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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學術研究已將演算法描繪成力量強大卻又不可測知的權力。但國內新聞

研究大致仍將社群媒體視為合於特定目的（通路平台、內容行銷、輔助報導、提

升工作效率）之工具，缺乏對運算權力的關注。然而，Facebook 作為全球獨大

之社群媒體，其動態消息演算法的排序、篩選與分類，替讀者裁決什麼樣的新聞

得以被看見，全球新聞業對自身能見度的掌握，已面臨多重挑戰。 

於此，本研究焦點為動態消息演算法的能見度支配，以及台灣新聞業的策略

行動所帶來的交互作用。研究目的有三：第一，了解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控制能

見度的運作脈絡；第二，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實際回應此權力，又透過何種行動來

博得能見度的機會；第三，媒體的回應偏向，產生何種經濟與文化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除分析動態消息演算法歷年官方資訊，也參照動態消息團隊接受外媒

訪談之資料；同時，訪談第一線與演算法交手的國內新聞工作者，企圖從新聞業

的行動實踐面，構連出演算法權力的運作。並輔以代表性媒體專頁之歷年貼文資

料撈取，藉外部觀察實際表現與趨勢。 

研究發現，Facebook 普遍為國內新聞媒體貢獻超過五成以上的點閱流量，

構成能見度的支配與從屬關係。演算法作為分配秩序，替媒體建構出能見度的差

別待遇和不確定性；媒體為了爭取被看見的機會，則發展出看穿和拚搏的策略行

動，企圖建立暫時的成功模式，以繼續維持流量換取廣告營收的舊有生存條件；

最終，此等交互作用，形塑出組織經濟、新聞市場、新聞產品三個面向的矛盾糾

結，過往由大眾媒體主導的利益分配、市場變化、品質產出已不復存在。 

文中並藉此討論，外部運算環境實已影響內部組織層級為能見度而行動的協

力調度，新聞／社群媒體研究應邁向以運算權力為重心的新視角；同時，若要扭

轉新聞業以能見度操弄取代內容經營的惡性循環，應同時檢討演算法的運算基準、

網路新聞的廣告計價與可行的商業模式；最終，本研究仍要指出動態消息在能見

度空間、市場、文本間交錯形塑的複雜多重面向。 

 

 

關鍵詞：Facebook、動態消息、演算法、能見度、運算權力、新聞媒體、臉書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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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一、社群媒體中介新聞業與讀者的關係 

台灣新聞業在網路時代已無法迴避讀者「觸及」的危機，從整體廣告量、媒

體涵蓋率、民眾主要新聞來源的變化，可看出傳統與網路媒體間的興衰。台灣整

體廣告量中，報紙、電視（無線、有線）都呈現負成長，唯有 2014 年網路廣告

量較 2013 年成長 18.3%；媒體涵蓋率上，2014 年網路媒體的昨日閱聽率（68.5%）

逐漸與電視（88.3%）拉平距離，與報紙（33.1%）的差距則逐年拉大（北市媒體

代理商協會，2015）；民眾的主要新聞來源，也反映在媒體使用習慣的改變上，

2010 年起，網路（14.7%）作為新聞來源的比率首度超越報紙（10.1%）。2015 年，

報紙已跌到 7.6%，網路則上升至 28.6%（世新大學，2013；世新大學，2015）。 

不斷浮現的新媒體不僅瓜廣告預算，也中介讀者能夠接收到的新聞資訊。尤

其，社群媒體對當今的新聞生產、傳遞及使用上已造成可觀改變，改變閱聽眾與

新聞工作者的關係，重塑公眾在新聞流程中之角色，已成為新聞研究重點。相較

傳統媒體發行量急速下滑，新聞網站的成長未能持續，許多實證研究顯示，社群

媒體在當今已經比傳統主流媒體更有效地接觸到閱聽眾，成為各大新聞網站門戶

的入口（Newman, 2011；Newman, 2009；Newman, Dutton & Blank, 2011）。 

擁有全球 16 億用戶的 Facebook 已成為新聞媒體的媒體，中介新聞網站與讀

者的關係。以美國為例，Facebook 為最大的新聞閱讀網絡，傳統新聞媒體得仰賴

該平台獲得讀者點閱流量（呂紹煒，2015；Murthy, 2011）。同樣，在加拿大，2012

年就有五分之二的社群媒體使用者透過 Facebook 上追蹤的朋友來取得新聞，而

五分之一的人透過 Facebook 追蹤新聞組織和新聞記者來獲取新聞（Hermida, 

Fletcher, Korell, & Logan, 2012）。 

台灣的社群媒體也是 Facebook 獨大，戶數直逼兩千萬人，高達總人口數的

84.5%（Internet World Stats, 2015.11.30），成為最高使用率的網站（81.9%）（北市

媒體代理商協會，2015）；此外，民眾使用社群媒體的黏著度也高，近 6 成每 3

小時內至少關注 1 次，其中 33.8%的使用者隨時都在使用（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a）；

智慧型手機持有者甚至更加熱衷於社群媒體，以及新聞與資訊收集。42.2%的手

機使用時間都花在 line 或 Facebook 上。從事活動類型中，還包含找資訊（每百人

次 88 人）、參與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每百人次 86 人）、看新聞（每百人次 65

人）等（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 

主流媒體確實也利用社群媒體匯集讀者的優點，期望讓讀者曝露在廣泛的新

聞和資訊當中。但另一方面，社群媒體也顯著地對新聞媒體施加強大壓力。如同

Medium 創辦人 Ev Williams 疾呼當讀者日漸習慣從 Facebook 獲取新聞，媒體建

置網站愈來愈失去意義（Inside，2016.05.16）。新聞研究也對社群媒體支配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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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現象感到焦慮，認為社群媒體對既存媒體生態與新聞業帶來的劇烈變遷，將

更甚過去網路的出現。同時擔憂紙媒在商業策略上依靠社群媒體傳遞新聞內容、

吸引讀者眼球，可能只是重蹈網路新聞的覆轍，將內容免費斷送，同時也將閱聽

眾白白送給社群媒體等內容聚合平台（Franklin, 2014）。 

 

二、演算法掌握能見度控制的權力 

哥倫比亞新聞大學院數位新聞中心主任 Emily Bell（2016.03.07）對於社群媒

體不只併吞新聞業，更併吞政治、經濟系統與社會生活感到擔憂，她指出：「當

前有兩項尚未獲得足夠關注的重大變遷正在發生：新聞發佈者已經失去它們對新

聞流通的掌控；而這樣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壯大社群媒體公司的權力」。大型社群

媒體與平台公司如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以及 Twitter、Snapchat，

在新聞流通與發布經濟上擁有極端的權力。全球新聞業正被不透明且無法預測的

演算法過濾篩選，新聞商業模式不得不順應此潮流也無法抗拒。 

尤其，Facebook 透過動態消息演算法打造個人化報紙，宣稱「將對的內容在

對的時間展示給對的人」，並確保「最高品質的內容」被生產、被露出、被分享，

好讓使用者對動態消息的內容感興趣（Frantz, 2015.07.09；Kacholia, 2013.08.23）。

值得關注的是，此自動推薦機制塑造著全球五分之一成年人口的社交生活和閱讀

習慣，卻又同時涉及商業機密而產生透明度上的質疑，因此它最具影響力卻也最

具爭議（Oremus, 2016.01.03）。 

同時，動態消息演算法也控制新聞資訊的流向，不僅打破媒體對訊息的壟斷，

更讓新聞業逐漸向報紙、螢幕、網站等「靜態」新聞載體告別，成為在動態消息

上「流動」的貼文，等待演算法將新聞送到讀者眼前。因此，Facebook 只要略微

調整演算法就能顛覆整個媒體業，它能將病毒行銷網路媒體 BuzzFeed 和 Vox 的

影響力推到新的高度；也能將許多不擅適應演算法機制的傳統媒體逐漸失去影響

力 Oremus, 2016.01.03）。 

演算法控制參與主體的能見度，建構主體不被看見的威脅（Bucher, 2012）。

當前媒體競爭態勢已顯示，新聞媒體接觸讀者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卻又無法坐視

網路廣告被急速吞食，Facebook 就成為眾多媒體對流量、觸及率競爭的主戰場。

也更加深演算法對媒體市場的主控：調降專頁貼文觸及、提高原生影片曝光等，

都影響媒體的社群成長、導引流量，以及收益與虧損的平衡（張約翰，2016.02.25；

張約翰，2015.02.12）。 

隨著 Facebook 逐漸主宰新聞通路，新聞媒體急切地尋找方法回應當下的挑

戰，並開始摸索演算法的規則。根據美國科技新聞網站 TechCrunch 整理，動態

消息演算法如何決定內容的優先呈現似乎有跡可循，這些因素包含：使用者對本

身對該專頁的互動、該則貼文獲得互動程度表現、該專頁的熱門程度、使用者較

常互動的貼文類型（文字、連結、圖片或影片）、發布貼文時間，都可能影響著

貼文能夠在動態消息上被看見的機率（新媒體世代，201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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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運算邏輯的摸索，也反映在媒體的創新實驗上。新聞網站 Storyful 被

喻為社群媒體時代的通訊社，透過研發 Newswire 運算法程式，得以預測在社群

媒體上具新聞潛力的熱門訊息。同時透過編輯人力的「人工運算」交叉比對訊息

真偽，提供《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等媒體報導素材（黃哲斌，

2015.12.04）；網路媒體 Upworthy 對抗演算法的目標在於創造「有意義的病毒式網

站」，擅長以「誘餌式標題（Click-baiting Headlines）」標題吸引點閱、獲取流量和

廣告（黃哲斌，2015.07.17）。然而，標題操作上的浮濫現象，也讓 Facebook 對此

類型內容開刀，降低能見度（El-Arini & Tang, 2014.08.25）。彰顯演算法對於媒體

能見度、讀者新聞消費所掌控的權力。 

此外，新聞業與讀者的連結被高度中介，帶來的另一挑戰在於動態消息演算

法以提升使用者經驗之名，控制讀者所能接收的新聞資訊。《華盛頓郵報》記者

Gail Sullivan（2014.08.19）指出，「演算法審查」操控動態消息的內容，關乎人權

議題。尤其，演算法以相關性、偏好度、參與度等指標，放大相對熱門、討好、

能吸引社群互動的訊息。反之，強調公民意識、社會責任與挑戰性觀點的嚴肅新

聞，可能被排拒在外；新聞媒體《Wired》網站編輯同樣警告，過去的媒體「守

門」已轉移到社群媒體上，而社群的守門人機制即在於演算法機器人（黃哲斌，

2014.09.10）。演算法更主動為讀者濾除可能的重要訊息，強化使用者原本的立場，

讓人錯估情勢的真實判斷，將新聞消費禁錮在泡沫化的意識形態裡面（Pariser, 

2011／宋瑛堂譯，2013；Oremus, 2016.01.03）。 

也因此演算法不僅是新聞研究值得關注的議題，新聞組織和記者也應該共同

審視Facebook 透過演算法進行權力的滲透。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刊登評論，

呼籲記者不該隨網路使用者順從這些運算的宰制者們（algorithmic overlords）。演

算法的每個部分都是記者一直以來所關注的議題：它們具有權力、機密，又宰制

社會的形構。那麼演算法該如何被調查？此三部分都可以是分析重點：輸入演算

法中的資料、黑盒子或稱為確實的演算程序、演算法的輸出結果或演算法得出的

預測、分數或價格等數值。藉由分析輸入的資料、評估資料得出的結果，或檢視

演算法架構（architecture）本身以查看其中涉入的價值判斷（Gourarie, 2016.04.14）。 

正如 Crawford（2016）所言，演算法在高度競爭的網路公共論域空間運作，

其設計卻是用來在資訊競賽中生產出明確的「勝者（winners）」。演算法既是資訊

競賽當中的仲裁者，但遊戲規則的設計卻幾乎沒有透明度與問責性可言。Bell

（2016.03.07）也憂慮，社群媒體的權力集中更甚以往，衝擊著媒體市場裡的多

元策展。何況軟體／演算法與人之間的直接與常規連結是如此緊密，我們需要理

解有關日常生活的資訊是如何被即時串流傳輸乘載，演算法又如何藉著排序篩選

構連物質基礎的利益（Berry, 2014；Be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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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近期學術研究對於演算法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多跟隨著一種引人注目的劇

本來討論，將演算法描繪成力量強大卻又不可測知的權力（Ziewitz, 2016）。正如

Diakopoulos（2015: 398）在談論演算法與問責（accountability）時指出：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資料所餵養的演算法世界，演算法大幅地裁決

（adjudicate）我們生活上的決策：不僅是在搜尋引擎與個人化網路

新聞系統上，也作用在教學評量、市場操作、政治競選、都市公共空

間設計、社會福利與公共安全管理當中，但演算法可能產生錯誤或操

作偏誤，科技上的複雜演算和其難解的運作，使得演算法難以被推敲，

導致它如何運作其權力與影響力上，缺乏對公眾的澄清。 

目前新聞研究領域對運算邏輯如演算法的著墨較少，缺乏對演算法作為浮現

權力的關注，多將焦點置於新聞如何管理社群媒體，以及如何將其納入新聞常規

當中（Hedman, 2015）。這也反映當下新聞媒體急於擁抱社群媒體的態度，依循國

內外社群媒體的新聞研究，可發現社群媒體大致上仍被視為合於特定目的之新聞

工具。 

例如，全球性的新聞媒體對社群媒體經營皆強調專業的編輯守門，設有專職

管理社群媒體，並檢驗使用者所提供之新聞訊息的真實性（林照真，2014a）。編

輯和記者們正接受訓練並被任命於社群媒體相關的工作與任務，以理解如何使用

社群媒體（Newman, 2009）。社群媒體不僅替代記者與消息來源如政治人物的接

觸，既節省記者的時間，也提供記者新聞題材的選擇（Broersma & Graham, 2012）。

相較之下，華人媒體雖不在意社群媒體是否可以發掘新聞，卻也相信其有一定提

供即時報導，連結主網站資訊，或是商業行銷的功能（林照真，2014b）。 

然而，社群媒體透過演算法而來的可運算性（Berry, 2014），也使其有別於過

去的科技與新聞研究，新的權力形式正在浮現（Beer, 2009），逐漸佔據研究的主

體位置（Ziewitz, 2016）。我們無法再將其單純視為新工具的管理或採納，而忽略

科技與新聞的交互作用（Lewise & Westlund, 2015）。 

於此，本研究焦點為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的能見度支配，以及台灣新

聞媒體在能見度上的策略行動所帶來的交互作用。研究目的有三：第一，了解動

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對能見度的運作背景與脈絡；第二，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實際回

應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又透過何種行動來博得能見度的機會；第三，台灣新聞

媒體的回應偏向，產生何種經濟與文化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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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演算法權力與政經脈絡 

一、演算法的概念與發展 

早在「演算法（algorithm）」的名詞尚未浮現前，人類就不斷在設計、更改

和分享各種演算法，演算法的概念也早在幾千年前，就被用在法律、教學、醫學

等領域上。追溯「演算法」一詞的歷史，來自西元九世紀的波斯數學家「花拉子

米（Al-Khwarizmi）」的英文譯名「algorism」，演算法成為描述所有系統性或自動

計算的方法（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83）。 

現代演算法的教主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是第一位孕育人工智慧雛形

的哲學兼數學家。他最早提出人類思維可經拆解，被簡化成一系列的二元表現，

並交疊形成思想和演算法。思想越複雜，就越需要以簡單的概念敘述，而複雜的

演算法則即是一長串簡單的演算法所構成。其後，數學家布林（George Boole）

的計算系統和代數的創新形式，將演算法的概念推展成可以被使用的媒介，他透

過布林代數將內容賦予電腦電路板來執行演算法。1930 年代末，麻省理工研究

生夏南（Chaulde Shannon），再將這樣的表達方式建構到電路系統，解決所有數

學問題、儲存資料，編輯影像乃至文字等任何資訊。電腦的電路系統和語言從此

誕生，帶來現代的演算法，模仿人類的機器也從此成形（Steiner, 2012／陳正芬譯，

2014）。 

演算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技術，仰賴活動設計者以電腦能理解的語言告訴它

怎麼做，取代人力無法負擔的連續勞動，例如處理、提取資料並在大量資料中比

較、匹配。MIT 出版社的經典教材《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將演算法描述為定

義良好的計算過程，它取一個或一組值作為輸入，並產生一個或一組值作為輸出

（王曉華，2015：2-3）。因此，就電腦科學上的應用而言，演算法是一個定義明

確的計算過程。它的核心就是一組具體的指令，用以完成某項任務的步驟；按表

操課地執行來達到理想的結果，或用來解決特定問題，使資訊進入一個特定的演

算法後得出答案來（Oremus, 2016.01.03；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 

演算法也需要數學基礎，但不限定於解決數學問題。同樣，電腦程式只是演

算法的一種存在形式，虛擬程式碼、流程圖、各種符號和控制表格也是常見的演

算法展示形式。而循序執行、並存執行、遞迴方法和反覆運算方法則是常見的演

算法實作方法（王曉華，2015：2）。有人說：「程式等於演算法加上資料結構」。

雖然不完全正確，但也提到電腦程式最重要的兩點：演算法和資料結構，兩者永

遠緊密連在一起。演算法可以理解為解決問題的思維，這是程式中最具有創造性

的部分，也是一個程式有別於另一個程式的關鍵點，而資料結構就是這種思維的

載體（王曉華，2015：3-4）。 

最終，演算法作為一門科學是歸納尋求解法的思維，演算法的開發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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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軟體程序觀之，即先有工程問題需要解決，而演算法作為解決方法，設計演算

法則是尋求解法的過程（王曉華，2015）。然而，唯有當人類知道哪些變數需要

被檢視或操縱，演算法才發揮得了作用。有時候，弄清楚這些關係中的重要變數，

就跟建構一個能自動利用這些發現的演算法一樣困難，因為大部分的資料只是無

意義的噪音，要梳理重要的因素就需要分析、篩選大量的資料，以建立模型、確

立造成影響的真正要素（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 

過去我們學習如何用人腦尋求解法，然而把解法寫成程式，讓電腦照著執行

去解決問題，這是「經典演算法」，最近十年網路不斷取代原本由人提供的服務，

這需要機器擁有一定程度上能取代人的「智慧」。在搜尋引擎、推薦系統、廣告

系統等領域，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的應用越來越深入我們的生活。機器學習演算

法的設計目標和「經典演算法」不同，不是讓人來想辦法，而是讓電腦從資料歸

納知識，有了這些知識，電腦就能自己想辦法（王曉華，2015）。 

學者早前所預言的電腦與傳播的匯流：「運算傳播（compunication）」如今已

正式到來，我們生活在運算傳播無所不在，成為生活日常經驗的世界（Berry, 

2014:16）。Steiner 斷言，演算法的滲透與無所不在，控制了貨幣市場基金、股票

和退休帳戶；將決定誰接你的電話、控制你音樂的傳送、決定你獲得器官移植的

機率，甚至判斷個人影響力與社會位階。由演算法歷史演變可得知，其核心存在

著一個永不停止的目標，那就是「預測」。甚至直覺地認為，每個人的行為在先

天上具備某種可被預測的方式（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 

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 也使用演算法，其演算法 PageRank 以影響力排名的計

算方式，來決定搜尋結果的展示和排序，導引使用者前往具權威性的網站。由於

Google 認為經常被有影響力的網站連結的網站有較高的可信度，而這些網站很可

能就被 PageRank 演算法排序到搜尋結果頂端。Google 對使用者分類的方式也依

據此模式（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306）。 

交友軟體 Tinder 同樣透過演算法為使用者的迷人程度評分，讓使用者找到排

序相近的配對。該排序系統被稱為 Elo score，也就是西洋棋當中的等級分。Tinder

資料分析師 Chris Dumler 解釋，排序系統納入許多因素考量，系統資料則來自使

用者對其他使用者的反應，有如投票機制，工程師只是利用這些資訊來研究誰的

照片才是最吸引人的（陳翊煊，201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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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與相關性排序 

Facebook 由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 2004 年所創辦，原初的主要目的在

於借用網路模式替代傳統的通訊錄。早在 2013 年，該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就超過

10 億，並且以超過千億美元的估值上市。Facebook 的行動應用程式也很快就超越

Google Search、Google Maps 成為全美最流行的應用程式（Oremus, 2016.01.03）。

社群王國被成功打造的背後，來自一群編寫程式和建構演算法的設計團隊，替

Facebook 挖掘數位和電腦世界大量製造的資料。由於使用者每日花在該網站的時

間超過 100 分鐘，每日產生 30 兆位元的資料。這些鉅量資料需要儲存、分類、

清洗，並需要在資料中尋找商業模式和商機。Facebook 也擴增對數學與程式撰寫

等量化分析人才的需求（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 

Facebook 不斷致力於了解什麼是安排網頁的最佳方式、如何讓人保持聯繫，

以及如何讓使用者停留在該網站（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如今它不僅

只是社交渠道，更發展成「全球性報紙」：有即時的新聞串流、娛樂消息、好友

的狀態更新，而這些資訊流都是 Facebook 透過演算法，為每位使用者自動推薦

而打造（Oremus, 2016.01.03）。 

Facebook 將為每位使用者展示內容的任務交由動態消息演算法（Newsfeed 

Algorithm）完成。Facebook 於 2006 年推出動態消息；2009 年再推出新的首頁，

動態消息不再依時間排序，而是透過預設篩選從好友與專頁而來的大量貼文、照

片、故事等動態，目的在於向使用者展示有趣且願意互動的內容。因此，Facebook

動態消息團隊工程總監 Tom Alison 表示，演算法要能夠在第一時間衡量所有貼文

價值，因此設計一個能夠替任何特定用戶，賦予所有貼文相關性分數的系統，就

是動態消息團隊的工作（Oremus, 2016.01.03）。 

至於動態消息演算法的作用時機為何？Facebook 表示，每當使用者登入時，

演算法便掃描並收集使用者過去一周的每位朋友、追蹤過的每個人、所屬社團中

發布的貼文，還有按讚過的每個專頁。之後，動態消息便依照貼文的價值程度進

行排序。使用者的每次造訪，就至少有 1500 則貼文等待被演算法篩選，僅有部

分得以被顯示在使用者的動態消息上（Oremus, 2016.01.03）。 

動態消息演算法最原始的排序系統為 EdgeRank（邊際排名），此系統主要關

注三項貼文排序上的權衡因素：親近度（affinity）、加權（weight）、時間衰變（time 

decay）（Bucher, 2012）。如今此排序系統已成為過去，Facebook 透過「機器學習

系統（machine learning system）」，尋找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樣態（pattern），企圖在

眾多各異的行為找出近似的法則，並融入演算法當中，使動態消息演算法成為機

器學習為基礎的演算法。Facebook 動態消息排名工程部經理 Lars Backstrom 估計，

目前產出動態消息的演算法已包含約 10 萬項獨立的權衡因素。過去邊際排名關

注的三項最原始的權衡因素，仍然包含在現今的動態消息演算法內，但其它更多

權衡因素也同樣重要（McGee, 2013.08.16；Kacholia, 2013.08.23）。 

動態消息演算法預測每一則貼文的運算結果，並確保結果的確信度，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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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使用者與貼文之間的相關性分數，最後為每位使用者動態消息中的貼文排序。

目前已知的 Facebook 的動態消息演算法主要根據以下幾個關鍵權衡因素決定

（Bucher, 2012: 4；Al-Greene, 2013.05.08；McGee, 2013.08.16）： 

(一) 親近度、加權、時間衰變：親近度為使用者彼此之間的關聯與互動率，涉及

發文者和觀看貼文的其他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互動數量與本質都在衡量範圍

之內。頻繁地寄送私人訊息或造訪特定使用者的專頁，都會加強使用者們對

特定朋友的親近度分數；加權則視貼文性質而異，如附有照片的內容比純文

字內容加權指數較高。每個邊際排名都會依據 Facebook 所認定的熱門或重要

情況，而被賦予特定加權。評論（Comment）可能比讚（Like）更被視為重要

的加權因素；時間衰變則為貼文時間遠近，直接關乎新舊程度，較舊的訊息

會被視為較不重要的。 

(二) 關係的設定（Relationship Settings）：指 Facebook 用戶可以應用的關係設定功

能。針對朋友，用戶可以把他／她標籤為「密友」或「相識的人」；針對已

按讚的專頁，用戶可以選擇「接收通知」或「顯示在動態消息中」。Facebook

想藉此用自然的方式取得親近度的值，透過用戶自身關係的揭露，得知用戶

與各個朋友、專頁關係的細節，並納入考量因素中。 

(三) 貼文種類（Post Types）：考量每個用戶所傾向喜歡的貼文種類。經常對圖片

有互動的用戶，在動態中看到更多的圖片貼文的機率會較高；而傾向點擊連

結的用戶則會看到更多附連結的貼文。即參考用戶與每個朋友之間互動最多

的貼文類型。因此一直發佈同樣類型的 Facebook 專頁主，其貼文很可能不會

被喜歡其它類型的粉絲看到。 

(四) 隱藏貼文／檢舉粉絲專頁（Hide Post／Spam Reporting）：貼文是否能見還是

會受到用戶是否隱藏貼文或檢舉的影響。此因素考量一個動態更新與用戶的

使用習慣，來計算用戶可能喜歡或隱藏這個動態的機率有多高。然而，在計

算被隱藏的貼文時，衰變的因素也會被納入考量。所以近期被隱藏的貼文會

背負較多的權重，但也隨著時間衰退而減弱。 

(五) 點擊廣告和觀看其它時間軸（Clicking On Ads, Viewing Other Timelines）：動態

消息演算法與展示廣告的演算法（包括展示甚麼廣告、何時展示、在哪裡展

示）是完全分開的。但是用戶與廣告如何互動卻可以影響在動態消息上的展

示。 

(六) 裝置和科技方面的考量（Device &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考量用戶使用甚

麼裝置，和用戶的網路連結速度等，用以決定要展示甚麼在動態消息中。特

定內容在特定裝置上的呈現效果未必理想，且若用戶的網路連結弱，也會傾

向展示較多文字動態。 

(七) 舊文新推和最近互動（Story Bumping & Last Actor）：舊文新推使因時間衰變

而變舊或用戶尚未看到的內容，得以因持續得到互動而再次出現在用戶的動

態消息上。最近互動將用戶最近的 50 個互動（包括個人和專頁）納入考量，

給予更多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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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算法權力與政經脈絡構連 

（一）演算法的科技本質與權力形式 

就演算法演變的歷史看來，人類多將演算法視為工具，期望藉著工具的使用

來全面地改善生活，甚至預測未來與決策（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然

而這樣的工具論觀點使演算法作為一科技，象徵著技術和現代性，被認作是合於

目的之手段或工具，符合中立性和科技規律的自主性，可能讓我們忽略演算法神

秘而又強大的權力。科技記者 Oremus（2016.01.03）實地採訪 Facebook 總部動態

消息團隊也指出，演算法基於商業秘密而被嚴密保護，仍有太多動態消息演算法

程式碼的構成無法被得知。但瞭解演算法控制了什麼 Facebook 的動態消息，以

及演算法的不斷改變，仍是理解其作用的重要關鍵。 

許多科技社會研究社群已指出，演算法作為一種新的權力形式所帶來的憂慮。

Beer（2009: 994）認為：「演算法被認為是具有型塑社會和文化型構的能力，並對

個人直接產生衝擊」。Lash（2007: 71）也認為，演算法不只是一般意義的規則而

已，更是構成性與規範性之外的新規則：「在一個到處都是媒體與程式碼（code）

的社會中，關鍵是演算法的、生產性（generative rules）的規則」。「生產性」規則

是虛擬真實，但產生了整體多樣性的實際真實。生產性規則被壓縮與被隱藏，並

在後霸權秩序的社會與文化中越來越普遍。因此，一個媒體無所不在的社會意味

著一個演算法逐漸具有權力的社會。而對媒介研究者而言，則必須對那些日常生

活刻記賦予更多注意，更政治地進行分析。 

對於演算法被描繪為一權力的實體（powerful entities），統治、分類、治理、

形塑，甚至控制著我們的生活。Ziewitz（2016）認為，演算法如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或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等長久以來所建

立的神話，發展成一種現代迷思。至於演算法迷思從何而來？Ziewitz 認為主要

來自兩齣引起注目的不同戲碼（drama）： 

第一，演算法被視為各種領域中，具有權力（powerful）並作為決定結果的

行動者（actor），如搜尋引擎、網路新聞、教育、市場、政治競選、都市計畫、

福利，以及公共安全；其他還有股市、諜報、電影排行、醫藥診斷、音樂推薦、

博弈等。演算法可能等同於裁決、產生錯誤、偏誤的操作、權力與影響力的行使，

各方對演算法的憂慮包含偏誤、歧視、公平性、能見度的分配、監視，以及問責。

這些演算法進一步佔據主體位置，以代理（agency）和影響（imapct）滲透。這

些將演算法視為代理人（agential）的角色，呼應探討程式碼（computer code）政

治的相關研究，表現在其主流口號：程式碼即律法（code is law）（Ziewitz, 2016）。 

第二，演算法也被指控其「權力和影響力運作」難以被闡述。演算法被聲稱

為難解（obscurity）、難測（inscrutability），難以了解它們到底為何，同時也難以

預料。演算法成為複雜、以數學為基礎的社會物質化（sociomaterial）黑盒子，演

算法似乎遠超過單純地聚合使用偏好。在「黑盒社會」（black box society）裡，

理解演算法與其言外之意成為重要的方法與政治考量。這些廣泛的解方目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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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達到理解與透明（Ziewitz, 2016）。Bucher（2012）同樣指出，分析演算法的問

題之一即在於它們的黑箱的本質（black-boxed nature），除了極少部分的演算法原

則或組成元素外，其它多數仍成待解的謎。 

演算法的「本質」為何引起許多研究者的辯論。Lash（2007）對於新興的軟

體演算法（software algorithms）其決策力量如何挑戰了人類能動性，提出新的「新

媒體」本體論（new new media ontology），以描繪資訊在當前生活方式與環境中所

扮演的形構角色。Ziewitz（2016）認為，即使演算法的「本質」究竟為何仍然待

解，但明確的是演算法已經觸動一連串對於問責（accountability）、公平性（fairness）、

偏誤（bias）、自主性（autonomy）預期處理（due process）的憂慮，甚至因為運

算系統的難解與難測，而使得這樣的擔憂加倍加深。 

如同 Ziewitz（2016）所言，對於演算法雖然「我們不全然理解，但它的確非

常具有力量」。他以批判的取徑，不僅視演算法為運算的人造物（computational 

artifact），它同時也是敏化的設備（sensitizing devices）。究竟是什麼維持著演算法

具有力量卻難以預料的形象，以及對如此難以理解的它，該如何考量其政治與治

理，都是值得探討的主題。因此，比起追問演算法究竟是什麼，他認為，演算法

的代理（agency）、透明度（transparency）、規範性（normativity）三個分析主題顯

得更急迫地需要回答： 

首先，是對演算法在代理上的擔憂，我們應該審問軟體邏輯，這也使得軟體

與科技研究即使面對「代理」在傳統概念上的挑戰，依然有豐碩穩固的基礎。同

樣地，這樣的關注也將研究導向檢視供養演算法的資料（data）、資料庫的組織

（organization of databases）、軟體工程師的程式碼工作（codework）（Ziewitz, 2016）。 

其次，對演算法是不可測知的這種假定，也使得這樣的擔憂廣泛擴散，進而

開始對演算法的研究：檢視原始碼（pseudocode/source code）、反身性的生產性程

式碼（reflexively producing code）、翻轉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訪問設計師和

程式團隊的人類學研究、解開社會科技的演算法裝配，以及檢視演算法是如何在

世界裡運作的。對於搜尋引擎這種複雜的系統，可知性（knowability）成為有趣

的謎題，藉由社會學理論的構聯來質問演算法，來幫助達到透明度（Ziewitz, 

2016）。 

最後，是對規範性的關注，認為演算法可被視為政治的、倫理的、可問責的

參與。但規範性的關注也曾面臨過挑戰，尤其當「演算法」本身難以經驗實證，

該如何將演算法直接的後果歸因，再構連到規範上。但有研究者反駁，演算法本

身就是重要價值判斷的構成，因此真實（truthfulness）或事實（factuality）判斷的

客觀性，本該就是可觀察的、可評論的、可問責的實踐（Ziewitz, 2016）。 

至於演算法的「黑盒」特質是否仍是一研究問題，Bucher（2012）認為應該

有所妥協，通常研究者應該積極去打開任何被發現的黑盒子，如同科技與社會研

究（STS）和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所倡議的策略。然而，即

使我們無法了解軟體，也不必因為黑盒子總是無法被解開，就放下防衛，這敦促

我們去檢視演算法能動條件（enabling condition）的問題，最終目的不在於必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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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有關於系統如何運作的科技細節，而是有能力去理解它們的作用的原則，以

致於能夠在理論層次上進行批判的參與。 

 

（二）演算法的資本邏輯 

歷史演進顯示，演算法本身是權力的實體，人類的決策過程也因此讓渡到人

類與演算法分享決策者的角色，這些機器腦袋正在改變人類生活（Steiner, 2012

／陳正芬譯，2014）。同時，軟體也是檢視資本實踐的基礎（Berry, 2014）。演算

法不只開啟創造發明的機會，也被理解成資本家權力運作的途徑（Lash 2007: 71）。

動態消息演算法的設計與開發同樣不能置外於經濟體系運作，經濟力量同時也左

右 Facebook 程式開發者與使用者經驗研究者的選擇，如同 Facebook 的功能與服

務的提供亦受經濟影響一般。 

正如 Berry（2014:69）認為，軟體同時是商品（Commodity），也是機制

（Mechanism），產生兩種分析面向：第一，軟體藉由介面／表徵以及軟體所提供

的商品／服務／功能，進入商品化的過程，軟體為終端消費提供相對的穩定性，

通常以視覺的方式被構連至互動的層次；第二，軟體透過文本源始碼進入機制的

運作，源始碼包含「隱蔽」在軟體（工具）中的機制與功能，可從商品與消費交

疊的次結構來思考。此層次通常被委任（delegated）在程式碼層級內，因而得以

被隱蔽在互動之中。  

同理，動態消息演算法需要物質基礎，藉由平台實現運作，因此對於工程問

題的建構，當然來自 Facebook 和動態消息團隊，更涉及運作平台的商業策略與

目標。那麼，我們該如何從批判的角度觀之？Berry（2014: 56）強調，演算法之

所以成為研究對象，與其下層基礎之特殊平台的可運算性（computability）相關，

也因此，指出軟體需要平台來進行運作是很重要的。平台可以是硬體或是以軟體

為基底，平台提供了條件和環境使軟體能夠正確地發揮功能。演算法作為一程式

語言，它像語言一樣具有文法結構的文本（context），卻也像是科技物做為完成

任務的機制（mechanism）。 

就演算法的程式碼層次而言，演算法的實質是為了解決問題，程式設計師的

任務就是設計這些解決問題的演算法。過程涉入開發團隊對問題的認識，列出解

決方案。據此，首先需要觀察，列出定義，再列出演算法（王曉華，2015：6-7）。

例如，動態消息工程經理 Kacholia（2013.08.23）指出，Facebook 為了對高品質做

出定義而決定開發新的演算法，拆解（factor into）決定動態消息的各項預測因素。

並依使用者調查建造新的「機器學習系統（machine learning system）」來偵測內容

是否被認可為高品質。 

因此演算法不是魔術，是人類想像力的產品，演算法的建造、維護、更新、

監控都是由人所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為的主觀價值判斷，不僅和人一樣具有缺

陷，更重要的是「演算法被建造來為人類的企圖服務」。動態消息演算法更是用

來替 Facebook 執行其目標，最大化使用者的參與，增長使用者在動態消息上的

勞動與時間（Oremus, 2016.05.10；Gourarie, 2016.04.14）。過去的研究同樣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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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營運的核心目標除了提升服務留住既有用戶外，最重要的是擴展營收管

