性。

換言之，報紙在開創「新」實體的同時，也希望維持「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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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紙想要轉變幾世紀以來，都不曾變動的傳播管道，但同時他們

還想讓「工作和角色的核心部分完全不受影響」，或是「他們想試著

在維持原狀的情況下進行改變」 ( Boczkowski, 2004: 71)。報紙對新科

技的抗拒，其實就是對權力不斷消失的一種消極抵抗，報紙意識到自

己的權力正在流逝，但又不願意改變對新聞的認知，這種抗拒可從新

聞產製模式被不斷重製，以及媒體經營權的集中趨勢看出端倪。早在

三十年前，Tuckman (1978) 即明白指出，新聞是「製造」出來的，在製

造的過程中，特定的「框架」和「組織常規」等條件，會決定最後新

聞所呈現出來的樣態，直到今日，此種模式仍被不斷沿用，新聞媒體

仍被視為是「製造」新聞的唯一合法機構，有權決定新聞應該長成什

麼樣子。另一方面，新聞媒體必須在市場經濟下找尋活路，市場要求

的是低成本、高收益，因此雖然電子媒體逐步開放，但媒體競爭卻日

趨激烈，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媒體經營權的集中趨勢，其實是不減反

增 (Beers, 2006)。

從這兩方面來看，新聞媒體本身不僅握有新聞的發言權，而且

僅有少數能擁有新聞機構者，才是真正掌握新聞走向的人。這意味

著，新聞媒體本身的運作方式，已有一套成形多年的遊戲規則，新聞

媒體長久以來都依循著這套規則來產製新聞，雖然受到諸多批評，但

規則本身仍具備合法性，再加上媒體經營權的集中，佔據媒體的企業

財團乃既得利益者。在這種情況下，若要讓原本被動的閱聽眾，變成

新聞產製過程的主動參與者，其實是等同於說服既得利益者，放棄對

自己有利的既定遊戲規則，並將權力與他人分享，這當然會遭遇極大

阻礙，因此，新聞媒體在轉戰網路時，當然會傾向於守舊。除上述原

因外，平面報紙的保守作法，被認為尚有兩種可能：一是經濟上的原

因，因聘用一個只會寫作的記者，比會編輯多媒體的記者要來得便

宜；二是因報紙的工作模式已被制度化，要讓報紙快速變動並不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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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原因，其實都反映出報紙的「概念落後」，因為科技問

題不僅是將紙本換成網路，科技問題也與「如何說新聞、誰來說新聞

和說給誰聽」有關，迄今，線上記者仍舊當自己是守門人，漠視讀者

寫作的內容(Boczkowski, 2004: 103)。這意味著，報紙搞不清楚自己在

網上，和在平面媒體上有什麼不同。無疑地，每個媒介均有其特質，

當報紙要進入網路時，若無法清楚理解其特質為何，而僅以舊思維蠻

橫為之，那麼失敗在所難免，單純「只有科技並不足以拯救新聞媒

體」(Chinni, 2004: 99)，在網上，報紙的傳統產製過程已經不再有用，

報紙必須改變 (Sylvie & Witherspoon, 2002)。

當然，大多數報紙並非對網路的威脅視若無睹，很多報紙在多

年前即已涉足網路，並試圖找出獲利模式或是新的閱聽眾，其中最明

顯的嘗試即是將報紙全面數位化。然而就像Wilson-Smith (2000: 14)
所言，當消費者越來越習於免費獲得時，報紙將會遭遇一個問題：

「如果你可以在網上讀到免費的紐約時報新聞，為什麼還要花錢去買

呢？」。雖然免費提供新聞是件好事，「但好的新聞和好的記者都要

花錢，如果網路最後壓倒所有其他媒介，卻最多只能達到收支平衡，

那麼報導的品質就會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同報紙的強項

是有良好的報導和編輯，則此作為必然得有大量資金作為後盾，而資

金的獲得若非由訂閱戶支付，則得由廣告主支付。若是前者，將會壓

縮原有的紙本訂戶，而且其他報社均未收費，若冒然收費，不免有喪

失所有讀者之虞。再者，除非線上新聞的內容優於紙本報紙，否則收

費必得低於原有報紙售價，如此一來，報紙雖然保住訂戶，但收入變

少，經營將更形困難。若是後者，則線上新聞必得要有吸引廣告主投

資的理由，這個理由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要有廣告主能接受的消費者

（讀者），而要吸引這些消費者，則報紙必得要有吸引消費者的內

容。換言之，不管是前者或後者，內容都是關鍵，報紙能不能在網

上生存，「端賴於他們能不能把內容弄對，以及做出必要的投資」

("Ignoring online",  200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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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將平面報紙內容上網外，報紙網站尚有兩種較為明顯的嘗試，

包含新聞資料庫的建立，和討論區的設置。就前者而言，報紙建立新

聞資料庫供會員搜尋以增加利潤；就後者而言，報紙提供討論空間，

讓讀者能針對報導進行後續討論，以延續實體報紙的影響力，進而掌

握更多的閱聽眾。在這兩種嘗試中，新聞資料庫已是多數人接受的獲

利模式，比方說各大學圖書館，均會訂閱相關資料庫。然而販售舊報

紙的想法並不新穎，早在網路出現前，即有微縮或紙本可供搜尋，若

說此舉在網上有何新穎之處，大概就是搜尋能力和速度有所提升。

此外，報紙也在網站上提供討論區讓讀者參與討論。早在1920年

代，報紙即嘗試讓讀者參與媒體。至1970年，紐約時報開始讀者投書

版，隨著紐約時報的成功，現在幾乎所有報紙都已採用 (Rosen, 1996)。

今日，讀者投書仍是重要的近用管道，但受到不少批判，有人認為，

投書者是特殊的一群人，根本無法代表公眾 (McNair, 2000)。電子媒介

興起後，讀者參與機會增加，但Livingstone與Lunt (1994: 24) 認為，電

子媒體這種「中介式的公共領域其實是一種幻想」，隱藏了資產階級

宰制大眾的真相。Hallin (1997) 更批判此種「聲刺文化」，讓口號重於

內容。然而，這種難以參與媒體的情況，在網路出現之後可能改觀，

誠如Dellarocas (2003: 1407) 所言，「相較於之前的大眾傳播科技，網

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雙向性…即使是新聞網站，現在也要徵求並

刊載讀者回應」。

本文以為，報紙雖已意識到網路特質，卻未充分利用，在數位化

過程中，多數報紙僅將網路視為是報紙的「映射站」(mirror site)，卻鮮

少在網上發揮採訪與編輯能力，僅提供資料庫和討論區，與真正的網

路互動特質相去甚遠。誠如Allan (2002)所言，很多人都認為網路新聞

已經到來，但事實上仍有變數，因為網路上大部分的新聞都不是專屬

於網路。報紙只把網路當成是紙本報紙的另一個「備份」，卻少有動

作是針對網路所為，雖然網上讀者在尋找新聞時仍以報紙為先，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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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將網站當紙本「映射站」的作法，卻只讓讀者把網路新聞視為是電

