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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聞記者經常使用影音檔案立證或豐富報導內容。然而，影音之

檔案使用有如兩面刃，一旦使用不當可能傷人傷己，因此使用此類資

料需要進行查證。本文從史學領域取材，試圖應用於影音檔案的考據

辨偽。本文透過三個抗戰時期影音檔案的例子，說明記者如何運用這

些原則進行。本文所做的初步探索，雖將可做為電視新聞工作參考，

但判讀影音檔案涉及多種跨領域整合的知識，未來這個領域的知識仍

有待進一步深究。

關鍵字：新聞工作、查證、影音檔案、史料、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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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電 視 記 者 工 作 特 色 之 一 ， 是 使 用 畫 面 和 聲 音 述 說 新 聞 故 事 

(Ekström, 2000)。電視記者往往搜尋當下新聞相關的影音檔案，選擇和

剪裁部份畫面內容融合到所要報導的內容裡。這項工作旨在透過新、

舊資訊組合，強化新聞故事的時空縱深背景。例如，在國慶日當天的

電視新聞報導當中，穿插50年前總統府前閱兵典禮畫面，藉以對照今

昔慶典定位之異同；或在報導蔣家後人的新聞中，加入一段蔣夫人紐

約生日的資料畫面，在短短幾秒內呈現權貴雲集王謝堂前稱觴祝壽，

即便未用任何旁白，卻也能夠彰顯當年第一家庭成員逐漸凋零、而權

勢猶存的局面。俗語說：「影像會說話」，在電視新聞裡配上一小段

歷史畫面的敘事，賦與了舊資料以新的生命，不僅可使當下新聞內容

更加生動豐富。也可讓報導更具說服力（Machin & Jaworski, 2006）。

大體而言，電視台所使用的影音資料來源有三：其一是新聞組

織庫存的影音檔案，包括工作團隊在新聞事件中所拍攝的影音，或者

新聞組織資料庫典藏的影音檔案；其二是新聞組織從專業片庫（例如

通訊社或供稿社）所購買的影音資料；其三，則是取自於政府機構

或企業典藏的影音檔案資料，包括早期的新聞片、宣傳片、紀錄片

等影音檔案（Bernard & Rabin, 2009）。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門檻

下降，以及影音典藏機構趨向多元，電視台也廣泛外求影音檔案，

來源包括各種機構團體，乃至一般大眾（Crowdsouring; Howe, 2009; 

Muthukumaraswamy, 2010）。對於新聞記者而言，隨著外求影音檔案增

加，資料辨僞問題也跟著浮上檯面。

這些由電視台以外的第三者所產出、發行或保存的影音素材，固

然可以豐富當下新聞報導，但倘若使用不當，也可能傷人、同時也傷

己。特別在電視台外求取得的影音資料中，許多屬於史料性質的新聞

宣傳片、紀錄片等。由於製作年代久遠，相關資料闕如，辨識更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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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例如，2007年間，台灣三立電視台製作播出《二二八走過一甲

子》系列報導，節目中一段畫面將國共內戰期間國軍在上海街頭槍殺

共產黨人的影音紀錄，稱是二二八期間國軍「血染基隆港，碼頭屠殺

紀實」，當時引起軒然大波。 
1

 無獨有偶，位於中亞的喬治亞在2010
年3月，也曾經爆發一椿電視新聞造假事件，當地一家電視台在晚間

新聞時段播出庫存的俄國坦克資料畫面，偽稱俄軍入侵該國首都，

第一時間內引發民眾陷入極度恐慌，事後受到國內外輿論交相指責

（BBC, 2010a）。

電視新聞工作者誤用或濫用紀錄片素材，錯置時空、因而導致法

律或倫理爭議的事件，其實並非罕見。以三立電視台的案例而言，只

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具有特殊敏感地位，人們對於相關的歷史細

節可能多了一分關注，所以這段錯誤才特別被挑出來討論。事實上，

電視新聞媒體在運用各種影音資源時所發生的錯誤，從來就沒少過，

只是少為公眾所發現而已。既然這種影音資源容易出錯，而新聞工作

者製作節目過程，所能用於查核的時間又非常有限。因此，記者如何

在可資運用的工作時間內偵知錯誤，也就很重要。

雖然新聞教科書和各種學者論述都強調，新聞記者資料蒐集過程

之中查證非常重要（例如，王洪鈞，2000；周慶祥、方怡文，2003；

Brooks, 2004），但過去關於新聞查證論述著墨本已稀少，更毋論歷

史影音素材的查證方法。因此，本文將跨領域取材，將史家區辨史料

真偽的方法，應用到影音素材內容辨識，藉以豐富新聞影音查證工作

的知識。

1這段引起爭議的片段的流動影像長度約20秒，顯示幾名穿戴國民黨徽的軍人向

犯人頭部開槍，周圍多人圍觀。節目旁白則陳述國民黨軍在基隆港槍殺台灣民眾。

原紀錄提供者事後向媒體解釋，採訪時是用這段影像作為比喻，說明二二八事件有

如國共內戰般殘忍。但電視台將畫面重新配製旁白時，即引述影像來自二二八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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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要性可以從以下幾個層次加以理解。首先，本研究結果

有助於電視新聞工作者蒐集資料呈現事實，避免錯誤與濫用。紀錄片

本是新聞工作者（以及媒體研究人員）經常面對的內容素材，而查證

是確保資料蒐集工作品質的一個重要環節，瞭解影音史料的本質，以

及這類素材在資料蒐集活動所扮演的角色，將會對提升新聞工作者蒐

集資料、呈現事實的能力，以及避免錯誤和濫用，有所幫助。換句話

說，新聞工作者若能有意識地自我監控查證過程，將有助於提升其專

業工作品質。

其次，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具體說明媒體公民素養的部分內涵。從

新聞工作再延伸至日常生活層次，人們活在媒體「眾聲喧嘩」的環境

中，勢必面對越來越多的影音資源，一個媒體公民如何檢視和區辨正

確可用的資訊，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力，因此，本文所聚焦的

「查證」能力，應該不只是新聞科系學生必須具備能力，當代人們若

要在媒體環境中使用視覺材料，似乎都應該具備材料判斷能力。

最後，傳播是一門強調跨學門領域的知識。傳播之學時常從其他

學門領域借用知識，來豐富自身領域的內涵。在資料查證的研究議題

上，傳播學門過往論述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向史學研究借火，以便

替查證建立這個活動的知識架構，希望成就一個跨領域知識考掘的案

例。

以下，本文將從史料考據辨偽之學出發，展現影音資料查證工作

可能的形貌，接著作者以三則個案進行分析，以說明如何應用這些史

料辨偽方法。最後說明這個研究對於新聞教育訓練和實務工作的意義

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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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音檔案作為新聞素材

本文所要研究的「影音檔案」，指的是早期影像媒體機構產製用

以記錄或宣傳活動或事件的流動影像。這種流動影像敘事內容，主要

是當時社會的活動，出現在鏡頭前的人物並非職業演員，而是事件或

活動的當事人。

在實務上，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於紀錄片內容考據查證和考據，並

不光是素材內容「使用」而已，一般而言，影音素材從媒體內部的蒐

集、鑑價、購買、一直到媒體內部索引、上架到使用，其實都涉及素

材內容查證的問題，但為聚焦起見，本研究將以使用上的查證做為討

論重點。

一、類型與內涵

流動影像雖然問世於十九世紀末，但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勃興，在

廿世紀中期電視出現之前，多使用於影院播映。例如，二次大戰期間

由於在華戰事引發舉世關注，大量記者來華，以租界為基地，拍攝中

日雙方交戰一手畫面。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美、日軍轉戰全球，隨

軍記者也都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歷史影像。這些影像工作者針對同一

場戰役，從不同陣營留下各種紀錄角度，提供後世相互印證、對話，

也成為新聞工作者和歷史研究者的重要素材（Nornes & Yukio, 1994; 

Fujitani, White & Yoneyama, 2001）。

當代紀錄式流動影像所構成的影音檔案，可以大致區分為幾

種類型，包括：宣傳影片、新聞影片和資料畫面。（1）宣傳片

（propaganda materials）：這類影片由政府或軍方人員拍攝，畫面通

常經過精心設計，以作為激勵士氣，動員人心的效果，這種影片剪接

概念與主觀鏡頭都很清晰，或遠近景搭配。但有時部分畫面引自其他

來源，因此宣傳影片通常不能當成一個整體來分析，必須經過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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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行查證。（2）新聞片（newsreels）：這類影片用於早期電影