道並增加利潤，發展走向及決策勢必由此驅動（劉佩綺，2014）。 

就整體演算法變遷脈絡來看，Facebook 透過演算法權力的掌握，以增進使用

者經驗為由，行使用者勞動控制與市場利益分配之實。尤其是在使用者、專頁或

內容發布者，以及廣告主之間進行調和。因此，動態消息演算法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隨著 Facebook 的商業策略不斷演進，在使用者、內容發布者，以及廣告主

（Turizin, 2014.01.21;；Ge, 2013.09.27；Facebook Newsroom, 2013.08.06），甚至在社

群媒體競爭市場中不斷變動以回應需求和市場變化（Facebook Newsroom, 

2014.05.27）。 

例如，Facebook 在 2013 年設立針對動態消息發布公告的部落格「News Feed 

FYI」中，最初始前三篇公告即揭示：決定貼文排序的動態消息將不斷變動，並

隱含 Facebook 背後考量的意圖（Facebook newsroom, 2013.08.06）；動態消息演算

法將為使用者篩選和排序由專頁而來的大量貼文，以確保內容具備 Facebook 所

定義的「高品質」（Kacholia, 2013.08.23）；動態消息也包含廣告，並同時考量使

用者的興趣與行銷者的需求，來挑選適合的廣告投放（Ge, 2013.09.27）。 

Berry（2014: 66）企圖將軟體構連至批判理論，他指出任何的電腦程式碼研

究（study of computer code）都並須承認軟體效能（performativity）多少與資本主

義經濟相連。程式碼的成本（cost）就是資金（money）與勞動（labour），以進行

生產。一旦程式碼被寫出，需要能源（energy）、維護（maintenance）、勞動（labour）

來持續它的功能。因此程式碼是社會創造、歷史的特殊（historically specific），以

及在社會關係網路與制度集合（institutional ensembles）中，或多或少的社會嵌入

（socially embedded）。藉由對 Facebook 經濟分析即可看出端倪，劉佩綺（2014）

也指出，該平台商業化過程如同典型的 Web2.0 策略，以軟體提供的免費服務讓

使用者生產可交換的商品形式，來獲取營運的資本。同時，從改變廣告形式和增

加廣告效果著手，藉不斷更新服務與優化廣告工具擴增營收。 

因此，當 Facebook 此類社群媒體臣服於運算邏輯，演算法的程序化

（programmatic）讓媒體變形為軟體，為連續的資料流所打造，並逐漸受制於規

律且反覆的運算所操弄。如同遊戲機制（game mechanics），創造具上癮性的環境

來操弄使用者，成為商業利益打造的平台，為其最大收益服務（Berry, 2014）。例

如，Facebook 創造的遊戲機制成功讓半數用戶每天至少登入一次，如同「充滿藍

色液體的皮下注射器」，讓 16 億使用者難以抗拒，不僅追蹤使用者行為（瀏覽、

點擊、停留）、對貼文產生的反應，這些資料經過濾、篩檢和檢視，再度用以引

誘更多的使用者停留時間（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Oremus, 2016.01.03）。 

使用者的反應和勞動正是驅動 Facebook 經濟的燃料：正是因為這些點擊、

按讚、分享、評論，才讓貼文在人際間病毒流竄（go viral），把使用者從個體變

成社群，並替Facebook 導引流量給廣告主，維繫其營收模式（Oremus, 2016.01.03）。

目標明確的精確廣告已成為推動 Facebook 業務的引擎，藉著活躍的用戶群，使

其更容易根據性別、收入、地理位置，以及傾向、人際關係、需求和嗜好，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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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廣告，因此「大部分的網站只能給廣告主一根鈍棒子，而 Facebook 則是給他

們一支銳利的手術刀」（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最終，Facebook 藉由提

供讓使用者想看的內容，來最大化公司的廣告收益，演變至今更成為由媒體公司

來決定我們的內容消費（Green, 2011.08.29）。 

循此脈絡檢視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嵌入的經濟意圖，如同 Berry（2014）

所提醒，軟體／演算法機器的複雜度都被軟體本身的介面表徵所模糊，我們更需

要對演算前置處理（algorithmic pre-processing）創造的個人化的內容所進行資本

主義的剝削，進行批判的參與。採訪 Facebook 動態消息團隊的科技記者 Oremus

（2016.01.03）同樣指出：「Facebook 演算法背後的智慧其實還是人，而不是像科

幻小說迷所幻想的，完美實現的、有意識的演算法。是人類決定著放哪些資料進

去，如何處置這些資料，以及另一頭出來的是什麼東西」。Facebook 總部動態消

息工程與設計團隊的組成，牽涉不同部門的組織與分工，至少包含：資料科學家、

知識架構師、軟體工程師、常駐哲學家，以及產品經理團隊、使用者體驗研究人

員等，不可忽略背後的人為操作因素。 

演算法內部工作不僅顯示出 Facebook 動態消息的機制，以及機器學習的局

限性與資料驅動決策的陷阱，更構連出 Facebook 不斷強化收集和處理用戶行為

資料的政策，如何受商業利益所驅使。因此，動態消息演算法的缺陷不在於系統

故障，而是背後該被問責的平台；演算法為使用者進行的變動與更新，不僅只代

表軟體運作上的改善，也意味著演算法再度對使用者強加其意志，不但企圖影響

媒體市場走勢，並遂行媒體公司的目的，同時也是 Facebook 為商業利益不斷試

驗後的決策結果（Oremus, 2016.01.03；Oremus, 201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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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群媒體、演算法與新聞研究 

一、社群媒體與新聞研究 

新興媒體不斷浮現，已經影響新聞業與科技的關係。Steensen & Ahva（2015）

認為，科技對新聞業而言，實際上已超越僅作為下層基礎（substratum）的關係。

然而，早期新聞研究將資通科技（ICTs）與新聞業連接在效率上，新科技被視為

外援，取代傳統的面對面傳播實踐，表彰作為電腦輔助報導的潛力。也因此對數

位人造物（digital artifacts）的研究取徑被限縮在工具觀點上。 

例如，當前從新聞媒體的角度來理解數位化，多指陳新媒體可能帶來報導形

式的改變，即運用數位技術來拓展報導的更多可能性，這些科技作為報導工具的

結合，例如《紐約時報》的「NYT VR：虛擬實境報導」、《尼曼新聞實驗室》的

「Journalism GIF」、《彭博新聞社》的互動式報導，以及眾多新聞 App、即時通訊

群組以及社群媒體專頁（吳泰輝，2015.12.24）。 

許多將社群媒體作為探討主題的新聞研究，聚焦在社群媒體帶來新聞產製流

程的改變，首當其衝的是新聞產製的加速。Fass & Main（2014）研究指出，社群

媒體的即時串流創造出與以往傳統媒體不同的時間感。新聞本身已經不再是時間

的「快照（snapshot）」，明確的新聞時間序已經消失，並且變得難以判斷一個新

聞是如何開展，以及事實是如何開始被揭發。Newman（2009）也指出，當社群

媒體成為新聞載體，也在根本上使得新聞幾乎都成為即時新聞，形成即時新聞的

壓縮與循環。Willnat & Weaver（2014）同樣指出，高達八成的美國記者藉由社群

媒體來追蹤突發新聞，當突發新聞發生時，記者會隨時追蹤社群媒體上相關帳號

的動向，這已經是大部分美國記者的例行工作流程之一。 

再者，社群媒體帶來的資訊流動，也將新聞變得無所不在，無處不是新聞。

Bruns & Burgess（2012: 803）指出，對許多新聞工作者而言，工作環境已成為社

交渠道與資訊串流的交織。社群媒體既是社群網絡，同時也是無所不在（ambient）

的資訊串流，所有個人單一的資訊看似都是不太關鍵（insignificant），但整體來

說這樣的傳播和流動，卻又帶給使用者有效性（validity）與顯著性（significance）。

Hermida（2010）同樣主張新聞已變得無所不在，而社群媒體對記者、類閱聽眾

（audience alike）而言，則總是以非同步的意識系統（always-on asynchronous 

awareness system）來發揮功能，創造了新形態的新聞互動。對記者來說，這樣的

無所不在反而加乘，許多記者反而得一直掛在網路上，追蹤新聞、謠言和記者自

身網絡內的閒聊（chit-chatting）的混合流（mixed flow）。 

另一方面，社群媒體也改變新聞媒體與讀者的關係。Hedman（2015）認為，

新聞媒體在社群媒體上的意義，趨同於網路新聞中的閱聽人導向（audience 

orientation）。社群媒體的一項關鍵特徵是互動，助長新聞室、記者、閱聽眾之間

立即且直接的對話，閱聽人導向更是超越互動和對話，並包含了使用者產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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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如眾包（crowdsourcing）與內容傳遞（distribution of content, UGD）。對媒

體組織而言，策略性的社群媒體活動常被視為是生存之道、增強與閱聽眾既存關

係，以及尋找新的閱聽眾的必要工具。許多在社群媒體上活躍的記者，甚至認為

閱聽眾導向是新聞的共識與記者們共享的看法。Loosen（2015）也指出，.許多記

者承認，提供參與形式的需求必須更進一步地被納進記者與編輯的工作中，此需

求與生產的過程也將改變新聞的根本方式。如同《紐約時報》已撤銷先前社群編

輯（social media editor）的職務，理由是基於不該有專職社群編輯，因為所有記

者都應該是社群的新聞記者，社群媒體更該被整合進既存的新聞生產與編輯程序，

更相信這是提供參與的重要方法。同時，Lichterman（2015.12.09）從新聞教育的

觀點指出，社群媒體開創新的新聞商業時代，使新聞組織著重閱聽眾在各個平台

的體驗，直接為社群媒體平台產製新聞，並實驗新的新聞格式與新的新聞敘事方

法。數位新聞教育更是跟隨閱聽眾的需要，開始回應專為社群媒體與行動裝置產

製新聞內容的需求，將注意力放在各個平台上的閱聽眾。  

社群媒體也開始主導新聞產製，帶來新聞價值的改變。Fass & Main（2014）

認為，社群媒體導向的（Social media-led）新聞產製過程，讓新聞由「推特來編

輯（editing by Twitter）」。新聞媒體在新聞產製過程不斷監看社群媒體，對新聞內

容回應，並依此作為修正依據，因此網路上的新聞發布常是「神祕地更新」。意

味著社群媒體成為主流新聞產製的驅動者，編輯的決策也因此建立在對社群媒體

回應的基礎上。不同版本的相同新聞也被發布在多個媒體管道，對新聞記者已成

為負擔和問題。Bro & Wallberg（2014） 針對新聞守門和新聞價值的研究指出，

隨著社群媒體崛起成為新形態的守門人，建議一些新聞價值合併的重要，以幫助

我們理解閱聽眾所接收的新聞，成為社群互動的關鍵。 

新聞業同時也正對步調快速的數位媒體做出回應。例如，《英國廣播公司》

（BBC）、《衛報》（The Guardian）、《每日郵報》（Daily Mail）、《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等新聞網站都對特定新聞使用每分鐘更新的部落格形式，將新聞發布以

時間順序排列，並標示時間，在無限地垂直欄位中滾動。此外，隨著平面與電視

新聞產製的典範已在網路上匯流，新的混合格式與標準將需要考量新聞的採集速

度、網絡效應、確證、可信度，編輯處理已經被需要大量檢證的額外網路資料來

源所制約，因此英國廣播公司就有一支 20 人組成的強大社群媒體團隊來確證這

些社群媒體上的內容（Fass & Main, 2014）。 

新聞業也透過經營社群來接觸閱聽眾或發掘新聞，例如《紐約時報》、《衛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英國廣播公司》、《半島電視台》等全球性媒

體，皆強調社群網站上的專業編輯守門，同時檢驗訊息真實性，有助新聞產製，

爭取新聞時效、設法從社群網站開發更多新聞來源，讓媒體與民眾互為主體，發

揮更大新聞效果。這些社群網站與主流媒體間的多重形式聚合，鼓勵民眾產製更

多新聞；在災難與重大事件發生時，增強新聞報導功能（林照真，2014a）。 

這些以社群媒體為主題的新聞研究顯示，新聞業確實將社群媒體視為具有強

大的影響力科技，同時也是新聞業的援助。因此，新聞媒體多將社群媒體視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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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是通路的採納與管理，在功能上除了擴大影響力，還包含傳遞、推廣促進

新聞、行銷新聞故事，以及幫助傳統主流媒體面對公民社會之問責，建立社會信

任以及品牌忠誠等目的。新聞記者同樣也使用社群媒體與閱聽眾展開互動與溝通，

其目的包含：提升工作表現、促進工作內容、發布突發事件，以及讓新聞更直接

且具互動性；宣傳個人意見、推廣傳統媒體的工作情形、推廣其他媒體形式、發

表突發大事、摘要最近的議題、更新資訊，或是與閱聽人互動提問等（Broersma 

& Graham, 2012；Scheffer & Schultz, 2010；Canter, 2013）。華人新聞媒體更是相信

社群網站有一定的行銷功能（林照真，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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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算法與新聞研究 

隨著社群媒體，以及行動載具、應用程式等智慧運算技術的中介，新聞業適

應科技環境的變革更新，明顯地實踐在媒體與科技的互相吸納（Hess, 2014）。

傳統媒體數位轉型的過程，同時也不得不斷面臨新興傳播科技與媒體的競爭挑戰

（Newman, 2011；吳泰輝，2015.12.24）。數位化看似為新聞業帶來終結，卻也是

新的破曉，Picard（2014）認為，新聞產業在發生中的歷史、社會、經濟改變脈

絡，正顯示我們這在經歷一過渡轉型，而非新聞業的黃昏。 

因此，科技本質不斷變遷，探究數位化是否對新聞業帶來基進的改變，又或

者僅是帶來少部分的變數，似乎不足以回應當前的挑戰。如同，Steensen & Ahva

（2015）指出，新聞學研究早期的討論主要圍繞在數位化如何改變新聞實踐、文

化，以及制度，然而新一波的研究已超越新聞業危機的討論，朝向數位新聞學更

根本的議題：科技物件其本身不斷變遷的本質。 

那麼，新聞業正處在什麼樣的科技環境脈絡，新聞研究又該如何重新思考「科

技」？Berry（2014: 51-56） 針對無所不在的運算滲透各個媒體，試圖為「數位

化」帶來再思考。他認為，比起資訊社會，更正確而言，我們應該是生活在軟體

化社會（softwarized society），由程式碼、軟體、演算法作為運算的關鍵基礎設施。

軟體化（softwarization）過程中，媒體產業也再格式化（reconfigured）和再組織

化（reorganized）其本身，以符合軟體系統朝向經濟、結構形式以及數位邏輯，

導致其透過數位的再構聯（re-articulation）。 

將產業試圖融入軟體化社會的脈絡來檢視新聞業，可發現「數位化」確實沒

有帶領媒體脫離困境，新聞業為了擺脫數位化下的不利局面，只有積極地融合新

興媒體，來維持競爭優勢。Hess（2014）就指出，媒體與科技公司的界線漸趨模

糊，過去依不同型態媒體組織的價值鏈，可區隔出傳統模式「出版─廣播取徑

（publish-broadcasting approach）」與新媒體模式「平台取徑（platform approach）」。

然而現實世界中，這兩種模式已經混合出現，即同時結合使用者產製內容與生產

者產製內容，例如影音平台 YouTube、Netflix 或新聞入口網站（news portals）等。

新聞業也從過去單純的出版、廣播取徑，加入平台取徑的思維與實踐，匯流而成

新形態的經營模式。Ju, Jeong & Chyi （2014）也指出，隨著眾多媒體已經成為多

平台的企業（multiplatform enterprises），紙媒的生產線已從平面（print edition）拓

展至網路（web edition）、社群媒體平台（Facebook、Twitter），以便讀者能透過這

三方平台接觸平面新聞內容，這也顯示紙媒和多方需求產品（multiple 

demand-related products）間的關係。 

由於 Facebook、Twitter 等連結性媒體，不僅轉變成可程式化的媒體，其運算

傳播（compunication）的方式不同於傳統媒體，傳統的訊息內容的生產、傳遞、

消費可以想見無法直接適用網路上的連續流動與傳播。因此當傳統媒體如電視、

報紙被數位化時，為呈現最佳的媒體內容給予使用者，程式與設計者需要進行試

驗，尋求最佳獲利模式，同時符合運算法則的實踐。傳統媒體在這過程中被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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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oftwarized），內容則被軟體介面所中介（mediated）。因此，即便是紙媒也被

相當程度的軟體化，使其能夠符合軟體的特定知識邏輯、架構、層級，並在過程

中完成產製過程。尤其，隨著數位廣播系統、智慧電視、即時串流媒體的出現，

軟體化的結果更是明顯（Berry, 2014）。 

由此可知，整個新聞業和新聞工作實務在社群媒體上，其實高度受到軟體／

演算法中介，新聞業顯然也隨著社會軟體化來調整適應。Picard（2014）指出新

聞產製的結構、工作分配與焦點正在變遷，新的新聞生態系統正浮現。大規模、

缺乏效率、移動緩慢的新聞組織，正轉往小規模、更靈活、新的新聞產製與取徑；

新聞組織變得更加網絡化，能夠和訊息提供者、產製者、公眾參與合作；這也產

生與專業新聞、商業模式、參與邏輯的競爭與衝擊，也導致價值、規範與實務的

協商。各種規模的新聞提供者已經開始利用多個平台與公眾接觸、互動，也再思

索閱聽眾的本質、再思考公眾所需要的資訊，以多樣的方法在不同地點、時間傳

遞資訊，這些都是新的新聞關係與實務出現的指標。 

對照過去的社群媒體與新聞研究，雖未直接點出社群媒體內的軟體與運算邏

輯的特性，以及科技物與新聞業的「交互作用」，卻也明確指出社群媒體對媒體

造成的重大改變。這反映出 Steensen & Ahva （2015）所主張的問題，科技一直

被描繪為影響人類和人類生產的外力或影響力，例如描繪科技與新聞業的相對面

（oppositions）和對比，以依附（populate）新聞學理論。 

因此，Steensen & Ahva（2015）主張非人類（non-humans）的行動體事實上

也是新聞的共同創造者。演算法在選擇與新聞產製上的參與，帶來新聞室的基進

形變，尤其由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視角來檢視這些實踐時，可觀察到演算

法在複合網絡（hybrid networks）中，以中介變項（mediators）在其中作用。例如，

演算法在新聞業裡被用來處理豐富的資訊，並也可在新聞業實踐中被意識到。如

同行動應用程式 Flipboard 和 Facebook 專頁將新聞內容從各個網站與社群網路服

務中策展（curate），又或者如 Google News 利用 Google 搜尋演算法自動聚合新聞。

這樣的關係強化了人類與非人類行動體在新聞共創（co-creation of journalism）上

的關聯。新聞消費也因此被策展的演算法（curation algorithms）所變形，演算法

的積極參與也因此在新聞業中影響每個階段的新聞產製。 

Lewis & Westlund（2015）也指出，新聞研究應朝向科技─社會（sociotechnical）

為重心，來檢視制度化的新聞產製，並透過跨媒介新聞工作活動中的行動者、行

動體、閱聽眾的全觀架構（holistic framework）來賦予研究意義。諸如新聞產製

活動、傳遞與詮釋行動中所牽涉的行動者、行動體、閱聽眾的角色，其實是交互

關係的（inter-related）。這樣的取向點出新聞研究中，對以下兩點的文獻長久忽視：

第一，人與科技的交互作用（interplay），或人為與運算模式的偏向與操作。第二，

編輯室、商業與科技在新聞組織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過去二十年間，新聞學者都將注意放在科技在新聞工作中的角色，而這些研

究也特別建立理論和概念，以解釋科技的各式元素是如何被新聞專業文化和組織

脈絡收編或抵制。這些研究對於有助於釐清變化中的數位新聞產品，以及記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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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間不斷進化的關係。但是這些研究多將重心放在「以人為中心（human-centric）」

的考量，例如個人的角色認知、組織限制、專業規範、國族文化或意識形態，以

及其他社會-文化因素，而欠缺對特異的科技角色，以及人與機器間先天張力

（inherent tension）的足夠認識（Lewis & Westlund, 2015）。 

回到新聞的生產實踐上，新聞工作的形式與科技本身難分難解，記者長久以

來一直與機器、科技，以及機器操作者或科技人員共事：從版畫、打字機、新聞

紙、早期網路新聞，再到網路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 CMS）；新聞

編輯在產製新聞的時候，也離不開科技所決定的行動可能性。尤其傳統上，以內

容為中心的編輯工作視角，說明記者和編輯是在操作相對「不會思考（dumb）」

的科技工具來產製新聞資訊。然而，數位化帶來各式以科技上的工作特殊形式，

邁入社群媒體當道的現在，社群媒體的策展（social media curation）、網路聚合

（online aggregation）以及「智慧（smart）」的演算，以及已在某種程度浮現的「機

器新聞學（robot journalism）」，替代過往人力活動的自動處理（automated processes）

過程（Lewis & Westlund, 2015）。 

因此專業的記者並不孤單，也不全然如他們所願的完全掌握新聞業。如同演

算法等科技人造物（technological artifacts）與其它物件（objects）也同時在做新聞

（do journalism），因此除了問「誰」，我們也應該要問「什麼」在改變新聞業，

考量「它」在其中的積極參與。然而，應該提醒的是，將注意力放到參與新聞共

創的物件（objects）參與，不代表該被無限上綱到成為某種數位人造物的崇拜

（fetishism of digital artifacts），避免成為科技決定論的新形式（Steensen & Ahva, 

2015） 

正如 Berry （2014）以批判理論檢視社群媒體與軟體／演算法的依附主控關

係，我們在重新審視當前的社群媒體，應再思考其跟隨運算邏輯的變形，軟體權

力使得新的新媒體客體，受控於運算的操控。同時，點出社會的軟體化，目的不

在指出科技變遷全然被經濟力量所驅使，而是要特別強調這些新的生產性權力已

成為經濟與社會勞動（social labor）重要的中介條件。例如，當媒體被收編

（incorporated）為軟體，其本身就被轉變為文件檔案（files）─媒體內容。也讓

我們隨著新一波典範轉移，重新思考新聞媒體在科技與社會形塑下的轉型與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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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演算法與能見度的控制 

一、 動態消息演算法與能見度 

Facebook 的主要特色為「動態消息（News Feed）」，它更是使用者登入時的

第一個頁面。從 2011 年 8 月開始，動態消息更被置中在首頁的中間欄位，再現

使用者關係網絡中的「好友（friend）」和「專頁（page）」產生的連續更新資訊。

動態消息更以「人氣動態 （Top News）」做為預設，聚合使用者所認為最有趣內

容，取代以時間順序展示的「最新動態（Most Recent）」。被隱蔽其中的演算邏輯，

以其自動（automated）與先決（predetermined）的選擇機制，為個別使用者和貼

文間建立相關性（relevancy），決定人氣動態的排序（Bucher, 2012）。 

然而，演算法的排序、篩選和分類，其實決定了什麼樣的內容得以「被看見」，

Facebook 從未保證貼文的能見度與觸及率。國內外社群行銷相關單位，依自身測

試結果指出，如果不付費推廣專頁的貼文，以後只有約 10%的粉絲可以在動態消

息上看到其貼文，換言之，每篇貼文平均觸及到的粉絲將僅有其整體的粉絲數的

10%。相關消息經負責 Facebook 台灣行銷服務的公司 cacaFly 澄清：「看不見訊息」

其實一直發生，因為使用者訂閱的專頁越多，動態消息的版面卻有限，因此使用

者與專頁的互動頻率高低，將決定哪些訊息應該被看見（鄒家彥，2012.10.18）。 

過去針對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的研究，已指出 Facebook 控制著資訊如何被

瀏覽，編排網頁欄位，並決定展現形式與位置順序的權力，並且將此權力「合理

化」運用於商業利益（劉佩綺、王維菁，2015）。然而，隨著 Facebook 透過機器

學習軟體引導或根本誘導著使用者決策，甚至無關意志，不斷重新定義使用者的

各種「好友」，再現我們最想要的資訊（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媒體平

台內的軟體基礎設施（software infrastructures）在學術圈卻缺乏足夠的關注，也很

少在軟體分析中出現（Bucher, 2012）。如同 Beer（2009: 999）指出，我們應該探

索與描繪「透過演算法而來的權力」並更仔細的剖析。 

多數研究者的擔憂在於演算法如何影響我們「所能看見」的資訊，主要可分

為兩項討論：第一，演算法為我們建構資訊濾罩（bubble filter），不斷過濾我們

的選擇，主要關注演算法對使用者建構真實的效果；第二，演算法實質上正是分

配能見度的權力，因此對演算法採取批判角度來檢視權力的行使。然而兩者其實

共同指向演算法的編輯再現所造成的結果。其中，最大爭議在於 Facebook 以預

設的過濾機制執行篩選，這些預設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隱藏，讓眾多使用者

看不到所有應該看到的訊息（Pariser, 2012／宋瑛堂譯，2013；Bucher, 2012）。 

這些運算工具藉由提供「中介」（mediation）與推薦（advising），提供架構給

充滿著資料、即時串流、複雜計算的世界。而無所不在的運算裝置使無所不在的

運算成為可能，運算協助（computational assistance）與監視（monitoring）成為生

活世界的背景，並被隱藏，協助軟體殖民（colonization of code）進入生活世界（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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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我們甚至很少察覺演算法對參與主體的監視與剖析，因為演算法對我們

進行觀察時，很少會明確示警（Steiner, 2012／陳正芬譯，2014：239）。最終，不

僅塑造使用者所能閱讀和接觸的內容，也同時塑造媒體如何「框架（frame）」新

聞來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Oremus, 2016.01.08）。 

首先，關於動態消息演算法可能造成能見度的遮蔽，如何替使用者形成「資

訊濾泡」？Pariser 指出（2012／宋瑛堂譯，2013：210）指出，資訊濾泡如頭相機

鏡頭，能控制我們看見什麼，無形中轉換我們經驗的世界，干擾人類心智與外在

環境的互動。甚至具有放大的作用，限制所能接觸到的事物，影響思考學習。當

使用者依據個人習慣選用投合興趣和嗜好的媒體，可能使得演算法構成資訊濾泡，

可能帶來三種面向的扭曲效應：第一，過濾罩讓人自我孤立，拆散共享資訊和共

同經驗；第二，過濾罩無影隨形，容易讓使用者誤認演算法篩選後的資訊為公正、

客觀、真實；第三，資訊濾泡的構成無關個人意志，決定權握在過濾程的手上，

甚至當演算法與網站的營收構連，將更加防不勝防。 

資訊濾泡效應將關注放置在演算法遂行篩選的個人化結果。不可否認，資訊

海嘯可能無可避免地導致「注意力當機」（Pariser, 2012／宋瑛堂譯，2013：16）。

然而，個人化的結果是來自網站收集的大量使用者資訊，為監控（surveillance）

創造類似老大哥的基礎設施（Big Brother-like infrastructure），成為隱私的噩夢。在

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s），個人化甚至可能增強審查制度（censorship）：由

演算法決定所展示的廣告，也可能預測了不對你展示的新聞；另一方面，演算法

不同於新聞編輯（editors）的人為過濾，因為演算法並不「思考（think）」但它運

算。然而運算的「實然（is）」如相關性（relevance）是可達成的，但運算的「應

然（ought）」如作為公民的資訊責任，卻是一個更具爭議與價值負載的過程，也

並非能由人工智慧達成（Morozov, 2011.06.10）。 

當演算工具成為參與世界的途徑，使用者個人在演算法提供的中介與推薦過

程中扮演什麼角色？Beer（2009）認為，使用者在社群媒體或網路平台活動所產

生之資料，已經在自我組織、俗世生活與發明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 Web2.0 的

重要特色，也是我們的資訊、活動、品味、偏好得以被收集的地方。而 Web 2.0

的應用，經常來自使用者所提供的自身資訊，幫助媒體公司完成個人資料的蒐集。

例如，演算法產製的音樂清單，不只是預測，更是根據使用者足跡來執行；因此，

這也關乎系統資訊供應的治理與自我組織。 

對 Berry（20144: 68）而言，演算法對世界所能接收的資訊傳遞的高度中介，

已成為操控真實的運算機器。隨著軟體和運算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運算實體

機器（physical machinery）提供中介（mediation）與世界參與互動的途徑，已產

生運算的真實（truth）與錯誤（falsity）概念，成為值得被審視和問責的議題。

尤其，使用者和軟體互動的表徵介面（surface interface）上產生「能見到的」真

實（visible truth），是被掌握權力和知識網絡的「真實機器」（truth machine）所傳

遞（Berry, 2014: 70）。Pariser 同樣指出（2012／宋瑛堂譯，2013：210）科技介面

是人的終點和科技的起點，它的權力能扭曲你對世界的觀感，手法是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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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將研究焦點放置在科技權力的行使，可發現演算法權力直接影響能

見度的分配。Bucher（2012）認為，運算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替媒體空間劃分能見

（visibility）度的領域。媒體的核心功能之一在於使特定的事件或人物被看見

（visible），個人在社群媒體上的能見度是根本地被中介的（mediated）且被媒介

（medium）本身所影響，媒介在其中更是扮演關鍵的角色。而能見度也是高度競

爭的權力賽局。因此，即便無所不在的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總是令我們

負面地聯想到新媒體科技的潛在監視，但是相較於檢視科技在新客體／物件

（object）上的監視，我們更應特別關注 Web 2.0 和賦權下的能見度建制。因此，

她以過往研究概念化的中介的能見度（mediated visibilities），重新檢視傅柯

（Foucault）對能見度的分析，檢視目前已知的動態消息演算法原則，試圖描繪

社群媒體如何建構能見度。 

尤其，Facebook 動態消息政策不斷自主地替使用者進行優化，絕大多數的使

用者相信動態以即時串流（real-time stream）的方式，展示每一位朋友的每一次

更新。這也導致至少兩個有趣的假設：第一，確實有個什麼應該是能見的概念存

在。第二，Facebook 在平台上有意識形態的行動，隱藏人們的一些觀點。但什麼

是你應該所要看見的？確實在使用者所認為他們所應該看見的與，Facebook 認為

使用者應該要看見的，存在著不一致（Bucher, 2012: 6）。 

Crawford（2016）也持相似觀點，她認為演算法在高度競爭的網路公共論域

空間運作，這些場域例如視頻網站 YouTube 或社群媒體 Facebook 內的論述各自

都是不相容觀點的共存（incompatible perspectives coexist）。然而，演算法的設計，

即是被用來在資訊競賽中生產出明確的「勝者（winners）」。許多演算法似乎是和

爭勝（agonistic）對立，因演算法的搜尋、排序、推薦皆無法協商，且演算法受

嚴加保密，成為不對外公開的黑盒子。因此，她援引爭勝的多元主義（agonistic 

pluralism）理論，建議以此做為演算法的設計理想（design ideal），呼籲公眾在更

遼闊的社會情境中理解演算法在此競賽空間的運作，而並非只是聚焦在單獨的計

算方法（calculations）。 

在所有社群媒體之中，Facebook 的「預設霸權」更讓動態消息與能見度的問

題受到關注。相較 Twitter 簡單易懂的運行規則，Facebook 更應當背負透明與問

責性的檢視。例如，Twitter 的政策只有幾條非常簡單、大致上透明的規則，使用

者在 Twitter 上的所有活動皆對外界公開；使用者也不必徵求新聞媒體或公眾人

物的允許，就可訂閱其消息；近況更新更是以「時間順序」排列。相較之下，

Facebook 管制資訊的政策則不斷透過測試改變，動態消息演算法的運作原則模糊

的難以預測，動態消息並非涵蓋所有好友，不同型態的資訊出現的機率各有高下

（Pariser, 2012／宋瑛堂譯，2013：210）。 

網際網路被預期的偉大承諾之一，在於它能讓使用者獲取超越地理與個人生

活圈的資訊與觀點，以拓展其視野。但研究顯示的恰好相反：我們的數位世界大

多是我們線下經驗的鏡射，我們傾向使用網路來尋找和我們相似的人們，並和他

們談論我們所感興趣的事物。於此，社群媒體公司也得做出抉擇，其中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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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究竟是該超越讀者的經驗，或順勢投入資源來創造讓使用者點擊與分享獨特

公式（Friedman, 2014）。 

最終，社群媒體逐漸將觸角伸入新的新聞的流通與形式，將影響人們如何認

識這個世界和社群，以及參與民主的過程（Berry, 2014）。如 Lewis & Westlund 

（2015）所言，記者作為新聞的篩選人似乎理所當然，然而科技人和商人在此篩

選過程是不被歡迎的。當新聞商品化後，商人的意見很大程度影響了新聞的選擇。

而科技人在新聞產製，則扮演新聞和數據視覺化，讓新聞露出的角色。科技物的

角色則促使閱聽眾得以參與新聞產製。 

這也意味著新聞媒體在社群媒體上，已逐漸失去它們對讀者所能接收到的訊

息掌控，新聞資訊流動的中介過程造成新聞可得性，已被新的權力機制所扭曲。

Picard（2014）認為，我們應當察覺轉型過程中浮現的新興組織逐漸壯大，其有

能力藉由搜尋、聚合、以及數位傳遞基礎設施扭曲新聞的可得性。這些影響新聞

資訊的新權力機制（new mechanisms of power）和新菁英階級（new class of elites）

正在轉型過程中被創造。因此以烏托邦視野認為數位時代將創造沒有阻力的

（unimpeded）與沒有影響的（uninfluenced），新聞與資訊流動，必須抱持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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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媒體如何應對不被看見的威脅 

Bucher（2012）提出「新能見度模式（new modalities of visibility）」，認為能見

度的分配源自軟體程序與演算權力的建築架構（architectural framework）。並利用

規訓社會和演算法在能見度運作的方法上對比。她指出，以往的科技全景敞視結

構作用在於確保被永久能見度（permanent visibility），使個人都受制於相同程度的

檢視，威脅主體讓其感受到不確定性，隨之調適其行為；然而，Facebook 動態消

息的能見度全景敞視，並非對每一個體造成同等的威脅，也沒有可被察覺到的中

央檢視者（centralized inspector）來監看或投射永久凝視每個人。因此演算法許多

特質都可藉由規訓權力所描述，但能見度則是以相反的方式來運作，成為逆轉的

建制（reversal of the regime）。在 Facebook 上，其實沒有所謂的「能見度威脅（threat 

of visibility）」，而是一種「不被看見的威脅（threat of invisibility）。 

循此脈絡，新聞業近年亟欲透過社群媒體接觸讀者，能見度建制中不被看見

的威脅，同樣強加在作參與主體的新聞媒體上。許多研究已明確指出，社群媒體

已成為新聞媒體的新聞替代發佈平台（Ju et al, 2014）。多數新聞媒體適應環境變

遷的策略，在於期望藉著社群媒體的「連結性」接觸到廣大閱聽眾（Jensen, 2016）。

隨著社群媒體逐漸掌握權力，新聞媒體讓渡過去直接與閱聽眾的接觸渠道，共同

競逐稀少的能見度分配，難以抵抗演算法支配下的新聞流動，只能接受能見度劃

分的秩序安排。 

於此，當 Facebook 成為新興的「新聞來源（news source）」，同時透過演算法，

將媒體空間設計成可視的（seeable），那麼 Facebook 是如何透過特定的方法讓新

聞變得可視（seeable）？新聞業在 Facebook 是以「專頁」作為化身，新聞流通主

要透過使用者主動與新聞記者或媒體組織成為「朋友」（friending），建立自身

與外部媒體環境的連結，使用者的新聞接收（reception）便自動地曝露與消費這

些由新聞記者「朋友」所發送的內容，再經由使用者個人社群網絡進行分享，產

生新聞流通的過程。使用者在此社群環境中，參與互動（engage）新聞內容（Weeks 

& Holbert, 2013）。 

社群媒體對新聞資訊流動方向和速率的中介權力正在崛起。如 Facebook 體

認它們在新聞傳遞與消費上的角色，逐漸將重心放在如何融入新聞環境，提供更

多新聞功能。例如，Facebook 在 2015 年 5 月推出即時文章（Instant Articles），讓

媒體直接將新聞發布在該平台上，取代過去以連結將讀者導引新聞網站的方式。

同年 6 月，Facebook 也推出「趨勢話題（Trending）」欄位，替使用者篩選新聞主

題，閱讀最新熱門新聞（Pew Research Center, 2015.07.14）。 

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依靠資訊通路的壟斷而存活，媒體在動態消息上必須面

對競爭壓力，才能突破演算法的能見度守門。如同 Mark Zuckerberg（2014.11.07）

對專頁所能觸及的人數大幅下降回應：第一，內容遽增，意味著資訊必須在動態

消息中競爭能見度；第二，動態消息的目標就是為人們打造「世界上完美的個人

化報紙」。顯露出 Facebook 強調資訊超載以取得支配動態消息欄位的正當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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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演算法對參與主體的過濾篩選從來就不是等值，而是差別待遇。 