子版的「報紙」，而且也僅止如此，當讀者在網站上看不到更多的資

訊，要讓讀者繼續停留幾乎是緣木求魚。因此，大多數造訪者都只停

留短暫時間，讓報紙很難應用原本的訂閱模式，而且多數內容都不收

費，更難把造訪人數轉變成金錢 ("Britain: Old", 2005)。然而，情況並

非全然悲觀，在2005年時，亞洲華爾街日報曾嘗試將紙本和網路版本

結合，其結果顯示，人們在看了紙本報紙之後，會進一步在線上尋求

資訊更新、背景資料和相關評論 (Bowman, 2005, July 29)。這意味著，

線上環境仍能吸引使用者的目光，但作法絕非僅將線上環境當成紙本

報紙的備份，或提供留言板、討論區讓讀者發發牢騷，報紙應針對網

路的互動特質作出回應，即邀請使用者參與，與他們進行真正的互

動，這將是報紙能否在網上繼續生存的關鍵。

肆、報紙所面對的根本問題：網路是使用者主導的媒介

很明顯的，報紙在現今社會中，具備說新聞的權力，掌握深具

影響力的發言權，此種發言權力若與他人分享，則意味著自己的獨有

權力不再，若要說服報紙將此權力與所有閱聽眾分享，對報紙來說不

僅難以理解，更是要求報紙改變幾十年來的運作模式，讓讀者可以對

自己生產的新聞大肆評頭論足，甚至任意刪修，這種要求明顯與報紙

對新聞的認知有極大落差，彷彿是瞬間把無冕「王」打入凡間。事實

上，在網路世界中，傳統的那套權力關係是難以維繫的，網路中最具

權力的不是企業主，而是來自各地的不知名網友，只要網友們願意聚

集，再無名的「無名小站」(www.wretch.cc) 都能紅透半邊天，只要

網友不願意聚集，再強勢的傳統媒體轉戰網路，都難有作為，這可從

網路流量的統計資料得知，全球前一百大網站中，沒有任何一間台灣

的平面新聞媒體上榜，但無名小站卻居第一百名 (Alexa Interne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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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更有趣的是，無名小站僅是一個提供空間給網友們分享的網

站，卻擊敗了所有願意主動供給內容，讓網友免費閱讀內容的任何一

家報紙網站，為什麼？

事實上，在網路上，權力是掌握在使用者手中的，但報紙卻仍將

權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誠如Ward (2002) 所言，網路實是使用者

主導的媒介，但報紙長久以來都沈浸於新聞的核心價值，因此未能充

份體認這個道理。網路的關鍵特質是互動性，或稱之為參與感，這表

示使用者不僅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應居核心位置。早在「個人新

聞台」或「個人電子報」年代，使用者即在網上參與「新聞」，雖然

這些名為「新聞」的站台或電子報，絕大多數是延續電子佈告欄上的

「個人版」，與「新聞」的關聯不大，但相較之前的參與環境而言，

使用者至少可以在此暢所欲言。可惜的是，在這些站台上，所有文章

都是由台長或版主編寫，其他人只能以電子郵件或留言板作回應，因

此除了站長或版主之外，其他人並無太多實質上的參與（〈個人新聞

台 FAQ〉，無日期；〈Yahoo!奇摩電子報服務說明〉，無日期）。

1997年，由Barger提出的部落格改善了這些問題，相較於先前的

電子報或新聞台，部落格已大幅提升使用者參與媒體的友善程度及效

能，因此網友也開始參與新聞事件，特別是突發事件剛發生時，記

者若未能及時到達現場，當下在現場的每個人都可透過部落格發佈新

聞，而這也成為部落格中常見的例子。Andrews (2003) 認為，部落格轉

變了新聞的運作方式，部落格讓新聞擁有更豐富且更平衡的來源，每

個部落客都對某些主題有些瞭解，可以讓新聞更接近真實，而每個人

所發表的不同觀點更在新聞中扮演重要角色。無疑地，部落格已大幅

改善先前的使用介面，且讓許多使用者參與新聞的產製過程，但本文

以為，部落格的運作方式，仍難以開展網路在溝通上的潛能，因此即

使部落格會對新聞產生一些影響，卻不會是線上新聞的最佳去處。

只要觀察部落格即可知，部落格在運作上仍以版主、站長，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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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客的文章為主，其他人雖然可以在文章之後留言，卻無權增加、

修改或刪除其他人的文章。雖然部落格亦提供所謂「小組blog」（〈我

可以建立一個讓許多人張貼文章的 blog 嗎？〉，無日期），讓很多人

共同編寫一個部落格，但除管理者擁有完整的權限外，其他小組成員

只能新增文章，並無法修改或刪除他人文章，這種運作方式其實只是

個人新聞台的「改良」版本，卻不具革命性變動。換言之，就網路的

互動特質而言，理應具有類似人類口語溝通的形式，讓每個參與者均

能隨時隨地參與討論，並表達意見，最後所有參與者在理論上會達成

某種暫時性的結論，但這種理想在個人新聞台或部落格均不得見，或

者說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些網站中，管理者的意見仍是網站的主要

內容，其他參與者只能在文章之後（而不是文章之內）附和或反駁，

與口語溝通相去甚遠。

在現今台灣報紙的網站中，我們亦可看到類似的作法，一些提供網

友參與的網站，如聯合新聞網 (udn.com)、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

com.tw) 及東森新聞網 (www.ettoday.com) 等，其採用的作法仍不脫上述

範疇，包含讓網友就已寫成的新聞發表意見或進行評分，也有讓網友到

討論區另行開闢區塊討論，但沒有任何一個新聞網站會將使用者的意見

視為是新聞的一部分，亦沒有任一網站會讓使用者編修「新聞」內容，

更別提將使用者的「參與」視為是其所應為的主要任務。

本文以為網路的溝通模式，絕不應被框限在「資訊傳遞為主，意

見溝通為輔」的偏頗認識上，在網上，使用者才是核心，每個使用者

所發表的不同意見，才是網路上最值得珍視的內容。誠如Dellarocas 

(2003: 1421-2)在討論線上回饋機制時所言，「網路不僅可以傳散資

訊，且能從龐大的社群中以極低成本收集和聚集資訊，並建構出人為

的大規模口語網絡」。Radin (2003: 158)亦認為，「網路可以聚集很多

人的智慧，這讓願意仔細研究這些內容的每一個人，都能從中得到好

處」。事實上，有些網站已將眾人的心得集結成書，比方說一本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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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線上》(Breast Cancer Online: In Our Own Words)的書籍，即是在