播出本片之前的新聞片，由新聞媒體或自由投稿記者所拍攝，儘管部

分來自官方，但是影片所揭示的人物、地點、事件與過程，大致上都

可以清晰辨識，史料證據價值也相對較高，但資料內容很有限，使用

上也較難完整說明。新聞影片比起宣傳影片，通常有較清楚的時間、

地點、史實脈絡，適合重複使用。但篇幅較短，有時需要輔助資料

補充其內容。（3）資料畫面（footages）：指的是未經剪接的拍攝內

容，是前二者的取材來源，由於資料畫面通常未經完整剪輯，因此內

容完整，甚至保留部分NG畫面。但因未經過旁白、字幕等後製流程

處理，因此在判讀影片時，必須高度仰賴註記，而增加使用難度。

二、影音檔案的價值

在史料數位化典藏快速進步的今天，新聞工作者接觸史料機會增

加，如電視新聞工作必須使用紀錄片。歷史影音檔案的價值可從兩方

面觀察：

1. 引證：以往的歷史研究，多半侷限於文獻，以文字為主，儘管

也曾論及實物的重要性，但以龜甲、盤鼎等器物，仍然重視上面的文

字，或者論及形制，又率多進入美術史的範疇，自成傳統（李家祺，

1984；杜維運，1991）。先前史學領域中關於影音史料的論述較少，

邇來這方面論述有逐漸增加之勢。學者李學通、古為明（2010）指

出，影像史料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證史」、「補史」、「明史」三個

面向。所謂「證史」作用，即用影視史料證明某項事實確定存在，或

者糾正過往的錯誤記錄；「補史」就是填補史料的留白、或補充既存

史料之不足；而「明史」則是使模糊、抽象，令人難以理解的歷史描

述，變得更為清晰和具象，以便能夠重建歷史現場。雖然史學論述和

新聞工作分屬不同工作領域，但在使用影音文本做為證據手段上，二

者並無二致。新聞工作者通常相信「眼見為信」，報導時往往讓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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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說話。

2. 豐富感官經驗：紀錄片的價值不僅在於事實引證，同時也提

供豐富的感官經驗。歷史學者楊鴻烈（1975，頁133-134）曾經以其

1930年代在日本觀看「二二六事變」紀錄片的經驗， 
2

 曾經說道：

   （該紀錄片）「一幕一幕」、「有聲有色」的把那些志得意滿
、出將入相的元老重臣的一言一動都攝入鏡頭裡面，而剎那間凶彈

突發、銅棺橫陳，只剩下孤兒寡婦在旁哀泣，慘絕人寰！這不惟是

非司馬遷的史筆所能描寫得出，而使凡人們看過，竟得到從「勢利

欲」而來的徹底解脫！

在這段引言中，楊鴻烈從紀錄片中觀看到日本昭和前期政治人

物大起大落的經驗，由此而指出，影像敘事中產生出豐富的非語言線

索，觸動閱聽人的感官經驗，比起單純的口語或文字敘述，讓史家更

能感受到歷史事實的衝擊。同樣地，在電視新聞影片中穿插一段歷史

事件或人物活動的畫面，具有「仿真」效果，透過影像聲音，讓閱聽

人彷彿回到歷史現場。因此紀錄片另一個的價值，在於能夠提供閱聽

人豐富的視聽感官經驗（Ekström, 2000）。

三、紀錄片素材的黑暗面：誤用和濫用

由於紀錄片提供引證並豐富閱聽人的感官經驗，電視新聞工作

者常常自影音檔案中擷取電視新聞內容的素材。一般而言，電視新

聞報導的重點在呈現「最近發生，或目前人們所未曾聽聞的事件」

（Gans, 1980; Newsom & Wollert, 1988）。

2「二二六事件」發生於 1936年（昭和11年）2月26日，當時日本陸軍少壯派軍

官佔領東京警視廳、首相府等政府機關重要建築，並且殺害了財務大臣、內大臣、

侍從長等重要官員，希望達到「昭和維新，尊皇討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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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在本質上和時間（Timeliness）具有密切關係（Roshco, 

1975），新聞的敘事文本表現新聞事件的時間順序（Order）、期

間（Duration），以及頻率（Frequency），因此新聞工作者也必須

使用各種敘事策略，以妥善處理時間相關文本（臧國仁、鍾蔚文，

1999）。例如，在文字新聞寫作中使用各種與現在相關的詞彙，以表

達新聞事件時空上的「新」，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電視新聞敘事。例

如，使用快慢鏡頭或淡入淡出交代時序的轉換。

在電視新聞當中，紀錄片素材所呈現的內容，屬於舊聞，是新聞

工作者預設社會大眾集體認知中的已知部分，但當這些舊聞被拿來作

為新聞事件的背景，或者在新的社會情境下和其他舊聞放在一起，重

新加以組合（蔡琰、臧國仁，2007），這些舊聞便具有產生新意涵的

潛力。

在電視新聞報導放入紀錄片素材，一方面得以延伸新聞報導的時

間文本格局，但另一方面，在敘事時間文本拓展的同時，問題也跟著

浮現，因為敘事文本當中「此時」和「彼時」交錯共存，可能讓閱聽

人產生時空錯亂的感知（蔡琰、臧國仁，2007），因此新聞工作者對

於這些舊聞，必須另為處理。包括使用新聞報導的聲部說明畫面上的

人物、地名或影片來源，或是以文字註記影片來源和時間。例如，日

本NHK電視新聞引用任何歷史影像資料，均同步在畫面標註資料時

間，俾讀者得以區辨資料畫面。

紀錄片影音素材既是節目重要的的內容資源，但也正是充滿誘惑

的陷阱。之所以稱「陷阱」，是因為這些影音素材可能導致「誤用」

和「濫用」。無論新聞報導或史學研究，均以「求真」為根本目的，

不實資料來自二種原因：一是誤，二是偽（梁啟超，2009，頁71）。

1. 誤用：所謂「誤用」，指的是新聞工作者未經辨偽，即輕率使

用史料，致使自己產出的影音內容，也成了造偽的作品。誠如楊鴻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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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頁357）指出，歷史中有太多材料、太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可能導致誤解。但一般人由於具有「輕信」的傾向，往往不懷疑眼前

史料。儘管時下的新聞工作者在製作紀錄片的技術上，已展現相當卓

越的成績，但紀錄式的流動影像最大的特色、以及最動人之處，在於

畫面展現的真實感（Nicols, 1991）。新聞工作者使用這些素材時，倘

不進行考據，不和自己慣性相搏鬥對，只是用常識判斷的話，不免踏

入「誤用」的陷阱。前述事例中，新聞工作者倘未經考據，輕信受訪

者的話語，把國軍「上海捕殺共產黨人」畫面當作「基隆街頭槍殺台

灣民眾」，就是誤用的例子。

2. 造偽：所謂「造偽」，是指新聞工作者透過杜撰、變造或竄

改等手段，使影音素材意義或內容因此而遭致扭曲變形。「偽造」和

「誤用」的最大差別，在於後者是「應查證、能查證，而未查證」；

而前者根本是有意識的造假行為。在前述事例中，倘若新聞工作者明

知這一段影音是國軍「上海捕殺共產黨人」的畫面，但仍然以字幕或

旁白，將之移花接木、做成「基隆街頭槍殺台灣民眾」畫面，就是造

假。無論是新聞報導或者學術工作的倫理而言，紀錄片的誤用和造偽

都是專業倫理所不容。

綜上所述，新聞工作者為避免誤用或濫用紀錄式的流動影像，

因此需要查核考據素材的真實性。全球新聞媒體均於專業規範當中

明訂典藏資料之使用紀律。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為例，BBC
（2010b）在其編輯守則中明定：

• 使用典藏資料於述說進行中的事件或議題時，若發現有誤

導觀眾之虞，則應添加註記說明。

• 吾人不應以特定事件之典藏資料用於陳述另一事件，以避

免觀眾誤以眼見為信。

• 重複播出檔案影片時，應儘可能呈現其原始風貌，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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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事實不正確或已過時，則應明確告知觀眾。影音檔案

應清楚標示首映或最初發行之日期。

上述這些守則說明，電視新聞工作者在製作節目使用典藏影音資

料時，必須避免誤用或造偽，但無論要求呈現原貌也好，註記也好，

前提在於新聞工作者必須具備查證和判斷影音素材的知識和能力。然

而我們也發現，目前新聞學門在這方面的論述著墨相當有限，因此有

必要探索影音查證知識的脈絡和本質。以下我們將整理新聞和歷史學

門先前文獻中有關「查證」的論述，並試圖整理出一個較清晰的輪

廓。

貳、考據辨偽：從史料到新聞畫面的查證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這句廣為流傳的名言，說明新聞與