可見，為了能夠變成能見的（becoming visible），必須經過演算法的選擇。演

算邏輯即是將能見度相較於懲罰（punishment），更是運作為一種獎賞（reward）。

首先，演算法建築並非自動地將能見度強加在所有主體上，能見度不是無所不在

的（ubiquitous），而是相對稀少的。再者，演算法也並非將主體（subjects）同等

對待，而是對某些人給予優待。為了能夠出現、能被看見，個人必須要順服特定

鑲嵌在 Facebook 建築內的平台邏輯（Bucher, 2012）。 

正因為演算法分配著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能見度，Bucher（2012）也關注

動態消息演算法建築（algorithmic architecture）所動態構成地能見度追求的社會實

踐 形 式 。 現 今 已 經 有 完 整 的 產 業 專 門 打 造 「 動 態 消 息 優 化 （ News Feed 

Optimization）」，類似於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優化，社群行銷或其他電子商務相關

行業的行銷人員、媒體策略師、公關公司都在對提升品牌在 Facebook 的能見度

上提出建議。然而，許多使用者可能尚未察覺動態消息背後的演算法政治已經成

為商業或組織的關心重點。 

即便新聞媒體對演算法的改變無從置喙，卻也不斷嘗試出一套「拼搏（game）」

能見度的策略。如同 Oremus（2016.01.08）所言：「知道如何讓特定貼文獲得病毒

式傳播（go viral）的人，可不是只有 Facebook 動態消息團隊」，藉演算法來對大

眾廣播的「病毒權力（viral power）」更是具有讓順從演算法權力的新創網路媒體

Buzzfeed 或 Vox 依勢得利。這些媒體藉由分析整理病毒式貼文所具備的共同要素，

刻意設計貼文「刺激（trigger）」讀者的反射性按讚（reflexive likes），具體策略包

含正確字詞使用、貼文時間、圖文的正確搭配，重點卻不在內容是否為使用者所

真正關心，因此這些貼文大多不出「煽動想法或情緒」的手法。Herrera（2014.08.18）

同樣指出，Facebook 上的內容發布者也投入大量資源希望想「拚搏（game）」演

算法，然而每當試圖進一步突破，Facebook 總先一步更改演算法。 

因此，在預設的動態消息上，成為能見的並非一般理解下的監視結果，被經

歷為一種外在權力的威脅，而變成是一種嚮往（Bucher, 2012）。國內新聞媒體對

於社群媒體的依賴，顯示 Facebook 已成為新聞導引流量（referral traffic）的重要

戰場。在紙本媒體時代，廣告主無法得知單則新聞的點擊熱度，因此買的是報紙

的媒體品牌；在網路媒體時代，媒體品牌不再是決定性因素，廣告主改買「流量」，

提升點閱率自然成了媒體間的競爭重點。為了競爭點擊率，即時新聞就成了主戰

場。因此如《關鍵評論網》總編輯楊士範也表示，各家媒體都大量產製即時新聞，

是因為無論如何運作，文章數量就是和流量成正相關（許瑞中，2015.09.01）。 

另一方面，演算邏輯使得能見度在動態消息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的。這樣

的不確定性和能見度、消失與過時淘汰的可能性扣連，其所造成的問題是持續消

失的可能性、被認為不夠重要，讓主體在出現（appearing）和消失（disappearing）

間擺盪（Bucher, 2012）。例如，Facebook 持續對動態消息演算法更新，意圖引導

新聞業如何利用社群媒體，以及使用者自身的社群網絡。演算法就曾以平衡好友

和追蹤媒體在動態消息頁面的比重，使媒體專頁的流量下降（Eulenstein & Sci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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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1）。因此，演算法或許包含能見度優待的可能性，但媒體顯然無法純粹

依賴 Facebook 的能見度分配，而必須主動生產更多內容，調整內容的呈現形式，

並更依賴使用者網絡的分享、評論、按讚等參與形式，才能在放大互動與重視好

友的訊息流裡突破重圍。 

能見度分配的權力也讓 Facebook 得以藉演算法政策的調整，影響媒體競爭

態勢，控制各新聞媒體網站流量。現今的新聞媒體甚至得隨時調整演算法造成的

損害控制，以確保相對的競爭優勢。擁有充足資源進行數位推廣與研發的大型主

流媒體，本身就擁有更強的應變能力，小型與另類媒體更需掌握社群媒體科技的

機動性，與主流媒體拼搏（張約翰，2015）。 

Facebook 體認新聞業的最終目的在於「導引流量」，雖然強調貼文競爭不可

避免，仍建議專頁透過以下行動可能提高「被看見的機會」：頻繁發布貼文、呼

喚使用者採取行動（Call-for-action）、發布不同類型貼文、直接上傳影片、創造具

有認同與情緒等社會脈絡的內容、標記其他專頁、舉辦 Q&A、開設知名人物加

持的次專頁、找出熱門話題並發布相關內容；此外，也建議新聞網站嵌入貼文、

在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增加分享或按讚鈕等（Facebook Media, N.D.a）；以記者個

人身份經營專頁也是建議的方向（Facebook Media, N.D.b）；相對來說，網路模因

（meme）、單純誘騙按讚或分享、過度廣告推銷的貼文則被 Facebook 視為不受歡

迎的內容，受演算法篩選濾除（新媒體世代，2015.04.23）。這些建議大致符合先

前為成功的 Facebook 貼文建立通則的嘗試，例如必須考量：更新頻率、題材內

容、實用價值、多媒體訊息、興趣與否、信任度和互動性等要素（葉家瑜、黃馨

儀、謝旻憲，2014）。 

由於出現在動態消息的專頁，總有辦法在演算法的改變下，仍然找出識別熱

門貼文的要件，並發展出讓貼文獲得病毒傳播的公式，以換取更多向更多使用者

展示的機會。對此，Facebook 對能見度控制施加的力度與方式自然也多變，以貶

抑不受歡迎的內容，達到宣稱對使用者動態消息改善的目標。例如，Facebook 不

僅持續清除經使用者回報為不想看到的垃圾（spammy）內容（El-Arini & Tang, 

2014.08.25）。此外，也隨著許多由嘗試拼搏演算法的花招游擊越來越多，Facebook

所涵括的垃圾行為（spam behavior）範疇也漸趨擴張：騙流量（Hoaxes）、經常重

複發布的內容（Frequently Circulated Content）、垃圾連結（Spammy Links），其中

以釣魚（Like-baiting）的樣態越來越多，以掩藏自己成為演算法的標的，而讓

Facebook 不得不新增辨認清除它們的方式（Owens, & Turitzin, 2014.04.10；El-Arini 

& Tang, 2014.08.25；Owens & Weinsberg, 2015.01.20） 

然而許多研究顯示，台灣新聞媒體最終為拼搏能見度所展現的企圖，並未讓

社群媒體上的新聞流動形成理想公共領域。林照真（2014b）認為，國內新聞媒

體對於社群媒體的運用，顯示出與國外新聞組織不同的採納與管理態度，甚至華

人新聞媒體並不在意社群，使用社群媒體主要目的在於新聞轉貼。中國與台灣的

相關社群多半由不具守門專業性的「小編」負責，也無法期待小編能符合新聞專

業的守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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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照真（2014 b）指出，台灣新聞媒體以政治形態區分媒體的媒體市場的商

業模式，也已經影響社群網站的多元性，導致出現一面倒的意見，對意見討論之

公共領域形成並無實質幫助；專頁與使用者互動，本身專業性不足，且其心態在

於吸引使用者眼球，並非理性討論議題，且吸引同質性較高的使用者聚集，不利

不同意見之交流。另外，社群新聞平台許多更在意行銷功能，非新聞傳遞或意見

溝通，對民主的幫助或許值得懷疑。這種社群新聞媒體的行銷操作會對閱聽眾的

新聞使用以及民主造成一些問題；大量瑣碎內容的即時新聞，造成資訊氾濫，也

導致閱聽眾縱觀式、沉浸式的閱讀消失。羅世宏（2014）也指出，Facebook 使用

者閱讀的新聞類別中，娛樂新聞最高，其次為與自己鄰近社區的人與事、體育新

聞、國內政治新聞、犯罪新聞，非與公民社會公共利益相關之訊息，因此也並不

利於民主社會中公民對生活世界之理解。 

如同 Bucher 所建議，對於 Facebook 演算法結構化動態消息的批判分析，應

該接續探討能見度建制下，演算法如何以智能和意識之名，以放大和推薦特定訊

息或事物，以及它們如何在社群網絡環境裡建構意義。她指出，動態消息的貼文

明顯地放大參與（engagement）和互動（interaction），儘管特定種類貼文的傳遞因

狀況而不同，但是缺乏顯著互動的貼文似乎都被篩去。於此，能見度建制更存在

著演算法偏向（algorithmic bias），強化能放大參與（engagement）的消息更能夠

被看見（visible），其他消息則被隱沒甚至不被看見。因此，本研究也將依此推敲

新聞媒體依循演算法做出的回應，與特定的偏向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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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對新聞媒體在能見度上的影響與

權力作用，以及新聞媒體的回應與策略。由於演算法本身的黑盒子性質，基於商

業機密被嚴密保護，使我們難以解密演算法的組成（Bucher, 2012；Ziewitz, 2016；

Crawford, 2016；Oremus, 2016.01.03）。然而，演算法本身就是重要價值判斷的構

成，本該為可觀察、評論、問責的實踐。於此，分析演算法的控制與影響仍是理

解其作用的重要關鍵（Ziewitz, 2016），藉由理解演算法作用的原則，進行理論與

實踐層次上的批判參與（Bucher, 2012）。 

本研究首先將Facebook動態消息演算法對新聞媒體的作用視為權力的支配，

翻轉過往新聞研究將資通科技與新聞業在效率上的構連，以及過去表彰社群媒體

作為新聞業的輔助或外援的工具觀點。正如 Steensen & Ahva（2015）所言，科技

一直以來被視為協助新聞工作者產製新聞的工具，因不被重視，而被視為理所當

然。然而科技與新聞業演變至今，實已超越了科技僅作為新聞業下層基礎的關係。

Lewis & Westlund（2015）也指出，我們更應該正視「科技」與新聞的交互作用，

整合而成的跨媒體（cross-media）新聞的產製與運作。 

循此脈絡，本研究質疑動態消息演算法的物質基礎，即社群媒體平台本身的

資本邏輯與權力運作，以追問 Facebook 如何透過演算法迫使新聞媒體讓渡新聞

流通與觸及讀者的能力，影響媒體表現與公共對話。如 Berry（2014）指出，軟

體需要平台提供條件與環境來運作，社群媒體的可運算性作為演算法的下層基礎，

使軟體正確地發揮功能。也因演算法本身的成本即是金錢與勞動，用以進行生產

並持續它的功能，因此演算法是社會的嵌入，並與資本主義經濟相連。 

研究執行上，本研究先經文獻與資料的杷梳，透過對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

算法與平台政策的分析，有助理解演算法權力的運作原則，並進行理論上的批判

構連。再者，本研究透過新聞工作者的經驗描述，來考察實踐主體如何構連出演

算法權力運作與行為意義。據此，本研究透過以下的研究問題，透過文獻爬梳理

解演算法的變遷與運作原則，同時聆聽社群媒體相關新聞工作者的實踐經驗：  

一、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在什麼樣的背景與脈絡之下，得以控制台灣新

聞媒體的能見度？ 

二、台灣新聞媒體如何實際回應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又透過何種行

動來博得能見度的機會？ 

三、在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對能見度的支配下，台灣新聞媒體的回應

偏向產生的交互作用，對組織經濟、新聞市場、新聞產品，產生何種經濟與

文化的影響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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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相關文獻資料分析，以及半開放式問卷設計之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

乃先梳理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變遷之歷程，由此瞭解不斷更新的演算法如

何對台灣新聞媒體造成可能的影響，並以此做為後續研究面向之論述基礎，至於

新聞媒體如何運用行動策略來回應演算法權力的作用，則採用深度訪談法蒐集資

料，以進行分析。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對過往資料數據進行整理與分析，有助於系統性瞭解

動態消息演算法的變遷基礎，進而理解其造成之社會影響。文獻分析法是一種對

社會現象間接觀察的方法，透過對各種文獻資料進行蒐集、檢驗與分析，檢驗主

題事件的關係、趨勢以及影響，藉以瞭解社會現象之原因，並進一步解釋現況或

預測未來（潘淑滿，2003）。文獻分析法也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的分析研究，

亦為發展歷程與政策分析研究方法之一（葉至誠、葉立誠，1999）。 

本研究所稱之「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為 Facebook 用以運算使用者與貼

文之相關性，替使用者安排動態消息內容展示的方式。此演算法基於對使用者的

嚴加監控而不斷調整其計算公式。動態消息演算法在使用者登入網站後，賦予與

使用者相關的貼文價值並進行排序。 

發展歷程來說，2006 年 9 月 Facebook 正式推出「動態消息（News Feed）」，

用戶在其個人首頁（homepage）上的動態消息欄位得以瀏覽個人資料更改（profile 

changes）、近期活動（upcoming events）、用戶好友生日的相關訊息（Sanghvi, 

2006.09.06）。2009 年 Facebook 再推出新的首頁，並提供新的預設過濾器（default 

filters）供用戶篩選其動態消息上的即時串流（Chan, 2009.03.12）。動態消息上的

內容有數百萬計，因此動態消息的目標是「將對的文章在對的時間呈現給對的人」，

目的在於確保「最高品質的內容（best high quality content）」被生產、被露出、被

分享（Kacholia, 2013.08.23）。 

動態消息演算法作為軟體，必須透過社群媒體平台此物質基礎發揮並持續功

能。因此，演算法不斷隨著 Facebook 的政策調整而變化，更在變動過程中涉及

專頁與使用者等參與主體的關係改變。因此本研究擬從動態消息演算法發展歷程

做為切入點，分析演算法對台灣新聞媒體可能的權力運作面向，並追問演算法物

質基礎背後的資本邏輯，才能完整地看出政策轉變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運用過去的資料與文獻，以描述變遷的來龍去脈並作解釋。蒐集分析

的文獻資料包括：相關統計報告、產業研究、調查報告，以及有關研究主題之專

業論著。將根據研究目的或問題，蒐集相關之經濟背景、調查報告等文獻資料，

進而正確且全面性地掌握所需要之研究資訊；再將資料分析後歸納統整，瞭解政

策發展來源、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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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文獻蒐集時間範圍為 Facebook 推出動態消息之 2006 年起至 2016 年

12 月止，依照研究問題，文獻內容將著重於動態消息服務與政策方面之資料，

文獻涵蓋 Facebook 網站發布之條款聲明、各調查與學術研究對 Facebook 服務與

政策探討之相關資訊。茲整理如下： 

 

（一）專書論文類 

從國內外各類參考書籍及相關期刊論文、研討會資料中蒐集本研究所需之資

料，並且從這些論文或書籍所附之參考書目，得出更多相關資料。由閱讀整理相

關著作及對文獻的蒐集與分析，從中取得本研究相關資料並應用作為本研究參考

分析之依據，分項如下： 

1. Facebook 發展建立過程之相關書籍 

2. 動態消息演算法相關研討會資料與期刊研究 

 

（二）統計數據類 

針對媒體報導、研究論文資料等進行分析歸納，找出支撐本研究之數據，並

且透過所得之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以瞭解動態消息演算法的運作、產品政策、

營利模式等，其中資料來源如下： 

1. Facebook 新聞室發布之資料（包含公開聲明稿、動態消息演算法政策、廣告

運作、使用者新聞消費調查等） 

2. 國內外媒體對動態消息演算法相關之報導，以取得動態消息團隊回應演算法、

資訊消費數據等受訪資料。主要參考網站為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ieman Lab、Slate、The New York Times、Mediu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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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006 年 Facebook 推出動態消息（News Feed） 

 
資料來源：“Facebook: 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 by B., H. Mustafa, 2014.02.02,  

from http://news.priyo.com/2014/02/02/facebook.evolution.revoluiton.99442.html 

 

圖 3-2：2009 年 Facebook 推出新的首頁（New Home Page） 

 
資料來源：“Welcome to Your New Home Page,” by K. H. Chan, 2009.03.12,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facebook/welcome.to.your.new.home.page/5919508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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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 

由於當前對動態消息演算法採取權力面向分析之新聞研究資料與相關調查

付之闕如，要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也恐難獲相關新聞組織之合作，另外問卷調查

也難深入考察實踐主體與演算法權力運作的構連與意義。因此本論文透過質化研

究之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作為主要資料搜集方法，來彌補現有資料與理

解之不足。研究之深度訪談採半開放式問卷結構設計。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所稱之新聞媒體為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涵蓋台灣報紙與網路原生新

聞媒體，但不包含新聞雜誌、不生產新聞內容之新聞入口網站（例如：Yahoo!

奇摩新聞、Yahoo 影音）以及非屬主流媒體的另類新聞媒體，故不納入訪談對象

選取範圍。原因是上述類型在形式及內容之牽涉範圍甚廣，本身就可形成另篇專

論；為使本研究聚焦，研究者仍選擇以主流報紙與網路新聞媒體作為對象。 

本研究參考張約翰（2016.02.25）之「2015 年度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臉書專

頁統計」作為綜合類新聞媒體專頁之清冊，該統計分析範疇包含專頁粉絲總數、

年度粉絲成長數、年度粉絲成長率，並綜合比較排行；統計時間為 2013 至 2015

年以來每年的最後一日。本研究根據該統計，首先篩選出報紙、網路原生媒體兩

媒體類別，接著依據粉絲數、成長數、成長率等考量，優先選取兩類別中排行高

位之新聞媒體進行邀訪。 

整體而言，隨著動態消息演算法與產品政策更新，媒體專頁的成長受

Facebook 的商業目標而波動。儘管 2015 年總統選情提升社群熱度，整體媒體專

頁的成長仍然明顯下滑，然而部分新聞媒體在多方因素交錯下仍有逆勢表現（張

約翰，2016.02.25）。 

就報紙媒體類別的專頁表現而言，四大報中的《蘋果日報》粉絲數、粉絲成

長數都居冠，《自由時報》於 2013 年尾才開設專頁，但成長快速，2014 年就粉絲

數、粉絲成長數已超越《中時電子報》居次，成長率更是連續兩年居冠。《udn.com

聯合新聞網》則在四大報中墊底（張約翰，2016.02.25）。據此，本研究欲訪談之

媒體包含四大報，然而《蘋果日報》經研究者親自接觸和受訪者滾雪球，都未能

順利約訪，因此排除。 

就網路原生媒體的專頁表現而言，《ETtoday 新聞雲》始終在粉絲總數、年度

粉絲成長數、年度粉絲成長率三項指標中領先。《關鍵評論網》的粉絲數 2014 起

居次。2014 才成立的《風傳媒》排名第五，粉絲成長數與成長率皆突出，排名

第六的《中央社新聞粉絲團》則緊追在後（張約翰，2016.02.25）。據此，本研究

欲訪談之媒體包含上列四間媒體。唯研究者最終未能實際約訪《ETtoday 新聞雲》，

改以該媒體內的其它專頁《ETtoday 旅遊雲》代替。 

本研究將焦點放在各媒體之主要新聞專頁，排除同一媒體之次要新聞專頁。

主專頁發佈新聞以綜合性新聞為主，常見的貼文內容來自其網路電子報。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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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提出說明的是，在訪談進行時因多家媒體的受訪者都提到影音新聞發布的

增多，許多媒體主專頁只負責轉發或分享來自同媒體內的「影音」次專頁的影音

內容。受訪者也指出，最常實際參與影音產製和發布的多屬「影音」相關的次專

頁，因此，訪談對象中增加了兩家紙媒的影音相關次專頁，以了解媒體組織內的

專頁間，如何因應演算法的更新，趨向共同合作處理影音的情形。據此，本研究

訪談七個不同的媒體主專頁，並增加兩家媒體的影音專頁。共計九個媒體專頁。

詳見如表 3-1 所示： 

 

表 3-1：訪談媒體列表 

報紙 網路原生 

報別 媒體別 

自由時報 ETtoday 新聞雲（ETtoday 旅遊雲） 

中時電子報 關鍵評論網 

中時視頻 中央社 

udn.com 聯合新聞網 風傳媒 

udn tv 聯合影音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接著，研究者再分別針對此九個媒體專頁招募受訪者，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

及雪球抽樣兩種併行：立意抽樣為研究者判斷合適性後，邀請現有人際資源中認

識的網路新聞工作者參與訪談；雪球抽樣則要求已經受訪對象推薦合適受訪者。

立意抽樣，以受訪對象之關鍵性、研究者所能接觸之人際管道，以及受訪者推薦

引介之合適受訪者為主要抽樣依據，且以所收集之資料已出現大量重複為判斷來

結束樣本之收集。 

訪談對象的選擇以經常實際經營媒體專頁的工作者為主，他們可能屬於各個

媒體組織中的不同部門當中（但以新聞部的社群組或編輯組最多），實際參與經

營者也可能包含主管或資深編輯、編輯、助理編輯。因此，本研究聚焦在專頁的

第一線經營者，他們多為資淺的工作者，甚至部分媒體專頁並非交由專職者經營，

但這群自稱「社群小編」的工作者，不僅是代表新聞媒體與演算法權力互動的見

證者，也是實際與權力交手與策略回應的實踐參與者。 

此外，本研究根據訪談前測結果得知，參與經營的主管或資深編輯與

Facebook 媒體部門有實際溝通經驗，同時深知媒體組織使用社群媒體的目標，因

此在訪談對象也儘量兼顧第一線與管理階層等不同年資之工作者，目的在於含括

具有不同實踐經驗的工作者。本研究的受訪者共計九人。詳見的訪談者資料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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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深度訪談人員名單 

編號 媒體單位 專頁名稱 職稱 年資 訪談時間 

紙媒深度訪談名單 

A1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即時新聞組晚班社群

編輯 

3 年 2016.04.28 

A2 聯合報 聯合新聞網 新聞部編輯 4.5 年 2016.07.04 

A3  聯合影音 平台開發部企畫編輯 2 年 2016.02.02 

A4 中國時報 中時電子報 社群組社群編輯 1.5 年 2016.09.30 

A5  中時視頻 視頻組編輯 1 年 2016.09.29 

網路原生媒體深度訪談名單 

B1 ETtoday  ETtoday 旅

遊雲 

生活旅遊組內勤編輯 1.5 年 2016.04.23 

B2 關鍵評論網 關鍵評論網 社群專員 1 年 2016.04.25 

B3 中央社 中央社新聞

粉絲團 

編輯部編輯 2.5 年 2016.04.22 

B4 風傳媒 風傳媒 產品部助理社群編輯 2 年 2016.04.11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訪談執行 

訪談由研究者本人進行，所有訪談資料之呈現因訪談議題之高度敏感性，均

以匿名並編號之方式處理，但所有訪談均錄音且謄寫逐字稿作為留存證明紀錄，

受訪者身分資料也均留存紀錄以供查證。訪談進行時間為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 

實際約訪前，研究者首先根據欲訪談媒體，進行最近一個月的專頁貼文內容

觀察，註記貼文的新聞類型、新聞標題、主觀評註，以及貼文的內容類型（文字、

圖片、影音、連結、即時文章、直播視訊等）、發布頻率、互動表現，並記錄媒

體專頁貼文的主要重點與特質。 

每位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以半結構式問題作為提問依據，取得研究對象的同

意進行全程錄音，以完整記錄雙方對談的內容、音調與情境，並依循每位受訪者

不同的訪談脈絡，適時調整問題的措辭方式與先後順序，讓受訪者使用自己表達

想法的方式為基本原則。同時，也將研究者對該專頁的觀察記錄作為訪談的另一

項依據，以幫助受訪者能依此提供的情境，來厚描工作的情形、產製發布的實踐

現況，並解釋策略行動的背後原因。 

在訪談結束之後，採逐字稿方式將所得內容文字化並反覆校正，以避免資料

解碼的錯誤，並作為資料分析時之引述來源。此外，針對研究題目，進行「意義」

的分析時，若發現有任何不解之處，研究者將再次透過電話訪問原受訪者，以釐

清問題的癥結與脈絡，以便進行訪談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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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問題設計 

本研究針對研究問題的涵蓋內容，先擬定採訪大綱，再針對各問題面的概念，

發展出具體的訪談問題。本研究在初擬訪談大綱後，即先進行次訪談前測以確認

大綱內容完備妥適。本研究針對不同受訪者提問，雖然受訪者在各主要媒體工作

年資與職位不同，卻都有一定相關的自身經驗。經初訪確認後，本研究訪談大綱

如下： 

首先，針對台灣新聞媒體目前使用 Facebook 的現況與目標提問： 

1. 請說明在你目前的工作中，與社群媒體的關係為何？ 

2. 您認為新聞媒體使用社群媒體的主要用途與目標是？ 

 

接著，針對台灣新聞媒體如何感知與論述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對能見度影響，

並產生何種策略行動來因應： 

1. 您的所屬媒體有無一套制度流程來創造或提升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社群成

長、導流，以及曝光程度？如何衡量表現？ 

2. 和其他媒體相比，您所屬新聞媒體與新聞容易被 Facebook 上的讀者看到嗎？

和過去相比，是否有明顯的趨勢？為什麼？ 

3. 您認為 Facebook 如何控制您所屬媒體的一切活動是否被看到？是否可舉例

有不利或有利的地方？對您的工作有什麼影響？有何應對的方式？ 

4. 您所屬媒體有無一套制度流程來決定與讀者在 Facebook 上的互動方式，例

如互動頻率或形式？考量因素為何？如何衡量互動的表現？  

5. 您認為讀者在與您的互動上有什麼期望？是否滿意？如何在 Facebook 主導

的互動下，進行回應？ 

 

另外，針對動態消息演算法對能見度的影響，如何形構讀者的新聞消費經驗，

進行提問： 

1. 您所屬媒體有無一套制度流程來決定 Facebook 上的新聞發布？制度內

容為何？通常新聞類形、發文形式、發文頻率的考量因素通常為何？ 

2. 您認為追蹤您的讀者在 Facebook 上的新聞消費上有什麼偏好？這是否

總是反映新聞媒體的預期或存在落差？您所屬媒體是否配合讀者偏好

發佈訊息？ 

3. 您認為 Facebook 是如何安排您或其他媒體所發布的新聞訊息？ 

4. 您認為 Facebook 是否如何控制讀者的新聞接觸和暴露？對您的工作有

什麼影響？ 

5. 您認為讀者對 Facebook 進行的新聞接觸和暴露控制是否滿意？您所屬

媒體或您自身如何在 Facebook 的控制與讀者的期望之間，進行回應？ 

 

最後，台灣新聞媒體對於 Facebook 崛起所感知的媒體競爭景況，以及面對

演算法權力的威脅所應對的策略、遇到的困難與可能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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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您所屬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經營時間已經多長？對 Facebook 歷年在新

政策或新功能上的重大變革有何看法？對工作的影響是？ 

2. 一直以來，您所屬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相關活動，所帶來的收益表現如何？

相較過去變好變壞？獲利挑戰是？ 

3. 這樣的市場變化以及競爭狀況是否影響您所屬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表現？

新聞品質或內容趨勢的影響？ 

4. 您對於改善 facebook 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有何可能建議辦法？  

5. 最後，有無欲補充的意見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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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臉書專頁粉絲數與成長統計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臉書專頁統計：2015 年度分析〉，張約翰，2016.02.25，取自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1886 

 

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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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分析 

第一節 新聞媒體對能見度支配的詮釋 

本節以新聞媒體將發佈平台轉向 Facebook，探討動態消息和其運作邏輯，如

何被台灣新聞媒體認知與詮釋，並描述其對媒體的影響與作用，以分析 Bucher

（2012）所指「中介的與建構的能見度（mediated and constructed visibility）」概

念。 

 

一、Facebook 與媒體的能見度支配與從屬關係 

能見度的建構使某人或某事能夠被看見，然而能見度卻是「被中介」的，媒

介的核心功能正是建構能見度（Bucher, 2012）。隨著行動載具與社群媒體成為讀

者的主要使用媒介，中介新聞資訊流通，能見度不再全權由紙媒、廣播電視或網

路媒體掌控。 

根據訪談，台灣新聞媒體對自身能見度的建構，面臨多重挑戰。首先，媒體

使用習慣改變，眼球從過往的報紙、電視、新聞網站挪移到新的載具，大眾媒體

成為陪伴媒體；其次，社群媒體對使用者的影響日增，傳統媒體為了獲得更多的

能見度，而將內容生產線延伸至社群媒體。 

整體來說，台灣新聞媒體面臨新聞流通與經濟條件轉變下，不論是自願或被

強迫，皆不得不跟上能見度的競爭，成為 Facebook 能見度建制的參與主體，媒

體的能見度建構亦受此平台與運算邏輯所中介。 

 

（一）能見度的發散：新聞媒體的行動化與多平台 

行動載具持有率與行動上網率的成長，已逐漸超越傳統電腦設備。2015 年

臺灣上網人口可近用的個人資訊設備以智慧型手機占比最高（92%），其次才是

家戶電腦（79%）、筆電（53%）、平板電腦（49%）及智慧電視（24%） （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5a）。此外，手機上網時間也倍增，行動上網族平均每日手機上

網時間由 2011 年（92 分鐘）至 2015 年（179 分鐘）增加近兩倍，尤以 20 至 29

歲手機行動上網族的連網時間最長（232 分鐘）（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 

在行動網路和終端設備普及的脈絡下，新聞媒體網站不再作為新聞通路的終

點，行動化和多平台成為媒體擴增能見度的急迫策略。根據訪談，台灣新聞媒體

對其他新平台的經營與開發，已有專責化的趨勢，由組織內的部門或個人負責。

社群媒體、新聞行動應用程式、電子報成為接觸讀者的替代平台： 

報社在臉書粉絲專頁、手機 App，甚至 Google+都設有帳號……我們很多讀

者群都是用行動裝置，可是也有不少人直接開網站在看。（自由時報） 

我們做社群之餘也要做一些活動，像新開網路的頁面，或 APP多一些功能，

都要提前好幾個月前企劃和溝通。（聯合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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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群媒體以外，就是電子報，不然就是異業合作，可能就是跟不同產業

的粉絲頁或者是 App去置入我們的內容。（關鍵評論網） 

我們有 App，我記得早期有 Twitter但做不到幾個月就沒了，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太確定，但 IG和 Line 也有。（風傳媒） 

 隨著傳統通路營收下跌，新聞媒體的能見度已不再由自身的傳播渠道所聚合，

讀者對內容來源的選擇不再有限。新聞媒體縮編與重整編制以適應各種數位平台，

將新聞發佈走向多元化，成為「多平台的企業（multiplatform enterprises）」，以

便讀者透過第三方平台接觸新聞內容（Ju et al, 2014）。媒體的努力在於企圖讓能

見度跟隨行動與社群媒體滲透，盡可能讓讀者隨時都暴露在新聞環境之中： 

我們現在推的 App 要從［行動應用程式］商店下載……我們的設計讓你不用

特別開 App看新聞，會自動通知［推播］，你又沒有設定特別模式的話，就

會在手機跳通知出來。（自由時報） 

其實最恐怖是各媒體的新聞 App，因為會推播，我們會看各個新聞推播，然

後看自己有哪些新聞沒跑到，就要趕快去追那條即時新聞，有點恐怖是因為

有些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因為一家媒體推播，其他家媒體就跟著推啊，但其

實新聞價值是還好。（中央社） 

這也意味著，新聞媒體與讀者的「直接」關係已經走向第三方平台的「中介」。

同時，新聞媒體的能見度也不如過往大眾媒體時代，而走向發散與無所不在。 

 

（二）能見度的再聚合：Facebook 成為新聞媒體的媒體 

新聞媒體企圖藉平台開發，挽回逐漸失去的讀者。然而，新聞業普遍認為多

螢和多平台趨勢帶來契機，卻也形成挑戰，單靠新聞內容未必足以凝聚讀者分散

的注意力，達到提升點閱率的效果。為有效提升觸及，媒體將社群與行動視為將

內容和點閱率接合的出路；Facebook 成為載具匯流下，最能聚合新聞媒體發散

能見度的媒介。包含《聯合報》系、《蘋果日報》和《壹週刊》，以及網路原生媒

體皆追逐巿場導向，將 Facebook 視為重要的點閱流量來源（端傳媒，2016.03.26；

何國華，2014.07）。根據訪談，所有受訪者均表示，Facebook 最能導引讀者進入

新聞網站或 App，確實挹注大宗新聞流量。這也是新聞媒體在 Facebook 上成立

專頁的首要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當然就是導流，希望能夠導引流量回自己的新聞網站，那這也

是他們［主管］最大的初衷，其次才是品牌的經營。所以對於這些主管來講，

他們也是比較注重你們今天的貼文，能不能帶流量進來。（中央社） 

大部分人都習慣用 Facebook看新聞，我們就是讓更多讀者從 Facebook 上看

到我們。（關鍵評論網） 

我們多半會以增加點閱率、PV 助益上優先考慮。（自由時報） 

使用臉書主要是為了流量。（聯合影音） 

一開始設立目的是行銷活動跟建立品牌形象，到近期才開始才慢慢調整成算

是並行吧，最終目的是導流沒有錯。（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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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導流為主，其實Facebook的流量真的佔很大一部分。（中時電子報主專） 

成立子專頁是希望每一則新聞都可以曝光到讀者的臉書當中……挑稿選流

量好的上去，浪費很多編輯的心血……其他篇不就白寫了。我們希望每一則

都被看到，曝光也是為了導流。（中時視頻） 

尤其，近年創立的「新」網路原生媒體，拋棄印刷銷路，自身能見度轉向由

Facebook 中介的程度更加明顯，媒體專頁的成立更先於新聞網站正式營運。例

如 2010 年上線的《ETtoday 新聞雲》；2015 年 7 月上線的華文網路新聞媒體《端

傳媒》，同年 12 月上線的《報導者》（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4；蔡孟修，

2015.09.01；端傳媒，2016.08.07）。Facebook 替新聞媒體再聚合能見度，為媒體

提供流量的導引，作為吸引媒體成立專頁的誘因： 

《風傳媒》最一開始甚至還沒有自己網站的時候，就是完全做在社群媒體上

面……當然是很吃社群媒體……因為臉書也比較不需要太多錢就可以處理，

只要聘工讀生就可以，不用花太多錢……我看到流量主要還是靠臉書。（風

傳媒） 

我們就是想推我們的新聞啊，就是增加新聞的點閱率，最簡單的是這樣，對

就是流量。（ETtoday旅遊雲） 

 

（三）能見度的壟斷：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係 

台灣新聞業即使投入專頁經營的時間與程度不一，最終目的都是行銷新聞或

拓增通路，然而其作為權力交會的場域卻被媒體忽略。 

能見度的範圍被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 architecture）所創造，Bucher（2012, 

pp. 7-8）認為，社群網站如同監獄、醫院，都是首要的建構能見度（constructed 

visibility）空間，並突顯個人間彼此關係、階級組織、中心或分支的支配權力分

配。然而，Facebook的全景敞視並非透過物質或科技結構的能見度。相對地，空

間是由軟體的（非）物質條件所設計，透過特定的方法，使得事物變得能被看見

（visible），且因此可被知道（knowable）。換言之，透過動態消息演算法，Facebook

為此全景敞視建築的權力中心，動態消息則成為能見度分配的範圍。 

因此，Facebook得以掌握能見度空間的分配，並交由演算法來執行，更彰顯

支配者與從屬者的權力位置。其中，新聞媒體透過「專頁」作為化身，被設計為

能見的主體，自然受演算法權力的支配。 

根據訪談，台灣新聞媒體受追求新聞「點閱率」的市場驅動，專頁的行動在

於建構能見度，以追求傳統通路與新聞網站不易接觸到的讀者，並帶來後續對新

聞貼文做出的反應：觀看次數、按讚、留言、分享，甚至最終的點擊，將讀者從

Facebook帶到新聞網站或App，獲得「導引流量（referral traffic）」。  

根據受訪者自述，Facebook 為台灣新聞媒體貢獻之「導引流量」佔比，已

足以讓演算法決定媒體是否能夠繼續生存。以紙媒來說，新聞網站近一年來自

Facebook 的流量比例，《中時電子報》高達 65%，《中時電子報》「視頻」頻

道為 80%；《自由時報》超過 50%；《聯合新聞網》有 20%、《聯合影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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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60%；《蘋果日報》雖未受訪，但同業表示約佔 80%： 