1998到1999年間，由十一位自願女性，在篩選數千篇文章後所編成的

電子書，其他如Penney's Friends Cookbook、In Our Own Words How We 

Told Our Children等，也均是集網上眾人智慧而成的書籍。也因此，那

些以前被傳統機制視為無用的「閒聊」，將在網路世界中找到舞台，

而傳統中所謂的專家和平民、作者和閱聽眾也開始融合。Rheingold 

(1993: 110) 更認為，持續參與討論的人們會形成緊密的線上社群，此社

群會具「草根群智」(grassroots groupmind)，並會結合「知識資本、社

會資本和緊密關係」，讓人們得以和他人共享共同關心的事。

也就是說，網路不僅能夠無遠弗屆地傳遞資訊，而且也能夠建

立類似口語的溝通網絡。如果自由表達意見是人類言論自由的最終理

想，那麼身為溝通工具之一的網路，無疑要往此方向邁進，因為這個

方向可能就是「對」的方向。本文以為，這種人人都能表達意見的運

作模式，其實就像是把人們每天在街頭巷尾討論時事的過程搬上網

路，這種過程永不退流行，從古至今，人們每天都在討論時事，並在

離去時留下暫時的（也有可能是最後的）結論。如果線上新聞也能讓

人們這樣討論，那將有可能是報紙移居網路的最理想去處。

伍、快！Wiki來了

維基社論 (wikitorial)──名詞。複數為wikitorials。約2005年出現

的報紙行話。由報紙（通常是在報紙的網站上）所提供之一種不需署

名的意見表達方式，在這個網站上，讀者可以加入自己對社論內容的

看法，並藉由互動式的網頁工具加以修改 (Martinez, 2005: 4)。

2005年6月，洛杉磯時報讓網友在線上編輯社論，此創舉被稱

為「wikitorial」２，雖然最後洛杉磯時報停止這個嘗試 (latimes.com, 

2006)，但本文以為，這已為報紙的未來指出一條明路。 Wikitorial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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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wiki和editorial，editorial指的是社論，而wiki在字源上來自於夏威

夷語，其本義為快速或快捷(yourDictionary.com, 2004)，現所指的是一

種網頁應用軟體，根據Wikipedia.org (2006) 所下的定義：

維基 (wiki) 是一種網頁應用軟體，這種軟體不僅允許使用者增

加內容（像網路上的論壇一樣），而且允許任何人編輯內容。維基

這個詞也可以用來指稱建立這種網站的協同作業軟體 (collaborative 
software)。

關於wiki的起源有很多種說法，有人認為是來自於1972年一群卡

內基美隆大學的研究人員 (c2.com, 2005)。Ward Cunningham則自稱

在1995年3月25日首度寫出wiki，雖然他之前也曾寫過類似程式，但

當時並未以wiki名之。wiki是他到夏威夷旅遊時學會的第一個字，在

夏威夷若要形容很快，則稱wiki wiki，因其有趣，所以拿它來為程式

命名。wiki的全名應為WikiWikiWeb，因最初放置在Unix系統上時，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只顯示出wiki，所以常被縮寫為wiki或

Wiki (Cunningham, 2003)。Cunningham相信取名為wiki對新科技本身是

有幫助的，因為Wikipedia（維基百科）若命名為電子百科全書，將很

難翻轉社會對百科全書的原有想像。

事實上，wiki在字源上的「快速」意涵，也反映在軟體的使用上，

在使用wiki時，使用者不需學習即可上手，只要稍微瀏覽教學網頁，就

能很專業地使用wiki，因此wiki被視為是所有可能運作成功的線上資料

庫中最簡單的一個(Wiki.org, 2002)。比方說，要在網頁上使用超連結，

最簡單的作法就是直接打上網址，不需任何編寫網頁的知識，最後成

形的網頁就會自動變成超連結，而一些在撰寫網頁時很複雜的段落符

號或排序，在wiki裡也都簡單至極，如打一個井字號(#)代表的是第一

層的數字排序；打二個井字號代表第二層排序，依此類推 (Wikimedia 

Meta-Wiki, 2006)。目前，wiki已開始提供許多極度便利的功能，比方

說，JotSpot讓每個wiki頁面都有獨特的電子郵件地址，使用者只要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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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資訊寄到該郵件地址，網頁就會自動加入該資訊，此外，你也

可以直接把Word和Excel的檔案匯入wiki網頁之中，省去重新張貼內容

的困擾 (Broida, 2005)。Wiki不僅簡單易學，wiki還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

候，對任何內容進行增刪的動作（比方說上述教導別人如何使用wiki的

教學網頁，也允許任何人去修改它），這意味著，wiki幾乎是言論自由

在網上的極致表現，更是人們溝通時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之境，這種方

式類似口語溝通，是人們在討論事件時最熟悉且最感興趣的方式。

事實上，維基在台灣也漸受關注，如中央研究院之自由軟體鑄造

場已於2006年4月邀請維基百科創始者之一Jimmy Wales來台演講（〈從

Wikipedia看見開放的力量－迎接協同合作新網路時代〉，無日期）。

而一個屬全國性質的維基社團「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Wikimedia 

Taiwan)，也於2007年6月20日核准立案(Meta-Wiki, 2007)。此外，國內

亦有許多網站提供維基功能，比方說著名的批踢踢實業坊即提供所謂

Ptt Wiki（〈About Ptt Wiki〉，無日期）。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亦

借用維基百科的協同合作概念，發展出「台灣大百科全書」（〈台灣

大百科全書的編纂精神與原則〉，無日期）。在台灣的維基應用中，

較具主題性的「維基」網站應屬2005年成立的台灣棒球維基館（〈首

頁〉，無日期），該站與聯合知識庫合作，邀請網友共同編寫棒球歷

史（〈台灣棒球運動珍貴新聞檔案數位資料館計畫〉，無日期），而

其「棒球新聞協作計畫」（〈棒球新聞協作計畫〉，無日期）亦邀請

網友共同編寫近期棒球新聞。

Schiff (2005, June 15: A23)曾在紐約時報一篇名為〈互動真理〉

(The Interactive Truth) 的文章中，引用洛杉磯時報社論編輯的說法指

出，wikitorial應該是「讀者參與的極限」。Martinez (2005: 5)亦認為，

「wiki是網路發展出來的新溝通形式中之最新形式」。當你到一個以

wiki為基礎的網站時，你所看到的是最新版本的網頁，這個網頁是經過

所有參與者增刪、修改後的「暫時」最後版本，一如每次在討論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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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暫時結論一樣，它不是最後真理，而是眾人的暫時性結論。而參

與過程中的每次增刪、修改動作都會被記錄下來，你不會錯過任何一

個參與者的發言。你可以回頭去搜尋曾經出現過的任何意見，如果你

覺得某些意見值得成為結論的一部分，你也可以將它重新新增到網頁

上，這種極度自由的溝通方式，正代表著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候提

供任何意見，並藉此來共同追求任何主題的暫時性結論。試想，如果

我們把這個參與的極限，不只應用在已被實踐的環境物種、圖書館、

書籍、字典或百科全書 (Wikimedia Foundation, 2006) 中，也把它應用到

「新聞」裡，這樣的新聞應該也是民主社會中「公民參與的極限」。

陸、維基新聞 (WikiNews)

誠如Entman (1989: 134)所言，改善新聞的目標是「讓意見真正

多元且豐富，讓媒體、閱聽眾、政府菁英能更常地參與互動的民主辯

論」。Schaffer (2005: 8)亦指出，「那些熟知科技且透過新資訊科技

而被賦權的公民，他們想要與新聞互動，他們渴望提供他們社群的專

業、想法和知識」。事實上，使用者（或閱聽眾）與媒體互動已是時

勢所趨，如Darman (2005)所言，從九一一事件開始，全國新聞台就開

始使用非專業人員所拍攝的影片來呈現故事，在2005年，當卡特里娜

颶風侵襲時，CNN也採用觀眾所拍攝的數位畫面，來呈現颶風動態。

Carey (2002)也認為，九一一事件最重要且最廣泛的影響，是讓報業知

道其不能獨立於民主制度而存在，比方說紐約時報已試圖要重新找回

與讀者的連繫，並開始意識到讀者觀點的存在。

即使從報紙本身的角色來看，報紙其實是知識組織的一種形式，

記者是特殊的知識員工 (Sylvie & Witherspoon, 2002)。知識不同於資

訊，「知識是富含經驗、真理、判斷、規範和價值的資訊，是一種

特別的結合，這種結合讓個人和組織得以評估新的情況，並能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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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Huseman & Goodman, 1999: 107)。因此若要從資訊中淬取知