歷史之間的緊密關係，但其實略做修正，可能會更加精確：歷史學門

的考證辨偽方法淵遠流長，自成體系，尤其善於比對不同史料，探索

隱諱之處，爬梳真相，與新聞查證儘管具體任務不同，手法可能也有

差異，但求真精神和實踐的方法卻大體相近，因此史料考據辨偽之學

頗值新聞工作用作借鏡。以下先論新聞查證，接著再論述史料之學如

何應用到紀錄片影音內容辨偽。

一、新聞查證

查證被視為記者的天職（彭家發，2008）。王洪鈞（2000）認為

「記者開頭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力求準確。」因此，「如何力求準確，

時為記者寫稿時第一要求」。「力求準確」，在查證上的最低要求便

是記載正確，盡可能提升報導與現實吻合的程度，或報導和其他可靠

的現實版本吻合的程度 (McQuail, 1992, p.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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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教科書較常提到的「查證」，是指記者判斷新聞事件是

否屬實的歷程（黃郁琄，2000），這裡的查證是指「事實」的查證

（Reality check）。新聞事件由若干事實（Facts）所構成，記者必須

先對新聞事件形成感覺或印象，並從整體印象出發，針對若干關鍵事

實進行判斷，以把握事件真相（戴華山，1980）。也因此新聞組織通

常發展出一些常規，要求記者在報導時，盡可能查證所有相關事實；

引用消息來源姓名或出處；或者採用數字或可供判斷的資料。例如，

記者採訪一件國道車禍新聞的過程，必須提出引述的消息來源、相關

的傷亡統計、或受車禍耽擱的人車數量等，以便讓讀者據以瞭解判

斷事件輪廓。但新聞查證未必只限於事件相關事實而已，例如Copper
（2006）指出，記者善盡查證責任，判準包括:（1）是否針對事實描

述；（2）引述是否貼切；（3）文件本身是否真實、（4）是否具有

科學研究或統計數字佐證、以及（5）是否符合可信的常識等。足見

事實查證僅為整體查證的一部分。

其次，記者在截稿壓力下，新聞查證往往等同於「來源」查證。

記者基於專業與倫理要求，報導自然必須持之有據。一般認為新聞有

「可信」來源，數據、人名、出處無誤，便視為完成「查證」。至於

傳述內容或記者詮釋後的呈現結果，究竟是否「真實」，實務上往往

還保留一些迴旋空間。例如，我國刑事誹謗的免責要件，要求記者

「能證明」其報導內容為真實，並不以絕對真實為要件。例如，大法

官第509號解釋文，說明了在法律的認定上，記者的查證無須等同真

實，只要論述能夠有合理的依據：「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換言之，記者的查證程度，其實有兩

種不同的層次：第一，記者必須提出「證據資料」，換句話說，記者

不得憑空捏造新聞，訊息必須要有來源；第二，記者必須要提出「相

當理由」證明訊息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合理。因此，查證雖以事實

為要，但絕非止於考察事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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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hman（1978）更進一步指出：媒體所建構的新聞事件，是指

透過專業上正當而有效的方法所蒐集而得的資訊，即「知道什麼」與

「如何知道」之間關係的方法。她由科學事實與新聞事實的比較出

發，指出：「在科學上，事實性的問題嵌置在驗證與複製的過程中；

表現在新聞製作方面，事實的驗證既是政治上、亦是專業上的成就」

（Tuchman, 1978）。為此，新聞工作者必須發展一套「確保新聞可

信度的事實性網絡」，新聞工作者透過這一套事實之網，得以正當化

並確保其地位。也就是說，新聞組織就如同科學組織，為了確保專業

權威與可信度，必須建構出一套正當有效的方法蒐集相關資訊，這種

「方法」上的優勢主張的內涵正是：「與其強調事實本身，不如凸顯

用來蒐集事實方法之重要性」（Tuchman, 1978）。

Tuchman的論述不妨從兩方向加以理解。首先，Tuchman 認為

新聞組織應有一套方法論，而「查證」正是新聞學方法論的核心環

節。一般新聞教科書上所指的新聞資料蒐集以及核實，透過保證消

息來源，以及針對人、事、時、地、物為主的「事實查證」（reality 

check），雖能夠提醒記者避免錯誤、力求正確，但是對於Tuchman而

言，要確保真實，不單止於「事實查證」，還應該包括「真實性的查

證」。「真實性的查證」（authenticity check）所要考察的重點，已

經不是事實（或資料來源）是否存在而已，而是進一步考察資料來源

和記載內容是否可信。例如，當我們看到一段描述兩軍在槍林彈雨中

交戰的影像片段，我們會問：這段記錄是否如標題或旁白宣稱就是歷

史上的某次戰役？這個部分，正是新聞與歷史學門鄰接的知識領域。

另一方面，當查證對象是「物」，而且是宣稱陳述事實的影音紀錄

時，查證會是什麼？

以下，我們將把目光轉向與新聞學僅一牆之隔的歷史學門。先陳

述史料之學的辨偽原則，萃取相關論點，然後再將這些論點應用於紀

錄片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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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料考證和辨偽

由於史料多有贗偽，作偽之動機可極多，「如求名心、愛國心、

黨派之見、競爭心、敵仇心等種種，均此啟發贗造；以惡名加諸敵

仇，將好是引為己出，是皆人情之常。」（陳韜譯，1972）。造偽者

動機既是「惡名加諸敵仇，將好是引為己出」，經過人為安排的斧鑿

痕跡往往會浮現在影片中，成為線索。因此新聞工作者在閱讀影片內

容，推敲作者動機和手段，針對有違常理的影像內容，尋找史料贗偽

的痕跡，再對於紀錄片中與常理相扞格之處，進一步檢證，便不難察

覺偽贗。

西洋史家在方法上區分外部和內部考證（Tosh, 1991；杜維運，

1999，頁153）。外部考證（external criticism）目的是從外觀辨認贗

偽，積極目的則是考證出文獻產生時代、產生地點、著作人，並發現

史料原型。特別是後者，為了鑑定作者、年代和產生點，史家必須辨

明文件全部或部分是否造偽？真實作者是何人？作者自稱的、或隱含

的創作日期是否正確？署名作者是否參與創作？外部考證透過這些手

段，引導研究者著手從事進一步的內容考察。由於許多史料經過多次

轉抄，可能版本交雜，因此需透過不同版本互校、相涉史料互校、或

者同一史料的前後版本互校，以發現史料原型（杜維運，1999）。

內部考證（internal criticism）相對於外部考證，主要目的則是透

過審訂，推斷文獻的微言大義。內部考證的具體目的，在考察史料

著作人的信用、能力，以及確定記載內容的真實程度。特別是真實

程度的認證，史家通常透過各種蛛絲馬跡，加以爬梳，例如：（1）

毫不相干的兩種記載，所記某事相同，則可信；（2）凡史料出現有

客觀現象（如日蝕、干支紀年等）可資佐證者，史家認為較可信；

（3）正反雙方的立場和其論據經比對，部分可信；多種記載互相歧

異，早期史料較可信；（4）具實物可印證的史料較可信（梁啟超，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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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檔案具有史料的性質。但杜維運（1999，頁151）指出：