來自 Facebook的流量比例非常高啊……至少有一半。（自由時報） 

《中時》因為有日報，平時會有固定的用戶到網站上去看電子版的報紙，我

們的趴數會比《ETtoday》、《UDN》會再低一點，差不多65%左右……就是點

擊次數或瀏覽數量。（中時電子報主專） 

上次聽主管講大約是八比二，就是我們［中時電子報網站的視頻頻道］讀者

十個有八個都是從粉絲專頁那導過來的。（中時電子報視頻專頁） 

部分媒體流量 80%來自臉書，自己首頁﹝直接訪客﹞比較少，我不明說。但

我們家大約 20%流量是來自臉書導入，不管是粉絲團還是其他人貼到臉書上

的貼文，但從官網來的還是比較高……我們 TA比較長輩，比較不是臉書主

要族群。（聯合新聞網） 

導流有五成以上，接近六成。（聯合影音）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來自 Facebook 的導引流量，除了《中央社》主要以 Google

搜尋結果優化帶來網站流量，因此 Facebook 貢獻流量未超過 50%；其餘的《風

傳媒》則大約有 50%到 60%、《關鍵評論網》甚至達到 70%以上；《ETtoday

新聞雲》雖未受訪，但同業表示約佔 70%、80%、《ETtoday 旅遊雲》則超過 70%： 

《蘋果》和《東森》都有 70%、80%來自 Facebook，但我們主力是做

SEO……Google搜尋引擎優化，主要流量還是靠 Google，粉絲頁比較是輔

助……Facebook 流量的部分，我們粉絲這一部分沒有過半。（中央社） 

臉書都是佔非常非常多……我印象中大概 5、60%。（風傳媒） 

最近會直接去我們網站上看的人有變多，從 email去我們網站的也不少，但

是最主要 Facebook 大概還是佔了 6、7成。（關鍵評論網） 

就我所知比［5成］高，超過［6到 7成］，就還蠻多。（ETtoday旅遊雲） 

本研究使用網站分析平台「SimilarWeb」，將台灣各家新聞網站的流量監

測與受訪者的回應相互對照。本研究發現，Facebook 使用者近 3 個月內（2016

年 6 月至 8 月）透過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on desktop），被導引到新聞網站的

流量統計結果，對照受訪者自述整體流量（包含透過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兩者，

被導引至新聞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相去不遠。不過，受訪者自述的整體導流量

稍為較 SimilarWeb 的統計結果略高。可以合理推測，這之間的差距來自

SimilarWeb 未計入的行動載具流量，且流量大宗來自 Facebook 的導引。 

台灣新聞媒體透過 Facebook 普遍獲得 5 成、部分媒體甚至高達 7、8 成以上

的導引流量，顯著依賴 Facebook 單一平台作為流量來源，和國外媒體的情況形

成對比。根據國際新聞媒體組織（INMA,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Association）

2016 年對歐洲和美國大型媒體組織的調查1，Facebook 導引到新聞網站的平均流

量比例為 30%。然而，如同台灣新聞媒體使用 Facebook 的目的，該報告中有 81%

                                                      
1 INMA 對歐洲和美國 37 間媒體進行調查，其中 80%受調查媒體，其網站每月不重複訪客為 1

千萬人次或更多。該調查的目的在於理解媒體如何利用 Facebook 觸及讀者，並從中帶來營收

（Lichterman, 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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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調查媒體表示，使用 Facebook 的最重要理由在於增進「觸及（reach）」和

「互動率（engagement）」，79%受調查媒體也表示滿意 Facebook 在這方面所帶

來的益處（Lichterman, 2016.09.29）。 

台灣新聞媒體接觸讀者的能力已不若以往，國外新聞媒體亦如是。新聞媒體

依賴 Facebook 作為導引流量來源，甚至是該平台有意主導之結果。根據 Facebook

針對新工具開發與增加導流效果的研究結果顯示，自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從 Facebook 導入合作媒體網站的流量平均增加 170%，其中 Time 雜誌增加

208%、BuzzFeed 增加 855%，Bleacher Report 更是增加 1081%（Osofsky, 

2013.10.21）。 

台灣新聞業在網路商業模式前景未明下，流量是目前新聞媒體在廣告市場中，

創造價值並帶來營收的主要方法。因此，Facebook 中介的能見度直接影響「導

引流量」的效果，掐住媒體經濟利益的咽喉，鞏固權力支配與從屬關係。所有受

訪者均指陳，媒體經營專頁之目的在於廣告營收，能見度結構直接支配媒體的生

存空間： 

基本上要從粉絲團上獲利很少啦，主要還是取決於流量，以導流為

主……Facebook 掌控你粉絲的觸及或曝光程度，所以你很難不照著他的話

去走。（中央社） 

營收主要靠廣告，原則上就賣網站上的一些廣告版面……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衝流量讓他們去賣。（關鍵評論網） 

後面的核心邏輯應該都是要增加觸及率，讓更多人看到點進去看，主要還是

錢啦，廣告……當然就是有人進來看才會有廣告，所以算是生存的方法。尤

其是像《風傳媒》，沒有原生報的那種只能靠這個來賺錢，維持組織的營

運……幾乎可以說是命脈吧，因為把這［專頁］快砍掉的話幾乎就瞬間少一

半以上。（風傳媒） 

 

表 4-1：台灣四大報網站近 3 個月（2016 年 6 月至 8 月）流量載具佔比 

新聞媒體 新聞網站名稱 Desktop Mobile Web 

蘋果日報 appledaily.com.tw 66.45% 33.55% 

聯合報 udn.com 65.74% 34.26% 

聯合影音 video.udn.com 68.86% 31.14% 

自由時報 ltn.com.tw 64.72% 35.28% 

中國時報 chinatimes.com 66.67% 33.33% 

資料來源：”Website Analysis: Website Audience,” by SimilarWeb, 2016.09.13, from https://pro.

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appledaily.com.tw/*/999/3m?webSource=Total；https:

//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udn.com/*/999/3m?webSource=Total；https://

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video.udn.com/*/999/3m?webSource=Total；http

s://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ltn.com.tw/*/999/3m?webSource=Total；https:

//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chinatimes.com/*/999/3m?webSource=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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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台灣四大報網站 Facebook 導引流量佔比（Traffic Share） 

 受訪者自述 SimilarWeb* 

新聞媒體 Facebook 

貢獻流量 

Facebook 直接

（Direct） 

搜尋

（Search） 

蘋果日報 70%、80* 49.57% 23.16% 18.27% 

聯合報 超過 20% 25.68% 30.58% 30.67% 

聯合影音 接近 60% 32.65% 18.86% 36.96% 

自由時報 超過 50% 38.97% 18.99% 35.29% 

中國時報 65%* 21.54% 31.60% 34.66% 

註：（1）Facebook 為《蘋果日報》流量貢獻比例之數據，為其他媒體受訪者提供。（2）根據

SimilarWeb 統計結果，新聞網站流量之來源為桌上型電腦（on desktop）的使用者數據，監測時

間為 2016 年 6 月至 8 月。（3）根據受訪者自述，Facebook 貢獻至《中時電子報》之流量統計，

包含使用即時文章所獲流量。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Website Analysis: Traffic Sources,” by SimilarWeb, 2016.09.13, from  

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appledaily.com.tw/*/999/3m；https://pro.si

milarwe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udn.com/*/999/3m；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t

e/audience-overview/video.udn.com/*/999/3m?webSource=Total；https://pro.similarweb.com/#/we

bsite/traffic-overview/ltn.com.tw/*/999/3m；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

chinatimes.com/*/999/3m 

 

表 4-3：台灣網路原生新聞網站近 3 個月（2016 年 6 月至 8 月）流量載具佔比 

新聞媒體 新聞網站名稱 Desktop Mobile Web 

中央社 cna.com.tw 65.31% 34.69% 

關鍵評論網 thenewslens.com 67.34% 32.66% 

風傳媒 storm.mg 26.88% 73.12% 

ETtoday ettoday.net 62.42% 37.58% 

資料來源：”Website Analysis: Website Audience,” by SimilarWeb, 2016.09.13, from https://pro.

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cna.com.tw/*/999/3m?webSource=Total；https://pro.

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thenewslens.com/*/999/3m?webSource=Total；https:

//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storm.mg/*/999/3m?webSource=Total；https://

pro.similarweb.com/#/website/audience-overview/ettoday.net/*/999/3m?webSource=Total 

 

表 4-4：台灣網路原生新聞網站 Facebook 導引流量佔比（Traffic Share） 

 受訪者自述 SimilarWeb* 

新聞媒體 Facebook 

貢獻流量 

Facebook 直接

（Direct） 

搜尋

（Search） 

中央社 未滿 50% 29.78% 15.47% 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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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網 接近 70% 51.10% 20.83% 21.48% 

風傳媒 50% 55.13% 26.07% 13.09% 

ETtoday 70%、80* 61.48% 13.94% 19.95% 

註：（1）Facebook 為《ETtoday 新聞雲》流量貢獻比例之數據，為其他媒體受訪者提供。（2）

根據 SimilarWeb 統計結果，新聞網站流量之來源為桌上型電腦（on desktop）的使用者數據，

監測時間為 2016 年 6 月至 8 月。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Website Analysis: Traffic Sources,” by SimilarWeb, 2016.09.13, from  

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cna.com.tw/*/999/3m；https://pro.similarwe

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thenewslens.com/*/999/3m；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

te/traffic-overview/storm.mg/*/999/3m；https://pro.similarweb.com/#/website/traffic-overview/ett

oday.net/*/999/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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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消息演算法對媒體能見度的分配機制 

Facebook 的「動態消息」空間佔據登入時所見的第一個頁面，被設計為最受

注目的能見度範圍。其中，被掩藏的運算工具以中介（mediation）與推薦（advising），

提供即時串流的資訊框架（framework）（Berry, 2014）。「人氣動態（Top News）」

的預設，替使用者與內容建立關聯（relevancy），再現使用者的「好友」與「專

頁」的貼文，最終目的是為了替空間劃分能見度（visibility）的領域（Bucher, 2012）。 

根據訪談，新聞媒體認為，能見度受演算法支配的結果，帶來的影響在於能

見度的「差別待遇」和「不確定性」。能見度劃分不僅有限，必須透過互相競爭

而來，也受權力中心主導分配秩序的影響，規則隨時有變換的可能，增添能見度

的不確定性。以下分別討論。 

 

（一）能見度的差別待遇 

Bucher（2012）認為軟體程序（software processes）與演算權力結構化動態

消息的資訊與傳播流。因此，Facebook 上的新能見度模式，並非自動地將能見

度（visibility）強加在所有主體上。 

這反映出此空間的劃分並非同等，而是相互競爭的場域，能見度隨時被彼此

給取代；能見度並非無所不在，而是相對稀少的（Bucher, 2012）。然而，能見度

分配秩序的建立，普遍遭受空間劃分「公平性」的質疑。對此，Facebook 以能

見度空間有限、運算中立性、建構能見度的機會，作為演算法執行的正當性辯護。

首先，Facebook 直接明白指陳：「動態消息空間有限，您在粉絲專頁上更新的貼

文可能不會向每個對您粉絲專頁按讚的用戶顯示」，因此篩選不可避免，如

Facebook 大中華區總經理梁幼莓回應：「競爭者不斷增加，內容只能彼此競爭」。

其次，運算中立性假設結構的公平性，順理成章地以「演算法採用數種因素來決

定用戶和粉絲專頁的人氣動態」。最後，由演算法導引的有限能見度下的競爭，

專頁所做的努力，只能「增加分享對象看到您貼文的機會」，以每次平均篩選 1,000

則貼文的數量來說，競爭者必須要爭取最後登上動態消息的 300 個機會（鄒家彥，

2013.12.30；Facebook Business，無日期）。 

依台灣新聞媒體對導引流量的需求，貼文內容在媒體專頁發布後，必須與其

它貼文競爭，才得以被演算法篩選進入動態消息空間，以爭取最大機會的能見度。

受訪媒體可以明顯感受這樣的能見度競爭：「競爭越來越激烈，可能還會被洗掉，

所以我們就盡量多發文」（聯合影音）。在競爭之下，媒體同業間可清楚感受到貼

文可能受到其它專頁排擠，而得出奇致勝的壓力：「像之前黃安不是很多新聞嗎，

但我不得不貼啊，即使貼了會被粉絲狂罵那我就先不看那些留言。因為我不貼，

我發現其它粉絲專頁都貼了，能不要貼嗎」（自由時報）。因此，為了不致被更多

熱門內容淹沒，成功登上動態消息預設的「人氣動態」是競爭能見度的目的。 

根據訪談，媒體認為演算法的篩選與排序，並對各家媒體的能見度安排有著

「差別待遇」：「臉書自有一套為每個讀者篩選新聞的機制，會從每位讀者平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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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注的資訊、瀏覽的粉絲專頁來篩選，提供讀者更個性化的消息」（自由時報）。

因此，專頁無法確保每位「粉絲」中的讀者，都能在個人動態消息中看到專頁，

演算法則在其中執行 Facebook 對能見度分配所設定之目標：「原則上你就是照著

臉書的規則玩，它就會讓你比較多曝光」（ETtoday旅遊雲）。 

既然空間分配是差別待遇，同時提供一套讓媒體在結構下競爭的機會，讓新

聞能夠被看到，媒體專頁的行動考量主要來自獲得能見度「優待」的可能： 

其實我不久才去參加臉書的工作坊會議……如果他們所說內容屬實的話，臉

書的機制應該是，根據每個使用者瀏覽喜好，去排要出現在他們首頁的貼文，

假設我對某粉絲專頁按讚，然後很喜歡瀏覽，影片也都是看那些，那麼這些

東西出現的頻率會比較高，會優先。（自由時報） 

能見度「優待」的機會，究竟讓什麼樣的內容能夠被看見？即 Bucher（2012）

所言：可見的（seeable）與可言說的（sayable）範圍（realm）是如何被建構，

以產生特殊的能見度。根據訪談，媒體能否在動態消息上被看到，必須緊密依附

Facebook 對媒體和讀者間的中介，並跟隨演算法所建構的能見度框架： 

跟其它媒體相比，《風傳媒》比較擅長的新聞領域，算是比較能夠常被看到。

相對地，如果只看科技新聞的讀者可能就看不太到，但如果他比較喜歡看政

治新聞就有機會看到，主要還是看我們的領域如果是讀者愛看的，他就會看

到，沒有的話就不太會。（風傳媒） 

因此演算法架構下，能見度可以是「積極」的建構，讓媒體專頁在動態消息

上容易被看見；也可以是「消極」的，讓貼文被篩去而讓使用者無法在動態消息

上取得新聞。媒體認為，能見度的差別待遇，使得不符合分配秩序的媒體專頁被

拒斥，相對能見度較低： 

跟競爭媒體比起來我覺得我們能見度算很低，一方面是發文的關係，一方面

現在用臉書的都以年輕人為主，年輕人都會去看《ETtoday》，但我們的讀者

年齡層比較高，他們看新聞比較不會做評論。但年輕人比較激進，會討論、

做分享或評論，就算是留：這是什麼新聞阿！只要有一個留言，你就吸引下

一個來看。（中時視頻）。 

我們的粉絲分享可能比較少一點吧，因為一般外面對於中央社的想法就是比

較保守一點，可能不會想要讓別人知道他是中央社新聞粉絲團的粉絲，所以

基本上會有一點點障礙。（中央社） 

Facebook 支配能見度空間的地位彰顯，掌握在能見度的分配規則的制定。

當讀者只等待動態消息演算法「餵」新聞，Facebook 就越能掌握演算法資訊框

架的「差別待遇」主導權，媒體專頁自身的努力就只能競爭有限的能見度分配，

增進可能被看見的機會。 

 

（二） 能見度的不確定性 

Facebook 作為「建構能見度」的空間，進行各式排序、篩選和分類，然而

能見度的劃分卻又時常變動、無法提前預知，讓新聞媒體無容置喙而帶來「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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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風險。如同，《端傳媒》編輯室報告指出，對於新聞媒體而言，Facebook

「這個帶給他們巨大利益的機制，沒有平等自由的基礎」。即便擅於經營社群媒

體的新一代網路新聞媒體，透過 Facebook 快速崛起而成為「網絡既得利益者」，

也無法逃離 Facebook 透過演算法而來的權力支配（端傳媒，2016.03.26）。 

由於動態消息的目標不斷受 Facebook 的利益分配而調整，能夠被看見的機

會也無法始終保持穩定或一致性，而是受權力中心主控。Facebook 更新動態演

算法，屢次都以「專頁應多發佈閱聽眾認為有意義的貼文」來建議專頁因應更新

後可能導致的能見度降低，明確指出演算法更新為專頁帶來的潛在風險，影響程

度則以專頁的「閱聽眾組成」和「貼文活動」相關（Eulenstein & Scissor, 2015.04.21）。

美國社群行銷公司 Ignite 對 21 間專頁的貼文研究顯示，專頁在發布貼文後，只

有 20%的機會能讓 Facebook 使用者在動態消息上看到訊息；甚至在一週內，貼

文能夠被看見的總次數就可能下跌 44%至 88%（鄒家彥，2013.12.30）。 

因此，演算邏輯的第一個特徵是「非同等」的分配，第二個特徵則是將能見

度設計為「暫時的」（Bucher, 2012）。雖然媒體專頁在能見度結構中的行動仍有

機會建構能見度，但分配秩序隨時變換，「在動態消息裡消失」是多數新聞媒體

可以預期的不確定風險：「有時候這樣公開的發出去，它可能就消失在動態消息

上，除非你的貼文有特別鎖定目標族群，它才會出現在那些人的動態消息上」（聯

合影音）。 

對於將 Facebook 視為「導引流量」工具的台灣新聞媒體而言，動態消息演

算法對能見度的劃分，建構了不被看見的威脅。如 Bucher（2012）所言，當動

態消息演算法分配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能見度，這樣的不確定性與「消失

（disappearing）」與變得「陳舊過時（becoming obsolete）」的持續可能性扣連。

媒體專頁面對無預警與無回應性的演算法更新，只能以組織的能見度和流量監測，

進行風險評估： 

演算法改變我覺得會帶來壓力，讓寫新聞的人蠻心驚膽顫的，因為什麼時候

改演算法，我們不會知道……最一開始會直接看到一些觸及人數下降，好像

不怎麼對勁，然後再去看GA瀏覽量，因為每天會有不同曲線圖，如果發現下

滑到一個點，我們主管講說……超過45度吧，如果下降超過一個角度就要有

警覺性，演算法可能是改變了。（中時視頻） 

臉書上的成長很慢，就是它們調演算法我們就必須再洗牌一次的感覺，所以

覺得有點煩。（關鍵評論網）  

根據訪談，新聞媒體表示 Facebook 的演算法調整是沒有協商空間的，讓媒

體專頁隨時處在需要應變任何變動的可能性，但不變的是隨著演算法一次次更新，

媒體專頁所能「觸及」的讀者也逐漸被降低： 

我覺得它［演算法］是一步一步縮減，可能我們一開始推文帶連結的方法有

效，可是前一陣子開始，只要有帶連結推文出去，它就會打壓你那個效果，

照理講這則平常出去大概可以......因為你推文推久，大概知道什麼樣的文

章推出去，會有什麼樣的程度，但就是很怪，那一陣子就是怎麼推反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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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很擺明臉書就是打壓你，不讓你推。（東森旅遊雲） 

有些覺得會不錯的表現得卻沒有特別好，那可能就是那天 Facebook 調演算

法，就會明顯地感覺出來，大概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啦。（關鍵評論網） 

這幾個禮拜不知道演算法是不是又有改變，我們臉書觸及率是有在下降當中，

目前還沒有發現是什麼樣的原因，因為還是在微微下降還在觀察。（中時視

頻） 

面對演算法強加「消失」的持續可能性，多數受訪媒體認為他們只能「務實

的跟著走」和「逆來順受」，同時想像其他策略的可能性。換言之，新聞媒體並

非認同 Facebook 能夠為媒體帶來公正的能見度或利益分配，甚至平等的合作可

能性，反而明確的將演算法更新的不確定視為是 Facebook 統治專頁的方式。因

此，多數受訪媒體的共識雖然是「接受」這樣的分配秩序和不確定的風險，卻也

意識到必須和 Facebook 保持距離，等待其他機會： 

基本上這個平台是 Facebook在控制的，我們只能跟著它的遊戲規則走，你

也沒辦法，因為它直接卡死你了……你可以聽臉書說的，但你不要被臉書抓

著走，除非所有的媒體一起來抗議，不然你沒有辦法，你單一一個媒體如果

你不跟著走你就是死啊。（中央社） 

臉書那麼大欸，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們協商什麼吧，畢竟我們不是最大粉絲人

數最多的粉絲團，所以只能逆來順受。臉書就是要不要隨便你，就連《蘋果》

也沒做出什麼…...總之很難吧，因為大家都用臉書看新聞，臉書權力很大

我們也無從反抗，使用者就已經習慣這樣的模式，我們就必須配合，只能做

一些發文上的調配，像發文頻率變多或多發一些短影音之類。（聯合影音） 

太依靠臉書應該是個隱憂吧，但暫時還是只能先依靠這個方式，先配合它不

時想一下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做。（ETtoday旅遊雲） 

台灣新聞媒體面對分配秩序變動的威脅，只能規避不確定性的損失風險。根

據訪談，媒體專頁面對演算法更新，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資訊弱勢的處境，導致組

織必須自行察覺，更難以即時應變。甚至演算法「隨時」都在測試，能見度暴露

在長期不穩定的風險；再者，演算法更新的長期趨勢在於壓縮能見度，反映出演

算法權力對媒體與讀者間的關係中介；此外，能見度的壓縮使得能見度得以被商

品化，具有交換價值。對於仰賴專頁行銷服務、產品或內容的個人、品牌、企業，

演算法更新幾乎等同付費廣告的強迫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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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新聞媒體的能見度看穿與拼搏策略 

動態消息演算法為新聞媒體建構能見度的差別待遇和不確定性，而為了能夠

出現、變成能見的，參與主體勢必得跟隨鑲嵌在 Facebook 內的平台邏輯。與此

同時，演算法也動態地構築 Bucher（2012, pp. 3）所指出的「能見度追求的社會

實踐形式」。 

根據訪談，媒體在結構中的行動與調適不是為了推翻 Facebook 所構築的能

見度壓迫性結構，或同時思考其他商業模式的可能性，而是在追求流量的驅動下，

嘗試降低差別待遇的損失和不確定性的風險，以繼續維持流量換取廣告營收的舊

有生存條件。本節根據媒體在結構中介下，以實際行動來看穿（penetration）和

拚搏（gaming）能見度支配，以積極地建構自身能見度作為討論。 

 

一、新聞媒體的對能見度看穿策略 

演算法的黑箱本質（black-boxed nature），讓它僅有部分被透露，其它的仍不

可知，也因此需要被問責與審視（Bucher, 2012; Ziewitz, 2016; Crawford, 2016）。

面對外界對透明度的要求，Facebook 成立動態消息專欄部落格「News Feed FYI」

發佈演算法更新的聲明（Facebook newsroom, 2013.08.06），也設有「Facebook for 

Busines」發布最新的產品、資訊、案例。正如 Facebook 大中華區總經理梁幼莓

承認演算機制不夠透明：「以前總是有許多流言，但現在我們幾乎都將這些資訊

公開」（鄒家彥，2013.12.30）。然而，所謂的「公開」其實仍包含演算法構成細

節與各項權重的保留，也不等同 Facebook 作為權力中心與參與主體之間存在協

商空間，況且更新隨時都在進行，無從預先得知。意味著專頁要能夠被看見，沒

有固定的通則和規律存在。 

根據訪談結果，演算法決定能見度的過程如同「黑箱」作業，讓新聞媒體疲

於應付。如同受訪者指出：「Facebook不會告訴你，所以要自己去發現，反正就

是頁面會長的不一樣，你要自己去摸索，然後看國外有沒有一些參考文獻」（中

時電子報）。然而，部分媒體認為 Facebook 近年稍微釋出部分透明度與合作誠意，

讓演算法的變化「似乎有跡可循」。但新聞媒體所處的權力位置仍無太大改變，

演算法的變動依然是「專橫」的決定，貼文所能觸及的程度仍有太多不確定性。

台灣新聞業必須歷經各自「摸索」、試圖建立「模式」、失敗與再適應，才有機會

以較有效率的方式理解演算法： 

以前，臉書不會預告的時候，我們都只能自己摸索，就什麼都貼然後看什麼

效果好，慢慢抓出 model，結果好不容易適應後，它又開始換演算法，所以

又要開始試什麼東西最好。它也不會預告所以跟得很辛苦，因為我們也想要

觸及高、互動高。後來，臉書開始會預告，會跟我們打好關係，開始辦

workshop，去年是第一屆，今年第二屆，沒有意外會一直辦下去。現在開始

慢慢抓到竅門，怎麼跟臉書、媒體、廣告三方取得平衡，這樣我們小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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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走冤枉路。（聯合新聞網） 

對多數媒體而言，實際探索與研究動態消息演算法的新聞從業者，來自專責

社群媒體經營的社群編輯，或由網路編輯、產品經理、行銷企劃部門，甚至各路

線記者兼任。如同《端傳媒》編輯室報告對身為「小編」的自我剖析：工作任務

的基礎在於理解演算法，接著才能對提升能見度採取行動（選擇發布方式和時間、

搶發即時新聞、對新聞評註、代表媒體與讀者互動），進而提高點閱量，最後將

後台數據彙整分析傳達給記者編輯（端傳媒，2016.03.26）。 

進一步詢問這群擅於「摸索」演算法的受訪者，如何「看穿」能見度分配的

權力作用，可發現新聞媒體也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工作模式，並做好情蒐與情勢的

理解，以隨時應變能見度的競爭。綜合受訪者回應，整理出下列方式： 

  

（一）對內監測分析與經驗積累 

1. 監測分析工具 

 觀察媒體專頁發布貼文的反應，可以推敲出動態消息演算法對能見度的分配

規則。Facebook 就發布貼文對專頁建議：「請使用不同的貼文類型進行試驗，並

檢查您的粉絲專頁洞察報告，查看您的分享對象對哪種類型的反應最好」。由於

動態消息演算法「採用數種因素來決定」動態消息，這些因素包括留言數、張貼

動態的人，以及貼文類型（例如相片、影片或近況更新）。（Facebook Business，

無日期）。因此，找出哪些貼文最容易成功、擁有最高平均觸及人數和交流互動

的「最佳貼文類型」，以及被隱藏、檢舉為垃圾訊息和收回讚等減少觸及人數的

貼文類型，有助建立專頁的內容發佈模式（Facebook，無日期 a）。如同受訪者認

為，Facebook 提供的「粉絲專頁洞察報告」分析每則貼文表現，成為檢討能見

度變化與成效的直接工具： 

我們利用 Facebook 本身的洞察報告，檢查一些曝光、互動、按讚、分享等

資訊，對比較不好的去檢討，想想看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貼文的曝光變得

更好。（中央社） 

每日觀察洞察報告可以檢查觸及情況、影片觀看次數，並關注熱門貼文，理

解讀者的喜好。（聯合新聞網） 

然而，新聞媒體參考的監測平台數據資料不限於 Facebook 的「洞察報告」，

其他如 Google 的分析工具「Analyticis」或其他第三方平台的監測工具所顯示的

「數據」，也都是媒體追蹤貼文成效的方式。多數受訪者表示，組織內會利用分

析工具檢視工作目標與績效，來精進專頁經營，觀察演算法的改變：「在流量和

數據上真的會有差，因為我們每天早上 10點會調數據出來看，所以昨天哪邊比

較奇怪，長官就會去看是不是 Facebook更新了；還是哪篇流量突然暴增，或者

PO文是不是 PO到比較冷門的，我們就會做檢討」。（中時電子報） 

 

2. 實踐經驗積累 

 根據訪談，多數新聞媒體發現動態消息演算法有其演化趨勢，動態消息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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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幾乎不對內容篩選、專頁觸及表現效率高、粉絲數增加的相對成本不高。

直到 Facebook 廣告服務推出後，專頁可感受到能見度的壓縮，必須調整策略因

應。詳細的能見度變化趨勢，有賴組織內社群部門或專職經營者的長期數據觀察

和計畫性研究測試；透過外界資料交互參照，可以明顯感受到演算法對能見度的

的通盤調整： 

你貼文出去的時候，因為我們會長期做紀錄，我們會觀察長期貼文的趨勢，

那你再去印證外面說的演算法改變的時候，你可以去做一個比較，比如說我

們會用試算表，然後去跑一些資料，看你能不能驗證這樣的說法……另外，

我們要常常看一些文章，就是外面的專業文章，他們有時候會提供一些關於

Facebook演算法改變，或者是怎麼樣貼文比較好的文章，我們也會不斷的

去精進，經由這個方式去調整。（中央社） 

沒有一個專人去研究演算法的改變，但我們就是用感覺的這樣子，我跟主管

會一起討論。（關鍵評論網） 

至於怎麼樣的新聞會有較多點閱、PV，要看長期觀察、經驗。（自由時報）  

 多數受訪媒體在專頁經營上面臨流量提升的效果不如預期，組織因而調整編

制，或要求更多現有人力兼任。尤其演算法更新連帶影響「新聞工作的變動」，

組織內部長期對演算法的摸索，則有利媒體專頁累積觀察經驗，透過反覆熟悉與

對照變化，才得以隨時因應： 

我們會讓有經驗的人來帶沒經驗的人要怎麼貼文，要怎麼選材，要怎麼樣搭

配眉批和照片，有一系列不斷的教學讓他練習的過程。沒經驗的人在貼文之

前，也要先讓有經驗的人，大概看一下、幫他修改方式，加強他的學習。然

後貼完之後，隔一天我們有檢討流量的報告。（中央社） 

中間有一段時間，有換過一次主管，所以新進的會有一些訓練。（風傳媒） 

我們主管會對更上級的主管報告，然後每周對我們上課，檢討上一周到底好

不好這樣子，那好不好就是看 GA這個網站，除了有這些數字［網頁瀏覽人

次］之外，還有紀錄每一週的曲線圖，所以他可以很明顯知道你的流量是下

降還是上升……就是看整體流量的表現。（中時視頻） 

 

（二）對外收集官方釋出資訊 

如同哥倫比亞大學數位新聞中心主任 Emmily Bell（2016.03.07）所言，演算

法的系統運作無從規管，任由 Facebook 單方決定，媒體只能等待演算法更新公

告，或經由自行觀察得知演算法的變化。根據訪談，台灣新聞媒體獲知 Facebook

官方消息的管道主要來自：發布者工作坊（Facebook Publisher Workshop）與動

態消息部落格「News Feed FYI」。 

許多受訪者曾親自或由主管代表參與 Facebook 於 2015 年舉辦的第一屆和

2016 年的第二屆「發布者工作坊」。媒體相對獲得更多時間，得以自行權衡是否

對當年度的新聞工具與產品，以及相應的能見度優先政策預做準備： 

臉書每年會做一次工作坊講說未來這一年著重哪些東西。比如說去年他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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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影音新聞，今年主力是在 Inatant Article。他們透過簡介的方式，稍

微介紹一下他們在幹嘛，會安排像課後一對一的輔導時間，可以在那時候問

他們你想要問的問題。（中央社） 

Facebook告訴這些小編、社群經理或主管說：未來我要做 Instant Article，

它的好處是什麼，為什麼要跟他們合作。像我們最後一次參加他們就介紹

IA，也介紹一些小秘訣，還有行動廣告聯播網怎麼拆帳。（聯合新聞網） 

整體來說，發布者工作坊的目的在於「宣佈」Facebook 的新產品政策和演

算法的相應調整，即便新聞媒體為大宗內容提供者，卻沒有不配合的空間，只能

務實地「接受」新的分配秩序，媒體仍是資訊弱勢者： 

我不知道演算法會怎麼改變，通常都是主管去跟他們開會，但 Facebook 給

的訊息其實就那些而已。也只是接受，知道他們最近又要推出什麼……對啦

現在不都一直這樣不是嗎。（聯合影音） 

他［Facebook亞洲區營運部］在 workshop有給我們 email，如果他們沒辦

工作坊，我真的也不知道要上哪裡去找，不過他們後來有開一個網站，我們

可以直接用官方帳號或官方負責人的臉書帳號發問；他們也開一個媒體平台

［FacebookMedia］，但我很少用，他們建議我們可以透過這兩個網站上去後

端尋求協助。（聯合新聞網） 

此外，媒體另一官方消息來源來自 Facebook 在 2013 年 8 月 6 日推出的「News 

Feed FYI」部落格專欄，用以發布動態消息演算法的重要更新，並解釋目的與影

響（Facebook newsroom, 2013.08.06）。雖然演算法構成細節與更新確切日期無從

公告中得知，但新聞媒體至少得以理解 Facebook 願意公布的重要部分內容： 

這次［2016年 6 月 29日］的預告是很誠實的預告啊！我也很感謝臉書有預

告，這樣長官看到［觸及下滑］數據要來究責，我們也好丟這篇給他看臉書

說到做到。［這些公告］就臉書網站宣布啊，還有《Inside》會翻譯啊、國

外媒體也會早一點知道，我是先看到外媒的新聞。（聯合新聞網） 

 

（三）媒體間的溝通網絡 

 Facebook 的權力中心位置，讓新聞業臣屬於能見度的支配。根據訪談，各家

媒體專頁基於結構中的不同位置，沒有一定的標準應對策略。然而，媒體彼此的

實踐經驗，經由同業間的口耳相傳形成溝通網絡，得以交換情資： 

那時候演算法又改回到原本方式，觸及又沒辦法像以前只貼連結那麼好，所

以開始緊張，找一些國外的參考，或是臉書官方的通知，但是早期臉書是不

會通知的，它想改就改，所以我們都是小編彼此口耳相傳，或看別人來發現。

（聯合新聞網） 

我們主管可能會去跟其他媒體同業討論，是哪裡出了什麼問題，那現在是做

什麼比較有效，那大家就會一起朝這方向前進。（中時視頻） 

  即便新聞媒體彼此競爭能見度，但在溝通中仍有避免利益衝突的默契，交互

參照彼此的資訊和實踐形式，有助於解開演算法的部份「黑盒」，描繪出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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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規則的輪廓，以提升能見度競爭的效率，降低不確定性： 