識，則必須進行比較、評估後果、發現關聯和參與對話 (Davenprot 

& Prusak, 1998)。也就是說，在數位時代中，人們已經渴望參與新

聞產製，而且很多傳統新聞媒體也開始使用閱聽眾所提供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遍地資訊的社會中，報紙的主要角色將不再是

提供資訊，而是建構知識，而新聞即是互動後所累積的知識。誠如

Rosen(1996: 1)所言，論壇也是新聞的一種類型，只是很少被深究，這

種新聞不報導事件，也不追花邊新聞，它做的事情不一樣，「它清出

一個空間讓公眾能發生作用」。這意味著，讓讀者參與新聞不僅是科

技所能、讀者所求、理想所願，更是報紙所應為。

可惜的是，至今除洛杉磯時報曾「一度」將「社論」讓讀者任意

編修外，尚未有報紙願意運用wiki讓讀者任意編寫「新聞」。唯一跟新

聞相關的公開嘗試，應屬一個名為「維基媒體基金會」(The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已將wiki運用到「新聞」上，

在其名為Wikinews.org (www.wikinews.org)的網站中，每一個網友都

能任意新增、修改或刪除網站內的任何一則新聞。然而我們必須注意

的是，該網站的運作形式，與本文所倡導的形式並不相同，在該網

站中，「新聞」均由自願者或使用者所撰寫，而不是由記者所撰寫 

(wikinews.org, 2005)，因此並非傳統所指稱的「新聞」(News)。當然，

自願者所寫作的新聞也可稱之為「新聞」，但在此，我們有必要區辨

其中差異，因為概念上的差異，其實就隱含著兩者間具不對等的權力

關係。根據施盈廷 (2003) 的說法，若要區辨資訊時代的新聞概念，

與傳統新聞概念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傳統新聞媒體透過組織、資

本及常規所產製的新聞稱為「大寫新聞」(News)，而在資訊時代中，

每個人透過新科技得以「充當」記者而寫成的「新聞」，我們稱之為

「小寫新聞」(news)。無疑地，「維基媒體基金會」所提倡的新聞，是

由一般人充當記者寫成的「小寫新聞」，而非一般人腦中的新聞，即

「大寫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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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說新聞的權力，即是說事件真相的權力，在「大寫新

聞」的時代裡，僅有新聞媒體能對大眾講述事件真相，此時新聞只能

被「大寫」，亦即事件真相只能由新聞媒體來陳述；但在「小寫新

聞」興起之後，新聞不再專屬於傳統新聞媒體，現在每個人都能說新

聞，也都在說新聞，因此新聞已能夠被「小寫」。在當下，每個人在

理論上都能扮演記者的角色，並進而掌握訴說事件真相的權力，這似

乎代表著小寫新聞出現後，傳統新聞媒體獨有的說新聞權力開始減

弱，再加上大寫新聞開始「引用」小寫新聞，因此陳述事件真相的權

力，彷彿在一夕之間流向一般讀者。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即可發

現，情況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因為表面上權力已趨平等，但事實上，

民眾與新聞媒體所擁有的權力仍有明顯落差。

小寫新聞雖被稱為是參與新聞，但實質上參與的並非是「大寫新

聞」，而是「小寫新聞」，只有當傳統新聞媒體認為「小寫新聞」值

得成為「大寫新聞」時，「小寫新聞」才真正參與一般人們心目中的

「新聞」，亦即唯有當某人的「小寫新聞」被新聞媒體引用，所謂的

小寫新聞才會具有大寫新聞效力，也就是傳散到各地並被知曉，進而

產生新聞所具有的影響力。反之，當小寫新聞無法主動地讓多數人知

曉（而非被動地放在某處等待他人近用）時，不管是在路邊講的，還

是在網路上寫的，都僅是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在參與新聞產製過程，

實質上可能又是幾億篇「新聞」中被淹沒的一則「資訊」，並不具實

質上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難以吸引注意力的喃喃

自語，更容易被資訊洪流給徹底淹沒。一如Shum (1996) 所言，雖然在

網上每個人都能出版自己的想法，但「在網路的世界裡，只有一件事

情算數，就是它是否能被廣泛地執行和應用」。

如 果 借 用 現 在 網 路 上 風 行 之 「 偽 基 百 科 」  ( U n c y c l o p e d i a ) 

(Uncyclopedia, 2006a) 或「偽基新聞」(UnNews) (Uncyclopedia, 2006b) 
的 概 念 ， 我 們 或 許 可 稱 此 種 「 自 得 其 樂 」 的 「 小 寫 維 基 新 聞 」

(Wikinews) 為「偽基新聞」，因為這種自得其樂的新聞和「偽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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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成立目的幾乎不謀而合，根據「偽基新聞」正體中文版首頁的

宣稱，其主要使命是要「建立一個瘋狂，更新慢的跟烏龜一樣，內容

亂七八糟，且毫無新聞價值的網站」（〈偽基新聞：首頁〉，無日

期）。就實質效力來看，難以統整、無人聞問且散落在各地的「小寫

維基新聞」，其處境與「偽基新聞」相去不遠，為避免混淆，本文擬

將大寫維基新聞直接稱為「維基新聞」，而將被視為具備大寫新聞效

力，卻通常不會受到注意的「小寫維基新聞」稱之為「偽基新聞」。

從上述討論可知，新聞媒體可將大／小寫新聞均大寫化，但大寫新

聞卻不會被小寫化，這種情況和先前的讀者投書、觀眾call-in如出一

轍，在本質上新聞媒體還是握有主導權，能決定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

新聞，說得更實際一點，這種情況即是長久以來新聞媒體和人民的關

係，兩者間的關係並未因管道變多，其本質便發生改變，除非新聞媒

體願意放下「說大寫新聞」的權力，否則實質效益不大。

若以台灣棒球維基館的「棒球新聞協作計畫」（〈棒球新聞協

作計畫〉，無日期）來看，我們亦可看出「維基新聞」與「偽基新

聞」的差異，該協作計畫希望有興趣的使用者可擔任撰稿記者幫忙編

寫新聞，但其協作的新聞卻只限於網站上的「近期新聞」，也就是由

使用者所撰寫的新聞，而從聯合報收集而來的棒球新聞卻不允許使用

者更動，這無形中表達出本文的憂慮，即多數人仍將說大寫新聞的權

力，視為是媒體所獨有的權力，而使用者只能就「偽基新聞」進行編

修，與「維基新聞」無緣。而這種傾向也可以從該網站的其他內容得

知，該站計有「台灣棒球發展史」、「台灣棒球大事記」、「台灣棒

球名人錄」、「台灣棒球一級棒」、「台灣棒球影像館」、「中華職

棒大聯盟」、「職棒球員點將錄」及「世界棒球經典賽」八類內容，

卻有半數是所謂的「保護頁面」（〈TwBsBall：關於本站／保護頁面

守則〉，無日期），無法讓網友進行編寫，這些無法讓網友編寫的內

容，均是所謂「官方消息」來源的資料，如「中華職棒大聯盟」、

「職棒球員點將錄」及「世界棒球經典賽」等。這無非意味著，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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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是具權威的，不能被任意編修，如果使用者要參與新聞，只能自

