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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自由的代價永不低廉

從人類發展史看，新聞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權力

者的恩寵，而是靠許許多多有志的記者與有為的報人，用熱血、用生

命努力去爭取的。

我對於「黑夜中尋找星星」一書中，許多位為新聞自由而奮鬥、

而付出的故事，作為是觀。我個人看了本書三遍，也推薦給我的學

生，當然更希望服務於新聞界的朋友能人手一冊。因為「黑夜中尋找

星星」一書，見證了一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努力

不懈的感人事蹟。

歷史原是條長河，其原貌固然難以全然恢復，但世界萬物既不相

同卻又相通的道理，有時卻萬年常新，不能不讓我們省思。

台灣曾經經歷過一段十分漫長的戒嚴過程。這段過程當然有其歷

史的因素，執政者或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但新聞發展被限制，許多

新聞人人格被扭曲，總是不容否認的史實。

有人說，「黑夜中尋找星星」，是一本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

命史」，但就我的觀察，它不僅是個人的生命史，也反映那個戒嚴時

代整體新聞事業的生命。

美國漢密爾敦為曾格爾事件辯護（曾格爾創辦「紐約周報」（N. 
Y. Weekly Journal）而被捕入獄）時說：「權力有如大河，必須保持適

度完美而有益處，否則氾濫必然成災。為此，我們必須各盡義務，支

持自由，以對抗不法權力的氾濫。」他痛斥不法權力，聲稱愛好自由

係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防衛。他說：

「……自由問題……就是說出與寫出『真實』以揭破與對抗專制

權力的自由。」

「黑夜中尋找星星」道出十七位受訪者在台灣戒嚴期間如何謹慎

小心地為自己的理想而付出，他們熱愛新聞，當然也熱愛生命；他們

為實現對抗強權而付出，但也希望維護自己的夢不要破碎，即使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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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的媒體工作者，也一樣有「被拘留的經驗」（頁102），也希望維

繫新聞的核心理念：「正義」（頁109）。可見新聞人的一點一滴努力

與堅持，都可能匯為大河，改變歷史的命運。

三位臺大新聞所的老師與十七位同學的付出，其實也跟十七位新

聞人一樣，令人敬佩。因為歷史如無忠誠的紀錄，將隨歲月而埋葬。

歷史原是人所創造的。時間可以淘汰一切名位與權貴，但可貴的

思想、勇敢的行動、以及蘊藏於內心的真誠，卻可以指引人類的光明

前路。這是我們在這本書中所深切體認的。

貳、人人都在找典範

台灣戒嚴期間，為什麼有這麼些高貴的思想與勇敢的行動？因為

他們感受到「警總無所不在」的時代。他們要忠於自己，也希望為歷

史留忠誠紀錄。

司馬文武說，在他的記者生涯中，沒有什麼前輩典範可以追尋，

所以自認頗受外國記者的影響。

在那個連余老闆（余紀忠）都被調查（頁 66）的年代，司馬文武

堅信：「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反對黨、沒有議會、沒有司

法獨立的社會，就不會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

的記者。」（頁 67） 

所以他主張：「新聞界能夠真正發揮監督力量之前，社會上需要

先培養一股健全的政治性制衡力量。否則新聞自由就像沙上塑塔，隨

時隨地都可能塌陷。（頁 67）

與筆者在華岡新聞系曾一起研究新聞的戎撫天，從德文系轉新

聞系後，即一直在作嚴格的自我訓練。在聯合報服務期間，他為了推

動民主化，曾與「敵報」合作。他說：「國民黨在民主化問題上的讓

步，跟當時兩大報的一致立場，有非常大的關係。」（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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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撫天為理想轉進「首都日報」作總編輯，卻因「省籍問題選擇