現在各家都還在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小編群要開一個小編群組，雖然我們

不會在上面曝光我們的數據，但是像演算法改變，我自己覺得曝光變高，但

自己覺得沒有用啊，所以一問就知道，大家都一樣。所以打包現象跟觸及變

高是經過認證，大家都這樣說我才敢跟你講……我們也會口耳相傳，像這篇

英文版就是《蘋果》小編貼在這裡告訴我們。（聯合新聞網） 

  當 Facebook 所聲稱的演算法更新和實際運作有落差時，可能製造出權力的

縫隙，新聞媒體基於日常實踐得以看穿這些結構限制，藉由溝通網絡，得以集體

創造出能見度支配之外的效果： 

那段時間的流行［貼文形式］是《蘋果》先發現，然後各家跟進……大家都

跟著發佈：圖像下面有帶連結但又什麼都看不到的貼文，這讓每一則觸及高

到不行。《蘋果》先這樣做，有人就來通報我，大家口耳相傳。我們實行一

段時間，發現效果驚為天人，觸及、互動也提高，粉絲也沒抗議因為大家那

時候不習慣現在這種縮圖的形式。（聯合新聞網） 

 整體而言，媒體的非正式自發性社群，不僅讓同業交換情資，也抒發能見度

支配下所帶來的情緒壓力。受訪者表示，「媒體小編酒肉交誼廳兼加薪公會」是

台灣媒體專頁經營者自發性建立的非正式群組： 

那個群組不只新聞媒體，我們有個清冊：《聯合》、《今周刊》、陸子鈞，《今

周刊》、《ETtoday》、《蘋果》、《MensUno》、《WeTalk》、《TVBS》、《Inside》、《中

時》、《關鍵評論》、《經濟日報》、《商周》、《Discovery》、《中央社》、《雅虎》。

《自由》很妙沒有專職小編，全部都是新聞編輯兼著做。那陣子因為張憶芬，

我們找到《東森》小編硬加進來，當然各家數據不會公開，但偶爾會在上面

討論觸及。因為《蘋果》粉絲團很大，所以任何演算法的修改都會先發現，

他們自稱是臉書台灣區的 DeBug中心……我們之前就在討論如果罷工一定

沒人理，大家一定很開心世界和平。（聯合新聞網） 

此外，即使此非正式社群內包含 Facebook 官方成員：亞洲區「媒體營運部」

專員，但彼此溝通相當有限，反映出媒體與 Facebook 間的權力關係與利益衝突，

同時也對官方消息來源保持存疑： 

我們群組有加一個臉書官方的，雖然他不一定會跟我們說實話，但你可以問

他問題……臉書亞洲區有媒體營運部，工作坊也是他們辦，也去越南、日本、

香港跟媒體打好關係，推銷 IA、直播……有些演算法更新都是網路謠言，［

Facebook強調沒調過自然生成觸及］屁！……那個臉書官方的是台灣人，

負責 IA 的部分，所以對演算法他沒辦法很直接的回應，但他們會偷看我們

的對話，因為很難得各家小編都會聚集在一起。（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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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媒體的對能見度拼搏策略   

新聞媒體的策略或行動看似有一套「粉絲專頁經營教戰守則」可資遵循（新

媒體世代，2015.04.23）。然而，運算機制時常更動，各個媒體的專頁活動與粉絲

組成也不盡相同。因此，比起所謂的核心原則或發文攻略，新聞媒體更像是基於

看穿規則，游擊式地拚搏更多能見度，承受其中的損失和風險，同時改變策略，

繼續尋求建立暫時的成功模式。 

本研究稱媒體行動為「拚搏」，原因在於演算法不可預測與媒體的從屬者地

位，讓媒體自認必須接受能見度劃分秩序的變動。然而，媒體專頁在策略運用與

經驗累積下，仍然有建構自身能見度的機會。 

依據動態消息目標：「在對的時間將對的內容，展示給對的人」，可以得知演

算法仍考量內容以外的構成要素（Kacholia, 2013.08.23）。本研究將分析面向區分

為：時間、內容、展示、讀者，另加上推廣貼文，以此五個面向分析新聞媒體如

何「拚搏」更多可能的能見度。 

 

（一）時間競賽：倍速搶快與頻率調配 

「即時性（Timely）」被演算法用以決定一則貼文在當下是不是比其他內容

重要。考量兩項指標：首先是即時內容（timely content）；再者是使用者對貼文

按讚、留言和分享的「時間點（when）」。用意在於優待「即時內容」的能見度，

同時也把握時效，因為一則貼文若在發佈後立刻獲得互動，代表該內容在特定時

間下是讓使用者感興趣的（Owens & Vickrey, 2014.09.18）。新聞業一向以即時性

與時效性納為新聞價值，演算法對即時性的考量，更加速媒體的生產發佈標準。 

 

1. 即時新聞增速 

Facebook 從使用者的意見回饋得知，貼文只有在特定時間下被認為有趣，

過時的訊息被認為是不相關的（Owens & Vickrey, 2014.09.18）。根據訪談，媒體

認為新聞「即時」與否，確實讓貼文的能見度高下立判，這也使得部分媒體的能

見度無法和量產即時新聞的媒體相比；多數媒體為競爭能見度的優待，不得不超

越原本的新聞產製流程，加速專頁搶快發佈： 

我們不像《蘋果》那麼 active，但是最近也嘗試做即時新聞，這就讓流量

真的差蠻多的，因為有沒有即時差非常非常多。（關鍵評論網） 

對工作的影響就是搶快，比記者更快，他們實在太慢了。記者在現場，有時

候有比較即時的狀況，像陽明山下雪，但記者從後台系統發到我們這邊後台

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現在都用 Line，讓記者在現場有東西的話，可以先拍

給我們，我們可以先製成一則新聞發出去 Facebook。（聯合影音） 

演算法同時也考量「時間點」，即貼文發布後使用者即時對貼文按讚或留言

的互動率（Owens & Vickrey, 2014.09.18）。換言之，貼文推出後讀者的即時反應

是關鍵。然而，媒體專頁為獲得立即的高互動率，彼此競爭「短暫的即時」，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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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得犧牲新聞的完整性，原有的新聞常規甚至被迫中斷： 

我們現在嘗試做了［即時新聞］後能見度是有提高，但內容就不會這麼完整。

比說 Prince死掉，我們立刻發出那則消息，流量會很好。有時候比《自由》

或《聯合》快一點，我們就會賺到第一波的流量…….但是即時需要人力，

我們人力其實不那麼足夠，所以有做一些人力的調配。也因為即時比較需要

即時的反應，你每天做的 daily routine 的工作就會被中斷，就是會比較麻

煩。（關鍵評論網） 

 

2. 貼文頻率遽增 

 至於提升貼文頻率是否帶來觸及的機會，並獲得更多流量？Facebook 與 29

間媒體合作的研究發現，媒體專頁若一週的貼文數平均增加 45%，導入網站的流

量將上升逾 80%；每則貼文按讚數若增加 10%，粉絲總數將增加 49%。然而要增

加導流「沒有所謂的確切貼文魔法數字」，各專頁所擁有的追蹤者關係不同，提

升貼文頻率的做法未必皆能達到相同效果（Osofsky, 2013.10.21）。 

 對媒體而言，首要問題是如何找出「最佳發文頻率」？部份媒體應對能見度

的不確定性，採取不經篩選的「洗版」發文頻率： 

我不知道哪一篇會被臉書用演算推到動態消息上，所以我們 10分鐘就洗一

篇。我自己覺得［效果］不好啦！但是主管覺得還不錯，因為他們不能確定

哪篇會被推出去，所以這樣最保險……我們可以比別人更快更即時，但是沒

想到後面的效益［觸及效果不佳］。（中時視頻） 

但能見度空間的劃分有限，過度頻繁發文未必能為專頁帶來「存在感」，反

而招致演算法對能見度的打壓，也讓讀者疲勞反感： 

很多做媒體的朋友說這樣效益非常差……我們也發現，久而久之這些粉絲就

會去收回讚，因為你太洗版。或者，他們看完第一則，發現二三四則怎麼都

是同樣媒體就不看了，所以觸及有在下降。（中時視頻） 

很多反應說一直洗版很煩，很多人因為這樣對我們很冷淡吧。（自由時報） 

貼太密集，臉書會覺得你這段期間都在洗版，反而降低觸及，尤其貼的又不

是當下熱門，讓讀者滑走沒有去互動的話……《蘋果》小編跟我講［貼文］

間隔 10 分鐘是盡磅，不然觸及會掉得非常明顯。比如說 10分鐘一則，觸及

是 1千以上，如果低於 10分鐘，10分鐘內每一則都只有 5、6百……所以

我們不敢貼太密集，除非像地震，還有飛彈、選舉開票那天，不管間隔有什

麼貼什麼，果不其然網友就是在臉書上等。（聯合新聞網） 

因此，媒體專頁的最佳發文頻率實為「有限」的頻率。根據訪談，發文頻率

主要來自上級指示；部份專頁係依自身實驗結果。整體而言，各媒體專頁的貼文

頻率已有明顯的加速趨勢： 

貼文排程間距已經調整很多次。（風傳媒） 

對就是得慢慢試，因為我們也有試過 40分鐘 PO一次，但觸及效果就沒有

50分鐘好。（ETtoday旅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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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跟《蘋果》和《ET》比起來應該差不多，他們也是 10分鐘一則。我們

有比較過，一篇文章擴散效率應該是 10分鐘比較 OK，但緊急的新聞就直接

發，比如說昨天的文湖線那要直接發掉，不能排程。（中時電子報） 

以前其實規定，網路流量尖峰時刻，可能半小時貼一則；離峰的話，就一個

小時，或 40分鐘才一則，大概平均一天 20多則。以前流量還比較穩定，後

來因為有些媒體貼文頻率非常高，粉絲團又很大，流量又很不錯，所以一些

長官就希望頻率變高，現在他們要求盡量半小時就一則，甚至未來希望 15

到 20分鐘一則。（中央社）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已歸納出發文頻率標準，來獲得能見度的最佳分配。然

而，這些專頁多屬「綜合性媒體」，每日必須在眾多新聞稿件中取捨，避免發文

頻率過於密集。同時，也得隨時視演算法更新、突發新聞、當日觸及與整體流量

變化，再調整貼文頻率。因此，這套標準是在能見度支配下的妥協折衷： 

新聞雲要推的文非常的多，整個組包含旅遊、美食、生活、體育，還有娛樂

通通都會推……就慢慢地要越來越縮短距離（ETtoday旅遊雲） 

後來有段時間開始工讀生又會來寫稿，稿量暴增，有時候一天擠到 6、70

則，單一觸及率會非常低，最後現在半個小時一則算是折衷的結果……如果

有很急的新聞就會一直丟……假設那時候的 GA流量比較少的時候，又會再

PO一則可以促進流量的那種文章。（風傳媒） 

如果當天流量太低，會在熱門時段比如中午或晚上 15 分鐘貼一次。（關鍵評

論網） 

看情況，平日不會太密集，但綜合性媒體有什麼就要貼什麼，不像周刊、雜

誌或分眾的健康、娛樂。所以最後妥協 15 到 20分鐘就要貼一則。以前 2012

年是 1小時 1則，那時候粉絲數是 5萬，現在是 40萬所以不能比。但我們

後來從半小時 1則，再到 20分鐘 1則，最後平日 10 分鐘 1則，假日 15分

鐘 1則，因為假日沒那麼多東西硬貼也不好。（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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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新聞媒體專頁貼文頻率 

 貼文頻率變化 

報紙  

蘋果日報 （受訪同業表示）10 分鐘一則 

聯合新聞網 從一小時調整到 10 分鐘、假日 15 分鐘 1 則 

聯合影音 從 40 分鐘調整到 5 分鐘，稿量多時隨時就發 

自由時報 每 10 分鐘 

中時電子報 每 10 分鐘，突發新聞隨時發文 

中時視頻 有新聞就發（約每 10 分鐘一則），無發佈篩選 

網路原生  

中央社 從一小時調整到 30 分鐘，未來 15 到 20 分鐘一則 

關鍵評論網 每 30 分鐘，熱門時段 15 分鐘一則 

風傳媒 從 40 分鐘調整到 30 分鐘，假日凌晨 2 時到 6 時未排程 

ETtoday 新聞雲 （受訪同業表示）10 分鐘一則 

ETtoday 旅遊雲 從一小時調整到 30 分鐘一則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3. 貼文時段選擇 

隨著能見度競爭越來越激烈，媒體專頁考量讀者的閱讀情境來發布新聞，有

助爭取被看見的機會。Facebook 的使用情境則多為通勤、等待的時間下的碎片

式觀看（沈孟學，2015.08.12）。如同國發會調查，行動上網的前三高使用情境分

別為：搭車等車時滑手機（每百人次 79 人）、邊看電視邊滑手機（每百人次 63

人）、跟家人朋友吃飯（每百人次 62 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35）。 

因此，媒體嘗試理解如何為讀者在「對的時間發對的文」？專頁參考的根據

為 Facebook 粉絲專頁洞察報告，有助尋找最能有效觸及人數的時段（林成翰，

2015.01.09）。根據訪談，媒體專頁的「讀者作息」是判斷特定貼文時段的關鍵；

此外，大型媒體專頁多屬「綜合性」，以特定時段來發佈不同貼文，可適度區分

目標受眾，提升能見度分配效率和準確度，讓特定時段活躍的讀者，能適時看見

當下偏好的貼文，同時有效觸及： 

貼文的熱門時間，其實每隔一段時間會變，最近的話大概是中午的時間，還

有晚上。（ETtoday 旅遊雲） 

貼文要看時段吧，我們貼文久了會發現不同時段有不同效果。（聯合影音） 

我們主粉絲頁是綜合性，可能會有旅遊或有政論什麼都會有，Facebook 就

會把適合的人推到他前面嘛！我們比較難像旅遊或商周那樣，有比較固定的

TA。（關鍵評論網） 

我們還有 3個小編，我沒有硬性規定他們怎麼做，但我早上 8點前的通勤時

間會排文教類新聞，因為那段時間很多家長和學生，他們搭捷運搭公車會滑，

尤其指考新聞在早上和晚上會差很多。（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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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飯時間我們就放一些跟食物相關，下班通勤時間就放一些職涯相關，

可能你下班通勤時間很累，也想看你未來適不適合這份工作。或在早上上班

通勤時間推一些學英文的，就是比較輕鬆的啦。（關鍵評論網） 

針對內容類型，媒體專頁歸納出軟性新聞和硬性新聞最有效率的貼文時段。

首先，媒體認為軟性新聞，例如生活消費、娛樂名人、八卦腥羶色的新聞適合在

晚上時段發布。一方面符合多數讀者的閱讀習慣，確實能被分配到更多能見度，

吸引點閱。另一方面，媒體也希望這些不具重要新聞價值的內容，在競爭能見度

的同時，降低品牌形象的傷害： 

晚上的時候貼一些生活娛樂類，就大家下班通車看。（聯合影音） 

上班時間、下班時間、通勤時間就推輕鬆的文章。（關鍵評論網） 

我們生活是晚上開始，9點開始每一小時發一則……可能會一路排到第二天

早上，去墊大家開始去睡覺的那個時段。（風傳媒） 

像比較勁爆麻辣八卦腥羶色會排到晚上貼，因為會批評這類新聞的衛道人士

已經睡覺了，等他們醒來這些新聞的生命週期也已經結束，不會再出現在他

們動態消息上，就是早上賣便當晚上開 Bar的感覺。（聯合新聞網） 

相對來說，富含資訊性的硬性新聞適合在深夜或睡前發布。由於讀者作息涉

及不同使用情境，顯見媒體企圖融入讀者的一日生活當中，以拉抬能見度： 

比較硬的新聞會排比較深夜的時候，因為我們發現，大家好像睡前比較想看

資訊性的東西喔！是真的，就貼久了就會發現觸及率有差，就可能上班時段

就還好，大家都在上班上課所以流量也不會特別高。（聯合影音） 

比較政論比較 hardcore 一點的文章就推深夜一點，就是靠著方法去鞏固那

些粉絲。（關鍵評論網） 

 

（二）內容競技：刺激反應與追隨熱度 

媒體專頁發佈的新聞來源包含記者的報導，以及即時新聞組、網搜小組因應

網路市場大量產製的稿件。專頁在有限的發文頻率下必須對新聞「選材」，同時

給予讀者閱讀「框架」以刺激點擊和觀看，最後依據讀者反應，再回報給組織生

產可吸引讀者的新聞。根據訪談，組織並未對選材與內容框架，設定既定遵循標

準或新聞價值綱領，主要交由專頁管理者依據組織對流量目標的設定，以及組織

既存品牌形象，有限度地發揮選材、框架和發布的空間： 

基本上是自由心證，由小編自己決定，有一些是編輯或總編輯會說哪一則要

排，尤其國際最容易被忽略，他可能會指定幾則，可是排幾點就看你。（風

傳媒） 

篩選一定會啊！看最近熱門什麼……就是看個人對什麼比較熟悉，因為畢竟

要對這則新聞有一些想法，才有辦法把它發出來，不然你小編的話也寫不出

什麼東西，這篇新聞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中時電子報） 

第一是即時性、第二重要性、第三是教育性、第四再來是娛樂性，就是這個

會讓粉絲團紅，可能是國外趣聞、誰家的貓狗怎樣…….因為《聯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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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教育意義，覺得粉絲應該要知道……我們是導流和經營品牌形象並行，

導流也不是百分之百仰賴臉書，所以明知道貼這個沒有人看，但我們會貼。

（聯合新聞網）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配合「導引流量」的主要任務，在「內容」上的拼搏策

略，可歸納出選材爭取關注、框架刺激反應、標籤追隨熱度三個面向。 

 

1. 選材爭取關注 

多數媒體認為貼文「內容」幾乎決定可獲得的能見度分配。隨著經驗積累，

媒體自有一套可以「救流量」的判準，並歸納出受歡迎的新聞類型。題材大多具

備軟性娛樂的價值，較能引發讀者興趣，容易達成「社群擴散」效果： 

我覺得要看議題，假如那議題大家都沒什麼興趣，你再怎麼把它放到重點動

態或是一直發，人家就是不點進去，不按讚就是不按讚。（風傳媒） 

我們新聞比較偏編輯那邊去操作，編輯自己其實蠻有經驗的，知道那些東西

在社群上會有傳播的效力。比如說當天做 6篇新聞，他們就會挑 3篇相較之

下有社群傳染力的貼上去，專欄的話就會每篇都會貼。（關鍵評論網） 

我覺得流量好不好，主要真的是內容決定一切，因為看過內容覺得好你會願

意給它一個互動，比如說按讚、留言或是分享，但如果本身質不好的內容，

人家看了就覺得你騙流量，就出去了，不會留下任何的互動，就會影響曝光

好或不好。（中央社） 

綜合整理，各家媒體專頁認為容易獲得能見度的新聞類型，有下列幾項： 

 

(1) 人情趣味、正向與新奇 

多數受訪者認為傳統新聞價值作為發佈判準，不一定能夠讓專頁建構更多的

能見度。根據訪談，媒體認為「讀者喜歡看的新聞」，多以正向、人情味、新奇、

有趣或與台灣相關的故事，因此在動態消息上，新聞裡的主角是否知名不再那麼

重要。呼應 Bro & Wallberg（2014）對新聞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守門研究，媒體

專頁的熱門文章中，不知名的行動者（unknown actors）之所以讓互動率高，可

能因為不曾被報導，或行動者不尋常的經歷或表達方式，讓故事值得被發佈。台

灣媒體專頁，也將新聞重點放在這些容易受歡迎的故事： 

之前有個韓國年輕人帶老媽環遊世界的那篇，這種感人的故事。或是有間包

子店老闆他買包子還會送書，鼓勵當地的書商就是獨立書店什麼的。這種類

型的故事其實粉絲比較喜歡，可以明顯感受這種正向、有內容、有人情的故

事，確實比較能夠吸睛。（中央社） 

另外，可能是跟台灣有關的東西，大家會比較看到，比如說台灣有哪個人很

厲害，然後登上《Science》，或者像前陣子很流行誰把台灣視為一個國家，

這種比較容易讓粉絲有共鳴、討論，它的效果會比較好。（中央社） 

日本大小事都一堆愛看，所以越 PO越多越寫越多，可是這算不算新聞我也

不確定。有時候也不是自己寫，是人家授權，像我們有《中央社》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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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刊》的新聞。（風傳媒） 

比較熱門的貼文通常就是新的，新的景點、新的資訊，或者是全台唯一啊，

全世界……就是特別的東西、新餐廳啊，大部分那種原則上都還不錯，就是

一些彙整性的文章，其實像我們是內勤嘛，比如說我們會整理最近三個月新

開的餐廳。（ETtoday旅遊雲） 

 

(2) 感官主義與名人八卦 

多數受訪者認為嚴肅議題在動態消息上不夠受歡迎，因此在沒有足夠的新聞

素材可以創造流量下，聳動、血腥和辛辣為題材的新聞故事、圖片或影音，由於

感官情緒感受最強，最能在動態消息上刺激讀者，引發注意力，提高新聞能見度，

成為最方便的「流量製造機」。此外，犯罪衝突、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

名人或娛樂等報導範疇，也確實容易讓讀者感覺興奮。但受訪者也強調，讀者對

這類主題容易給予新聞專業上的負面評價，因此也會「糾結」於這類新聞對其他

報導範疇的取代： 

對我來說每天都一定會發車禍啦！不是小車禍，是連環車禍那種，我也不想

一直發這種影響社會大眾心情，但有時候偏偏你又沒新聞。這種新聞有些有

趣的點，這樣講很沒人性、沒良心，但因為特別血腥，或是發生意外的方式

特別誇張，或是撞到特別年紀太長或太小，這些會有人看……會進到在線前

20名，但這方面心裡會糾結。（自由時報） 

我們主站的新聞［專頁貼文］的話，一定至少都會五萬以上，除非是很短的，

最高我看過一百萬的……像我們今天幾個單則貼文觸及有破 18萬，平常 20、

30幾萬就算多。一些名人類，像今天林書豪，還有小英要唱禁歌、趙少康

被拍到介紹爆乳 DJ，趙少康那則還蠻多人看的有 30萬。通常觸及高的都是

娛樂八卦，不然就是政治吧。（自由時報） 

有人說幹嘛貼黃安的新聞，但事實上他在我們選舉那天［流量］是跑最好的，

總共 4、50萬中，有 3、4萬的流量都是黃安這則新聞。（聯合影音） 

 

(3) 涉及身分認同和煽動情緒的引戰文 

Facebook 建議媒體專頁應選取融入社會情境的標題和圖片，尤其要讓貼文

內容帶有身分認同和情緒呼喚，這類「認同」和「情緒」被形容為讓使用者「分

享的關鍵驅動器（key drivers of sharing）」（Facebook Media, N.D.a）。 

根據訪談，身分認同、意識形態、統獨立場、兩岸國族問題和外媒怎麼看台

灣，以及社會階級、性別議題與世代差異等新聞題材，由於挑戰讀者的價值觀，

或激起直覺式的同仇敵愾，容易被用來借題發揮和製造輿論。背後目的仍是引起

社群上的爭辯，以建構更多被看見的機會： 

我們比較多互動的都是有爭議性的文章，因為我們是以不同觀點著稱嘛！所

以常常會有極端觀點的人來投書，可是就會有很多酸民會出來。（關鍵評論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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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意見不一樣還是會 PO，反而可以引戰帶出參與度，我們小編很喜歡這

樣子，讓長輩的玻璃心碎掉。（聯合新聞網） 

這類刻意營造的「引戰」選材，其中的議題是否都值得公眾討論或關注？多

數受訪媒體認為，這些爭辯主題未必都是當下攸關公共利益的議題，多數主題仍

屬各說各話，或純粹達到煽動情緒、嘲諷之目的。因此，媒體專頁普遍曾被質疑

選文標準，被給予負面的評價。然而，最終媒體仍然藉由引戰，獲得能見度而受

益，更多觸及同時也帶來後續更多的流量： 

讀者常會人身攻擊啊！詛咒我什麼的。之前我沒注意，就把一則貼文貼出去，

因為我們工讀生超幽默，挑了一張黃國昌爆醜翻白眼的照片放在大圖上，一

推出去就被狂罵，畢竟我們這裡支持黃國昌的讀者比較多，就狂罵我們醜化

戰神。我有出來回應但也有被罵，應該處理的還不錯，我應該算是會避重就

輕把問題處理。（自由時報） 

我覺得他們非常期望我們小編本人出現，他們想要戰到我們出來叫他們不要

再罵了，他們藉由罵來引起注意，但是我就是偏不回覆，因為有些真的太偏

頗，甚至指名道姓說這篇文章的編輯也太爛了吧，直接把名字罵出來。我通

常會隱藏留言，因為已經人身攻擊，有些會說你們選文標準怎麼這麼差啊！

提一些沒有建設性的回覆。（關鍵評論網） 

留言大概十之八九都是比較強烈一點的意見，就是想要罵，因為我們不管講

什麼都會被罵，比如說報比較偏獨的文章，就會變講說台獨。偏統的時候就

會說《風傳媒》統媒不意外。我就裝沒看到啊，但垃圾訊息或者太極端的，

都會刪。（風傳媒） 

 

(4) 瑣碎化的廢文 

市場導向下，媒體聲稱報導是由消費者決定，並將生活瑣事、小題大作、支

離破碎的資訊視為內容多元化的一部分。如同《蘋果日報》為提高點閱和廣告量，

強調「廢文」無法開創市場，卻無法捨棄廢文做為市場的一部分，因此「專業的

要更專業，快要更快，廢文要更廢」（何國華，2014.07）。 

根據訪談，部份媒體同樣認為只要讀者有興趣的內容就值得發布。由於動態

消息上的閱讀行為和報紙不同，藉演算法對內容的篩選，這類「無聊新聞」、「小

新聞」或「廢文」可能符合部份讀者的喜好或需要，因此專頁也透過多元發稿來

測試讀者的偏好： 

有點奇怪，讀者好像覺得這些看了沒關係不算廢文，我覺得是不是對什麼是

新聞有誤解？這些每天都發生，明明就不是什麼大事…….雖然每天新聞不

可能那麼多，也是要做一些小新聞，但如果很認真的話，我們其實 24小時

都在發文，不一定要發那些新聞來調整中間空檔，雖然不能空到 30 分鐘。

但如果這則剛好在新聞點，又會有人看，還是會發出去。（自由時報） 

如果是跟馬英九相關的無聊新聞的話，像馬的春假有哪些行程，那種新聞流

量會非常糟糕，可是如果是馬英九講一些比較重要，會讓人家想點進去的話

 



62 
 

那種就比較多啦！可是換成是蔡英文講一些無聊新聞的話，就還是會有很多

人點進去。（風傳媒） 

雖然此類新聞混淆重要議題與瑣碎消息，有礙重要議題報導和討論，然而受

訪者也表示，在專頁發布該發的貼文後，廢文等不相干的新聞資訊在陪襯之餘，

往往帶來觸及和點擊上的成效： 

我不會認為我自己真的多專業，因為我常常也會為了觸及率跟 PV而去推一

些蠻廢的報導，但在重要新聞上，我要推的時候我都會先確認，或看稿子的

形式、寫法和導言是怎樣，再看要不要改要不要推。（自由時報）  

 

(5) 加值新聞與簡化訊息 

由於動態消息上的讀者講求能快速接收、易於消化理解的資訊。部分受訪媒

體表示，當新聞議題涉及複雜訊息，在動態消息上容易被讀者忽略，因此透過「懶

人包」或「資訊圖表」等新聞工具以圖文說明、簡化整理過的資訊，能夠為新聞

「加值」。此類新聞方便讀者閱讀，容易引起社群間的分享擴散： 

經過小編處理過、加值過的資訊，它曝光效果會比較好。比如地震的時候，

會整理災害資訊。我們之前做過很多國際的特企，如果這些國際新聞有加值

過，銷路會比較好，比如說懶人包、資訊圖表，粉絲接受度會比較高。因為

一般新聞其實就是一個圖或一個 500字的文章，沒那麼多內容，曝光可能就

不那麼好，還是會有差別。（中央社） 

應該就是整理文吧，因為一開始記者出去外面跑就是單間單間的嘛，今天去

哪個哪個記者會，然後發的都是記者會的稿子啊，或是他採訪什麼人啊什麼

的，但自從有內勤編輯後，因為不用跑記者會，他就可以上網搜尋一下最近

在夯什麼。（ETtoday旅遊雲） 

這類經編輯過的資訊通常切合時事，具有時效性。但多數受訪者表示，在組

織人力吃緊、流量要求，以及時間壓力下，工作負擔更形加重，現有人力和資源

難以為讀者「加值」具有話題性或有意義的新聞題材： 

我們會看整篇文章，因為選材的好壞其實是影響推文的重要因素，所以當然

希望有內容，或有話題性的東西，但這就牽扯到，當你貼文頻率變高的時候，

以前小編可以在貼文前，在網站選所有的新聞，或把想貼的東西做編輯和加

值，但時間縮短的話，小編沒有時間做這些，就很容易選到不好的，或只能

將就去貼一些比較沒內容的東西。（中央社） 

 

2. 框架刺激反應 

許多專頁將能見度競爭視為「社群行銷戰」，動態消息成為貼文的競技場，

企圖刺激讀者反應（黃逸旻，2014.03.14）。Facebook 同樣建議專頁對貼文加上

「評註（text prompts）」或「呼喚行動（calls-to-action）」來增加互動率，因為缺

乏互動的貼文，自然容易消失（Facebook Media, N.D.a）。根據訪談，媒體專頁為

增加能見的機會，而為新聞內容再度框架，帶有刺激、聳動、煽動情緒的新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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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評註，成為容易吸引讀者目光的「誘餌（bait）」。 

 

(1) 新聞標題 

傳統的新聞編輯除挑選新聞稿件外，亦編輯標題為讀者提供充足資訊。然而，

Facebook 上的新聞編輯必須思考哪些「標題」可以立即獲得社群擴散（go viral），

這類標題創造出「好奇間隙（curiosity gap）」，留下問句、曖昧不明，卻又吸引

讀者點擊連結找出答案，許多依靠 Facebook 快速崛起的媒體 BuzzFeed、Upworthy

都擅於製造此類標題和文章，引起許多新聞媒體仿效（Velayanikal, 2015.02.06）。 

對照國內新聞媒體，標題確實是讓讀者在動態消息上停留的關鍵，大多受訪

媒體仍在不斷嘗試實驗不同形式的標題：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在新聞本身的標題，我們的引言或許會有加分或扣分的效

果，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標題，所以標題很重要。（自由時報） 

貼文被分享的時候，標題會跟著你的分享走，但是他不見得看的到你寫的眉

批，因為分享的時候可以選擇要不要你原本的眉批嘛！所以以前來講，我們

會覺得標題非常重要，那現在就是都很重要。（中央社） 

要讓讀者比較容易看到的話，主要是標題吧。（ETtoday旅遊雲） 

無論實際新聞內容是否重要，多數媒體專頁通常在標題「製造懸疑」提供足

夠的點擊吸引力，卻也招致讀者認為「有爭議」或「不客觀」。雖然在動態消息

上若無法引起讀者興趣，可能連被看見的機會都沒有。然而，標題僅是第一步，

新聞內容仍然是讀者最後能否對貼文互動的關鍵，因此受訪者同時也認為這樣的

操作方式需要再考量： 

他講了什麼什麼 OO話，讓大家都驚呆了像這種，就是要讓你點進去，把答

案刪掉。尤其是生活最多，我覺得是生活最先開始有，後來發現這好像會帶

進流量，然後［主專頁］就開始也這種操作方式。（風傳媒） 

編輯能做的就是在標題多下功夫，或是在上面那一行小編的話，如果要多吸

引讀者來看，現在很多新聞標題都弄得很像內容農場，什麼什麼竟然OOO這

樣，來吸引讀者的目光。（中時視頻） 

主要是標題啦！下標的方法的確影響點擊數。像我們會做新聞網摘，但每個

編輯下標的方法不一樣，有些編輯很在意點擊率，就會特別在標題下一點功

夫，可能比較爭議性。我們讀者就會覺得不是應該中立嗎？為什麼你們標題

會那麼戰，就是很引戰，但是那些罵的人其實也點進去看了。就是取捨啦！

但是都在我們的容忍範圍之內，雖然戰那內容是 ok，就是給你們罵，我們

現在對於罵是隨便他們。（關鍵評論網） 

此類標題常見的可能手法包括：耐人尋味的問句或藉由矛盾勾起讀者好奇心、

契合時事、對讀者承諾會提供忠告或推薦性意見、鎖定特定目標族群關心的事、

用誇飾法強調內容價值或公開揭密（黃逸旻，2014.03.14）。這些聳動標題只給予

空泛資訊，透過「釣魚點擊（click-baiting ）」引誘使用者對貼文進行反應、甚至

提升演算法的相關性分數加權帶來社群擴散，一直是 Facebook 首要打擊目標，

 



64 
 

先後曾利用演算法更新辨識並降低擴散，同時開發新的「連結格式（link-format）」

讓使用者在點擊前，能夠先看到部分內文開頭，選擇是否點擊（El-Arini, & Tang, 

2014.08.25）。 

部分媒體專頁認為，在 Facebook 嘗試對「釣魚點擊」降低能見度下，這類

新聞標題應該要被減少使用，因為不僅讓讀者在點擊後造成失望感，也導致讀者

回流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演算法更新對此類標題的能見度打壓，可能讓在標題

上態度保守的媒體受益： 

臉書因為要消滅內容農場，所以農場式的標跟圖真的被降低觸及，以前那種

《卡洛普論壇》、《宅宅新聞》很常出現在我動態消息上，因為很多人去互動

臉書會判斷這是熱門貼文，但最近這半年來很少看到了。我覺得調整是有效

的，我們比較中規中矩、很少這樣的操作所以影響不大，其它媒體可能影響

很大。小編是比較年輕很想這樣試，可是素材就是這麼中規中矩，甚至社會

新聞人家寫的就是情慾小說，我們寫的是法院訴狀，沒辦法做太多懸疑的操

作。臉書發布這樣的政策我們反而是受益的，因為別家都這樣我們沒差。（聯

合新聞網） 

 

(2) 主觀評註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認為貼文附加的新聞評註是「下功夫」之處，這些主觀

的個人意見被稱為小編的話、眉批、點評或引言等，過去新聞專業要求的客觀中

立被淡化，「不必客觀」甚至成為刻意營造的效果。例如《壹週刊》專頁負責人

林宜聰表示，新聞評註主要來自新聞閱讀後的個人感想，多為自發性、貼心的時

事提醒或分享；《ETtoday 新聞雲》編輯 Ann 表示，引言會運用鄉民語言、熱門

偶像劇劇情等，以輕鬆方式讓讀者共鳴（林成翰，2015.01.09）。然而，為新聞評

註的編輯並無經營新聞路線，亦無實際採訪經手的新聞，而是出於組織對流量的

要求，自我量度分寸給予新聞中的人物或議題評價，因此煽動讀者情緒與直覺反

應也可能是刻意的手段： 

眉批是一定是會有影響的……雖然以前主要還是用電腦看，視覺的圖片跟標

題會比較大、比較清楚，眉批是等大家看完圖片後才會回去看。但現在因為

滑臉書的關係，一開始出現的就是眉批，所以現在眉批跟標題都同等重要的，

希望都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中央社） 

小編的話會跟鄉民的話結合啦！就是最近紅的：可能就是什麼 87分啊，如

果這些新聞可以跟這些東西合在一起的話，就會盡量。我們會去關注一些網

路流行用語，然後用自己的話再解讀這樣。（中時電子報） 

講難聽一點，小編不可以太過客觀，你做為一個新聞媒體人，每一家媒體都

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你越偏激地講會吸引越多的讀者來留言，就會有越多人

來看。這兩天有一則還不錯，賴清德市長在所有縣市都公布停班停課後，他

最晚公布而且還公布上半天課，隔天不是被罵爆嗎？我們就用很偏激的話去

罵賴清德，因為《中時》很藍，你一罵，不只有藍色的看到，有人看到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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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同了，那讚同的朋友中一定會有綠色的，綠色就會進來罵，這時候就會集

合兩邊的人力去看的這則新聞。（中時視頻） 

有一次中國網友翻牆過來，可是我們的重要政治人物或話題性人物他們都不

認識，我有在引言上面故意貼：蔡正元的臉書傳送門、邱毅臉書傳送門，跟

他們說這是你們的戰友之類的……後來不是還有人誤會蔡正元就是蔡英文

的弟弟嗎？我們有寫這篇，然後我引言就說：分享一下蔡英文弟弟臉書的傳

送門，然後直接在下面貼蔡正元的臉書。（自由時報） 

部份受訪者認為，許多讀者在點閱新聞前，就直接依賴貼文的新聞評註、圖

片、標題，判斷是否對貼文反應，包含：點讚、留言或分享，甚至影響讀者對議

題的認知、態度評價。因此，對部分讀者而言，新聞評註的影響力有可能超越新

聞內容本身，應當謹慎審酌具爭議性的新聞評論走向： 

其它媒體的操作更適合台灣的 FB生態，所以擴散和經營方法都比較大。我

們比較保守，不會寫一些吸引人家點進來，尤其小編寫得越清楚或讀者在下

面討論越多，就不太會再點進來。我們主頁有一個妹妹貼錯新聞連結……點

進去是別則新聞就是出包，我拉下面留言看根本沒人發現新聞放錯，十幾個

留言完全沒人發現這是另一篇新聞，代表他們根本沒有點，沒看內容就在討

論。（聯合新聞網） 

我們基本上不在貼文加註個人意見，因為這樣就失去中立的立場......我們

的立場就是文章的立場，但不會再用文章的立場，去表達我們的立場，這有

失我們的宗旨……因為我們寫出來的引言都是文章的精華，所以不用我們個

人的意見，這樣就已經夠戰，夠容易被戰了。（關鍵評論網） 

導言我個人覺得影響不太大，不要講錯話就好，因為有小編講錯話被罵，一

開始做都會被罵其實。（風傳媒） 

 