己另外框限一個不會威脅到新聞媒體權威的角落，以免破壞「大寫新

聞」的權威性。

本文以為，wiki不應只停留在自得其樂的「偽基新聞」上，而應

讓新聞媒體與民眾之間的權力關係出現實質變化。如果新聞媒體願意

將wiki應用到大寫新聞上，那麼依照wiki的運作模式，人們在參與新

聞時，使用者修改的應是新聞媒體所產製的大寫新聞，即大寫新聞被

小寫化，這將讓新聞媒體與使用者共享原本新聞媒體所獨有的「說新

聞」權力。也就是說，傳統新聞媒體和使用者的關係將有機會趨於平

等。若我們把大／小寫新聞與大／小寫化兩者交叉比對，則更能清楚

呈現本文所倡導的新形式，與其他新聞形式在促進權力平等上有明顯

差異，如表一所示：

表一：新聞文本原初形式與轉換形式之關係表　

      轉換形式  

原初形式
大寫化 小寫化

大

寫

新

聞

「大寫新聞」大寫化：不同
新聞媒體改寫彼此的新聞，
「說大寫新聞」的權力掌握
在新聞媒體手上

例子：電視新聞每天早上均
會報導各大報頭版頭條

「大寫新聞」小寫化：由
記者所寫的新聞，再由其
他人編修該則新聞後所形
成 的 新 聞 ， 「 說 大 寫 新
聞」的權力掌握在民眾和
新聞媒體手上

例 子 ： 本 文 所 提 倡 的
新 形 式 「 維 基 新 聞 」

(WikiNews)

小

寫

新

聞

「小寫新聞」大寫化：新聞
媒體採用讀者編寫的新聞，
「說大寫新聞」的權力掌握
在新聞媒體手上

例子：CNN採用觀眾所拍攝
的DV畫面

「小寫新聞」小寫化：由
自願者所編寫的新聞，再
由其他人進行編修後所形
成 的 新 聞 ， 「 說 大 寫 新
聞」的權力掌握在新聞媒
體手上

例 子 ： w i k i n e w s . o r g 或

UnNews的「偽基新聞」

(Wikinews)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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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四種不同的新聞形式中，除了洛杉磯時報曾讓「大寫新

聞」小寫化曇花一現外，其餘三種均已有許多案例可循，本文不擬贅

述，然而筆者以為，唯有讓「大寫新聞」小寫化才能為報紙帶來新的

出路。誠如洛杉磯時報的社論編輯Martinez (2005: 5) 所言，wiki可能會

「促發一種新的意見新聞學形式，可以反映所有參與者的意見」。事

實上，將wiki應用到「大寫新聞」，絕非僅是新科技的嘗試，或是報紙

與民眾分享說新聞的權力，這種作法更是報紙和網路的極佳互補。一

如Dellarocas (2003: 1410-1) 所稱，線上因失去實體背景所提供的大量線

索，所以通常要面對的是陌生者所提供的資訊，而且因線上身分容易

變更或偽造，所以居中協調者更顯重要。

在過往，新聞媒體無疑擁有重要事件之可靠來源的特許權，雖然

此特許權已逐漸消失 (Chinni, 2004)，但相較於其他來源，傳統新聞媒

體還是較受讀者信賴。Wilson-Smith (2000: 14) 即指出，「大多數的

新聞網站藉張貼報紙、雜誌或電視的報導來獲得信任」，相反地，很

多網上的新聞，雖然會在報上被重新包裝或改寫，但通常都缺乏可信

度。Allan (2002: 127) 也認為，雖然在911事件後，所有人都「變成媒

介」這個想法，「挑戰了傳統的『新聞』，和誰能成為『記者』的定

義」，但所謂「個人新聞學」或「公民產製的報導」因來自各處，以

至於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判斷其正確性，而且在轉寄後，很

多根本已無從得知原初作者或拍攝者究竟為誰。Reddick與King (1997) 
更直言，如果每個人都能在線上出版新聞，那我們要如何區辨新聞、

娛樂或是廣告呢？

無疑地，人們信任報紙的程度，仍遠高於信任網路上流傳的新

聞，在容易失去信任的網路世界中，若每個人都有權可任意編修任何

文字，那麼人們面對的將是變化莫測的環境，此時對信任的要求，將

隨著對自由的鬆綁而逐步攀升，若報紙能在此時擔任居中協調的角

色，則其優勢不言可喻。再則，如果新聞自由的終極目標，是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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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都能自由表達，或每個問題都能透過意見表達而得到一個暫

時性結論，那麼所謂的「小寫新聞」事實上是難以達此目標。誠如

Kawamoto (2003b) 所言，相較於專業的新聞組織，部落格幾乎都由個

人所經營。也因此，部落格的「新聞」大多是零星出現，或是有重大

突發狀況時才會激增，這證實了一般個人並無多餘心力去經營完整的

新聞媒體，更別說是支撐一個耗費驚人的新聞團隊，更重要的是，幾

乎全數所謂的部落格新聞均不曾真正成為「新聞」，而僅是小團體間

自我認定的「小寫新聞」。

即使從誰能當記者的角度來看，一般民眾是否足以擔負記者這個

角色亦值得懷疑。誠如Herbert (2000) 所言，數位時代記者必須是一個

能夠搜尋資料，且能將資料轉變成新聞的專家，但讀者通常沒有這種

訓練或能力。即使從最簡單的層次上來看，新聞要經過選擇、驗證和

寫作過程，這個過程必須具備創意，而且需要「訓練、知識和經驗」

(Herbert, 2000: 4)。Andrews (2003: 64) 也指出，因為部落客未受訓練，

所以他們所寫的還稱不上是成熟的調查性新聞，也因此「部落格無法

取代記者所做的工作」。Kawamoto (2003b) 更直言，紐約時報記者可

以毫無阻礙地被認可為記者，並得以採訪獨家政治事件，但如果是名

不見經傳的網站也派人來採訪，那麼這個人是否應被視為是記者，並

得以進入採訪，在這個每個人都是記者的年代，什麼才是真正的記者

呢？事實上，在2000年2月時，德國曾舉辦一個國際電腦及網路商業展

覽，當時很多線上記者被拒在外，主辦單位表示，線上記者被拒的原

因，是因為在網上每個人都能有網站，也都能宣稱自己是記者，所以

主辦單位無從分辨。2000年澳洲舉辦奧運會時，國際奧委會也因轉播

權問題，拒絕非傳統的平面和廣播公司記者進入。在2000年6月時，今

日美國報曾對此現象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很多線上記者都曾被拒之在

外，更有人宣稱曾在某座談會上被「請出去」。

本文並非反對個人新聞學，而是認為在現實考量下，若要尋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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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更為適合或更有效的出路，則讓使用者參與大寫新聞，會比讓一般