「任何一種史料，都不是完全可信，裡面可能有錯誤，可能有虛偽，

可能有私人愛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見，不經精密的考證，即篤

信不疑，後患實無盡無窮。」即使史料看似「眼見為信」，但也必須

進行考證。例如，針對史料所進行的考證（或稱為考據、審訂、批

評）。古器物固然可從其型式外觀，包括材質（紋路、色澤、裝飾、

手法等）、款式（鑄法、部位、書法、銘偽）等面向進行鑑定。

史家的外部和內部考證，重點在鑑別史料各種偽誤，包括偽造、

經竄改文獻、殘缺版本、剽竊等。近代史家梁啟超就中國歷史研究法

所論述的辨偽之道，和西洋史家所論外部和內部考證可以互通。梁啟

超（2009，頁113）認為辨偽應從兩處著手：先辯偽書，再辨偽事。

也就是說，先確認史料來源，再論內容記載是否屬史實。

偽書指史料全部或一部分是由後人偽作、卻託諸古人之名。梁啟

超（2009，頁113）指出，「偽書恐多，現所考定者時僅二三耳；此

外古書或全部皆偽或真偽雜揉者，尚不知凡幾」。判定偽書之法，例

如從史書的版本、來歷、史實、文體和出版時間、不同書籍對同一事

實記載的比較，以及社會狀態和思想演化進程等指標著手，運用時間

推算，不僅可從正面取證，也可經由反面取證鑑定史書真偽。

偽事則不同於偽書。偽書中有真事，而真書中有偽事。偽事可

能是史家有意虛構，也可能來自無心造成失誤。例如，隱匿史實而作

態、自著其書以實之、或因其地位取得「第一手」地位，後人無從反

駁、或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或不當增潤、或藉古人寄託理想等，梁

啟超（2009，頁127-133）認為，鑑別偽事需扣緊問題、貴舉反證、

以直接史料為反證、尋找時空錯誤，無直接反證時，則從旁面間接推

斷，或以古物或推理證明其為偽作。

梁啟超等人雖然以偽書為論述對象，但這些原則方法可能或許運



18

臺大新聞論壇 ‧第十期 ‧2011年7月

用到影音資料的真偽辨識工作上，因此本文試加構連。

三、影音檔案的考證辨偽

以上所述為史家對於一般史料考證的途徑與方式說明。當我們進

行影音檔案查證之際，必須考慮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史料不能僅

因外部鑑定造偽之作，便予棄置，即便是全部或一部分係造偽之作，

仍具參考價值。陳寅恪（2000，頁433）論述偽史料的價值時，便曾

經指出：

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

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

若經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

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

料矣。

上述論點應用在影音檔案使用上，或許可以這樣延伸：吾人倘能

夠判讀影音檔案的時代和作者，則該史料本身即具真實成分而可以應

用於新聞內容。換言之，即便是具有事後假造的宣傳畫面，則該畫面

仍有可用的史料價值。但關鍵在於，新聞工作者應該加註標記，以避

免觀眾受到混淆。即以抗戰紀錄片中的南京大屠殺畫面為例，影片出

現的活埋現場畫面，部分可能係事後拍攝，但即便明知這部分畫面屬

造偽，但不會棄置全片，同時從人物、服飾、場景等，也提供部分線

索可以深究當時情境。

其次，在歷史證據層次上，新聞查證較類似蒐集證據，凡註明

資料來源、達到新聞正確度，例如引用影音檔案為史料，以佐證、陳

述過往史實為系列報導或新聞節目；不涉及對證據內容，進行歷史研

究講求的內外考證，及對證據考證過程所需蒐集史料的方法。因此在

上述活埋畫面的例子，倘能註明該畫面出處及考證意見，仍屬可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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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但前提是新聞工作者必須能夠區辨真、偽畫面與出處。

新聞工作者和史家任務性質相似，在使用影音檔案之前，必須經

過考證、以確認素材可以使用。但是新聞工作者的時間資源，則相對

非常有限。因此，我們根據紀錄片的史料特性，找出可用的查證法。

簡言之，流動影像查證，可用「影像文法分析」和「史料內容考證」

兩類方法。前者立基於外部形式的考證，後者則著重於史實內部真實

性的確認。

影音檔案查證可從外部考證辨偽，也就是影像的拍攝剪輯方式入

手，文字寫作透過語言上下文之間展現起、承、轉、合關係，影音素

材則經由畫面的視角、觀點、運鏡、剪接邏輯等外觀元素，形成畫面

敘事，進行影音史料考證，接近於杜維運等人所稱的外部查證。以下

分由畫面品質、運鏡交錯、視角觀點、敘事資源、邏輯脈絡各點，分

別論述。

首先，影音檔案的特徵可由其畫面品質判斷。早期紀錄片因器材

本身重且固定不易，在記錄活動時，遠近鏡頭調整也不容易，因此中

遠畫面多容易出現晃動。特別是戰爭紀錄片，攝影者還要顧及掩蔽，

描述人或物件的畫面品質不可能好，倘若畫面品質穩定或畫面之間品

質落差大時，則全部或一部分的資料來源可能需要追究。

其次，可注意運鏡交錯方式、攝影者捕捉影像的方式。一般而

言，在攝影機稀少的年代，一個現場出現兩部以上攝影機的機會不

大，由一部攝影機拍攝到底較為可能，鏡頭運用受到限制，遠近景變

換是運用快速鏡頭推入/拉遠（zoom in/zoom out），全景則運用鏡頭

上下和左右控制（tilt/pan）。換言之，「一鏡到底」是當時紀錄片最

常見的拍攝方式。若畫面超越這項限制時，則需加深究。

第三、可從影音檔案視角觀點加以判斷，影音畫面拍攝受到現場

種種限制，特別是在戰場拍攝的紀錄片，拍攝者身處生死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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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只能求紀實，難以接近拍攝對象，也往往無暇顧及構圖和畫面穩

定度。因此，當紀錄片出現特寫、遠近景交替運用、畫面穩定等品質

過於工整的狀況，反而可能出自人為的、事後的刻意安排。

接下來是敘事資源：在時、空限制之下，畫面拍攝工作通常

受限於現場時空情境，難以取得敘事所需的完整影像資料。另一方

面，記錄者的選擇性感知，也使得記錄史實當下通常產生偏向。誠如

Bernheim（轉引自陳韜譯，1972）以作戰現場為例，即使是身處戰場

的軍事參謀，所見未必相同。因為：

觀察者對於作戰中之兩方，如有偏向之心，則其當其作觀察之

時，自必多注意於所親善之一方，對於他方即少注及，甚至於注意

於一方之某一隊者亦有之，如是族其所見字甚偏矣。

基此，影音資料剪接時，通常會產生畫面不足、上下文難以連

貫的困境，因此有可能自其它來源擷取素材。此時，便產生影音「拼

貼」的效果，在史料上則會導致事件或場景的混淆。因此當敘事越是

流暢，影像資源越流暢，則畫面越有可能來自於剪接拼貼。

第五、邏輯脈絡：同一事件的影像敘事脈絡通常會互相依循，畫

面元素連貫且具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因此，從影像敘事片段，可以檢

證邏輯上下文之間脈絡的連貫性，以確認上下文畫面是否出自同源。

例如，同一場景中出現的人物、服裝或行為，是否出現前後不一致。

影音檔案內容有造偽或錯置時，並不代表全片必須棄置，但有必

要進一步查證個別片段來源。因此必須縮小查證對象，也就是把「分

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從整部紀錄片縮減到個別段落場景。這是

因為紀錄片剪輯者在剪輯過程中，可能組合不同來源片段，僅強調影

像流暢，但犧牲了史實。因此，研究者必須將查證對象拆解為更小的

分析單位，逐一查證，才能找到史實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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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靠影像文法分析，並不足以完成滿足考證目的，儘管引領研究

者將目光投向影音資料的可疑之處，卻無法提供確實的證據，辨明場

景出處，辨別影音資料的真偽及其價值，以便適當運用。接下來所敘

述的考證方法，則更強調辨別史料中的「各個痕跡及證據之證明力，

用其一以糾正其他，使彼此相互校勘」（陳韜譯，1972）。這種歷史

考據方法的查證，除了源自傳統史學方法的校勘、訓詁之外，更需要

以整體歷史知識和常理為基礎，方能確認影像資料的真實性。

第六、影音檔案的交互檢證：這種交互檢證，史家也稱之為「校

勘」，簡單地說就是以史料核實史料。傳統校勘方法，始於紙本史料

歷經轉抄翻印，難免錯誤；因此史家校閱前後版本，始能辨明不同版

本之間的錯誤和矛盾之處，建立可信版本。紀錄片一旦經過剪輯，可

能混雜新舊資料，因此需要新聞工作者以類似校勘的手法，辨明版本

時間和作者身分。影音資料通常不註記在畫面上，因此校勘必須使用

其它史料。其中最適合校勘影像史料，便是照片。照片技術先於流動

影像，民國初年靜態攝影已相當流行，早期照片較稀少，照片背後空

白處及正面若存有註記，則可以和照片進行校勘。早期紀錄片使用塑

膠底片，每一格底片都相當於照相機的負片，可以沖洗照片，因此部

分現存照片是直接由紀錄片底片定格沖洗而成，可說是紀錄片衍生的

資料，這部分資料若經適當註記，則可以反推紀錄片拍攝時間、地點

內容。

運用歷史人物相貌、服飾、場景、物件等視覺元素確認影片拍攝

時間，是最直接的證據。例如，以下這張照片在比對1920年代初期國

民黨相關影音紀錄時，便極具參考價值（參見圖一）。照片中顯示黨

政要員當時的相貌與穿著，照片上方註記影中人物姓名；下端則是拍

攝場景及時間，新聞工作者即可以此為基礎考據相關影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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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北伐前夕，國民黨要角在廣州黃沙車站的合影。

圖二則顯示圖像和文字史料的交互檢證：照片的註記，提供內

容校勘來源。這張典藏於國民黨黨史會的照片，正面為開羅會議蔣氏

夫妻與羅斯福總統合影。反面紅字為蔣中正手書，當時的黨史會主委

羅家倫註記收藏原委，早期檔案照片背面大多附有註記，儘管繁簡不

一，但只要人、時、地等元素大致齊備，便可做為影片校勘時最有力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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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蔣氏夫妻在開羅會議與羅斯福總統合影：正面（上圖）和背面（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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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影像比對：當影像中全無熟悉的視覺元素，或無法以史料