離開」。（頁 323）回中時不久，又轉東森電視。他謙虛地對我說：

「我所有的都是失敗經驗。」本書主編也說，戎撫天的事例，顯示資

深記者勇於迎接挑戰卻未必能夠突圍而出的真實圖像。（頁 302）

在那個苦悶的時代，28歲就擔任中時採訪主任的王健壯，也在

「尋找張季鸞精神」。

有為的新聞人都在找典範，徐鍾珮就對殷允芃有過重大影響，張

季鸞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盲、不私）更成為她心目中的「報

人典範」。

為了社會不公理、不正義，許多有血性的青年都選擇新聞事業以

對抗強權。陳銘城因為1980年林宅血案，成了他放棄外商公司職業，

投入新聞工作之轉捩點。（頁 496）

他致力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以及海外「黑名單」人士等人權報

導。（頁 496）

以當一輩子評論為志業的南方朔，有「飽讀詩書」的公眾形象，

也做過五年多的記者，評論鏗鏘有聲，是社會重要的意見領袖。

看不出這樣的文人書生，卻參加過街頭運動，也帶頭衝總統府。

但是，回中時後他則以建立言論制度為目標。設專欄組，培養許多人

才，眼光更為長遠。（頁 185）

或許梁啟超的「國士」一直是他的嚮往。他認為記者是人生最好

的觀察位置，自己終其一生是自由左派。一輩子很堅持，不會投機。

（頁 188）

很少在外拋頭露面的黃年，在過去十五年寫超過四千篇社論，著

名的聯合報「黑白集」也多出自他的手筆，其中尤以58篇「修憲不可

毀憲」的系統社論更顯示一個言論家的堅持與前瞻。他對寫作的基本

態度是「毀譽由人，寸心自知」（頁 466）

黃年被譽為是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他將工作視為活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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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使命，所以「智慧比勇氣更重要」。（頁 468）

我在讀到何榮幸先生的導論時，特別強烈感受。他說：「歷史看

見了他們！」其實何嘗不是他們看見了歷史。就是因為他們看見了歷

史的荒謬、歷史的無奈，所以他們不僅見證歷史，也為歷史寫篇章。

參、記者是永遠的反對黨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精神？因為他們有正確的理念，而導致

「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吳豐山說：「記者是永遠的反對黨，記者也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

鋒。」（頁 217）

南方朔也說：「我是永遠的在野黨。」（頁 189）

在野黨的職責有時更比執政黨大。自立晚報的吳三連代表的就是

這一種典範。三連先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新聞人才，自立晚報在「新

聞自主」的專業精神上喚起了許多新聞人的良知與認知。吳豐山追述

了吳三老的精神。

曾任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的李永得，與「不斷追尋自

我」的徐璐，都作了「歷史性的中國大陸行」。（頁 420）

李永得在「新聞自主」的追尋中成為台灣新聞史上第一位「票選

總編輯」。（頁 420）

1994年，自立晚報事件後，他轉戰電子媒體，被譽為「絕不妥協

的硬骨記者」。（頁422）

但李永得也強調：「以前靠勇氣，現在靠專業。」（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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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黨公營媒體記者的委屈