民眾扳倒大寫新聞要來得實際一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希望對新聞

事件有更多理解，每個人的觀點都受到關注，那最好的方法並非由未

受專業訓練的「自願者」，先寫一篇「小寫新聞」，再讓其他人去編

修它，雖然這也有可能成為一篇極佳的報導，但因為小寫新聞的能見

度或影響力，在一般情況下是無法與新聞媒體所發佈的新聞相抗衡，

所以在多數情況下，小寫新聞是難以扳倒大寫新聞的。反之，較好的

方法應是讓受過訓練的「記者」，先運用報社資源收集相關材料後寫

成「大寫新聞」，再讓民眾去參與，雖然先有資料可能影響判斷，或

記者本身已有偏向，但相較於瞎子摸象，一般人還是得先瞭解事件原

委，才比較能夠討論。

如上述，除了偽基新聞難有維基新聞能見度的考量外，偽基新聞

在一般情況下，能否達致新聞所要求的品質，亦有極大疑問，因為一

般未受訓練的使用者，能否取代記者的工作不無疑問。事實上，這也

是運用維基時的最大爭論，因為維基到底應該完全開放自由還是需要

專家引導，一直以來都爭論不休。對本文而言，維基社論失敗的原因

之一，其實正是「過度」放任，洛杉磯時報相信自願者能自行完成一

篇好的社論，卻忽視了過度放任所可能導致的混亂。雖然在理論上，

維基的精神是自由開放，但本文以為這個自由開放是需要引導的，這

可從全世界運用維基最成功的案例――維基百科所發生的一些問題得

知。在2002年，維基百科共同創始人Larry Sanger任職期滿並選擇離開

維基百科，除了任職期滿的原因外，他出走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維基

百科內部有一些長久以來難解的問題(Roush, 2005)。Sanger (2004) 在一

篇名為〈為什麼維基百科必須拋棄它的反菁英主義〉的文章中明白指

出，維基百科有兩個嚴重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他認為維基百科將

難以達致更高成就。

首先，維基百科至今仍無法獲得公眾的信任感，特別是在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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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並非意謂著維基百科不可信，或是維基百科不如其他實體的百

科全書，而是維基百科至今仍未被圖書館學者、教師或其他研究者視

為是適當可靠的資訊來源，而這個問題的最主要疑慮即來自於，維基

百科缺乏傳統所謂的審查過程。再則，維基百科還面臨另一個問題，

即維基百科被一些難以相處的人、喜歡挑釁的人，以及讓這些現象一

直存在的人所主導著，這讓很多有學問的人選擇離開維基百科。而上

述兩個問題都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維基百科是反菁英的，或者

說不尊重專家。因為維基百科對傳統服膺於專家的現象滿懷恐懼，所

以一直未積極將專家納入計畫之中，再加上喜歡挑釁者從中作梗，更

讓有志之士不願奉獻心力。Sanger認為，維基百科無疑是因為極度開放

才有今天的成就，但開放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尊重專家，維基百科可以

同時納入專家和一般公眾的聲音，這並無衝突，而且這才是Sanger最初

對維基百科的想像。

正因為維基的運作邏輯一直被視為是極度開放自由，因此常被

認為是反專家或不需要管理，但這種習以為常的看法卻值得深思。

McHenry (2004) 即明白指出，從維基百科的各種政策、宣稱或是FAQs
中可以歸納出維基百科的運作方式有三：一是任何人（不管是專家還

是對某主題熟悉者）都可張貼文章，而且這文章將會在線上出版；二

是任何人（不管是專家還是對某主題熟悉者）都可編輯文章，而所編

輯的結果將一直保持，直到有其他人再來編輯這篇文章；三是重要且

幾乎是靠信念在支撐的步驟，即此時一種準進化過程將會展開，藉由

這個過程，文章最後會達到最正確的穩定狀態。但事實上，這個運作

邏輯有個問題，即允許每個人去修改並不代表可以讓文章越改越好，

或者說，如果該文本來就差，那可能會變好，但如果該文本來很優

秀，那麼它更有可能被改得更差。

由上述可知，若要維基與新聞能較完美地結合，則僅是報紙單純

地採納維基技術並不足夠，報紙必須扮演更關鍵的角色，即報紙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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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擔負起上述Sanger所稱的「專家」角色，如此一來才能增進討論的品

質，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專家有十足權力可以決定網友言論的生死，

因為過於嚴苛的審查必然會引起參與者的反彈，如上述的「台灣大百

科全書」即因為當初制定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因此讓網友參與的意願

大失，最後不得不在2006年6月，被迫取消嚴格的審查制度（〈留住網

友創意　台灣大百科取消審查制〉，2006年5月4日）。也因此，報紙

所應做的其實是與網友共同將「新聞」逐步變成「維基新聞」，這應

是一種協同合作的互動，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壓迫過程。這種互動過程

的前端是既有新聞室組織的專業新聞產製，一旦新聞產製完成後，即

成為維基新聞最開始的內文，接著便藉用維基的協同合作技術，讓網

友與記者共同編修大寫新聞，在編修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爭議，此爭議

並不是依賴記者或新聞室的權威處理，而是依靠各個論點所提出的證

據，若爭議無法解決，則多個觀點可以並存，只需要詳述各自立場即

可，因為新聞的編修並不是政策的決定，不需要有清楚明白的「是」

跟「否」，也不必然要有「贊成」與「反對」，對事件的各種立場都

值得尊重，也都可以發言。隨著時間延續，若證據逐漸明朗，則歧見

可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依證據來辨別對錯，若歧見是來自於價值觀

不同，那麼歧見並不需要被整合，能夠在某個事件上展現出各種不同

立場的觀點，反而才是維基新聞有別於傳統大寫新聞立場鮮明的最大

優勢。

在這個過程中，網友們的參與是全然自由的，僅有惡意破壞會

受到限制，因此網友們所進行的是「編寫」，而不是單純「討論」既

有的新聞。在改寫過程中，只要是有助於提升新聞事件內涵，都是網

友可以提供協助的地方，小到修改標點符號、錯字，或是補充既有的

描述、刪除大寫新聞的錯誤，大到完全改寫文章方向，提出全新的觀

點、證據或說明，不一而足。當然，將專業記者所寫的新聞，放任網

友任意修改，必然會引發非議，認為此舉將讓新聞品質大幅下降，筆

者以為，這種看法有幾個盲點：一是認為記者對事件的掌握能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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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標準上優於網友，這其實是將所有網友視為是一個整體，然後將