進行校勘時，如何確認影像內容的歷史價值？古代訓詁學強調運用字

典、文字聲韻或文法體例，交互比對史料。訓詁之學講求「用其一己

以正其他」（先從內容中找出一項無誤資料，然後以此為據，校正和

詮釋相關史料內容）。在影像的考證上，如欲以訓詁手法進行比對，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正確無誤的史料」究竟從哪裡可以找得到？

可用於比對影像史料內容的素材，可以是重要的歷史人物（倘

照片記錄完整、行蹤有文獻可循）、或者地標（不會移動）或者實物

或模型（如武器、裝備）。特別是在戰爭相關的紀錄片中，將領、飛

機、或軍艦等出現的地點，往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也可能出現在戰

史之中，因此可以成為史料判讀和解謎的突破點。其次，歷史影片拍

攝時，畫面倘若出現中景、遠景，則背景中的地形、地貌或物件，也

提供新聞工作者辨識史料內容的線索來源。以往史料考據的質疑與確

認，常侷限在同一媒材之內。影像史料特質兼具「遺跡」和「紀錄」

雙重性質，上述校勘和影像比對，倘若透過跨媒材的比對參照，將可

提高史料可信度和佐證力。

第八、旁證徵引：史家強調「孤證不立」，除了利用史料

或具體視覺線索進行校勘訓詁之外，也必須把史料放在整體歷史

知識中加以審視研判，透過不同來源的線索從事史料的多方定位

（triangulation），當史家不能得事證以進行史料辨偽時，也以物證

或理證明其偽，則列舉種種史蹟或實物，或透過推理以推斷其偽。例

如，清代史家萬斯同以南京紫禁城無水關的論證，斥明代建文帝出亡

之說為偽。當新聞工作者缺乏相關史料比對時，除使用了直接證據，

也使用間接證據來確認影像的真實性，可用於旁證徵引手段包括田野

訪談，訪問學者專家或耆老，請其針對特定影像畫面進行辨識解說。

例如，在查證近代戰爭相關歷史時，除了研究軍事史學者專家可以提

供協助之外，武器模型迷或軍事服飾愛好者往往對於辨識影片中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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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飾，往往也具有極強的辨識能力。

最後，則是常理判斷：也就是梁啟超所謂的「理證」，對於史料

考據的判準，有時來自於「心證」或者「常理」。笛卡兒《方法論》

中一開頭就強調（王太慶譯，2007，頁71）：「良知，是人間分配得

最均勻的東西…那種正確判斷、辨別真假的能力，也就是我們稱為良

知或理性的那種東西，本來就是人人均等的。」這也正是認知科學中

所指的啟發之法（Heuristics），也就是說，歷史學者本於心理上的

經驗法則，根據各方資料的啟示，以推見史實輪廓。例如漢代史家班

固認定《神農書》廿篇為六國諸子偽託之作，便是以黿錯所見《神農

書》原文「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等情狀，絕非神農氏時代所能

有，故指為偽託。班固、劉向等人所引據的，便是「常理判斷之下的

質疑」（梁啟超，2009，頁118）。

四、從史料辨偽到新聞畫面查證

本小節主要在敘述影音檔案考據辨偽的方法。由於傳統新聞學領

域論述對於「查證」，僅強調這件事的重要性、卻未探討其具體內涵

與方法，新聞工作者難以有系統地實踐查證工作。本文因此援引歷史

學門相關文獻論述，發展出電視新聞查證紀錄片的方法共八項。表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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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影音檔案查證方法

影像手法 形成條件 史料判讀

畫面品質 早 期 問 世 的 影 音 檔 案 受 限 於 技
術 ， 現 場 攝 錄 時 器 材 不 容 易 固
定，以長鏡頭遠調則容易晃動，
畫面品質通常不佳。

當畫面非常穩定，特別是當人
物或物件運動時，仍能保持一
定的畫面品質時，可能特意編
導產生的資料。

運鏡交錯
多部攝影機現場作業方可能產生
鏡頭交錯。但早期攝影機稀少，
通 常 單 機 作 業 ， 也 多 為 一 鏡 到
底。

當出現大量近景，尤其是特
寫，以及各種鏡頭交錯時，可
能不是現場記錄，而是事後補
拍，或者根據導演和劇本演
出。

視角觀點 單機攝錄受限拍攝時空，同一現
場只能選擇某固定視角，難以進
行多角度拍攝工作。

影音資料內容中出現了180度
視角時或「全觀式」視角，則
素材取自不同影音來源，或者
事後補拍。例如交戰雙方同時
出現影片中，尤其要確認資料
來源。

敘事資源 拍攝受現場情境限制，未必能夠
取得敘事足夠資源，剪輯時影音
素材不足，必須外求。

當影像敘事越是流暢、影音畫
面資源越豐富時，則影音素材
越有可能出自不同資料來源。

邏輯脈絡 同一事件的影像敘事應該脈絡相
依循，畫面元素應該連貫且具相
當程度的一致性。同一影像中的
素材，若未經混搭，則在時間、
事件上應具一致性。

未經確認的影像史料，可經由
確認其中一部分，而檢證整體
史料的時間性和真實性。例如
當同一場景中出現的人物、服
裝或行為等，表現方式前後不
一致時，或史料可能出自多個
來源。

內外比對 同一時期其他媒材（如文字、照
片）形成史料內容重疊，可交叉
檢證史料的真實性。

以照片或文字史料的註記為依
據，和影像內容互相比對。

旁證徵引 同 一 時 期 的 史 料 必 然 有 共 通 之
處，因此可用於考據的線索，必
然不只一端，而可互相印證

把史料放在整體歷史知識框架
中加以審視研判，透過多方面
的證據，以確認史料內涵和價
值。

常理判斷 造 偽 動 機 和 手 段 通 常 會 相 互 連
結，因此人為安排的斧鑿痕跡往
往會浮現在影片中。 

針對有違常理的影像內容，推
敲其動機和手段，尋找畫面中
偽贗的蛛絲馬跡，進行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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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研究人員首先閱讀史料鑑定的相關文獻，

整理並抽繹影音素材辨偽的相關論述。為了闡釋上述查證的幾個原

則，本文將自美國導演 Frank Capra（1981-1991）《中國的抗戰》

(The Battle of China) 影片，該片1943年出品，長度62分11秒，係美國

陸軍部「為何而戰？」系列七部宣傳片中的第六部，國民政府遷台之

後還經常援引當作對內宣傳教材，名曰《中國之怒吼》，每逢抗戰紀

念節日，電視台仍不時播出部分片段，這些畫面也被收納到影音網

站，當作影音史料。

表二：分析樣本

畫面 概述 起始編碼 結束編碼

中日軍機纏鬥 抗戰初期中日軍機的激烈空戰畫
面

00：38：07 00：38：09

葉挺向蔣介石
簡報

共軍軍長葉挺向蔣委員長報告戰
況

00：30：25 00：30：53

日軍活埋南京
軍民

活埋殺害軍民過程的遠近中景 00：27：18 00：27：25

資料來源：http://www.archive.org/details/BattleOfChina

研究人員按照文獻整理出的論點，從《中國的抗戰》影片中抽取

出三個案例進行分析，使用這三個案例，目的並不在證實影片內容真

偽，而是要以部分畫面為例，說明使用類似素材的查證方法。

抽取這三個案例的判準如下：（1）畫面呈現史料內容的爭議

性；（2）內容具有資料豐富度（data saturation），在有限的畫面片

段中可以呈現本研究觀點所提及的各種查證方法，以便說明新聞工作

者如何運用前述原則。研究人員依據上述判準抽出三段畫面，作為分

析對象。以下分述這三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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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分析

一、中、日軍機空中纏鬥

這段影片主要描寫日本軍機遭遇繪有國民黨徽的中國軍機，雙方

在空中持續纏鬥，日本軍機槍手掃射近景，中國軍機中彈後機尾冒煙

旋轉下墜（但未見墜毀）。空戰場景非常生動，畫面品質良好，即便

是好萊塢出品的戰爭片也不遑多讓。但這些影像，果真是中日空軍交

戰現場取得的歷史紀錄片？過去無人認真考據這段影片，我們根據以

上所述影像查證原則，進行分析。

這段影片從頭至尾畫面非常穩定度，即使在空戰纏鬥過程，攝

影機似乎未見搖晃，畫面品質能夠達到這個水準，軍機必須承載攝影

機和操作人員。然而作戰任務中通常不可如此安排。其次，空戰畫面

近遠景交錯，近景甚至出現日軍飛機槍手操槍的畫面。一般而言，在

空戰當下的軍機根本無法靠近到這個距離，若用長距離鏡頭遠吊，攝

影機受到急速飛行的震動影響，畫面不可能清晰。空戰場景呈現視角

一百八十度變換，顯示現場至少安排兩部以上攝影機，同時交戰雙方

均有備有攝影機隨機出勤，方能出現這種全觀式的敘事畫面。因此，

根據以上分析，這段影片人為安排的跡象過高，因此資料不大可能出

自真實任務，而是經過編導的演出。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誰拍這段影

片？目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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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空戰場景中的鏡頭交錯：遠景（上圖）和近景（下圖）