3. 標籤追隨熱度 

Facebook 建議媒體專頁「掌握趨勢話題」2發佈貼文，透過觀察 Facebook

提供的趨勢話題／熱門話題（trending topics），即時分享與該議題相關的貼文，

能夠增加社群關注度（Facebook Media, N.D.a）。Facebook 也指出，即時向使用者

展示趨勢內容，可讓使用者立即與好友或專頁參與討論，經過小比例的貼文測試，

平均可提升 6%的互動率，即分享、留言、按讚或點擊（Owens & Vickrey, 

2014.09.18）。 

「趨勢話題」會列出近日在 Facebook 上討論度急速攀升的「話題」和「主

題標籤（hashtag）」3。即便「趨勢話題」欄位僅開放給特定國家／地區的英語用

戶（Facebook，無日期 b），並未開放給台灣使用者。然而，許多受訪者表示，

在貼文中使用當下熱門新聞主題作為「關鍵字」或「主題標籤」，可增加在動態

                                                      
2趨勢話題會依國家顯示一連串近日在 Facebook 人氣當紅的主題，該欄位在網頁版 Facebook 的

右邊（Facebook Media, N.D.a）。  
3至於 Facebook 如何判斷哪些內容屬於趨勢話題？該清單依據許多因素（包含使用者說讚的粉絲

專頁、地點和 Facebook 熱門話題等）提供個人化的內容（Facebook，無日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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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中的能見度。演算法藉此得以判斷該貼文是否包含當前熱門議題，並決定貼

文是否值得在當下被看見。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都已熟知演算法對「趨勢話題」的篩選，透過貼文內的

「關鍵字」或附加的「主題標籤（hashtag）」，主動自我格式化來符合運算標準。

這也呼應社群行銷公司的社群媒體數據分析，同樣也對特定議題以關鍵字篩選，

觀察專頁的包裝方式與社群擴散效果（Qsearch，2015.09.15）。受訪媒體認為這

些方式改變了原有的新聞規格，有助貼文被判斷為趨勢話題： 

演算法會篩選現在 Facebook上哪一類的貼文最多人在看，或是哪一類的貼

文最多人分享，它會透過 hashtag的功能來調整排序，比如說你tag小燈泡，

你滑臉書可能就會看到，許多媒體 tag小燈泡的貼文被整理成一個小區塊，

所以這也是最近大家 hashtag用得越來越兇的原因。（中央社） 

臉書自己會抓我們引文或者是標題裡面的關鍵字。所以基本上我們會讓這些

關鍵字都會出現在標題，那引言就是用來再對標題補充說明，所以不會讓臉

書抓不到關鍵字。（關鍵評論網） 

我們寫稿之前，都會先進全站的熱門關鍵字參考，進來網站的都看的到，如

果其他媒體要參考也可以過來。像今天最熱門的關鍵字第一個是：三星，然

後它會告訴你這是什麼新聞，然後其他家媒體就會過來抄，因為這在我們站

內很熱門，第二個：凱蒂佩芮。第三、第四是什麼這樣。這些新聞中流量最

高的就會進來變成關鍵字。我們就會再去搜三星是不是又爆炸了，還是Note7

又發生了什麼事。（中時視頻） 

現在還可以tag報導內容的人物，例如：@蔡依林，或#肯亞電信詐騙案等方

式，透過主動的方式讓更多人看到報導。（自由時報） 

增進觸及比較沒有所謂直接的方法，間接的話tag應該算是。只是有一些形

式上的規格會改，比方說：調查新聞，上面就要寫『#獨家』；然後有配稿的

話，下面要把配稿連結貼上去。以前國際新聞就直接貼，然後上面只要打引

言就好，後面漸漸改成要加tag，好像是要增加觸及率，後面再講說要看更

多國際新聞要看這個專頁喔！（風傳媒） 

 

（三） 展示類型：原生影音的能見優待 

Facebook 透過「媒體平台（Facebook Media）」公布最新產品訊息，並提供

「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s）」以供仿效。其中「導引流量到自家網站」的可行方

案，Facebook 建議媒體專頁多發布「各種類型（variety of format）」的貼文：交

叉使用連結、圖片、影音和其它內容（Facebook Media, N.D.a）。換言之，貼文展

示可透過不同媒介形式，端示如何滿足對貼文類別有不同偏好的讀者。 

根據訪談，即使 Facebook 鼓勵交互使用不同類型的貼文，許多受訪者表示

動態消息演算法演化出一套「觸及規則」，不僅對不同類型的貼文，在能見度分

配上有顯著差別待遇，也直接影響新聞選材和「說故事」的方法。媒體專頁嘗試

過的貼文類型包含：純文字、照片、連結、影音。其中，純文字、照片已不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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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今的讀者需求；連結的能見度相對穩定；影音則最能獲得能見度優待的機會。

組織轉而要求增多影音發布，排擠其它不容易被看到的貼文類型： 

一開始演算法權重是圖片帶文字會比較好，所以圖片好不好看很重要，如果

只是一個人在講話那沒有用，圖片要能說故事，所以選材比較多軟性、明星；

政策類因為照片都是部會首長帶頭或情境示意，所以比較少；財經新聞更麻

煩，因為抽象的要有圖表來帶，但等圖表做出來太慢，所以那時候兩者並行：

一個是新聞帶圖片然後看更多的連結，另一個就是單文字，因為那則新聞很

重要有即時性。（聯合新聞網） 

過一陣子演算法突然改成，只貼連結不需要產生縮圖，內嵌後產生縮圖我們

刪掉。那段時間是《蘋果》先發現，各家跟進，我們本來貼連結但觸及普普，

結果他們發現要上面打標題，然後再上面是小編的話，所以你看不到圖甚至

連標題都沒有，對使用者來說這種奇怪方式，直觀沒辦法判斷我想不想點，

所以小編的話很誘人，或是標題語嫣未詳、沒有講完，引導式標題會讓人想

點進去看，那時這種形式的觸及超高。（聯合新聞網） 

一開始的策略主要跟著 Facebook在走，以前 Facebook會限制單獨圖片形式

的貼文，曝光就是不會好。現在 Facebook很重視影片的曝光，所以主管當

然也要求…….現在幾乎每天都推一到兩支影片，希望提高粉絲團的曝

光……因為圖片的曝光實在太不好，除非比較吸睛、絕對會紅，不然很少在

用。現在各家媒體比較常用連結，因為有圖、有標，可以塞比較多資訊在裡

面，導流效果也算比較穩定。然後純文字，以前也常用啦！但現在划手機講

求視覺效果，沒有圖片的話，純文字一下就被滑掉……但有時候想著重在文

字、比較長篇幅的，還是會用。影片的話就不用講，因為曝光比較高，所以

比較會用。（中央社） 

不同類型的能見度一定有差，Facebook現在主打影音嘛！影音的話他的散

播率會最快，但它沒辦法導流。再來就是連結，網路大部分都會說圖片比連

結還要好，可是我們是連結的觸及比圖片還要好，也可能是我們圖片不夠精

緻啦！那文字的話我們比較少做，除非是編輯公告，或伺服器壞掉這種。（關

鍵評論網） 

臉書也是有個制度，最早是專頁善用分享貼文的話，會先幫你推播到使用者

的動態消息上。過一陣子又改版，變成圖片……到後面又變成影片，所以現

在不管怎麼刷動態消息所有新聞媒體都是用影片呈現。（中時視頻） 

許多受訪者認為，能見度差異是 Facebook 基於商業利益下，有意主導的結

果，藉著演算法提高特定類型貼文的能見度，來攏絡新聞媒體配合其產品政策。

對照 Facebook 的產品策略，確實「個人化影音內容是 2015 年發展重點」。反映

在官方統計的使用者每日影音觀看次數（40 億次）、專頁影音類型轉為原生影片

（Native videos）、協助廣告主產製影音廣告的大中華區創意部門成立，展現以影

音擴增廣告營收的意圖。面對差別待遇的質疑，Facebook 大中華區總經理梁幼

莓回應：「沒有特別去調高影片的觸及率」，演算法仍然依照「相關性有多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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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有多強」來判斷什麼是「好的內容」。換言之，Facebook 堅稱是使用者

喜歡影音內容，才促使影音的觸及率上升（陳薪智，2015.07.28；鄒昀倢，

2015.07.29；沈孟學，2015.08.12）。 

根據訪談，受訪媒體全數質疑 Facebook 未調整影音觸及率的說詞。媒體普

遍被 Facebook 預告其推廣影音的強烈企圖，而媒體的貢獻可享有「原生影音」

在動態消息上「自動播放」和「瀏覽次數統計」，這兩項足以讓熱門影音更熱門

的設計，成為 Facebook 的讓利（Facebook Media, N.D.c）。影音增添聲光娛樂，

快速吸引目光，已說明此功能的設計在運算下所能享有的能見度特殊待遇。對實

際能穩定產出影音的媒體專頁，有顯著的能見度提升： 

臉書之前它有預告影音，因為它們要幹掉 Youtube，希望各家有影響力的影

音都上傳到臉書，會擴大觸及增加擴散……臉書幫忙擴散的是上傳的影音檔

案，而不是帶有影音的貼文……本來是以新聞為主體，影片是附帶，現在換

過來變成為了觸及為了擴散，把影片拿出來貼，影片為主連結為輔。（聯合

新聞網） 

我們有發影片也有發圖片，混著發。我覺得演算有幫助影音，觸及人數有明

顯增加，明顯數量增加蠻多，觸及有增加到 2到 3倍。（中時視頻） 

主管也都希望我們多發一些影音……我們影音的一般觸及都會跑得比一般

貼文好，因為臉書本身在推行，也希望我們配合，所以內部機制會讓影音曝

光度變高，促使我們必須要去發影音。（聯合影音） 

然而，原生影音的設計與媒體專頁導引流量之目的有所衝突。由於「原生」

的能見度優待在於透過「上傳影音」的內嵌發布方式。因此，最大問題是讓讀者

不須點擊，就能夠在動態消息上看完新聞。因應組織要求，專頁仍發展出許多行

動把讀者「再帶進網站」。普遍的做法在於引誘讀者觀看「影音精華」後，呼籲

「點網址觀看更多」；不擷取精華而直接產製「完整 SOT」的專頁，同樣以「貼

連結」來導流；亦有利用主專頁貼文來分享「專責影音的媒體次專頁」貼文，可

以免去這兩難之間的取捨： 

就是透過短影音播完後會出現的觀看更多連結……如果你在臉書滑過去看

到一則影音三分鐘的話，可能沒人要看，所以大家會把最精華的、可能是某

句話，在 2、30秒內，讓你滑過去時停下來把它看完，像《蘋果》不也是很

多嗎……因為在手機上真的不會看很久，也受限聲音或沒戴耳機，所以我們

都會上字用看的。（聯合影音） 

上傳影音當然不會導流，除非我們在影音的說明裡有帶連結。不得不稱讚《蘋

果》蠻厲害，把好看的影音停在最高點，想看更多就一定要點進去網頁。但

我們產製影音部門不喜歡這種方式，他們覺得影音就是要做到好，如果讀者

看到一半還要點出去會生氣，所以沒導流沒關係，因為他們不需要背流量的

KPI，影片都是從頭到尾完整 SOT，剪好有主播、有事件、有受訪、有旁白

那種……我們一定都會加連結，尤其長官會要求，不然影片很紅然後呢？雖

然不能預期大家都會點，但沒加一定沒有。（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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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有影音粉絲頁嘛！他們是直接上傳到 Facebook，那我們（主專頁）

是做連結導流，如果那篇表現不錯的話，我們會先放連結，再轉影音那邊上

傳的 video。轉了之後影音那邊的觸及就會變高。（關鍵評論網） 

 

（四） 讀者互動：重互動率輕社群培力 

Facebook 在眾多聲明中提到，雖然「互動率（engagement）」無法完全透露

一則內容對使用者是否足夠重要，卻一直是決定消息篩選與排序的主要指標

（signal）。演算法也藉由提升高互動率貼文的展示機會，做為對使用者按讚、留

言、點擊或分享等行動的回應（Backstrom, 2013.08.16; Zhang & Chen, 2016.02.01; 

Tas & Chiraphadhanakul, 2015.12.04; Tas & Wang, 2015.07.31）。Facebook 也建議專

頁尋求其「最能引起互動的貼文類型」，其中圖片與影音容易成功，另外藉由提

供優惠、民調問答都能夠鼓勵使用者參與互動。（Facebook Business，無日期）。 

互動率取決於使用者對貼文的行動，卻決定專頁貼文的能見度分配多寡。演

算法的權力支配重新定義媒體與讀者的關係：媒體主動建構能見度的同時，必須

仰賴讀者的參與來創造互動率。根據訪談，多數媒體專頁對「互動率」的關注更

甚實際的「互動」，亦不重視社群培力。因此互動是組織提升能見度的手段而非

目的： 

我們希望鞏固本來的人，然後藉由他們的分享再吸引更多人。（聯合影音） 

互動當然會影響曝光，如果底下的讚、分享或留言很多當然還是會有影響，

因為這是 Facebook 判斷你有沒有效果的一個機制。（中央社） 

我們自己回啊！有時候在下面回應一下，互動對曝光還蠻有效的。但大多時

候我們都沒在理他們［讀者留言］……我覺得部份原因是我們時段能排工讀

生就會盡量排工讀生，正職等於有點像監督或指導角色，可能這時段沒 hold

好，會丟比較好一點的文章，這樣熱度才會延續下去。（風傳媒）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主要透過創造回應、回覆留言、敦促分享、相互拉抬、

明星小編、舉辦活動，來吸引讀者參與創造互動率。 

 

1. 創造回應 

社群媒體作為行銷工具的研究常建議專頁刺激使用者參與，以提高影響力或

生活涉入度（葉家瑜等，2014）。《ETtoday 新聞雲》編輯 Ann 認為，引導式選項

有助增加討論度，能夠吸引粉絲留言互動（林成翰，2015.01.09）。許多受訪者同

樣認為，互動率需要額外被積極創造，常見的方式包含藉「民調問答」鼓勵讀者

回應，或評註「製造懸疑」來吸引點擊： 

如果希望網友對貼文互動，我們會在小編的話暗示。我曾經操作過有問有答，

比方說 A 會變 B？醫生告訴你，然後就在上面做選擇題，為什麼晚上會打呼

呢？一什麼、二什麼，都是很好笑、不是正經的答案，真正的答案藏在裡面。

下面的人就會回答，我們小編會下去玩。（聯合新聞網） 

有些會故意丟一些問句，可能在引言內丟一些可能文章本身就有的問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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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有些人在下面自己回。（關鍵評論網） 

我們會常常去變化貼文的形式，像是會問大家針對這事情你怎麼看，或是有

什麼看法？這種就是希望粉絲可以在下面留言阿。（中央社） 

還有製造懸疑，如果我希望導流的話，圖片馬賽克、標題點點點，或是小編

故意在圖片和標題正常的貼文上說：最後一段也太瞎了吧！大家就必須點進

去看最後一段。《ET》就很常有網友會把馬賽克的圖截出來放在留言給大家

看。（聯合新聞網） 

社群他們那邊和粉絲互動，可能會列一些 list……因為有時候提問他們不

會回，你要列出選項簡單好選好回覆（ETtoday旅遊雲） 

 

2. 回覆留言 

Facebook 建議新聞媒體與讀者互動，以增加專頁的熱門程度（Facebook 

Media, N.D.a）。許多媒體專頁應組織要求，藉回覆讀者在貼文下方的留言，增加

貼文被看見的機會。呼應其他研究同樣建議積極對使用者回應，有助創造專頁與

使用者的連結，延續討論（葉家瑜等，2014）。這成為媒體專頁創造互動率的方

法： 

當回覆網友在貼文底下的留言，或是將更新資訊、新進度文章貼在留言處，

也能更新貼文、觸發更多讀者看到貼文的機會。……不久前才有大量中國網

友翻牆過來使用臉書，湧入台灣各媒體社群洗版、留言，當時就特別和他們

有些互動、稍微調侃，就引起網路不少討論與分享。（自由時報） 

主管說留言要盡量回，因為留言會讓 Facebook覺得你常常回那些網友，覺

得你有認真在經營，會讓你的觸及率變高一點，這是網路上參考文章的結果。

（中時電子報） 

 

3. 敦促分享 

許多受訪者表示，引起熱烈討論的關鍵通常取決與新聞內容，額外的加工在

於錦上添花。因此為創造出讀者的「分享」，從選材上就得考量。對於容易引起

討論內容，《關鍵評論網》內容總監暨楊士範舉例：如台灣設計師為失智症外婆

設計餐具此類正向的新聞故事（林成翰，2015.01.09）。媒體專頁在選取容易討好

的題材後，敦促讀者創造些反應可為能見度再助一臂之力： 

分享是靠文章本身……像影音的粉絲頁不是我在操作，他們就會說：如果你

認同的話就請分享出去，但我覺得這個標語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會分享

的人就會分享，不會因為你那句話就分享。（關鍵評論網） 

我們粉絲族群比較老人掛，比較喜歡生活的東西，我們就根據這點來吸引他

們分享，也蠻有效。之前就有幾千個分享的圖，當週的粉絲團人數就會衝蠻

高，雖然不會帶流量進來，但粉絲團的人會變多。（聯合影音） 

另一個就是暗示長輩，比如說像像謠言終結者，或是健康、文教新聞，會說：

天啊！竟然會產生這樣的影響，各位家長還不趕快分享給你家小孩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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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堆人分享，長輩真的很乖而且都不疑有他，他們小孩一定恨死這個新聞

媒體，一天到晚爸媽都貼給我看。（聯合新聞網） 

另外的話，我們可能會 hashtag說：這則你們一定要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 Tag誰，就是希望用分享的形式曝光出去。（中央社） 

 

4. 相互拉抬 

媒體專頁尋求更多被分享的機會，而標記工具有助互相拉抬互動率的效果。

Facebook 建議專頁在貼文中「標記其他粉絲專頁」，使貼文有可能出現在其他專

頁追蹤者的動態消息上，提升潛在的能見度（Facebook Media, N.D.a）。這也有助

使用者「發現他們曾表達過感興趣的話題」（Song, 2014.02.24）。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傾向標記同一媒體關係的專頁，例如次專頁，讓專頁共

享彼此的追蹤者，擴大可能見到該貼文的粉絲基數；標記公眾人物也是另一方法。

例如《ETtoday 新聞雲》編輯 Ann 表示，標記藝人能提升能見度，有時還會意外

看到本尊留言（林成翰，2015.01.09）。媒體專頁多藉此各蒙其利，創造更高互動

率： 

如果可以還會盡量帶到次粉絲專頁，像我們除了主頁之外還有《風觀點》和

國際，如果是貼國際新聞，就會想辦法帶到那個粉絲專頁，增加一點觸及，

畢竟一個粉絲專頁和三個粉絲專頁的觸及會不太一樣。（風傳媒） 

我們除了主專頁新聞雲之外，還有星光雲、旅遊雲、寵物雲快 100個專頁，

所以也會大雲帶小雲。（ETtoday旅遊 mp6） 

我們導流還是得靠社群傳教士，這些有影響力的人。娛樂新聞的話，明星就

是如果分享你貼文，流量就超高。我們的話，一些政治人物或臉書意見領袖

就是我們的傳教士。每個名人他們有自己習慣的媒體，在操作上我們也會利

用他們的影響力，這個小編比較難操控 mp6，必須要靠內容或去 tag 他們。

有些不買帳因為已經習慣被媒體 tag。（聯合新聞網） 

 

5. 明星小編 

部份媒體專頁有專屬的「明星小編」來經營「自己的粉絲」。這些名人化的

編輯以其暱稱或別名來發布貼文，更能拉近與讀者的互動距離，提升讀者對專頁

的黏著性，凝聚具有特定編輯偏好的死忠粉絲。例如《ETtoday 新聞雲》的專頁

經營不僅交由社群組專職負責，各編輯甚至擁有自己的專屬個人專頁： 

我們不是有好幾位小編有開個人粉絲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像 Ann 什麼的培養一群自己的粉絲，當發生什麼樣的狀況，有時候甚至不需

要自己出來說，粉絲會幫她說，讓她躲掉很多危機。也會讓粉絲對她更了解，

感覺她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人，可以知道她今天去哪啊、今天吃了什麼，感

覺比較貼近。（ETtoday 旅遊雲） 

多互動會培養粉絲的黏著性……社群他們那邊大部分時間就是真的經營，就

顧著經營粉絲團不太有時間可以寫稿……我們家非常關注讀者，蠻多小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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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們很近，都會參考他們意見。（ETtoday旅遊雲） 

 

6. 舉辦活動 

媒體專頁透過舉辦活動以實際優惠誘使讀者參與，也能創造互動率。《蘋果

日報》專頁的粉絲數名列前茅，網路中心助理副總編輯邱鈺樺認為，舉辦衝粉絲

數活動或贈票優惠活動，可藉活動與粉絲互動，讓讀者知道該媒體專頁（邱書昱，

2015.01.09）。部份媒體專頁認為舉辦活動確實提供互動誘因： 

因為族群就老人掛，他們比較喜歡生活的東西的話。要不然就做一些小活動

宣傳贈送一些票什麼的，很多人會喜歡。（聯合影音） 

 

（五） 貼文推廣：推廣貼文與粉絲專頁 

演算法更新伴隨觸及下降，對專頁經營者形成「不付錢就沒有觸及」的壓力

（鄒家彥，2013.12.30）。支配能見度的權力讓 Facebook 得以將能見度設計為有

限的資源，塑造出商品的交換價值，擴增廣告營收。如同 Facebook 對專頁經營

者建議：「若要增加分享對象看到您貼文的機會，您可以加強推廣貼文」 

（Facebook Business，無日期）。換言之，Facebook 掩飾能見度分配，實則為資

本家帶來廣告利益與勞動的剩餘價值占有（劉珮綺、王維菁，2014）。 

演算法對能見度的諸多限制，引導媒體專頁彼此競爭短暫、有限、不確定的

能見度。根據訪談，媒體對這樣的運算邏輯充斥不滿與異議，然而媒體接受的是

能見度「優待」的機會，而不是演算法的支配權力。但媒體最終的行動卻是以「付

費推廣」的方式，繁衍能見度分配的整體秩序，創造出矛盾糾結： 

我們之前有嘗試過付費行銷，但問題是：你是新聞媒體，你還要付錢給

Facebook，讓你的讀者來看你的新聞，這其實是非常弔詭的事情。所以一開

始我們原先的主管覺得這個做法非常的奇怪。（中央社） 

這就是我們總編輯的想法，覺得下廣告是件非常可笑的事情，這就是比較

old school的想法，現在就不是這樣玩的啊！規則會改變，因為傳媒會改

變，就是沒辦法。（關鍵評論網） 

我們旅遊雲好像沒有花錢在臉書上面，原則上是自然觸及，等於沒有主動的

付費......但我覺得以後臉書搞不好會一步一步變成你一定要付錢，應該會

慢慢走到那步，但不確定什麼時候。（ETtoday旅遊雲） 

台灣新聞媒體擔憂，購買廣告形同助長演算法行使地更加專橫，讓媒體與平

台的權力差距擴大。《壹週刊》數位發展部總監陳建勳指出，Facebook 讓重要媒

體透過演算法養大專頁規模，使媒體對其依賴日增，原因在於廣告都來自這些主

要傳統媒體（何國華，2014.07）。同樣，東森全媒體原本超過 90 個專頁經重塑

為《東森新聞》、《東森財經》、《噪咖》、《關鍵時刻》四個專頁後，在 2015 年 6

到 10 月的 Facebook 付費行銷上就花費 750 萬（Inside，2016.05.16）。 

根據訪談，廣告支出能夠達到能見度的穩定並提升效率，同時為綜合性媒體

專頁區分出明確的目標受眾。基於組織內的內容生產與發佈分工，投放廣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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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的工作任務： 

因為新聞是當天值班編輯做，我是負責當天的專欄，就是 schedule 專欄然

後下廣告跟調整廣告……廣告當然是針對該篇文章的 TA去下，擴大我們的

讀者群，也讓原本就是我們那個讀者群的一直看我們文章。（關鍵評論網） 

有阿，特殊的時候像選舉，就下一些關鍵字，然後像之前有趣的影片也會買

廣告，因為這樣觸及會比較高。那買廣告有幫助。（聯合影音）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所採取的廣告投放策略為「推廣貼文」，分有兩種型態：

粉絲專頁推廣、貼文推廣。首先，粉絲專頁推廣能夠增加粉絲成長的機會，提升

潛在的能見度機會。部分受訪媒體表示，新聞內容經營比購買廣告更值得投注資

源，同時受限組織資源分配，媒體專頁能運用的廣告投放額度少，整體效果有限： 

有一陣子頻率還蠻高的，各家媒體買廣告可能效果也沒有真的很好吧！所以

現在又比較少了。主要會買的還是一些商品類型比較多，或是買粉絲頁，不

是買單則新聞。我們買廣告的支出沒有變多，一部分也是我們沒有什麼錢，

主管不希望你用花錢的方式去做，可能有的就是業務中心舉辦一些贈獎活動，

希望提升一些曝光，但效果還好。（中央社） 

我們有推廣粉絲專頁，但單則貼文是沒有花錢……至於效果好不好……算是

蠻平均成長的，一周平均都有增加 1、2000人對專頁按讚，這樣講也沒有很

好聽啦！至於是不是買廣告的成效，就不是很清楚。（中時視頻） 

媒體專頁的第二種廣告投放策略為貼文推廣，廣告型態與動態消息上的一般

貼文相當接近，將廣告置於動態消息之中，其呈現效果也比網頁版的右側廣告來

得清楚，也容易被看見。部分媒體認為，付費廣告應著重在單則「貼文」上，然

而「什麼樣的內容」值得投放廣告涉及價值判斷，卻多為導引流量屈服，而選擇

「熱門」的貼文投放廣告： 

資源有限，我不可能把那些我在意的報導都下廣告在上面給讀者看，可能還

是只能推一些引戰的文章，但當然也沒有不好，但我自己會比較希望是推有

意義的內容。（關鍵評論網） 

我們如果會使用的話，就是在專題上面吧！基本上一般單則新聞的話，我們

很少用這樣的處理方式，我覺得這個就是 Facebook 控制你，然後叫你付錢，

給你多一點曝光，你能說什麼，但不做又很慘烈。（中央社） 

 

  

 



74 
 

第三節 新聞媒體行動與能見度結構之交互作用 

一、能見度結構對組織經濟的作用 

媒體專頁在差別待遇和不確定性中爭取能見度，企圖看穿和拚搏 Facebook

的演算法權力。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媒體的行動策略為基於「本益分析」的利益

考量，透過建構能見度來維持生存條件和保護利益。因此，以下將分析媒體專頁

如何受組織經濟的驅使，而對能見度的建構採取諸多行動。 

 

(一)  能見度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聯                                                                                                                                                                  

動態消息上的運算邏輯，即是將能見度運作成一種獎賞（Bucher, 2012）。對

新聞媒體而言，能見度不只帶來導引流量，更是媒體廣告營收的基礎。由組織經

濟運作觀之，業務部將新聞部的發稿量和點閱率轉換為業績，構成媒體的網路整

體營收（陳芝彤、林哲良，2016.05.05）。媒體專頁在其中負責建構能見度，並配

合業主為廣告帶來流量，經營績效更成為業務部推銷網路廣告的籌碼。 

至於組織如何評估專頁的經營績效？多數組織配合數位內容的市場導向經

營策略，透過訂定目標與績效考核來衡量工作表現。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被用來預估任務的達成程度，成為控制組織成員的管

理策略（娛樂重擊，2016.05.30）。這些指標被用來檢視專頁在特定期間的投入成

本是否產生同等或更高的回饋，以利改善或評估是否繼續經營（張哲豪，2014）。 

根據訪談，組織的最終關注仍在檢視專頁是否達到導引流量的預估目標。一

般而言，專頁於預定時間內所增加的「粉絲總數」、貼文的「觸及數」與「互動

率」，以及最終導引流量至新聞網站上的「頁面瀏覽次數（PV, Page View）」和「在

線人數」皆為組織評估表現的關鍵指標。 

 

1 粉絲總數 

專頁的按讚總數透露出，特定時間內對此專頁按讚和收回讚的用戶人數，即

目前有多少粉絲關注，以及新增的讚數，藉此觀察媒體專頁的規模。根據訪談，

新聞組織以每月或每周粉絲數增加人數作為績效指標。由於粉絲總數構成專頁的

能見度分配基礎，從發佈、觸及、導引讀者點擊進入新聞網站，甚至最終看見或

點擊新聞網站的廣告，這之間必須經過演算法的中介，最後「層層篩選」，因此

粉絲數構成能見度轉換成流量之間的根本： 

你的粉絲母數大，但能夠實際觸及多少可能就先被篩掉一部分，一百萬［粉

絲］裡面看到的可能只有十萬，十萬裡面有的是直接滑掉，可能只有一千有

按讚或分享，一千個裡面可能又只有一百真的點進來，點進來後就是實實在

在的流量。對編輯來說流量就是終點，對媒體經營者來說：流量還要再砍一

半，因為點進來後還要再去點旁邊的廣告，那廣告點進去業主看到數據滿意

了給錢，這才是最終點。（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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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粉絲專頁按讚總數不能確保專頁在動態消息上被看見的機會。例如《東

森新聞》專頁最初操作策略錯誤讓總經理張憶芬承認：「即使粉絲暴增但互動較

少，長久以來對 Facebook 怎麼看待我們粉絲團是有害的」（Inside，2016.05.16）。

受訪媒體透露，部份同業獲得龐大的粉絲數，卻無法為專頁帶來能見度上的實質

效益。比起單論粉絲數，粉絲對貼文的活躍表現似乎更能代表實際觸及人數： 

一開始高層會看粉絲總數……但粉絲數高不代表貼文會被粉絲或是所有人

看到，後來才改看貼文觸及數。舉個例子，你看這粉絲團，粉絲總數已經這

樣子，可是從貼文互動數可以明顯發現，到底有多少粉絲看到他們的貼文？

因為他們有百分之多少的粉絲是透過某個管道新增，那時我就舉這家，跟另

一家粉絲總數不到 5萬可是貼文每篇都有上千讚來比，請問粉絲總數是絕對

的嗎？這兩家的互動性是完全不一樣。（聯合新聞網） 

據說有一部份［粉絲］是［買來的］。但是在我進來之後，這個［傳聞］其

實有消失，好像不是，因為我們的成長數很慢，對於買來這件事我有點半信

半疑。反應很低，我是覺得跟讀者年齡層有關係啦！（中時視頻） 

 

2 觸及數與互動率 

媒體專頁被組織賦予觸及讀者的重要任務，因此「觸及人數」可直接用來衡

量貼文在能見度上的表現。此外，當貼文觸及使用者後，使用者對貼文採取的行

動（例如按讚、留言、點擊或分享）而計算出的「互動率」有利組織理解讀者的

反應，兩者同時為組織評估的指標： 

就觸及數啊，比如說觸及數破五萬，基本上這篇文章有一定的觀看族群，自

動散播率也很好，那超過五萬的話，我們就會開始挑選文章去下廣告。（關

鍵評論網） 

之前要求粉絲總數的時候，我有說粉絲數很重要沒錯，因為母數越大經過層

層篩選才會越多，但是大不代表好，真正的關鍵在於觸及，而且觸及好還要

一步一步往後。（聯合新聞網） 

當然以觸及率和 engagement做評估，每天都會比較……我們 KPI沒給特別

高，是以觸及做比較，因為只看讚數不準，因為有的人就是不喜歡按讚，有

的人就是整排讚按下來。（中時電子報） 

我舉很多粉絲團做例子，觸及的重要性大於粉絲總數，而互動的重要性又大

於觸及的重要性，那最終核心就是導流，不然你互動高、觸及高沒有導流的

話怎麼辦，我是用這種方式說服他們，因為可以在粉絲總數不高的情況下增

加互動跟觸及。（聯合新聞網） 

專頁的粉絲數量和粉絲活躍度影響著貼文的觸及數，但觸及數僅代表貼文在

動態消息上的出現次數，缺乏使用者互動的貼文將無法繼續擴散，也影響著貼文

後續的觸及數。因此，觸及數和互動率互相關聯，決定了社群擴散程度。例如，

《ETtoday 新聞雲》編輯和《關鍵評論網》總編輯皆表示，互動的指標性更勝於

粉絲數，組織已不再為專頁設定粉絲數目標（林成翰，2015.01.09）。《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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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被定位為「大家談新聞」的地方，彰顯社群討論和互動生產的價值（Inside，

2016.05.16）。受訪媒體認為，互動率是透過付費廣告也無法達成的績效，更加成

為媒體組織越趨重視的評估指標： 

假設我手機這樣滑，這樣出現一次算一次觸及，但我沒有做任何動作，沒有

按讚分享、留言，也沒有點，我朋友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我有在關注。這樣

對粉絲團來說，還是只有我一個粉絲，但如果我按讚、留言，或是更侵入性

的分享，讓好友看到，還沒成為這個粉絲團的人就會成為潛在粉絲，觸及也

會跟著提高，所以互動比觸及更重要，因為互動生觸及。如果只要觸及好看，

那很簡單只要建議公司砸錢投放 FB廣告就辦到，不需要找我來做，直接找

外包廠商做觸及數。（聯合新聞網） 

當媒體專頁的貼文接受置入廣告時，互動率更勝過粉絲數，成為廣告業主評

斷專頁是否達成績效的指標： 

現在也有廣告主會在意這則的互動數好不好，因為觸及就是看到滑過就走，

大家對你的產品不感興趣。所以現在業者會說給我你的互動數和觸及數，甚

至有的不管你粉絲數是多少。我們粉絲數 40萬以媒體來說很低，其他媒體

都破百萬，但我們這樣已經可以拿去賣了，因為我們的互動數以比例來說我

們是健康的粉絲團。（聯合新聞網） 

 

3 導引流量與整體績效評估 

根據訪談，媒體組織未必僅以績效指標的數值來衡量專頁表現，各個組織的

評估指標也略有不同，但最終關注仍然是專頁帶來多少流量的成長。組織對流量

成長的目標設定，多為主管主觀設定之絕對目標，或依歷史資料、競爭媒體專頁

的表現作為數據推估，作為對流量顯而易見的觀察和監控方式： 

主要都看 GA那個數字，不會特別對 Facebook做什麼要求。（關鍵評論網） 

就看選新聞合不合他［主管］口味吧，比如說總編輯要管新聞，偶爾管粉絲

專頁，就是不能跟他想要的差太多。（風傳媒） 

其實沒什麼硬性標準，就寫考核的時候介紹自己比較好或厲害的貼文，當作

表現……當然還是希望我們自己訂一個稍微的標準……不然等於貼出去都

掉到水裡，就不會導流啦……情況太差的時候會叮嚀一下，但還是會考量當

天的狀況。（中央社） 

像《ETtoday》每天早上 renew一次所以壓力還蠻大……我會整理正式報表

自己跟自己比，因為我拿不到別家後台……長官也不太清楚怎麼給一個明確

的數字評斷你的績效，而且我們有 4個小編，值班時段不一樣，等於 4個一

起扛。我們有年度目標，每年年會精神喊話：這頻道要達到多少流量，業務

部就是廣告收入要幾億。［年度目標］以周為單位，要看的應該是平均：互

動數、Link導回、觸及、還有粉絲總數這幾個。（聯合新聞網） 

我們的標準是70萬以上，如果我一個月就只有 60幾萬點閱率，就會被盯……

可是假設以往每個月都有破百萬，但連續兩個月掉到 70、80幾萬，一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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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盯，會覺得是不是發稿量變少所以 PV降低。如果沒有，是不是你選的內