此整體的平均值比對記者的專業性，此時當然會有品質下降的疑慮，

即認為一般民眾對事件的掌握能力不如跑新聞的記者。但若仔細思考

即可瞭解，記者對事件的掌握，絕對不可能是滴水不漏的，即使在大

架構上，記者對事件的掌握能力較一般人來得好，甚至接近專家水

平，但卻不必然在任何層面上，都優於所有的網友，比方說記者在報

導汽車市場時，可能不如每天面對車市的業務員來得瞭解內情；報導

犯罪新聞時，可能不如涉案的局內人瞭解；報導校園事件時，可能遠

不如一名當場目擊的在校學生清楚來龍去脈。這意味著，記者在每一

個事件上，都可能會有難以掌握的層面，但每個難以被記者掌握的層

面，卻有可能是網友可以適時提供協助的地方。

再則，讓網友編寫新聞，並非要求網友重寫一篇新聞，所以如

果記者的報導十分全面且正確無誤，那被編寫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僅

有在網友自認為能寫出優於記者的新聞時，網友才能夠全面改寫記者

的報導，若刻意降低新聞品質，則屬惡意破壞，將被制止。因此，編

寫新聞的走向應該僅會出現兩種狀況，一是既有的報導已十分優秀，

品質將被維持；另一是報導不佳，則品質可被提升，至於關係到新聞

品質的要素，如內容的真假、正確與否，仍舊如上述所言，是倚賴證

據的說明，而不是記者或任何權威的要求。事實上，透過維基技術，

將既有的內容進行編修的試驗，早在2005年即有成功例子。在2005年

時，老爺雜誌編輯A. J. Jacobs刻意撰寫錯誤百出的維基百科報導，希

望維基百科的網友能修改這篇報導，並達到足以刊登的水準 (Terdiman, 

2005, September 29)。在獲得Jimmy Wales同意後，Jacobs撰寫初稿並將

報導置於網上，再由網友進行編寫，所有使用者可進行任何更動，包

含文字、語氣、觀點或架構等 (Wikipedia , 2005)。測試結果顯示，原

文從14段701個字變成15段771個字，從錯誤百出變成值得刊登的文章

(Terdiman, 2005, Septemb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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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文而言，這個把新聞變成維基新聞的過程，即是Yankelovich 

(1991) 所稱的從「大眾意見」到「民意」再走向「公共判斷」的過

程，在其名為《走向公共判斷：在複雜世界中讓民主運作》一書中，

Yankelovich認為若要讓民主在複雜世界中能夠運作，則必須要經歷三

個階段，即「喚醒意識」、「修通」和「決議」。雖然媒體大體上已

擔負起「喚醒意識」的角色，但事實上僅提供資訊以喚醒民眾意識並

不足夠，一旦第一階段完成，民眾必須進入「修通」階段，即從被動

接收模式變成是主動參與及涉入的模式，否則根本不可能進入所謂的

「決議」階段。但最嚴重的是，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沒有任何機制能夠

擔負起第二階段的任務，而現在所謂的民主都是從「喚醒意識」直接

跳躍至「決議」，中間過程幾乎是空白的，也因此這一直是改善民主

時所面臨的主要困難。本文以為，藉由維基與新聞的結合，報紙足以

擔負這個階段所應扮演的角色，並填補民主社會中最致命的空缺。據

此，報紙所要做的即是善用自己的優勢，再配合防止他人惡意破壞的

機制，讓原有團隊積極參與其中，不僅提供更多相關且深入的資料，

更應扮演引導者的角色，讓民眾能就公共問題深入討論，如此一來，

讀者將能參與其中並引發興趣，充分開展維基新聞的精神。

筆者以為，這條路對報紙而言將可能是最佳出路，因為報紙不

僅可藉此留住讀者，而且在留住讀者的同時，也留住了廣告主。更重

要的是，讓使用者參與新聞，不僅是使用者和新聞媒體一起說新聞，

也是雙方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中，能夠和人

們共同建構知識的組織，無疑地將能夠永續生存，而這種嘗試其實已

漸被證實有效。Boczkowski (2004: 165)在研究紐澤西線上(New Jersey 

Online)所創立的「社區連繫」(Community Connection)網站時就發現，

「社區連繫」為線上報紙提出一種「新的資訊產製體制」，即所謂的

「分散式建構」，在這個體制中，新聞室採取的是無階級的組織形

式，擔負的是促進和中介兩者混合的任務，新聞室將讀者納入，讓他

們成為「共同生產者」，以便讓資訊更為多樣。更重要的是，這些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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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互相依賴的關係，也就是說，當讀者的角色改變時，報紙的角色

也同時改變。這種分散式建構不僅是重新設定報紙和讀者的角色，更

重要的是它將「挑戰在媒體產業中欲瞭解傳播、科技和組織間之關係

時，所普遍存在的二元對立，即建構和訊息效果、人為發展和使用、

內容產製和消費」(Boczkowski, 2004: 166)。

柒、代結語：期待一個更開放的新聞媒體

誠如Reddick與King (1997: 238) 所言，網路是第一個讓所有人均能

參與的傳播媒體，因此，在網路中「記者只被自己的動機、創意和慾

望所限制」。無疑地，報紙若要採用wiki，在技術和成本上均無阻礙，

其最大的阻疑會是來自於報紙內部對權力喪失的抗拒，和不確定感所

帶來的恐懼。Allan (2002) 即直言，線上新聞可以讓網路變成是「溝通

資源」，但眼前所見的最大阻礙可能就來自新聞網站本身，因為企業

文化會決定什麼是所謂的「新聞」。

不可諱言的，在現今的媒體環境下，新聞室的多數決定仍不會

以促進公眾發聲為主要考量，但本文以為，維基現象的出現將迫使新

聞室必須逐漸開放其所掌握的特有權力，而這個壓迫力量至少可以從

三個層面上看出來：一是就外部環境而言，當越來越多的維基網站出

現，甚至是「偽基新聞」網站成形後，即使這些網站尚難以直接挑戰

新聞媒體說新聞的權力，但仍會間接挑戰新聞媒體的權威，這可從

維基百科與大英百科的爭論略知一二。在2005年12月15日時，Nature
雜誌針對維基百科和大英百科的正確程度進行測試 (Terdiman, 2005, 

December 15)，該雜誌的報導出現之後，很多人都認為維基百科和大

英百科的差距不大，已可被視為是金質的入門參考作品 (news@nature.

com, 2005, December 14)。為此，大英百科於2006年3月發表正式聲明，

駁斥Nature的報導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6)，姑且不論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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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性較高，但原本握有百科全書發言權的大英百科，明顯已受到

壓迫，因而必須對維基現象有所回應，本文以為，新聞室亦將面對同

樣的壓迫，這將迫使新聞室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運作模式。

再者，就新聞室內部來看，自從部落格出現後，許多記者便起而

撰寫與新聞室看法相左的新聞，甚至有人因此被迫離職，有些新聞媒

體也要求記者，不得擅自在部落格上發表看法，這意味著新聞室內部

早有多元聲音，但礙於權力關係和利潤考量，迫使報紙一直產製著同

質性奇高的新聞，然而這股多元聲音卻永遠都不會止息，而維基這個

以匿名方式運作，且在協同合作下能達到串連效果的新技術，將吸引

更多新聞媒體工作者更放心，且更樂意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新聞室所

將要面對的，若不是讓多元聲音出現，就是看著人才不斷流失。

最後，就閱聽眾的層面來看，或許現今閱聽眾的主要消息來源，

仍是新聞室所決定的新聞，但隨著維基的風行、使用者的參與及協同

合作概念的普及，在可見的未來，傳統新聞媒體所刊載的新聞，不必

然會再是閱聽眾的主要消息來源。比方說從韓國起家現已擴及全球

的OhmyNews (www.ohmynews.com) 或是日本的JANJAN (www.janjan.