不過，我們要體會這段戒嚴黑暗期間的一顆顆星星，不僅為新

聞自由對抗強權而努力；在他們的工作上，也認真作了他們能作的工

作。天下雜誌殷允芃就曾大力報導推動台灣經濟起飛的正面價值。

黨公營媒體其實都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必然。美國獨立後

也有一段時間的「黨公營報」，為他們的政黨主張作宣傳，國民黨執

政期間，黨公營的媒體負責人如曾虛白、馬星野、謝然之等，其實也

都受過現代西方思潮的洗禮。

而另一批在黨公營媒體服務的人，雖受「掣肘」，也未曾忘卻自

己的職責。

薛心鎔先生見證了中央日報的興衰。他認為台灣新聞經驗不能

割掉大陸，不應預設立場使用威權、白色恐怖、高壓等不超然用語。

（頁 90）

薛先生認為，在新聞上，中央日報自我設限，不濫登犯罪新聞，

重大的犯罪新聞要登也會經過嚴格的把關。（頁 104）

另一方面，「中央日報的廣告也漸漸地被分走了，業務慢慢變

得困難，人事沒有彈性。相形之下就不敵民營報紙的競爭了。」（頁 

104）

筆者也有一段自己的經驗。

筆者當時讀政大新聞系在台灣復校後的第一屆，然後再讀新聞

研究所。未畢業即被錢震師網羅到中央日報上夜班（當時編國際航空

版）。研究所畢業即被調任採訪組，先後採訪巿政、醫藥、軍事與黨

政等新聞。

像筆者這樣的黨營媒體記者，也一樣感受到當時作新聞記者的委

屈。記得在採訪政治新聞時，先後採訪到張寶樹婉拒出任行政院長、

蔣夫人將訪美等獨家，這些消息當然祇能被當時的中央日報當作「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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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消息」，祇是蔣夫人將訪美，雖未在中央日報發表，卻在另一家中

央日報的姐妹報――大華晚報中以大篇幅刊出。大華晚報的新聞由徐隆

德兄執筆，隆德兄當時在文大兼任助教，訊息來源來自於筆者。

於是，有一天筆者也被警總「傳訊」了，約談地點在西寧南路圍

牆內的小屋。一位神情肅穆的安全人員，堅要問筆者的消息來訊。筆

者只說隆德兄的消息來源確實是筆者。

一個專業的新聞人，自然視新聞如生命。隆德兄當選過十大傑出

青年，對新聞有其使命感，他的勇敢發表，亦屬意料之中，但引起的

風聲鶴唳，至今歷歷在目。

何榮幸先生希望未來「資深記者生命史」計劃還能延續。其實筆

者的希望還不止於此。筆者覺得，在台灣光復後的新聞發展，除民營

新聞人的奮鬥外，「黨公營媒體」與兩大報都是極具重要的關鍵，也

不可或缺。

伍、先進貢獻值得肯定

因為歷史的發展是多面向的，是多層次的。太史公司馬遷創紀傳

體，將天子以至庶人的重要言行，分門別類，加以記錄，可以說把握

了歷史學的重點。

台灣曾被日本佔領五十年，受日本的影響原是意料中事。但台灣

的新聞傳播思想所以仍向西方民主理論取經，實因光復初期，幾位領

導新聞事業與新聞教育的先進――如曾虛白、馬星野、謝然之、楚崧

秋、王洪鈞、徐佳士、李瞻……等，一脈相承，皆受過西方民主思想

的洗禮。曾在美日兩國都受過新聞教育與作過新聞研究的謝然之先生

曾說：「比較過後，覺得西方思潮確實較日本之理論更為優秀。」因

此當時幾位負責文宣的領導人，都以西方思潮為尚，引進傳播思想、

興辦西方式的新聞教育、培養人才，蔚成今天台灣以西方的自由思想

為主流的傳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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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經營媒體或不免要向政黨當局負責。但是，從另一角度看，