查證由軍機機型著手。經比對軍機年鑑中的檔案照片，影片中

出現的日本軍機，證實是抗戰初期部署在華的主力機種「九七式戰鬥

機」，因此可推斷影片拍攝時間約在1937年前後，地點可能在華東一

帶。由於此一線索價值有限，因此轉往查證中國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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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空戰場景中出現的國軍飛機（上圖）和美製霍克二型機（下圖）

抗戰初期中國空軍主力機種，是美製Hawk II（圖四上），此款

飛機引擎為氣冷式，機身前方進氣口較大，用以協助散熱，儘管有雙

翼、起落架無法收起的類似處，因此空戰場景中出現的中國軍機，不

是Hawk II，而是另有其他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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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義大利 CR─32（上圖）和高志航座機（下圖）

圖六：日軍川崎95式乙型戰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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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中得知，二次大戰爆發前，中國與義大利維持密切關係，

中國並曾經向義國購買少量飛機，部署在華東一帶，因此一度誤以為

片中參戰的中國軍機為義製飛雅特CR-32攻擊機（如圖五上）。但比

對年鑑和實機模型中的軍機外型，即發現空戰中國軍機的機首形狀，

以及機體塗裝線條，均和中國空軍使用的義製CR-32攻擊機迥異（如

圖五下高志航座機模型）。因此透過照片和模型比對之後，也排除

CR-32攻擊機的可能性。經請教軍事模型玩家進行機型辨識， 
3

 得知空

戰出現的這款中國軍機， 
4

 極可能是日本二次大戰前生產的「川崎95
式乙型」戰鬥機（參見圖六），此型飛機重要特徵在於：機首下方的

散熱口向內傾斜約135度，以及機身塗裝方式。根據年鑑記載，抗戰

初起此款日軍飛機，已經退居二線，只擔任教練機。由於因飛行速度

較慢、失控風險降低，反而適合表演空中特技等用途。換句話說，上

述空中交戰畫面中出現的中、日雙方軍機，都出自日本空軍，而片中

的中國軍機，則是由日本飛機改裝。

綜合以上查證資料，我們得知：(1)從畫面高度穩定、鏡頭反覆

交錯、全觀式影像敘事等痕跡，可以推斷這些空戰畫面是經過人為刻

意安排的演出；(2) 從片中出現的交戰雙方飛機，均屬日本軍機。因

此，這個空戰場景是由日軍宣傳影片的事實，也就呼之欲出。然而弔

詭的是，日軍宣傳影片到頭來卻成為中國用來宣揚抗戰影片的影音素

材，到底是疏失？還是刻意為之？現已不可考。但可確定的是，這段

「把敵方宣傳片納為己用」的空戰場面，仍為眾多紀錄片作者不察，

而一再援用，並且流傳迄今。

本個案研究過程，運用多項檢證方式。首先透過影像文法分析，

包括畫面高度穩定、鏡頭反覆交錯、敘事手法等線索，還原此片段的

3作者和國內軍事專業網站「REX的天空」的通信。

4參見：http://blog.roodo.com/rexkuang/archives/700775.html



33

判讀影音檔案：援引考據辨偽方法於新聞畫面查證工作

拍攝目的。接著進行史料校勘，以畫面出現的主要物件軍機，比對航

空年鑑的記載、照片以及實件模型，並透過軍事史研究者和軍事模型

玩家訪談，得以確認畫面「中國軍機」的真正身分。從以上幾個不同

來源的線索可以推知，這個空戰畫面應出自日本軍方宣傳，但經過國

府文宣人員剪接之後，卻成為國府宣傳抗日影片片段。

二、葉挺向蔣介石簡報？

另一段取自《中國的抗戰》的畫面，顯示抗戰時期領導人蔣介

石委員長召開會議，兩旁坐滿軍裝幕僚，後一特寫顯示蔣委員長近景

鏡頭。畫面接著出現一位將領正進行簡報，身後地圖上依稀可見武漢

等字樣。鏡頭一轉，出現幾位衣著神情和前述軍事幕僚非常不同的人

物，出現在畫面中，最後鏡頭又回到蔣委員長側面特寫。這段資料畫

面也經常在北伐、抗日或剿匪史實的節目中。這段畫面表面上敘述蔣

介石委員長召開軍事會議的場景？但影中人是誰？正在做什麼？單憑

畫面未必可以清楚瞭解，因此需要查證。

初步檢視畫面，發現這段會議影片其實是由兩段畫面所組合。我

們可以從：（1）兩段蔣委員長座位前後不同，但一個會議中改變座

次實為罕見；（2）參與開會者前後不同，前一段畫面中左有將領何

應欽，後一段則未見何應欽在座；（3）背景不同，前一段畫面地圖

左側牆壁空白，後一段畫面牆上則掛了一些字（見圖八上、下）。據

此，可認定這段影片畫面經過組合。

由於蔣委員長和何應欽都是著名歷史人物，我們試從另一段畫面

尋找線索。經過照片和傳記比對，發現站在地圖前擔任簡報的將領，

是當時新四軍軍長葉挺（圖八上）。在簡報將領手部臂部特寫之後，

前一段不在場的兩位與會者，則分別是抗戰時期共產黨要員董必武和

吳玉章（圖九，自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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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蔣介石委員長召開軍事會議，左側坐著首席幕僚何應欽（上圖），蔣

特寫（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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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新四軍軍長葉挺做簡報（上圖）和其手部特寫（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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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中共要員吳玉章和董必武（上圖）和蔣介石（下圖）同聽取葉挺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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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至此可初步確認這段畫面與會者的身分，但也帶來更多謎

團：從這兩段畫面可知，拍攝時間應該在抗戰初期。但根據我們對於

現代史上國共歷史的整體瞭解，實則勾心鬥角。這段影像，中共要員

吳玉章、董必武、秦邦憲等人都在座。這段畫面似乎帶給觀眾一個印

象：蔣委員長和中共要員一起坐著開會，並且聽取共黨將領葉挺做簡

報。但果真如此嗎？

這個場景應該很罕見，因此必須經由比對其它媒材而加以檢證。

經研究人員查閱同時期文字史料，發現第一段畫面拍攝於1938年4
月，當時德國軍事顧問團撤離中國，蔣介石委員長為安定人心，召開

軍事會議，並公開發布此一短片。現存短片約有四至五個鏡頭，並有

蔣介石站在地圖前的畫面，但始終拆散使用，未見全貌。

第二段畫面經過檢證，拍攝於1938年7月，也就是第一段畫面拍

攝之後的三個月，拍攝地點為武漢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時間為拍攝

者為荷蘭籍攝影師Joris Ivens。畫面的中共要員，均是中共指派參加

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從畫面上看，他們正聽取葉挺的簡報。抗戰初

期國共兩黨曾經短暫合作，這段時期恰是兩黨之間蜜月期，因此資料

片得以保留下來。在中共方面保存的版本中，甚至還有留著小平頭，

形貌遠望很容易被誤認為蔣介石的中共第三號人物周恩來。

針對個案分析可知，這段影片是由兩段畫面拼湊而成。由於抗戰

初期攝影機非常稀有，只有經過認定的重大事件、或意圖釋放訊息，

才會動使用流動影像。這段紀錄片應是兩段不同時地拍攝的影片，經

過剪輯合成畫面，這套將畫面「移花接木」，目的應在建構「國共合

作」的印象。雖然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戒嚴體制下禁止公開流傳

中共領導人物的文字和影像，但可能因為政府審檢人員不認識影中人

物，竟成「漏網之魚」。一路走來，每逢抗戰紀念日，在統治眼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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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一播再播，公開流傳，竟無人發覺蔣介石與葉挺一起開會的古怪

組合，堪稱異數。

圖十：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上圖），周恩來和葉挺（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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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案例的查證，也運用多項檢證方式。一開始檢視影像背景，