jp)，這些網站現已漸受關注，並成功吸引許多對傳統新聞媒體不滿的

閱聽眾，這無疑也將正面挑戰新聞室長久以來所佔據的特權。然而，

這並非意味著，小寫新聞將取代大寫新聞，小寫新聞的可信度和傳播

能耐將趕上大寫新聞，因為一旦如此，那麼原先所謂的小寫新聞將不

再是小寫，而轉變成為大寫，而原本的大寫新聞也將淪為弱勢而成為

小寫。

上述的現象其實意味著，傳統新聞媒體不再是唯一的新聞來源，

網友開始會廣納不同的觀點，來看待生活周遭發生的新聞事件，因

此，最令人信賴的來源才是網友們所想要的來源，與大小寫無關，而

現在的大寫新聞仍被信任，如何正視時勢的改變，適時加入民眾的聲

音，讓長期被信任的形象，延續到網路時代，化阻力為助力，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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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關鍵。就本文而言，新的媒體確實在挑戰傳統媒體，但兩者不

必然得要是敵對關係，與其想像如何擊倒新媒體，不如考量如何納入

新媒體的優點，在既有的基礎下持續茁壯，筆者以為，讓網友參與編

寫大寫新聞，正可以提供新聞新的證據、觀點，能有效提升新聞報導

的內涵。

現在，維基社論已經暫停，洛杉磯時報發表的聲明認為，維基

社論因過度放任而遭惡意破壞，因此不得不喊停。但也有人認為，維

基社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選錯主題（因為伊拉克的議題太具爭議性）

及或用錯工具（wiki不適合用來爭論，而適合用來凝聚暫時性結論）

(Jarvis, 2006, January 30)。筆者以為，上述理由都僅是技術上或操作

上的問題，洛杉磯時報真正失敗的原因，其實是新聞室對權力喪失的

抗拒，因為洛杉磯時報在社論被胡亂修改後，就立刻採取自我了結的

手段，這證明了，此篇社論仍是一篇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的社

論，因為一旦被任意修改，新聞室就立刻退縮，對報社而言，這個嘗

試不能對既有的生產結構產生任何傷害，一旦有危機出現，只得斷尾

求生。這正是傳統新聞學所提倡的生產模式，報社生產資訊而讀者消

費資訊，報社決定讀者能做那些行動，不能做那些行動，一旦超過報

社預期，只得制止讀者的行動。事實上，IBM (2003) 曾將維基平台的

歷史流程視覺化，發現在某些時間點總會出現惡意破壞的情況，但這

些惡意破壞通常會被極快修正，所以惡意破壞是可以避免的，洛杉磯

時報大可開放心胸，無需因此而暫停維基社論的試驗。誠如Battelle 

(2005, July 27) 所言，洛杉磯時報提出這個概念很好，但執行得很差，

維基社論的核心問題即是它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社群，這是老舊思考模

式所易犯的錯誤，所以「它註定要失敗，因為社群不能由編輯結構所

創造，編輯結構必須是由社群創造出來」。

當然，提倡維基新聞必然會遭遇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果採用

維基新聞，卻未如預期地對新聞品質有所改善，那還有採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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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事實上，新聞品質是對某些客觀標準的想像，雖然我們宣稱自己

早已揚棄對客觀的嚮往，但還是堅持可以從某些標準來判斷品質，也

因此，一篇能夠被任意編寫的新聞，將極有可能是八卦或造謠的好地

方，特別是它又是來自於人們自己所寫，且難以被證實的「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新聞會變得更好，還不如相信它會變得更差。

就此，《經濟學人》在分析維基社論的失敗原因時，曾明白指出，如

果我們因為某些人的惡意搗蛋，就認為此舉無效而應該避免，那將會

是「最糟糕的結論」，這就像我曾聽說紐約有很多混球，所以我就不

去紐約一樣 (˝Survey: compose˝, 2006, April 22)。本文認為，若新聞存在

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某種標準下所能測定的真相，那新聞適合成為一

門精確的科學；若新聞是為了人類而存在，那就民主社會而言，我們

看待新聞的標準將不再是接近真相與否，而是新聞能否盡可能地讓所

有人直接參與公共事務，這包含對公共事務的理解、表達意見、作出

判斷，並達成暫時的結論，而不單單只是獲得所謂更接近「真相」的

新聞。

換言之，提倡維基新聞除了挑戰新聞室所獨佔的「說真相」權力

外，其更重要的意涵來自於，我們可以透過挑戰說真相的權威而彰顯

出，與其追求空泛的真相，還不如重新尋回人們長久以來被剝奪的民

主基本權力，亦即讓人們能積極地參與社會。這或許是一個願景，但

這亦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才剛要開始，未來相關

研究應該就此多所著墨，並提供更多貢獻。現在，報紙的未來難測，

這其實正是報紙重新思索自身的好機會。Sylvie與Witherspoon (2002)
曾明白指出，報紙不只是拿來獲利的生意，在歷史上，報紙一直是變

遷的原動力，是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發言管道。在十八世紀時，報紙帶

動社會變遷，扮演意見的形塑者，並推動政治革命。在1880和1890年

代，報紙關心公共服務及需求，並廣納民意，當時被稱為是新聞的黃

金年代。換言之，「報紙不僅是生意，也是討論和辯論的集合地」

(Sylvie & Witherspoon, 2002: 46)。當下，網路科技提供了這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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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報紙所需做的是放開心胸、擁抱讀者，或許

報紙仍擔心未來的路荊棘難走，但誠如Kawamoto (2003b) 所言，只要

數位新聞網站能提供互動和吸引人的內容，讓閱聽眾能與網站建立更

正面且忠誠的關係，那麼即使現在無法獲利，數位新聞媒體還是可以

存活下去。

事實上，當報紙願意與每個人共同挺身守護民主時，絕對不會

有人會棄他而去。當然，如果報紙仍抗拒不前，甚至反其道而行，那

麼報紙在可見未來，將可能會被其他的內容提供者所取代。如Rosen 

(1996) 所稱，不管有沒有具市民意識的報業，人民都會找到能夠彼此交

談或解決問題的新方法，雖然人們永遠都會需要多疑的報業來幫忙挑

錯，但身為市民，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挖糞者，我們還需要參與其中，

如果報業樂意，它可以引導我們走向這個方向，如果它不樂意，我們

將會找到其他樂意這麼做的內容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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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在本文修改期間，中央日報和台灣日報分別在2006年6月1日和6日宣布

休刊，令人不勝唏噓。

2 wikitorial源自2005年6月3日洛杉磯時報刊出一則小啟：「請留意下

週 wikitorial 的推出」。Wikitorial指的是一種線上系統，允許讀者改寫一

篇有關伊拉克戰爭的社論，因採用與「維基百科」一樣的軟體，所以稱為

wik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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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News: A Feasible Program for a Citizen-

Participation News Medium

Shih Ying-Ting

ABSTRACT

After the rise of Internet, many people said newspapers will be gone 
but newspapers are still here till now. This paper suggests newspapers at 
least have two advantages of its own. At first, newspapers remain the main 
source on net. Secondly, newspapers’ editorial teams are capable of sifting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junk” in this information-explosion age. Those 
two advantages exactly correspond to two daunting problems on net. One is 
lack of trust and the other is information overload. If newspapers c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ir advantages in wiki-based web pages, they will not only 
survive but also rebuild their status in the 21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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