他們的社會責任感與對新聞媒體的社會教育角度，對當時社會也有不

可忽視的貢獻。

在民營兩大媒體――聯合報王惕吾與中國時報余紀忠的奮鬥過程，

體現出民間報人另一種可貴的節操。今年9月，在紐約的馬克任先生為

筆者講述王惕吾先生為堅持「正派辦報」的種種作為，令人動容。而

當年余紀忠先生在海內外因挫折而表現的「壯士斷腕」決心，都值得

大大記述，這些都值得後世的敬重。

在新聞事業方面，除了民營與黨公營外，另一民間報人成舍我以

及他的專業，也是不可缺的一環，成師雖然因戒嚴而拒不辦報，改辦

世新教育體系，今天也已綠樹成蔭，世新師生當更能體會他作為正義

化身的精神。

陸、新聞人的人文素養

台灣解嚴了，但大家期盼的台灣新聞新事業是否展現了更晴朗的

天空？殷允芃說，解嚴後，現在媒體的專業能力、態度、真實性，都

比戒嚴時期更糟。（頁 265）

戒嚴時期的媒體，有政治力控制，這個明顯的對象可以反抗。

現在雖然沒有一個明顯的壓迫力，但巿場化、新聞商品化，卻無所不

在。

她深為經濟力造成的媒體惡性惡性競爭，廣告侵蝕新聞專業所

苦。（頁 244）

解嚴前，許多人有一種過份天真的想法，認為所有的禍源就是

威權體制，因此祇要打敗威權，讓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問題就會解決

了。但事實上，現在的狀況就比戒嚴的時候好嗎？

強調「記者要尊嚴、智慧與良知」的黃肇珩認為：「解嚴不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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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新聞經營生態，也影響業務與寫作。」

被譽為「公害環保記者」的楊憲宏，不當醫生當記者，為專業記

者樹立了好榜樣。他不僅主張「科學的人文記者，而且創新了寫作方

式」。

楊憲宏強調：「科學訓練有助報導真相。」他說，今日媒體用人

觀念非常速食，少掉專業上要求與上一代報人使命感。戒嚴體制除掉

後，媒體變成一個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各種價值流失了。（頁 359） 

柒、信心危機與典範危機

在今年（2008年）9月26日，筆者在香港珠海大學、台北輔仁大學

與上海復旦大學聯合主辦的學術研討會綜合座談中，曾指出現代的新

聞教育出現兩大危機――信心危機與典範危機。

由於傳媒生態環境受各種因素衝擊的影響，各地傳媒或因生存困

難，維持不易；或因商業化的氾濫而本質丕變。因此許多新聞傳播科

系學生面對現實的困境與前途茫茫，對新聞工作很難再產生強大的信

心與榮耀感。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學習的過程中，最渴望的希望是找到「學

習的榜樣」。但是他們常常喜歡問一句話：「我們學習的榜樣在哪

裡？」

這一大哉問，點出了典範危機的嚴重。現代的社會與教育，似乎

都缺乏對歷史的重視與研究。所以使年輕人熱忱喪失、理想不再，而

有志者亦無所依據。

回頭看看歷史，是一件有價值的事。「回顧是為了前瞻」、「承

先是為啟後」――「黑暗中尋找星星」一書，讓我們回顧往事，也讓我

們省思前路，是一本值得在新聞界與新聞教育界推廣的好書。



臺大新聞論壇 ‧第八期 ‧2009年1月

10� 10�10� 10�

捌、大學新聞學府的使命

筆者在民國52年撰寫中華民國第一篇有關大學新聞教育的碩士論

文時，就曾指出：大學新聞教育有三大使命：

一、培養新聞人才；

二、從事新聞傳播學術研究；

三、促進新聞事業進步。

許多著名的新聞學府，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都有相關的雜

誌，對媒體進行批判、分析或鼓勵，以客觀的立場、督促媒體的進

步。臺大新聞所多年前即創辦「臺大新聞論壇」，卓有聲譽。在張錦

華、谷玲玲等教授的努力下，更能帶領學生，在解嚴多年後的今天，

為經歷過生命搏鬥的新聞人寫下這許多寶貴的篇章，既可留下歷史紀

錄，也可以給關心新聞發展的社會各界與有志新聞工作的青年朋友作

借鏡，這是極可貴的成就。

何榮幸先生因本書發現對新聞教育的信心，我希望更多的新聞學

府今後在新聞的核心價值，以及在歷史的研究與教學上，付出更多的

心力，讓傳播史與新聞人的貢獻有更多的呈現，使有志新聞的青年從

中有所啟發，有更多的體會。

有時歷史是詭譎的，當媒介對威權的反抗有所成時，新聞界卻出

現另一個新的「危機」，不容我們忽視。

歷史學家傅斯年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

期待臺大新聞所師生繼續努力，有另一波成就出現。

（97. 10. 03. 於台北 正維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