因而解析出兩段不同來源的畫面。接著進行史料校勘，以畫面出現

的主要人物，進行考據。透過歷史檔案照片以及文字記載，得以確認

第二段畫面的真實來源。最後，再針對以上幾個不同來源的線索，進

行綜合判斷；得知此片應係戰時官方為宣傳「國共合作」而刻意剪接

成的會議畫面，但因來源失傳、用者習而不察、因此一再遭濫用和誤

用。

三、日軍活埋中國軍民百姓

南京大屠殺為國民政府廣為宣傳的素材。以下是國民政府版本的

紀錄片敘述日軍南京屠城時，最常使用的畫面。這段影片，發現在活

埋畫面後方有碑上刻「一二八抗日…」字樣（下面數字無法辨識），

接著畫面轉至婦人在地上哀嚎打滾，日軍持槍團團圍住推入坑中的難

民，下接剷土的特寫鏡頭，最後為一青年男子遭到活埋。男子雙手遭

活埋時手被綁縛胸前（不是雙手反剪背後的常見綁法），特寫鏡頭男

子手持一本《三民主義》，書名置於畫面左下方醒目位置。以上鏡頭

都異常穩定。

以下分析目的並不在爭論南京大屠殺發生與否，而是在分析活埋

畫面由誰拍攝？是當事者現場拍攝？還是事後「模擬演出」？

首先辨識畫面物件：第一段畫面抓俘虜的日軍服飾無誤，但紀念

碑透露了一些訊息，畫面背景是一座「一二八事變紀念碑」。一二八

事變發生地點在上海，這座紀念碑座落上海而非南京。因此這段抓俘

虜畫面可能擷取自其它影片；其次，「日軍」活埋軍民過程的影像描

述，本段畫面初以遠景，再以剷土特寫鏡頭（圖十二上），然後鏡頭

帶著《三民主義》被活埋的男子，這一系列鏡頭運用組合非常細緻，

鏡頭包括遠、中、近景，非常詳盡，必須有計畫的分別從多距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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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運鏡拍攝。攝影者不僅具備專業知識，而且還必須獲得影中人物

的高度合作，才有可能執行。

圖十一：以一二八紀念碑為背景的畫面（上圖）以及活埋婦孺的畫面（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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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日軍剷土鏡頭（上圖）以及帶著《三民主義》被活埋男子的特寫（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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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讀者倘若稍加推想，便可發現其實這其中有些矛盾。在戰

爭中有計畫的屠殺對方平民（特別是老弱婦孺），即便是想用來癱瘓

對方民心士氣，然而活埋這種極端不人道的手法，不僅嚴重違反國際

法規和人道原則，為現代文明社會所不齒，極有可能招致國際抗議。

另一方面，日軍當局也認為放任官兵講述中國戰場暴行，不僅使

得日軍當局成為流言蜚語目標，損傷了國民對皇軍的信賴，甚至破壞

軍民團結。因此以密令取締相關言論，並配合嚴厲的資料管制措施。

當代史家回顧這一段歷史時發現，當時日軍對於所有涉及暴行的照

片，一律實行超乎嚴格的新聞檢查：

例如日本每日新聞社隨軍記者所拍攝的照片，大部分以航空

寄到總社，總社必須加洗4張送審，其中3張分別由陸軍部、海軍
部、情報局審批，另一張是在審批後退回，蓋有「檢閱濟」印記

的可以發表，蓋上「不許可」印記的則嚴禁洩露和發表。（吳

廣義，2005） 

由此可知，日軍施南京大屠殺以後即使是日軍官兵和隨軍記者所

拍攝影像都要再三檢閱，封鎖消息和消弭罪證猶恐不及，又怎麼可能

大剌剌地放任宣傳？目前出自日軍所攝南京大屠殺影像，大部分都是

戰爭結束後陸續出土，但國民政府發行此片，時在抗戰中期。就時間

上而言，當時國民政府不可能取得這份材料。

更何況畫面中描述被活埋者至死猶緊抱著《三民主義》，先不論

在拍攝時是否可能如此細緻，僅就特寫畫面出現時，通常拍攝者目的

在引起觀眾注意，使用這種畫面是以刺激感官的方式形塑烈士，但日

軍運用這種手法形塑中方烈士是殆不可想像之事。因此，若說這段畫

面是出自日軍之手，是非常矛盾而不合乎常理。

其次，南京城內當時留有少數外籍傳教士，是否有可能這些片

段出自歐美傳教士之手？美國耶魯大學典藏南京安全委員會檔案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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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教士John Magee所拍攝的影片，是外籍人士所攝紀錄片而迄今廣

泛受到引用的影像資料，該影片檔案中並未包括上述活埋鏡頭。其實

當時留在南京的外國傳教士並不為日軍所喜，彼輩也動輒受到生命財

產威脅。因此不大可能光明正大拍攝活埋過程其鏡頭。誠如美國牧師

Magee在其影片的引言中提及：

他（指攝影者）像其他人那樣，這期間從早到晚忙著保護這個

城市的居民，…因此偶爾才有時間去攝影。此外他還必須非常小心

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因為讓日本人看見，

就有被他們砸壞或沒收攝影機的危險。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攝處決

的鏡頭，或是拍攝該市幾個城區中傷員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受害

者，假使攝影者能在那裡逗留較長的時間，那麼這部電影的內容必

定還要豐富得多（章開沅，1999: 224 轉引自Magee書信檔案）。

Magee影片大多數為目擊者事後的現身說法，而不是現場拍攝影

片；就算是在事發當時所拍攝的影片，也都僅能以遠距離、側面取

景、固定角度、一鏡到底的手法拍攝，難以正面近距離取景，例如以

下影像所示：（John Magee）。

從傳教士證詞以及目前已出土的影像資料，可知外籍傳教士所

拍資料不可能出現正面取景、多角度、遠近交錯的類似電影的拍攝手

法。那麼，這段內容豐富的類似紀錄片畫面從何而來？

綜上所述，案例三影片日軍活埋中國軍民的影像資料，是由多個

畫面片段混搭而成，其中圖十的畫面可能取材自日軍宣傳片，但其後

圖十一至十三，尤其是活埋的特寫畫面，則係國民政府自行安排演出

的「模擬畫面」，但因畫面未加任何註記，因此而讓讀者誤以為和前

一畫面同為日軍拍攝的假象，目的則在從事國內和國際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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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John Magee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攝影截圖顯示，攝影者均採 遠距離
和側面拍攝。

案例三的查證，必須從一系列畫面中，擷取出爭議畫面，判斷

素材係來自兩個來源剪輯後，接著再分別進行影像文法分析，針對敘

事邏輯精密程度、取景多樣性、畫面品質、以及拍攝手法，推測拍攝

過程所需資源和限制，由此和整體歷史知識比對，揣摩當時情境，從

其他資料來源尋求反證，進而排除日本軍方和歐美傳教士拍攝這段畫

面的可能性。當其他可能性消去之後，從而推測此片係戰時國府官方

爭取國際同情和強化抗戰意識，「惡名加諸敵仇」，而在其他紀錄片

中插入一段「模擬畫面」。這段分析過程先分割畫面來源，再找出特

定內容，針對爭議畫面尋求反證，透過其他史料分析拍攝過程與拍攝

者立場，以去除其他可能性，進行推論。我們最後要指出，雖然南京

大屠殺確實發生過，但使用「模擬畫面」且不加註標記以告知閱聽人

畫面係自行模擬，此等舉措仍屬造偽影像，而不應當作正確史料而援

引。電視新聞工作者倘若要用這段畫面，則應加註此段係國府事後增

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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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以上三項個案所用的查證方法，可以說非常相近，茲整理如

下表所示：

表三：畫面的查證方法和判斷結果

個案 查證方法 判斷結果

中日軍機空中
纏鬥

畫面品質、運鏡方式、視角觀點、
敘事方式、影像比對、旁證徵引

畫面係事後拍攝、原版取
自日軍宣傳資料

葉挺向蔣介石
簡報

切割段落、史料內外比對、旁證徵
引、參照整體歷史知識

兩段畫面分別取自不同來
源

日軍活埋南京
軍民

畫面品質、運鏡方式、視角觀點、
敘事脈絡、影像比對、旁證徵引、
常理判斷

畫面拼貼、活埋畫面係國
府安排演出之作

 