容有問題，讀者不愛看，沒內容沒有重點。但主管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可

能原因不是這樣，只是他們必須這麼做。（自由時報） 

我們每天早上 10 點都開會，評估為什麼昨天跟今天流量會有差……有每人

的每日、每月、每季的達成啦！達成就會有獎金……我們都是發自己有感覺

的，昨天也是發一些奇怪新聞也有一些觸及……不太容易沒達標，因為我們

每天發文不少，觸及率很快可以達到，都會摸到邊。（中時電子報主專） 

 

表 4-6：新聞媒體專頁關鍵績效衡量指標 

 績效評估項目 

報紙  

聯合新聞網 年會報告年度目標達成率：平均觸及、按讚、粉絲數、導流 

聯合影音 每月帶進官網流量、新增粉絲數、觸及數 

自由時報 每月標準：點閱率 70 萬以上，發稿量、貼文內容也列評估 

中時電子報 每日上午 10 點開會，檢討流量、觸及和互動率，訂有每日、

月、季的流量目標 

中時視頻 每日下班須報告流量、稿量 

網路原生  

中央社 單則貼文點擊率 3 千以上、不可低於 5 百，觸及 3 萬以上 

關鍵評論網 以流量為主，單則貼文觸及數須破 5 萬 

風傳媒 未對兼職編輯設有目標，但編輯須對總編輯報告 

ETtoday 新聞雲 （受訪同業表示）每日上午檢討流量 

ETtoday 旅遊雲 每周針對流量、新增粉絲數檢討 

資料來源：依訪談結果整理 

 

針對流量的數據評估來源，受訪媒體大多使用 Google 網站工具，以網頁標

記（Page Tags）收集追蹤網頁的資料，進而從 Google Analytics 社交報告或其他

監測平台，理解新聞網站的社交關係、追蹤流量來源，同時確認讀者從 Facebook

進入網站的行為、實際的廣告效果、產生的社交價值（如瀏覽那些頁面、跳出率、

停留時間、購買轉換率等）： 

所有新聞媒體都有開設一個平台，那是 Google給我們的，叫做 GA，媒體都

是用這個衡量現在流量有多少，它每分鐘跳一次表，可以知道現在最好的新

聞是哪一條。你看，前面這個數字就是有多少人在上面瀏覽網頁，流量最高

的新聞就跑在第一條，以此類推，下面大概十多條。（中時視頻） 

組織普遍欲透過效益的精確計算達到規模化的廣告市場，隨數位廣告的成長

超越紙媒，更加追求量化指標，例如《蘋果日報》每日即時新聞發稿量近 700

則，點擊率須達一千萬次（娛樂重擊，2016.05.30）。《ETtoday 新聞雲》虧損後重

新訂定流量目標並每季計算，未達標者年終獎金縮減，甚至可能得離職（陳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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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哲良，2016.05.05）。根據訪談，績效評估對個人表現的控制，不僅造成工作壓

力，也直接影響媒體專頁對貼文的自我審查： 

工作壓力就是 PV 跟在線人數了……你說這樣點閱率訂蠻高？其實點閱率目

標已經算低了，像《ET星光雲》他們的 PV 都很高。我同學在那邊工作，主

管給他訂一個月要百萬以上……因為影劇特別多人看，星光雲粉絲數量也多。

我之前真的壓力很大……因為之前寫稿方向比較多元，也沒有專注在政治這

一塊，後來選舉了……我好幾個月 PV都不好，壓力很大，好幾個月都被叫

去關心一下。（自由時報） 

老實說挫折感是蠻重的，觸及一直在下降……因為主管非常看重流量，我們

以流量為重，每天下班都要回報今天寫了幾篇，然後流量多少，流量是指網

站上的流量，因為不會算到 IA 的流量。（中時視頻） 

一般公司也會有考績，對小編最直觀的衡量方法就是在貼文上……我們貼臉

書的小編其實壓力都蠻大，因為常常擔心自己貼不好……但影響貼文的要素

太多，有時候是網路上人很少，或 Facebook影響的關係，所以考核可以作

為一種參考，但不是絕對，因為這樣對小編也很不人道。（中央社） 

 

(二) 能見度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壓抑 

Facebook 掌握支配能見度的權力，影響組織的利益分配。根據訪談，媒體普

遍面臨經營績效的衰退，歸因以下原因：演算法對能見度的整體壓縮、能見度市

場由寡占到競爭、演算法對能見度的競合。 

 

1. 演算法對能見度的整體壓縮 

動態消息演算法的重大更新，屢次壓縮專頁在動態消息上的能見度，使得觸

及率降低和廣告行銷支出增加，成為各個專頁的共同經歷。例如早在 2012 年 9

月 Facebook 聲稱為「打擊垃圾訊息（Fight Spam）」更新演算法，造成部分專頁

整體觸及率滑落 50%，對當時還依賴「常識」經營專頁，普遍尚未擁有社群部門

的公司而言，形同被 Facebook「背叛」（Lyons, 2012.12.13）。 

台灣新聞媒體普遍在 2012 年後，才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能夠為新聞網站吸

引讀者，並將專頁交由「新聞部」或「編輯部」經營： 

我也做了 4、5年，我接手的時候，臉書還不流行新聞媒體，我們很早開始

做的時候只把它當作宣傳活動，因為也不是我們新聞部門去創的，而是行銷

部門。一開始是貼我們辦的活動或買報紙送什麼，後來發現，當各家媒體開

始創專頁開始貼文，我們才開始經營。（聯合新聞網） 

當台灣新聞媒體開始大舉進入 Facebook 的能見度結構，動態消息成為新聞

業互相競爭能見度的場域，演算法更新已開始對專頁帶來能見度的威脅，受訪者

全都經歷過導引流量大跌的挫敗： 

新聞粉絲團在 2012 年也就四家而已……後來演算法又被改掉，所以大家心

裡都很焦慮，因為以前隨便貼都是 5、6萬觸及。以那時候 10萬粉絲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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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觸及非常多，雖然有一定比例不是自己粉絲，但這是非常高的觸及、非

常活躍、非常健康的粉絲團。（聯合新聞網） 

現在比較難回到以前的觸及水準了，以前臉書真的是沒在做篩選。（中時電

子報） 

原則上我們就是一直跟著變動，當然最好能預測它下一步怎麼走，搶在它們

正式做之前，最好先準備好。現在可能就比誰發文快吧，得想辦法讓更多人

看見，因為我們真的非常依賴臉書。（ETtoday旅遊雲） 

動態消息推出以來，Facebook 皆以提升使用者更佳體驗之名，進行廣告業

主、專頁、使用者之間的貼文能見度分配之實。最終伴隨專頁觸及數的降低，

Facebook 早前已公開承認專頁觸及率降低 1％-2％（鄒家彥，2013.12.30）。根據

訪談，媒體表示演算法更新對專頁能見度的壓縮，自 2014 年起開始加劇。 

 

(1) 2014 年：好友的能見度優先於專頁 

 動態消息上的貼文來自使用者的好友和專頁，然而自 2014 年 1 月起，兩者

的能見度分配並非等值。動態消息排序產品經理 Chris Turitzin（2014.01.21）聲明，

新的演算法更新將視「專頁」和「好友」的貼文為「相異的範疇」，並給予來自

好友的「文字近況（text status updates）」更多的能見度。原因在於 Facebook 測

試結果顯示，多展示好友的文字近況能帶來更多使用者他們的近況發佈。同時，

可以預期來自專頁的貼文能見度將衰退。 

 Facebook 認為多展示好友貼文的效果優於專頁，因而給予能見度優待。這

項更新在 2014 年對台灣新聞媒體造成衝擊。以《台灣立報》專頁為例，演算法

更新後，單週貼文觸及人數由 2013 年 11 月超過 14 萬的高峰，跌到 2014 年 2

月的 4 萬以下，跌幅超過 71%；每週單則最高貼文觸及人數由 15 則以上破萬，

跌至連續兩週單則最高觸及人數只有 6 千以內；演算法第一波調整期間的網站造

訪人次，比上一時段下降 19.41%，第二波調整期間的流量，又再比上一時段下

降 24.81%（張約翰，2014）。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對於 2014 年 1 月開始的能見度壓縮無容置喙，只能務

實接受「好友」能見度的提升，透過「請好友多的人分享文章」作為回應： 

一開始有蠻大影響，就是觸及都變少，我們也嘗試請一些朋友數較多的人去

幫我們分享文章，但我發現演算法調完之後你會掉下去，然後你會慢慢又爬

回來，但就是看那［回復］時間多長，就不一定。（關鍵評論網） 

 

(2) 2015 年：專頁與好友間的能見度再平衡 

2015 年 4 月 Facebook 再度「平衡」動態消息的專頁與好友間的能見度。動

態消息產品經理 Max Eulenstein 和使用者經驗研究員 Lauren Scissors（2015.04.21）

聲明，新的演算法將做出幾項更新，其一是好友貼文在動態消息的排序上優於專

頁貼文，好友直接發佈的照片、影音、近況或連結可被優先排序在動態消息。其

次，專頁貼文所獲得互動（interact）越多，越能夠得到能見度分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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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更新嘗試對使用者的動態消息進行「正確的內容平衡」，專頁貼文仍然

有機會被看到，卻相形困難，貼文觸及數和導引流量皆可能下降（Eulenstein & 

Scissors, 2015.04.21）。此次演算法更新後，根據網站流量監測平台 SimilarWeb 的

數據資料，2015 年的前 10 個月中，Facebook 上前 30 大媒體導引流量下降 32%，

前 10 大媒體的流量更是大跌 42.7%。另一社群監測網站 Locowise 對專頁貼文原

始觸及數統計發現，2015 年下半年，專頁的觸及率下降 11%。隨之而來的是專

頁對 Facebook 廣告支出增加（端傳媒，2016.03.26）。 

針對此次更新，媒體專頁只能透過 Facebook 在 2015 年 7 月推出的「搶先看

（See First）」功能（Frantz, 2015.07.09），期望讀者手動設定該專頁為動態消息優

先排序的對象： 

演算法改變，就小編工作來講，它會影響到你貼文的形式，跟你必須注意的

東西，當然影響很大。大家開始教自己粉絲如何按搶先看，這就會影響到我

們的工作啊！必須教導粉絲要怎樣才能看到我們的貼文。（中央社） 

 

(3) 2016 年：好友的能見度再度被優待 

在今年，Facebook 再度向使用者保證「不會錯過好友的貼文」，再次優待好

友貼文的能見度，專頁的能見度空間被壓縮的岌岌可危。Facebook 產品管理暨動

態消息副主席 Adam Mosseri（2016.06.29） 聲明：「Facebook 的理念在於連結使

用者和家人朋友」，此次更新將使好友的貼文無論是文字、圖片、影音、連結或

是分享專頁的內容都將優先排序，而專頁貼文能見度將被打壓。 

Facebook 認為社群應該是「真正的交流」並優先從好友開始，專頁則被差

別待遇（Mosseri, 2016.06.29）。根據訪談，演算法更新後，部分媒體察覺首當其

衝的是對貼文的「阻擋（Block）」或「封包」。自 7 月 1 號開始，來自同一專頁

的貼文在動態消息上只顯露最新的前三則，其餘則被隱藏在封包中： 

像這樣一口氣告訴你這個粉絲團發了33則，然後露出之中的前三篇給你看，

如果想要看更舊的 30則要點查看更多。對 user來說很懶會沒興趣，如果不

是鐵粉就會滑掉……這個新功能還有別家像《蘋果》也發現。這告訴你 2

到 3小時內，《蘋果》發了幾則更新；像《今周刊》、《天下雜誌》因為少少

的，所以可能是 24小時內統計，推估啦。（聯合新聞網） 

現在如果我們PO文太頻繁就會被Block掉……它會以為你在洗版，用戶也會

希望不要那麼多出現在牆上，或是可能覺得煩按隱藏，那他就回不來了，除

非重新訂閱，所以就一直跟著臉書調整。（中時電子報） 

受訪媒體將貼文「封包」現象對照實際觸及數、互動率與點擊率來分析，發

現眾多貼文被封包在動態消息上展示，觸及數暫時被提升。相對地，因受封包的

貼文被隱藏而不被點擊，流量跟著銳減。這樣的更新讓以「導流」為目的之專頁，

只能任封包「洗版」，卻沒有導流效果： 

6月 30 新演算法還沒上路，可以看到單篇貼文：這個是 9萬 3觸及，那這

個 3千、9千，好的觸及很好、爛得很爛。7月 1號開始，再也看不到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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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觸及的，跟前兩天比觸及有明顯差距……但點閱下滑……所以看各家

粉絲團老闆對 KPI 的要求，如果是為了導流，那效果不好就只是洗版而已；

如果為了品牌形象，這個有利傳播嗎？還不確定，因為演算法讓大家觸及都

提高，小編們都發現那天隨便貼觸及都破 5、6萬……但互動數跟平常沒差

別，實際上粉絲的擴散和傳播沒有比較好。（聯合新聞網） 

同時，演算法更新和運作缺乏透明，媒體專頁只能透過經驗或同業溝通網絡

來證實演算法的變化和實際影響。受訪媒體認為認為，演算法更新導致「觸及」

提高只是 Facebook 的測試，甚至是「失誤」，因此只維持兩天。現今封包現象依

舊，但觸及又被調降為原來的水準： 

演算法隨時都在調整，未來會不會這樣做不曉得。多數小編都有發現，也有

截圖，但也有小編反映說為什麼他［看到的貼文］的都是朋友的，所以臉書

對每個人測試的動態消息都不一樣。（聯合新聞網） 

整體來說，此次演算法更新目的在於調降「專頁」的能見度，因此如 Facebook

的更新公告，演算的目標最終仍決定運算的結果： 

臉書 6月 29號的公告說不只是媒體粉絲頁，他要降低所有專頁的，我也是

貼到我們報系內討論，大家都發現……但改回來是因為不符他原本公告說的

方向……因為目標是：提升好友貼文的能見度、降低官方粉絲貼文的能見

度……今天 7月 3號觸及又下降了……你看《蘋果》小編說：臉書每天都在

調整，觸及又掉了。（聯合新聞網） 

演算法隨時可能依平台利益而再次更動，長期處於風險中的媒體專頁，其相

對競爭優勢在於損害控制（張約翰，2014）。根據訪談，媒體雖不認演算法主控

的分配秩序，仍以行動的空間帶來能見度，暫時將不滿和異議隱藏。例如重大事

件發生或選舉期間，讀者仍有可能湧向媒體專頁尋求資訊： 

貼文還是會跟著新聞趨勢走，有大事的時候貼文流量就會好，這不是貼的人

的問題，而是跟新聞性有關。（中央社） 

流量就差不多那樣，除非重大事件，像選舉就會暴增，好像到 4、5 千……

反正比平常多很多倍啦！平常大致上是 1到 2千之間。（風傳媒） 

主管他是看數據說話的人……最上層有押流量給主管，希望達到一定流量。

其實還是可以達標啦！像最近有颱風，前一陣子王寶強，這種可以拿來做延

伸新聞的，流量就會蠻高的。低潮是一定有的，但只要有時事發生都一定衝

得上來。（中時視頻） 

 

2. 能見度市場由寡占到競爭 

面對國內外專頁對觸及被壓縮的質疑，Facebook 堅稱沒有改變使用者在自

然狀況下看到動態消息貼文的機會。如大中華區總經理梁幼莓受訪聲稱，演算法

更新沒有調整貼文的「自然觸及」（鄒家彥，2013.12.30）。可見官方一貫的論調

擅於將能見度的變化導向競爭的結果，觸及數衰退被歸因為能見度空間的稀少和

過度競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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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歷年的能見度衰退，部分受訪者認為觸及數、互動率，以及最終的導引

流量成長趨緩，過去榮景已不復見；加上，媒體專頁僅是眾多化身為專頁的產業

之一，在競爭者增多下自然僧多粥少，先行者不僅失去優勢，能夠在僅存空間中

建構的能見度也有限： 

我們還在持續競爭中，以前我們算是新聞媒體很前面發展網路的，但現在比

較沒有那麼優勢……成長遲緩應該一部分是臉書機制的關係，臉書早期給我

們像是經濟起飛的感覺……但粉絲團越開越多，各式各樣的素人、藝人都開

了，當大家都開粉絲專頁後，臉書我每天滑就這樣子嘛！那出現機率就自然

而然就會降低。（ETtoday旅遊雲） 

《自由時報》比其他媒體都晚接觸社群網路，但這幾年在點閱率、觸及率雖

然都有成長，粉絲每周增加量皆在5千以上……但我覺得就差不多了，已經

到一個差不多飽和了，平均觸及率就是那些，每一則觸及率也就那些，長期

觀察下來，很多人看的新聞觸及率也差不多那樣。（自由時報） 

針對媒體專頁能見度仍有小幅增長，部份媒體歸因為「粉絲總數」在歷年累

積下達到一定規模，能夠觸及的潛在讀者增多，但不代表媒體專頁在建構能見度

的效率有所提升；同樣，部份媒體認為經營成長並非來自演算法分配下的助益，

而是來自組織內部的策略調整： 

和過去相比，被看到的機會有越來越常，因為按讚的越來越多。因為本來粉

絲越多，觸及就多。可是假設粉絲人數和往年都完全一樣的話，［觸及］可

能是有下降的，因為成長跟過去不太一樣。（風傳媒） 

整體流量是有增加，可是我覺得這跟我們組織變革有關，因為這幾年換了主

管，經營策略有一些調整，連帶我們新聞內容的質，或是題材有變化，當然

質變得比較多，或是題材變的多元，間接影響你流量。（中央社） 

對於受訪媒體反應能見度成長趨緩，是否真的來自能見度空間的壓縮，以及

更多專頁加入競爭的夾擊？本研究統計紙媒《蘋果日報》和網路原生媒體

《ETtoday 新聞雲》主專頁自 2013 年至 2016 年的發布貼文數，以及貼文所獲得

之互動率，來推估媒體專頁所能分配到的「觸及數」。由於訪談無法取得媒體專

頁每則貼文所獲觸及數，因此本研究改採單篇貼文「互動率（Engagement Score）」
4來推估。互動率可由貼文外部觀測，並藉由第三方平台蒐集數據，同時也是動

態消息演算法篩選和排序考量的主要指標（Backstrom, 2013.08.16；Scissors, 

2015.04.21）。換言之，一則貼文所獲得的互動率越高，就越有機會獲得能見度的

分配，觸及更多使用者並被看見。 

 

 

 

 

                                                      
4 Facebook 對互動率的計算模型是「（Like+Comment）*0.1+ Share」，互動率的計算方式和觸及率

有高度正相關（杜易寰，201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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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蘋果日報與 ETtoday 新聞雲樣本一覽表 

 開始日 停止日 貼文數 年互動率 平均互動率 

蘋果日報 2013.01.01 2013.12.31 15,005 46,584,999 3,125.2 

 2014.01.01 2014.12.31 18,800 189,146,870 5,991.1 

 2015.01.01 2015.12.31 31,571 185,251,638 9,853.8 

 2016.01.01 2016.05.10 14,906 39,586,597 2,638.2 

ETtoday  2013.01.01 2013.12.31 11,648 46,761,081 3,398.8 

 2014.01.01 2014.12.31 15,125 222,143,009 8,223.2 

 2015.01.01 2015.12.31 27,014 128,276,537 8,481.0 

 2016.01.01 2016.05.10 13,758 13,388,774 1,149.4 

資料來源：依統計結果整理 

 

表 4-8：歷年每日平均貼文數與互動率總趨勢 

 

資料來源：依統計結果整理 

 

統整《蘋果日報》與《ETtoday 新聞雲》主專頁歷年平均每日貼文數和貼文

獲得互動率，可以推估對能見度分配的歷年趨勢。專頁自 2013 年的每日貼文數

量，至 2016 年已成長 3 倍。然而，每則貼文能夠獲得的平均互動率卻倒退為三

年前的水準。 

貼文數成長並非是台灣的新聞數量增多，多數受訪媒體表示在能見壓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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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普遍的因應策略為「多發貼文」，使得動態消息上的能見度被稀釋，成為更

稀少的資源。由於平均互動率降低代表讀者沒有在動態消息上看見貼文，或看見

貼文卻沒有做出反應，缺乏社群擴散的同時連帶再影響觸及，最終讓以流量作為

廣告營收基礎的台灣新聞媒體，感受到能見度競爭市場的「飽和」。 

新聞媒體在能見度結構中的積極行動，所得的能見度分配最終呈現反比。受

訪媒體表示，演算法讓多發貼文也無法使互動率增加，只顯示出事倍功半的苦勞

象徵： 

《蘋果》、《ET》他們多貼真的沒有效阿！因為每篇觸及數是不能相加的。《蘋

果》因為導流很依賴臉書，所以演算法一改下滑很明顯，但我們主力不是臉

書所以沒什麼好失去。（聯合新聞網） 

主管也沒想說要做什麼改變，我們都在想主管該不會要逆勢操作？所有媒體

都知道這樣才是對的，但他偏不做。比如所有媒體都知道10分鐘發一篇，觸

及率非常的低，每家媒體每天發稿量大概是80到160吧或120，我們是260，

整整多人家100。（中時視頻） 

最早開始臉書可能還在測試它的機制，所以那陣子比較鬆散，本來點閱率會

好的東西，點閱率會變更好。現在臉書就已經有一點穩定住了，近期就差不

多照著它們的趨勢走，不會讓你很快上去。（ETtoday旅遊雲） 

 面對能見度市場的競爭飽和，新聞媒體嘗試讓流量恢復過往水準，多以開發

其他社群媒體如 Google+專頁與 Twitter 帳號，來擴大能見度的範圍，或提升貼

文可讀性來因應（張約翰，2014）。受訪媒體表示，觸及讀者越來越困難，當

讀者只從 Facebook 獲取新聞，即使媒體另闢蹊徑，最終效果也不彰： 

就多方嘗試啦！推廣會精進，因為粉絲很難抓，我們官網也沒特別有名，而

且大家看新聞也都用臉書，很少上網站吧……主管就說自己去賺流量啊！用

假帳號宣傳也有，我假帳號林林，我設定角色人格加了幾個朋友。可能某一

則新聞比較熱門……會去一些版上或社團轉貼。（聯合影音） 

我們一直很注重 SEO，也是希望網站結構比較健康，不要完全操控在單一社

群平台，這樣蠻危險，但是這種觀念不是很多人有。很多人覺得我就是要衝

Facebook，覺得流量就會好，但這是短視近利的想法，不是長期應該有的作

為，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它垮了怎麼辦。（中央社） 

 

3. 演算法對能見度的競合 

既然媒體專頁的經營績效屢受打壓，組織開始思考是否放棄「導引流量」，

如Facebook所願將讀者留在動態消息上？國際新聞媒體協會（INMA）2016年的

調查顯示，新聞媒體與Facebook的商業合作，實屬兩難：雖然媒體確實獲得全球

讀者、新聞工具、擴增營收，另方面卻得犧牲新聞品牌、新聞過去與讀者的「直

接關係」，甚至讓利益分配受演算法全權決定（Lichterman, 2016.09.29）。 

能見度被壓縮的同時，Facebook 也不斷推出新的新聞工具：文字、相片、

影音、連結、直播視訊（Live）、即時文章（Instant Article, IA）、360 Video 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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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演算法，對特定類型內容給予能見度的差別待遇，鼓勵媒體直接將內容發布

在平台內。甚至可在 Facebook 所欲與媒體合作的項目中，窺見其目的： 

演算法改變蠻多的耶，從我一開始進來之後，是從圖片最高，接下來到連結

最高，再來到影片最高，就是社群會有一些改變。（中時電子報） 

因為臉書上很多內容還是操控在新聞媒體的手上，所以當然會希望能夠拉攏

你，讓你的內容能夠停留在，他們的網頁上面。（中央社） 

臉書想經營媒體、做自媒體，他們有 Instant Article，所以開始和我們打

好關係……像 2015 年工作坊告訴我們未來重心是影片，今年說重心放在

Instant Artical 跟直播。它會預告讓媒體有時間準備，但問題不是每家媒

體的東西都一樣，不是都希望這麼仰賴臉書這個平台。（聯合新聞網） 

Facebook 的新工具開發，涉及該平台在社群廣告市場的競爭，並企圖攏絡

新聞媒體將內容和讀者「留在」Facebook，以壟斷內容市場的供應。例如，「即

時文章」讓符合資格的專頁，預先上傳文章或影片至 Facebook 系統中，使讀者

直接在 Facebook 上瀏覽內容，獲得迅速與順暢的閱讀體驗，避免因等待時間過

長而略過。根據訪談，受訪媒體皆採用即時文章，但廣告銷售策略不同，因此發

佈比例不一。背後目的仍是看中即時文章可享有的能見度優待： 

意圖很明顯是要幹掉 Youtube，因為 Youtube 廣告收益還蠻可觀……臉書想

要這一塊，所以想辦法讓影片源頭都導到這邊來，就從媒體先下手，還有名

人、網紅。等我們習慣都把影片放臉書，不放 Youtube，那接下來一定就會

在影片裡面插廣告，我們也可能可以在影片內放廣告，看全拿還是拆帳，對

各家來說都好。（聯合新聞網） 

最近 Facebook在推 Instant Article，我自己覺得曝光會比較好……因為

演算法。它們之前有開一個工作坊，他就是說曝光會比較好，因為這就是臉

書想要推的東西，希望使用者有比較好的體驗。（中央社） 

原則上覺得那篇點閱率會好，或那篇是很不錯的文章，就會做。如果人力有

辦法的話每則都做最好，可是我們不是每則都推，尤其像新聞雲更不可能，

連我們都不可能……可以說是人力因素，因為記者在外面寫稿，他寫完就忙

著發出來，哪有空還在管你做什麼 IA的。（ETtoday旅遊雲） 

在媒體的廣告營收由流量決定下，貿然將 Facebook 從新聞通路的讀者「中

介」，轉換成通路與新聞的「合成」，在同一產品市場上競逐同一批消費者，將直

接影響媒體的經營績效。例如《蘋果日報》專頁在 2015 年曾經「100%從 IA 發稿」，

此舉雖然讓文章的瀏覽人次增加，但廣告營收卻適得其反（娛樂重擊，2016.05.30）。

受訪媒體認為流量不再能被導引成為最大困難： 

部分媒體他們流量 80%來自臉書……演算法一改，比如像 Instant Article

不會導到外站，流量就大跌。有家大媒體紙媒，不知道是不是長官不知道，

選擇每篇都做 IA，但長官竟然怪小編為什麼流量完全沒辦法導回來，小編

也很無奈……另外有兩家懸崖勒馬，當時也是 8成新聞做 IA，結果長官嚇

到，原來流量這麼仰賴臉書導流，所以不能全部做。（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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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讀者根本不再到新聞網站，媒體已面臨將內容和流量拱手的窘境。例如《東

森新聞》專頁已不打算從新聞網站或 App 獲利，選擇將新聞內容完全留在

Facebook。美國媒體《NowThis News》更直接告訴讀者：網站（homepage）已

被淘汰，要那些拜訪「新聞網站」的讀者再回到社群媒體上（Inside，2016.05.16）。

新聞媒體面臨品牌經營的風險，卻又在同業競爭下，只得繼續在能見度結構中取

得短期利益（經理人月刊，2016.03.11）。 

 

（三）媒體營收的不確定性與調適 

媒體經營績效優劣幾乎端視廣告收入多寡，「流量要有辦法帶錢進來」成為

媒體擴編部門與人力來經營專頁所交付的任務（陳芝彤、林哲良，2016.05.05）。

然而，媒體專頁面臨能見度結構性的壓縮空間、過度競爭，以及演算法對能見度

的競合，使得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獲利能力不穩定，轉而回頭調整生產效率，

彌補經營績效不彰的現實，以求收支平衡。 

 

1. 獲利能力的不確定性 

根據訪談，媒體在 Facebook 上的能見度建構行動，帶來的獲利機會在於廣告

營收，可分為三種：導引流量至新聞網站換取廣告營收、透過即時文章整合

Facebook 行動廣告聯播網，以及透過貼文業務配合置入廣告。 

 

（1）導引流量的瓶頸與貶值 

將流量視為網路廣告營收「經濟命脈」的媒體組織，不滿足於消極地接受能

見度的分配，積極競相投入資源，期望轉化為經濟性產出。然而，首當其衝的挑

戰在於能見度的獲取不再容易，直接影響到導引流量的成長，營收變化已反映出

瓶頸： 

流量就是一直有點卡在一個瓶頸，所以業務部要賣廣告就會有點卡卡的，這

就是一個連鎖效應，如果我們的流量一直卡在那個部分，能賣出去的就會變

少……這是我們面臨到的困境，我覺得應該要有更多更有創意的商業模式，

不應該一直用流量去衡量。 

能見度分配的紅利結束，讓媒體開始思考流量對新聞業的意義？進一步詢問

經營績效指標和營收間的關聯性，受訪者普遍表示，媒體專頁的策略行動來自組

織要求，但整體營收模式和廣告運作卻不太明朗，最終並未對媒體帶來新的契機，

組織不過是複製大眾媒體的「收視率」商業模式，將其轉換成觸及讀者的流量生

意。由於利潤微薄，多數媒體的經營狀況呈現持平或虧損： 

流量會帶來廣告吧，我們的目標就看流量上升幾%……雖然網路錢很少，但

也是有啦！報紙的效益多少我是不知道，但我們靠流量還是有營收，我們部

門去年有賺百萬吧，一年啦，就很少。Youtube頻道也有賺，至少沒虧錢，

其他部門像新聞部可能有虧吧，很多節目都裁掉啦。（聯合影音） 

在粉絲經營成效好，但有沒有變現轉換成現金，這就是業務部門的本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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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聞網） 

我沒有參與到廣告，但就我所知廣告量是提升的，對營收小有幫助，應該說

我們不是廣告營收提升的主要功臣，只是從旁協助。（聯合新聞網） 

去年據說有回本，雖然臉書佔很多流量，但應該不是就只純粹靠臉書這樣。

（風傳媒） 

雖然很競爭但營利是有成長，臉書調演算法我們就必須再洗牌一次。（關鍵

評論網） 

這個部分可能要問長官欸，獲利的部分不太清楚，不會給我們知道太多啦，

畢竟小編嘛讓公司賺錢就好了……獲利不是我在負責，因為主管要裁人也不

會跟我說，負荷不來也不會跟我說。（中時電子報） 

這部份好難喔，都是業務部在處理。（中時視頻） 

對新聞媒體而言，流量的價值正在衰退。傳統媒體廣告量下滑，因此在渴望

數位廣告收益下，嚴格執行流量的關鍵績效指標，卻不考慮正確的目標受眾與轉

換率（娛樂重擊，2016.05.30；陳芝彤、林哲良，2016.05.05）。然而流量所對應

的讀者，其實富含著不同的個體差異、忠誠度和貢獻價值。媒體為流量服務，代

替內容本質，帶來的都是無意義的點擊率，讀者不僅沒有任何黏著度，對新聞品

牌價值的認同度也低（胡智濤，2015.05.06；黎慕慈，2016.08.29；陸子鈞，

2016.05.25）。根據訪談，關鍵的問題還是源自組織的正確經營方向，該如何發展

出有效獲得營收的模式： 

當然我不希望這成為一個趨勢，我不喜歡以流量為主的操作手法，但現在公

司的操作現況就是一定要這樣，才能繼續生存嘛。（關鍵評論網）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小編，我負責寫稿又是工讀生，可是主管後來不滿意原本

晚班小編的表現，或太過正經、不知道怎樣 PV可以比較多，所以他被換下

來，我換上去……我心裡會覺得是不是 PV才是重點嗎。（自由時報） 

我們自己知道多貼並不會好，可是長官不覺得啊……他們不是第一線貼文的

人，跟粉絲不熟。像我剛才講歐陽娜娜跟呂孫綾的新聞，貼出去就被罵，但

長官知道後，反應竟然是謝謝指教就好了。有時候他們不夠了解粉絲的特性，

又用主觀意識覺得這是很好的素材，就會有這樣的落差，但他們並不知道。

（中央社） 

媒體組織講求最大宗的新聞消費市場，犧牲廣告營收上的正確受眾。同時也

不注重品牌價值和口碑，忽視讀者對資訊的需求。媒體專頁只為觸及和點擊率服

務的最終結果，便是引起關注與議論，以流量取代新聞內容： 

之前鬧得比較大的還有小燈泡。我們有一則貼文的標下，小燈泡媽媽：希望

根本讓這種人消失。其實有訓練過的小編不會這樣貼，因為這樣會踩雷，只

下『根本』兩字就是斷章取義……但組織之中有一些比較沒 sense，所以貼

出去了就被罵啦。可是主管危機處理的方式就會說：不會啊，這個哪有斷章

取義。因為主管不了解粉絲在想什麼，後續的危機處理就變得有點糟糕，反

而引起更大的反彈。（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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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個主管不同啦！我們主管上面還有社長，越上級的人他們在乎的越是結

果。就結果來看，如果你一直在掉，相對壓力會越大。我們做久了一看就知

道稿子廢廢的沒什麼人要看，但標題下的很好很吸睛，我們就會想說要推嗎？

除非真的太廢有時候重點就只有一句。（自由時報） 

媒體專頁應組織要求下發展出的策略，讓媒體專頁一切以獲得流量為依歸，

最終導致目標和手段的錯置，形成惡性循環： 

我們很多寫稿的人都是工讀生，久而久之也會像外勤記者一樣麻痺，他們一

開始也會約束自己要寫一些有意義的新聞，可是久了也會有 PV壓力，一層

一層管下來也會管到他們嘛！我們早班還會有訂標準，你每天一定要寫幾則、

PV要到多少，你才算達標，那久了會麻木啊。他們會覺得我寫一堆鹹濕稿

或羶腥色的，或者故意把標題下很重，或是釣魚標，這樣就可以吸引很多讀

者，那我就繼續這樣做，衝好我的 PV，我的點閱率高，這樣我不用受氣我

把我工作做好，變成一種惡性循環。（自由時報） 

 

（2）即時文章帶來的營收與風險 

新聞媒體使用即時文章的首要原因在於能見度的優待。根據訪談，媒體感受

到演算法支配的壓迫，不同類型貼文的能見度並非等值。尤其隨著即時文章成為

新的內容類型後，要獲得優待就只能將新聞「合成」在即時文章內。 

即時文章帶給新聞媒體的另一優待，在於提供廣告獲利的管道。即時文章在

2016 年已開放給全球發佈者，目前有三種獲利方式。第一為直銷廣告（direct sold 

campaigns），發佈者自行爭取代理商和媒體購買公司的廣告投放（ad server 

implementation），販售所得全數歸己所有；第二為採用 Facebook 行動廣告聯

播網（audience network），廣告由 Facebook 經手並對廣告販售抽成約 30%。

最後一種則為品牌置入內容（branded content），意即自行發布受贊助的文章，

須符合 Facebook 規定的顯示格式（Agarwal, 2016.10.12; Seetharaman, 

2015.05.01）。 

根據訪談，媒體對即時文章的擔憂多於樂觀，擔憂層面包括新聞網站流量的

損失、即時文章相關數據的擁有權、廣告獲利分配與讀者閱讀習慣改變。 

 

A 新聞網站流量的損失 

首先，發佈即時文章等同放棄新聞網站的流量經營與廣告營收模式。受訪媒

體中，《中時電子報》主專頁（約7成）和視頻專頁（約6成），以及《關鍵評

論網》（約7成）為即時文章發布比例最高的媒體。對比《東森新聞》專頁讓全

數內容留在Facebook（Inside，2016.05.16），多數媒體仍在中介或合成之間猶豫，

即便發佈量高，仍然認為完全放棄導引流量太過冒險： 

我們一天發文量有144則，每天都要貼到100則IA，這是我們主管最近給的目

標。但是我們不會讓貼文馬上變IA，比如今天排了一則新聞，我們就會讓它

先擴散半小時之後，再點成閃電Logo。（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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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一天所有專頁的 IA標準要 250則，可是我們出產新聞更多，大概