在查證三項個案時，不可能單靠一種方法就可足以判讀，通常

會將數項方法混合使用。外部查證使用畫面品質、運鏡方式、視角觀

點、敘事邏輯等方式，以確認檢證區辨已知名影像史料的贗偽，註記

校勘、影像訓詁旁徵引證等手法，則用於推斷未知名影像史料的真正

作者、拍攝目的或畫面內容。

我們發現，早期的影音素材是珍稀資源，相當程度上受到器材設

備和攝製情境約制，使影像畫面具有若干特徵。從上述分析過程可知

技術面的判斷主要提供質疑的線索，若要進一步確認影像真偽，還必

須配合參照和其它知識，特別是整體歷史知識。例如，在「中日軍機

空中纏鬥」個案中，畫面辨偽必須徵引中日兩國航空的歷史知識；在

「葉挺向蔣介石簡報」個案中，畫面辨偽則涉及早期國共關係和歷史

人物動向；又如在「日軍活埋中國軍民」個案中，辨偽則涉及宣傳立

場和手段之間的關係。這些知識一方面是歷史專業的知識成分，另一

方面又有整體歷史判斷的成分。

上述工作需要使用知識，當代傳播教育不僅包括一般知識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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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知識，同時也包括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臧國仁、鍾蔚文、

陳百齡，1996，頁109）。就本研究關注的紀錄片素材的考證辨偽而

言，至少存在三個面向知識：第一個面向的知識，屬於技術層次的知

識，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早期影音素材若干特質所形成的邏輯，包

括：影音素材的畫面品質、運鏡方式、視角觀點、敘事方式、影像比

對等，以及內容校勘和檢證史料，這個面向的知識，屬於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第二個面向的知識，或可稱為整體知識或一

般知識（Global knowledge）。判讀者若要旁徵博引其他史料，或對

於畫面矛盾或時空錯亂的資料進行判斷，這部分能力並非來自專業知

識，而是屬於一般性的、超越領域的知識歷史人物的時間框架也好、

交戰雙方的立場和行動邏輯也好，都屬於整體知識的一部分；第三個

面向的知識，則是工作進行當中、和情境互動的知識，當記者在運用

這兩種知識時，必須考慮當下的情境資源、而進行微調。例如在上述

案例中，記者體認國防文史單位的消息來源不足以解決問題，轉而求

助於其他來源（例如，軍事迷或武器模型玩家）以及記者在看似漫無

止境的查證過程中何時喊停，這些和情境密切相關的知識，則屬於情

境知識。

根據上述分析，領域知識、整體知識和情境知識，是記者藉以從

事影音素材判讀和辨偽的知識源頭。從這些知識屬性可知，判讀影音

素材不僅需要具備領域知識，還需要跨領域的知識整合能力。

伍、結論：歷史影音素材的查證

新聞工作者在電視新聞報導中引用紀錄片，可以增加報導內容的

證據價值，更可以豐富閱聽人的感官經驗，但是這些被引用的影音史

料，其中不免來自前手造偽或誤引，倘若不察，可能誤導閱聽人。隨

著數位科技進展，影像來源日趨多元。電視新聞工作雖然分秒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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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若新聞不能貼近真實內容，速度也將無意義。考證和辨偽是確保

報導內容盡可能正確的重要手段。當代社會的新聞實務工作者如何在

有限時間內完成影音史料的查證，以確保新聞資料真實，挑戰也將越

趨嚴峻。

先前的新聞學文獻，均一再強調新聞查證的重要性，但是較少發

展出具體的查證方法。本文針對電視新聞中常用的歷史性影音素材，

提出一套查證方法。這套查證方法，是向史學方法借火，將史料考據

辨偽之道，置放於當代影像拍攝和剪輯的情境之中，因而指出可供檢

證的若干原則，以彌補現有電視新聞資料查證工作論述不足的窘境。

為了說明這些查證原則，我們用三個個案說明前述原則如何用於

分析新聞畫面以及交替運用多重方法進行查證。在此過程中也發現判

讀不全然依靠技術性的知識，同時也必須仰賴整體知識和情境知識。

這篇文章提出幾項具體的查證方法，包括外部考察，（1）針對

紀錄片外觀進行考證：包括畫面品質、運鏡方式、視角觀點、敘事資

源，以及前後文本銜接等面向，進行判斷；（2）從紀錄片敘事內容

（例如人、物或事件），進行前後文本比對，也和其它同時期或同類

型影片比對；（3）當旁證徵引仍然不足之時，則從常理進行判斷，

或尋求反證。

對於電視新聞工作者而言，取紀錄片的歷史畫面佐證或豐富閱聽

人的經驗感官，是相當有意義的事；但誤用或偽造影像證據，則為專

業所不容，而解讀並查證紀錄片真偽，光靠態度或熱情並不足恃，還

必須要能力和知識，這就涉及新聞工作者的影像專業和整體人文素養

兩類知識。本文從史學領域借用過來的辨偽考證之學，則提供一個跨

領域知識整合的初步模型。雖然本文初步提出若干查證原則和策略建

議，但是此處留白仍多，猶待來者增補。

這個研究展現我們透過跨領域知識、豐富新聞學門的必要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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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讓我們重新省思未來新聞教學方法和內涵。回顧傳播學門

的發展史，這個學門本來出身於科際整合的環境，早期傳播研究者如

分別來自政治、社會等學門領域。因此傳播照說不應有門戶之見，而

時常向其他學門「借火」，藉以產出更具新意的知識資源（翁秀琪、

盧非易、陳百齡、馮建三，2004；須文蔚、陳世敏，1996）。但隨著

學門本身日漸茁壯，領域藩籬意識逐漸增強，研究和教學反而趨近於

「近親繁殖」。

然而，越來越多浮現的研究議題顯示，我們再也不能單靠目前侷

限的領域知識來解題。一個顯著個案是Robert Capa的攝影作品爭議。

1936年攝影記者Capa在西班牙內戰時的攝影名作The Falling Soldier，
在其身後遭受論者指控為偽作，作者Richard Whelan考據時援引田

納西警官對於瀕死之人肌肉動作的分析，證實Capa作品並非造偽。

Whelan在分析過程中應用犯罪偵防學和解剖學知識提出有力證據，

終替Capa洗冤。 
5

 又如新聞記者利用照片資料庫追蹤新聞人物的政商

脈絡，則可能用到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ing）、知識考掘技

術（Data-Mining）以及電腦圖學（computer visualization）等跨領域

知識。換言之，新聞工作可能有部分知識借力於其他領域。跨領域課

程教學提供學習情境和刺激思考的機會。本研究所展示的例子，正可

做為我們進一步思考跨領域知識整合的引子。然而跨領域知識不會自

動產生，必須有適當的資源和條件才會滋長。但由於跨領域研究和教

學充滿不確定性，目前研究體制下因風險較高而未必獲得研究人員青

睞，未來傳播學門研究社群如何發展出機制和誘因，以促成跨領域研

究和教學，值得吾人再三深思。

本文旨在援引史家查證辨偽方法用於新聞畫面的查證。本研究

所建構的原則，除了應用於影音史料考據辨偽，未來也可延伸應用到

「第三人提供的影音素材」；例如，先前喧騰一時的電視新聞「腳尾

5關於這段公案的始末，參見: http://www.pbs.org/wnet/americanmasters/episodes/

robert-capa/in-love-and-war/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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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事件」或「周政保亮槍事件」等便是因為查證辨偽的環節出問題，

致使造成重大媒介倫理缺失。這類資料儘管在本質和技術上近代紀錄

片上可能有所差異，但基本原理則是相通的，如何找出這類文本特

徵，以作為強化媒介守門機制的基礎，尚有待著墨，值得未來的研究

者繼續努力。

值於結束本文之際，我們還希望能對電視新聞工作者提出以下

兩個建言：（1）儘管紀錄片查證辨偽不是易事，電視新聞工作可從

「時間註記」一事開始：使用歷史影音資料，必須添加時間資料標

記，至少可以讓閱聽人不易混淆；例如，電視台在災難後未加時間註

記地持續播放資料畫面，可能讓閱聽人以為災情為緩解而造成心理恐

慌。但「時間註記」只是治標之策，治本之道，還在充分提供影音檔

案的情境。（2）電視媒體從網路等管道大量外求影音資料的同時，

似乎也應該思考如何從常規上確保電視新聞品質。但目前電視新聞

工作的專業標準，似乎又偏向於技術面向的知識（如口條和語言能

力）。然而考據辨偽能力，必需要建立在慎思明辨的習慣和跨領域知

識連結的能力之上，短期培養或訓練便也難以獲取這些能力。長遠而

言，如何在這個影音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培養出耳聰目明的守門人，值

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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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讀影音檔案：援引考據辨偽方法於新聞畫面查證工作

 

Reading Archived Images: Applying Historical 
Methods to News Work

Pai-lin, Chen & Ling-hsiao, Wang

Abstract

Modern TV journalists often use archived video clip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As outreaching of video sources is widely adopted, the risks of misuse 
of these materials increas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video clips. Three case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the 
rules of thumb for checking authenticity of archived video clips.

Keywords: TV news, archived video, story-telling, authenticity check,  
journalistic expert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