有他們 4 倍，我們子粉絲團很多啊，我們專頁大概五到六成是 IA。現在臉

書為了 IA才會推送，我們業務部也會用 GA軟體觀察最受歡迎的是哪一條，

因為最受歡迎的也會被分享到主專頁。這些流量好的新聞或是即時性的新聞

為了送到更多使用者的動態消息上，業務部就會對這些點 IA，流量比較好

的新聞去下預算在裡面，去買那版面。（中時視頻） 

Instant Artical 現在也是乘數被提高的啊，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每篇文章都

會開 Instant Artical，其他就還是要看那個文章的內容和標題，即使

Instant Artical 跟影音的乘數很重，最主要還是要看讀者有沒有興趣。（關

鍵評論網） 

根據訪談，媒體的「經濟命脈」建立在能見度分配帶來的導引流量上，但即

時文章卻不再像過去把讀者帶到新聞網站上。因此採用即時文章的專頁認為，內

容「合成」直接影響組織慣有的經營績效指標的評估，並質疑即時文章為組織帶

來的獲利程度： 

主管跟我們說有辦法［賺錢］，因為我跟他們抱怨IA吃掉太多流量……其實

也不會每一則都用IA，通常都是時事或即時性的新聞才會用，非即時性只是

有瀏覽量的就不一定會用IA。［挑選上］一方面就時事最重要，再來是即時

性，第三是瀏覽量，看流量有多少。因為我們［專頁］每一則都發，會被分

享到主專頁的通常是以這三個為標準。（中時視頻） 

IA的廣告一部分是我們主管蠻重視的啦！目前還沒有那麼重視網站，我覺

得比例來講 100則比 44的量我覺得是 OK。（中時電子報） 

沒有全部文章都套用，但我們產品部門現在傾向文章內有影片的就用 IA，

用工程語法去寫，偵測這篇文章有影片，就會自動生成 RSS Feed 傳送給 FB

後端做 IA。所以並不是看議題、類型或是這篇文章權重高不高，但還在測

試什麼是最雙贏，既不會讓我們 IA灑不出去，又不會讓流量掉很慘，雖然

本來流量就不靠 FB導，但靠 FB導未來會是顯學啦。（聯合新聞網） 

 

B 即時文章相關數據的擁有權 

再者，過往新聞媒體的流量可以靠第三方流量監測平台觀察，例如Google 

Analytics。然而，用戶資料一直是Facebook重要的廣告收入來源，因此傾向不讓

競爭對手Google等其它平台經手相關數據（Seetharaman, 2015.05.01）。這讓媒體

擔憂將新聞合成在即時文章上，將失去讀者和流量相關數據的掌控。根據訪談，

部分媒體表示無法得知即時文章帶來的相關數據；或者，必須額外付費透過

Facebook合作的第三方網路分析公司comScore取得： 

我不知道我們哪篇是最好的，看不出來，但主管說他那邊看的到，通常在網

站上看到最好的，在IA也會是最好的……我們底下的人看不到。（中時電子

報視頻專頁）  

現在 IA 可以算流量了，可以埋 code，像 ComScore 不知道有沒有跟臉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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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作……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埋設在各大媒體後台的機器人用來計算流量，

現在也說可以埋在 FB，抓到哪些是 IA流進來。所以媒體如果想要 IA 擴散

加上導進 IA的流量也可以被併入流量，讓廣告主也就是業主可以看到，勢

必就要再花一筆錢跟 ComScore買機器人埋進去。（聯合新聞網） 

主管會從另外的，應該是說我們的報表會看的到啦……就是 GA、行動流量

還有網站流量就是全部看的到。IA的部分還是有連動到網站，還是有算在

網站的流量裡面，只是說點擊次數被削弱。（中時電子報） 

此外，採用即時文章必定得犧牲媒體最關心的導引流量之外，點擊流量的計

算也讓媒體負擔額外的損失： 

整體流量有 65%是包含 IA，因為點進 IA其實也算網站的流量，只是被吃掉

而已，不是全部。IA它好像是算單一點擊次數……前幾天一則在講什麼護

國神山突破 20萬點擊算是一個新高，結果進去看發現怎麼只有 8萬，但我

從臉書後台洞察報告看，發現從 Facebook點擊這個連結的人次總共有 20

幾萬，等於說 IA 把 20萬都吃掉的意思。（中時電子報） 

 

C 廣告獲利分配 

此外，即便媒體專頁認為即時文章能帶來更多能見度，然而即時文章的發布

比例成為媒體專頁的難題。究其背後癥結，仍在於即時文章帶來的廣告營收，能

否彌補媒體逐漸失去的網路流量與廣告？ 

對於《中時電子報》而言，即時文章成為專頁經營的「直接」廣告營收，有

別大多數媒體透過導引流量至網站獲得的「間接」獲利方式： 

因為IA，Facebook會給錢，所以長官都蠻重視的……以我們社群組來講，營

運最明顯的利潤大概就從IA去評斷…...因為我們不是編輯嘛，沒辦法以新

聞流量賺取獎金，因為那是內容生產中心的。下廣告也是下在他們那邊，我

們這邊就是一些活動贈獎，或做廣告交換，但廣告交換我們這邊也不會有錢

啦！有錢的也是在業務那邊。（中時電子報） 

當即時文章能夠精確地如同「導引流量」計算數據，組織為拓展營收，確實

也對即時文章流量的目標設定並檢討績效表現： 

我們每天早上10點會調數據出來看，像是GA、PV、UV，然後比較特別是還有

做IA的系統……IA的部分就會變成有另外一個固定流量，那個流量我們也會

看。（中時電子報） 

部份媒體專頁使用即時文章的目的在於廣告營收，Facebook 行動廣告聯播

網亦能提供基於使用者興趣的精準廣告投放，影響媒體所關切的廣告點擊率

（Agarwal, 2016.10.12）。受訪媒體認為，由媒體提供廣告素材的方式猶如「瞎子

摸象」，可能不夠了解讀者對廣告的興趣： 

臉書根據使用者手機打開使用的語言、地區，投放他有的廣告素材。那我們

是自己搞定，所以要撥另一部分的人來決定什麼樣的新聞，要放什麼樣的廣

告，至於這新聞會被誰看到不是我能決定；如果是由臉書 IA放廣告，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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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這篇新聞會被誰看到，還會根據性別、年齡、使用習慣放廣告，同一篇

新聞會出現不同 IA廣告，所以是比較有效益的廣告。我們這種像是瞎子摸

象，但是我們還在試，因為廣告給錯誤 TA看到，等於沒用白做工，不會點

也不會導購。（聯合新聞網） 

對於多數媒體而言，即時文章的採用比例仍然不高，廣告投放來源也來自既

存合作的廣告代理商或媒體購買公司。對於《聯合新聞網》而言，採用即時文章

的目的仍在於能見度的優待，因此廣告獲利管道不在加入 Facebook 的行動廣告

聯播網：  

可以選要拆帳還是不拆，我們應該是沒有拆帳，等於廣告是我們自己去上架，

跟 Google談好，等於廣告素材我們要自己提供，廣告自己上架，就是請工

程師寫在後端，只要抓到要上 IA的新聞，我們的廣告就會一起被抓過去。

等於業主或廣告主都是我們自己找的、素材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程式碼 code

我們自己寫。（聯合新聞網） 

我們今年 3、4月已經有在投 IA的廣告，成效因為剛開始，所以還在試哪些

可以放 IA貼文哪些不要……怎樣可以帶來最大數量的導入導購，產品部那

邊還在測，我們小編也全力幫忙貼導流，直接貼廣告文的方式可能越來越

少……也要看業主接不接受，因為這種廣告商的客戶還沒有那麼多，還在看

IA的成效。（聯合新聞網） 

台灣新聞媒體過度使用即時文章的結果，已造成舊有網路商業模式的衝擊，

導引流量大幅下跌，影響蓋版廣告營收。例如台灣《蘋果日報》2016 年第一季

末因此轉盈為虧，赤字四千多萬元；台灣《壹傳媒》營收不穩定，造成 5 月內人

事變異（娛樂重擊，2016.05.30）。呼應國際新聞媒體組織（INMA）2016 年的調

查，多數歐美大型媒體組織不滿意 Facebook 的利益分配。68%受訪者對 Facebook

變換產品的通知不滿意；41%表示 Facebook 上的廣告營收很重要，但是 57%表示

不滿意營收表現（Lichterman, 2016.09.29）。根據訪談，受訪者對流量的損失是否

能帶來合理的利益分配，仍然抱持懷疑，不敢貿然投入： 

目前《蘋果》、《自由》、《中時》、《聯合》這四大家還是以網站為主，像《ET》

反而是為了產生連結貼到臉書上才做網站，不然他們其實可以直接在臉書上

賣錢，據我所知他們 IA廣告收入還頗可觀，因為他們臉書導入很高所以直

接在臉書上買廣告，真的有從這獲得收益，靠臉書平台的演算法。但這樣的

商業模式我們家應該沒辦法，因為第一，臉書導流不是我們大宗。第二，IA

拆帳跟 IA全拿方式，我們也還沒熟練不敢太貿然百分之百投進去，因為輸

了這段時間損失這麼大。（聯合新聞網） 

 

D 讀者閱讀習慣改變 

最後，媒體擔憂即時文章將使新聞業最終成為純然的「內容發布者」，意謂

著失去新聞的觸及和廣告提供的控制。當讀者習慣即時文章的閱讀型態，媒體網

站不再擁有流量，Facebook 未來若更改現今的協商承諾，改變廣告投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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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瓜分廣告收益，媒體將陷入進退兩難（Newton, 2016.05.12）。例如，受訪媒

體提到媒體過去與 Google 的廣告合作關係已受到威脅，Facebook 利用新聞媒體

的內容，來競爭媒體原本的廣告市場，Facebook 最終可能成為新聞媒體的廣告競

爭對手： 

所以臉書才會推 IA這東西，他告訴你說：你要賣廣告你直接在我們這架 IA，

然後廣告看你要直接賣還是拆帳，這是臉書聰明的地方，他想要拿我們的內

容去經營臉書自媒體，就是不讓流量連到外站，直接點 IA看，廣告收益不

管是拆帳或全拿媒體都還是可以賺到。當然和原本旁邊有 banner的廣告不

一樣，所以 google 也慌了，很多這個都是直接 google代理，我賣給 google

由 google塞廣告進來。像之前做 G+就是為了防止這樣的事，但老實說 G+

沒有成功，所以臉書聰明和我們打好關係，也告訴我們演算法要怎麼改讓我

們提早做準備，甚至廣告一起賺，你提供內容給我，我提供觸及幫你擴散，

導進來的 IA廣告我們一起拆。（聯合新聞網） 

 

（3）業配搭售貼文做為營收補貼 

許多媒體組織面臨專頁活動的經營績效的衰退，開始思考專頁能見度所能帶

來的附加價值。根據訪談，媒體組織接受付費，將廣告業主的品牌產品置入於專

頁「貼文」當中發佈，透過計劃和包裝，以不突顯的方式觸及讀者，亦即讓讀者

在不了解商業企圖的情況下看到這些置入廣告的貼文。這樣的「廣告配套」成為

各家媒體藉著專頁活動的獲利管道之一： 

我們可以操作廣告，用媒體影響力去投放，等於大家是看到《聯合新聞網》

發了這個影片，但看完才會發現原來是亞培安素的廣告。如果是用亞培安素

粉絲團去發這影片，購買者就會覺得這就是廣告，選擇不要看，可是媒體發

的他們就會覺得這是新聞或是什麼事件就會去關心……現在平均一兩個禮

拜會有一篇業配文。（聯合新聞網） 

獲利除了靠 IA以外，還有廣告交換，就是廣告貼文，一天就有好幾則。（中

時電子報）  

還是會［置入廣告］，而且很誇張，居然還會給我設在快訊上面，但應該好

幾天才會有一則。（自由時報） 

台灣新聞媒體面臨能見度的壓縮和競爭，市場被瓜分、廣告營收微薄，媒體

專頁也須接受組織內工作單位要求的業務配合，執行方式則有二種。第一，由業

務部向廣告業主洽談，以付費方式取得新聞網站的版面或文章，媒體專頁則將該

文章的連結置入貼文當中，引導讀者前往網站觀看或點擊；或者，經由業務部，

媒體專頁將業配新聞包裝成新聞照片、文章、影音或其它形態內容，當作原生廣

告發佈，透過貼文直接將有價訊息觸及讀者： 

我們是買 A送 B，我們就是那個 B，我們不是主要被賣的那個人……通常是

業務部談好業務案後，丟連結給我們說：麻煩幫我們今天曝光，然後小編的

話要寫什麼，或請我們帶這個連結，然後連結點進去就是業配文。他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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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賣這篇業配文，然後送臉書貼文，用類似套餐方式賣，以我們粉絲團會

幫你們分享當作誘因。因為現在業主有老派也有創新派，他們一定知道臉書

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希望直接買在臉書上面，不需要放在你們網站，那業務

部就會跟我們商量這方式可不可以。（聯合新聞網） 

當新聞業務化的問題延伸至專頁貼文，貼文被當作是廣告配套的搭售方式，

更成為業務部說服廣告主投放的誘因。因此，「業配貼文」的能見度績效也受到

廣告主的要求，並作為是否投的評估標準： 

經營跟營收的關聯就像剛剛講的廣告業主也會開始要求給我看你們的互動，

包含 reaction和 reach的數字，決定要不要把廣告放我們新聞網頁，然後

我們再去貼那則業配文。（聯合新聞網） 

廣告置入在過去一直獲得 Facebook 的默許，2016 年 4 月的最新廣告政策，

已經允許獲得驗證的專頁發佈提到第三方產品、品牌或贊助商的「品牌置入內容

（branded content）」，內容形式也不拘。然而新政策意味著 Facebook 將不再對

此類內容進行能見度上的懲處（Bilton, 2016.04.08）。況且，品牌置入內容一直為

Facebook 帶來相當的廣告收入。根據訪談，這些「業配貼文」的能見度分配仍

受演算法支配，因此專頁若要確保更多被看到的機會，同樣需要付費貼文推廣。

不過，推廣費用多來自媒體的廣告業主，如此一來，等同是媒體替 Facebook 媒

合了廣告主，成為最終的最大收益者： 

一個成功的案例是亞培安素影片那廣告賣得很好，自主生成［觸及］65萬，

後面這個［付費觸及］是 200 多萬，後面這段是業主提供的錢，不是我們自

己花，就是影片給你放……雖然有靠後面這段［付費觸及］的幫助，但這個

素材放在我們家的 TA非常成功，我們 TA就是長輩最多，都很有感、很有共

鳴，很喜歡分享這種東西。（聯合新聞網） 

至於媒體的各個專頁如何配合組織？根據訪談，各個媒體的綜合性主專頁為

擁有最多粉絲數的專頁，也最能觸及最多人數，主要任務雖為導引流量，在業務

部要求配合下兼有發佈這類有價訊息的工作任務： 

別家也有，像《ET》也曾經貼過，《泛科學》上次林鳳營事件去做影片他也

寫說這是廣告。其實不管新媒體或傳統媒體都在做臉書廣告這件事，因為這

是趨勢，廣告圈圈也在適應演算法帶來改變。媒體目前還是以經營為主，不

會讓廣告影響經營，等於是廣告反而要配合經營，我們經營成什麼樣子，他

們就會拿去接觸可能的業主。（聯合新聞網） 

然而，媒體的次專頁多有明確的新聞路線做為區分，例如生活、旅遊、娛樂，

甚至是汽車、美容，以分眾的方式，區隔主專頁的讀者。此類次專頁的經營者多

由各路線記者兼任，由於次專頁讀者具有明顯的目標客群，更方便廣告業主在付

費要求「業配新聞」的同時，獲得搭售的「業配貼文」： 

我們專頁沒有接置入，不過我們有旅遊新聞，那邊應該是有在接置入。（中

時視頻） 

頻道的話或多或少會［置入廣告］，假設是上有一個特別多女生愛的化妝品，

 



94 
 

時尚［頻道］當然會介紹一些它的特性啊。（自由時報） 

即使業配新聞可容許贊助業主控制訊息呈現方式，媒體專頁仍把守最後關卡，

得將內容再包裝成可能有益的資訊。Facebook 相關政策也同樣貼文禁止過度促

銷，例如浮水印、影片前置廣告，透過全頁相片及個人檔案相片促銷第三方產品、

品牌或贊助商都被禁止（Bilton, 2016.04.08）。雖然有廣告收入考量，但受訪者認

為，貼文的樣貌還是得基於新聞專業考量，好讓貼文包含相關的消費資訊，不致

被讀者抗拒： 

業配文要包裝得很像一般新聞，不要讓人家一點進去就生氣發現是業配文，

所以我們會篩選，會經營一批鐵粉，像文教類，應該是《聯合報》的優勢，

因為比較明確長期經營，採訪考生、解題心法之類，其他家可能只有在大考

才會寫。我們家的頻道貼文教效果非常好，不知道是長輩多還是怎樣，所以

會有文教類廣告像補習班。（聯合新聞網） 

我覺得像這種貼文你不用特別貼出官網、標價，或是櫃設在哪，都不用。可

是你除了介紹這款外，也可以介紹其他同類型的化妝品比較，這樣我覺得你

就不是特別在為商品或品牌打廣告。（自由時報） 

廣告的效果當然不好，因為讀者會發現是廣告，所以只能動點頭腦。內容應

該是商品類比較少，比較多像一些店家，然後寫一些店鋪的新聞幫他們曝光。

這種就不會放即時文章，就是放連結。（中時電子報）  

業配貼文不是組織常態性的廣告獲利來源，無法創造新獲利模式。況且媒體

專頁對派發的置入性行銷多是被動接受，僅為數位廣告的搭售配套，因此專頁能

帶來的實際獲利有限。受訪者也認為，業配貼文並非自身工作份內的任務，專頁

應該將目標放回讀者，建構新聞的能見度，最終導引流量： 

粉絲本來就不是為了買東西而來，如果常常放會彈性疲乏，知道這是廣告久

了退讚…….貼文幾乎都是新聞為主，重點還是在於導流，不是直接當廣告

平台放廣告。因為臉書演算法什麼時候改不曉得，放我們自己網頁上，還可

以決定版位、要曝光大多大，但人家的平台人家的遊戲規則，若成效沒達到

預期在廣告業界的名聲就會不好。所以這種合作模式也只是偶爾，也是會挑

對象，如果是什麼珠寶精品，或是不符合我們粉絲團 TA的廣告，我會建議

放在網頁上面。（聯合新聞網） 

過於注重商業會是點閱率上的阻礙，以我們頻道做例子，他們推文就像在行

銷，很多讀者看了就不喜歡，覺得這是業配文，太公關性質不想點。它們是

廣告，但我們主管希望不要偏向廣告，只是在分享資訊。（自由時報） 

 

2. 生產效率的調適 

媒體專頁的策略行動受組織本益分析的結果所指導。受訪媒體表示：「許多

媒體賠錢的原因是管銷成本……一開始就花錢砸廣告花錢吸引粉絲進來，因為量

多了才有辦法賣廣告，但那個要錢、小編要錢、素材影片要錢，做後營收一翻兩

瞪眼」（聯合新聞網）。許多媒體為了追求能見度優待，必須緊密跟隨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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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分配秩序，隨之而來的是成本支出增加，組織隨之以生產效率調適因應，

包含：時間壓縮下的一人多工、影音內容需求下的人力再壓縮、網搜剽竊填補大

量內容需求。 

 

（1）時間壓縮下的一人多工 

台灣新聞媒體在能見度受支配下獲利能力不穩定，普遍在專頁經營上透過多

工降低成本與減少員額。組織雖將能見度視為經濟命脈，卻又對專頁經營不夠重

視，並以年輕、新聞資歷淺、兼任或非專職的工作者作為人力來源。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經營者的組成來自組織縮編的結果，多由新聞部或編輯

部內的編輯、記者兼任；其它則交由專責部門，如產品部或平台部納入業務，由

部門內資淺工作者、工讀生或稱助理編輯實際經營。受訪者認為，組織賦予專頁

關鍵的「導引流量」任務，工作卻被想像為簡化與固定的「貼文」動作。因此不

被尊重、能力被弱化、被認為缺乏技術含量，專業能力不受肯定成為各家媒體專

頁經營者的普遍困境： 

反正你只要貼文就好啦……大家都覺得貼文很簡單啊，你貼不好就你腦殘

啊……有時候小編跟主管溝通會覺得很無力也很無奈，對他們來講你就是一

個小編，小這個字基本上已經削弱你的能力，主管不太願意聽你想法……稱

我小編可以，但這是我們社群編輯的自稱，你不該把我們看得這麼小，你應

該接受我們這群人擁有比較多的想法跟實戰經驗，比較多的觀察，不像你們

只要出一張嘴就好，所以這是小編工作的困境。（中央社） 

專頁既然成為媒體能見度的門戶，社群媒體上的產製、發布、傳遞涉及有別

以往的新聞價值與專業判斷，成為新聞的「新一代守門人」（new generation of 

gatekeepers），挑戰新聞室的編輯決策（Bro & Wallberg, 2014）。然而，這群守門

人在專頁自稱「小編」，也呼應管理階層對其工作任務的理解，以為藉由仿效內

容農場經營就等同媒體轉型（黎慕慈，2016.08.29；端傳媒，2016.08.07）。 

相對而言，媒體專頁經營者雖資淺，卻熟悉網路語言、具有網搜新聞資訊、

判斷熱門文章與話題能力，同時有助新聞室適應數位環境變遷。尤其網路媒體倚

賴數位廣告營收，融入社群與社群對話，同時摸索演算法成為專頁重要工作（黎

慕慈，2016.08.29）。確實，媒體專頁的行動受制能見度結構的空間，僅有相對自

主性，卻實質拼搏組織半數以上的流量。受訪者認為，工作技術含量的展現在於

對演算法的摸索，以及隨變動的工作適應調整：  

改變演算法的時候，或是調整什麼貼文的曝光好或壞，那就會影響小編的整

個工作流程，因為你的貼文形式就要因應改變，那你的眉批什麼都要做調整，

所以小編的工作就會一直變動一直變動，一直變換。（中央社） 

但實際上，多數組織弱化專頁經營卻預期各項生產力的提高，指派更多額外

工作，欲藉此簡化流程與發佈。根據訪談，專頁工作任務除追蹤演算法與分析、

篩選與發布貼文、摘錄新聞評註、鼓勵讀者互動、直播視訊、付費推廣貼文等業

務外，同時可能包含：網站經營相關（新聞專案企劃、網站維護管理、網頁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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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行動應用程式相關（新聞推播通知、App 功能增設）、新聞編輯相關（編

輯校搞改標、新聞採訪、網搜新聞素材、剪輯與重製影音）等： 

不知道其它媒體是不是啦！我們組織的小編都一人身兼多職，社群除了經營

網站之外，還要常常去接很多專案，比如說網頁改版設計，或是提出一個新

的專題式網頁，都是落在你身上，但是你一天只有八個小時，對你的勞動來

講，就是壓縮，所以小編的勞動權應該有點慘。（中央社） 

以前記者就單純跑，現在就要跑要錄影因為要影片，然後要直播還要寫稿，

要做的事越來越多，但產出還是一樣要維持住。（ETtoday旅遊雲） 

除了貼文還要做影片，做完影片還要隨時 follow記者 pass過來的訊息。如

果覺得可以用，要搶快的話，還要自己製成新聞；平常 Live的話像之前馬

習會我們還要自己生稿子，就是在直播當下從旁側錄、抓要的東西，然後剪

輯，再剪短影音，自己寫稿再 PO出去；還要推播。（聯合影音） 

影音都要特別重製上字，也是我們要用，一人多工的年代。工作還包括影音、

貼粉絲團、整理記者發的新聞，編輯校搞、改標；官網維護、編排；我們企

畫編輯有 5、6個，做這個之餘也要做一些活動，像之前新開選舉頁面，或

APP多一些選舉的功能，都要提前幾個月前企劃，跟工程師溝通，做一個網

站不可能憑空做出來，也會想要一些什麼效果。（聯合影音） 

許多組織以多工因應變局，然而能見度結構卻朝向空間壓縮、即時趕工、激

烈競爭的趨勢轉變，原本就肩負多元任務的專頁經營者，面臨更高工作強度與壓

力，影響經營效能與表現。不僅犧牲新聞發布品質，還朝向輕短、膚淺、零碎，

以及缺乏深度的經營模式，沒有時間追蹤讀者的想法和意見： 

背後拚死拚活的工作，你一個人要處理很多事情……小編要忙很多事情的情

況下疏忽了，就會被大家放大檢視。（中央社） 

小編的工作輕鬆？說句真心話，我以前寫稿還有時間小小偷懶……當小編後

我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每 10 分鐘就要推一則……真的超趕。選文上就要

花 3.5 分鐘，選新聞看內容有沒有錯誤；還要多看一下內容，可以帶什麼評

語，梗在哪裡，還要自己做一下功課，這則新聞先前發生的事情；接下來還

要除錯網址；tag 一些東西。其實做一下也就 6分鐘，如果幸運一連好多可

以推的新聞，我們可以每 10分鐘設一個排程，才有餘力做其他事情。如果

很不幸像這幾天都很 soso，我就只能坐在上面看有沒有新聞上來一直重複

F5，我沒辦法上廁所，像我今天 11點才吃飯。（自由時報） 

專頁與演算法拚搏能見度的結果，就是各個媒體專頁必須全天待命，隨時都

必須發布貼文，甚至更新重要時事，因此專業經營者的工作任務也無法與日常生

活切割，工作即生活，被新聞追著跑： 

回家還要工作？這當然阿！比如台南地震，第一時間我被搖醒，反應是去貼

臉書，……小編工作其實跟生活緊緊綁在一起，有時候下班後有新的即時新

聞，就要再處理。台南地震那天，我們有三個人醒來，就開始調整網站的呈

現，開始做新聞加班，在沒有睡飽下又工作十二到十六個小時，但主管覺得

 



97 
 

這也還好啊。常常我下班之後，回家都會一直滑臉書看效果好不好，有點影

響到原本的生活。（中央社） 

電子媒體現場拍完之後，回去只做一兩則帶，下午再繼續訪問。我們要經手

每個記者不同類型的新聞，除了最簡單的改標編輯之外，看到素材還要自己

製成新聞先放網路上，其實蠻多負擔……如果看到自己新聞跑得流量還不錯

的話，心情會比較好吧。（聯合影音） 

 

（2）影音與視訊直播加重多工負擔 

Facebook 為拓展收益進軍行動廣告業務，不斷開發新工具為廣告主提升績

效，原生影音、直播視訊相繼成為 2015、2016 年的發展重點。同時，也讓媒體

陷入能見度差別待遇的利誘與脅迫，要持續獲得流量成長就得緊密跟隨這些新工

具。根據訪談，多數媒體並非樂於擁抱這些伴隨能見度差別待遇的新工具： 

老實說臉書演算法對媒體很傷，因為它會逼迫媒體一定要跟著它的節奏走，

只要沒跟它的節奏走，它絕對不會幫你推播出去。（中時電子報視頻）  

因為現在直播最大，我們就要多做直播的量，才能讓臉書［觸及］越來越好。

好處就是獲得觸及率啦！因為開啟直播它會幫你吸引更多人觀看，可能會把

一些潛在用戶喚醒。（中時電子報） 

對媒體而言，產製影音和直播視訊成為接觸讀者的必要條件，卻也同時加重

組織的生產成本。就影音與視訊產製較具規模的《東森新聞》專頁而言，每日產

製 50 支不到 2 分鐘的影音，每日可造就 2000 萬觀看次數，背後必須大舉投入資

源與人力成立影音編輯團隊，透過重製或自行尋找素材才能達到規模化生產

（Inside，2016.05.16）。根據訪談，要能夠適應 Facebook 推出的新聞工具，必須

付出組織額外的生產成本與人力支應： 

變得我們比較常推影片，因為現在不只我們，大家都在發展影片，對啊就是

網路上的小短片。（ETtoday旅遊雲） 

像前陣子臉書在推短影音，每一家像 TVBS、東森都是用短影音的，貼連結

的比較少，這些影片就得特別重製跟上字。（聯合影音） 

然而，各家新聞媒體所擁有的媒體舊有資產和擅長領域不同，能夠投入資源

發展影音與直播的程度也不一。多數媒體受限影音設備不足、編採人力有限，只

能再壓榨現有勞動力，要求記者在新聞現場配合直播視訊或拍攝影音，賦予更多

工作任務，來配合能見度的分配秩序。根據訪談，多數專頁的直播和影音產出質

量不佳，無法達到有效吸引讀者，進而提升觸及率的期望： 

至於直播，我們目前沒有要做。影片的話，還在發展中……我們也有推影音

啊，但真的拍得太爛了，可能是我們記者要分攤比較多工作，要搶快又要影

音、文稿，都是一人一手包辦，其他媒體可能也這樣，也可能是因為我們記

者都有一些年資了，所以他們影音就是拍得很不好。（自由時報） 

有啦［其他同業］他們會用臉書直播，我們很少，都是貼官網的直播連結，

像電視新聞的直播。因為我們［小編］不會到新聞現場，但［其他同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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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小編，我不知道他們是記者什麼的，可能也有［專頁］管理權限吧，他

們現在都用臉書直播。（聯合影音） 

比方說直播，因為我們有些新聞是工讀生記者寫，另外也沒有設備可以直

播……我自己猜測，我們主管、比較核心在管新聞的都是《中時》、《壹週刊》

紙媒出身，可能比較不知道怎麼操作這種類型的新聞。（風傳媒） 

直播因為是最近才開始的，所以有在嘗試，現在還不多。因為主要在新聞現

場的還是記者，也要看現場值不值得直播。如果不值得，你播了其實對讀者

是一種侵擾。（中央社） 

對多數媒體而言，直播視訊僅是將電視新聞 SNG 連線的現場直擊，接軌到

行動裝置，並將內容直接傳送給專頁。內容多為瑣碎、娛樂、軟性題材，例如行

車記錄器、頒獎典禮記者室直擊、巷弄美食等現場（Inside，2016.05.16）。根據

訪談，直播視訊做為報導工具，並非被理想地應用在海外重大事件、即時新聞或

訪問上。內容與過往電視新聞被批評的軟性內容無異，此內容型態僅有利於讀者

即時地與直播互動： 

我們直播還蠻頻繁，像上午就是李安，等一下是去少女時代Jessica。你也

知道像李安、Jessica、蘇志燮這種大家都會喜歡，也會有那種觀光客大遊

行、國慶升旗，大眾會關心的議題。（中時電子報） 

整體來說，媒體對影音和直播視訊是否投入資源經營的猶豫與取捨，仍在營

收是否至少能將支出打平？對照 Facebook 補貼 5000 萬美元給近 140 間媒體和名

人產製直播視訊內容5（Perlberg & Seetharaman, 2016.06.22）。國內媒體並未獲得

實際內容生產補貼，因此多數媒體認為這些工具的內容相對可以割捨。尤其，視

訊直播另一問題是無法將讀者帶到自家網站，喪失實際的經濟效用，專頁只能改

以增加粉絲數為目的： 

還是有可能［導流］，但要塞在下面，比如今天直播李安，那就放兩天前的

新聞……把新聞連結放在下面還是會有人點，因為直播沒辦法跳出頁面。因

為我的工作就是增加粉絲互動，所以我不用管到底有沒有導到新聞的流量，

那個不是我負責，不是我們﹝社群組﹞關心的重點［而是內容中心和業務部］。

（中時電子報） 

因此，依附能見度分配秩序能夠帶來的獲利機會，普遍受媒體質疑。國內規

模生產影音的《東森新聞》和《ETtoday 新聞雲》專頁屢傳虧損。其中，《ETtoday

新聞雲》流量雖在台灣新聞網站中居冠，但因應擴編影音部門人力，2016 年第

一季虧損金額就直逼去年度的全部（劉孋瑩，2016.06.08；陳芝彤、林哲良，

2016.05.05）。根據訪談，影音團隊需要更多人力支援，比起傳統的文字，影音人

員、編輯、工程師、業務等高額人事成本讓組織財務更緊，帶來的營收未必能支

撐影音產製支出，也讓原本緊繃的人力更增添負荷： 

                                                      
5 Facebook 其預算分配高度集中在前十間媒體（40%）。《紐約時報》是唯一傳統媒體，一年分配

到 300 萬美元，和 Buzzfeed 相當；其它的預算則分給網路原生媒體（Perlberg & Seetharaman,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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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圖文平均早班晚班一天就 6個人，影音一天是 4個，加《中天新聞》我們

站內拍影片，一天有 2個，加起來［團隊］一天 12個……目前是在賠，今

年初有則新聞，蔡衍明董事長在新媒體賠非常多錢，幾十億好像有，因為人

事成本太高，但讀者下降非常明顯，營收打不平。最近人事已經傳要更動……

人力成本非常大，但新媒體主要營收就只有廣告。（中時視頻） 

一個時段至少要有兩個，比如我今天出去直播，就會有另一個負責顧.…..

看直播和顧社群，因為我不可能直播又回應一些網友……10月［人力］是比

較緊繃，因為下個月休比較多本來國定假日就多，加上颱風假還沒補，等到

10月才補，人力就要調整。（中時電子報） 

 

（3）網搜剽竊填補大量內容需求 

媒體認為發佈原生影音有助獲得能見度優待，應該要能跟隨分配秩序以利競

爭。與此同時，媒體也考量影音產製成本遠高過照片或文字，難以轉換成實際營

收彌補成本投入。根據訪談，多數媒體認為產製影音是因應演算法更新，而不得

不做的決策： 

影音容易被看見是一定的啊！就是沒辦法所以我們才會越做越多影音內容。

（關鍵評論網） 

現在是影音啊……它會就各個按過讚的粉絲團把影音先推出來，要滑很久才

會看到有連結的，或是照片的。（ETtoday旅遊雲） 

臉書既然預告影音為王，我們也只能這樣做。（聯合新聞網） 

我們原本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關注影片，現在必須要。所以組織也專門聘

請做影音的人進來，promote這一塊，這就是帶來的改變。相對小編就要跟

影音的人搭配，當然貼文就會被影響。（中央社） 

隨著各個媒體專頁對影音內容需求的增加，實際產能卻不足。反映出原本就

掌握密集產製影音資源的媒體，例如大型媒體集團，利用跨媒體資源整合獲得影

音供應，才能有機會在動態消息上獲得被看見： 

我們沒有辦法，像《蘋果》有動新聞，就算沒實際拍到現場，做成動畫也是

一支影片；《東森》和《ET》會去要影片；……我們有《udntv》但跟別家來

比量還是太少，再怎麼努力一天就是 5、6支，不像他們 10幾 20支。影片

帶來的新增粉絲數也很可觀，所以每一次臉書改演算法，我們都很想跟上，

但礙於公司政策跟一些原則，明明知道規則這樣走可以快速提升，卻只能眼

睜睜看它過去。（聯合新聞網） 

我們沒有影音製作，都是剪《中天》、《中視》擷取新聞畫面，沒有影音上面

的成本，成本最多就出在直播吧！購買一些腳架、器材（中時電子報）。 

我們集團記者自己出去跑是沒拍影片的，就算有拍影片也是先給《中天新聞》

用。（中時視頻） 

其它媒體對影音內容普遍投資不足，考量自製成本過高，人力也不足以穩定

供應，加上影音的能見度週期短暫，因此「網路取材」為便捷的解決辦法，網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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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多取材自網友、名人或其它媒體上傳至網路的內容，加以重製後，即可被用

以因應能見度競爭市場的變化與影音供應的壓力： 

長官也是跟我們說：想辦法生影片不管來源。當然還是要管來源，但長官意

思是說影片越多越好……我們也會要名人自己拍的逗趣影片，去要授權，會

跟他們說我們會壓我們 Logo、影片來源，然後幫你帶粉絲專頁。這對一些

目前還沒那麼有名，但有點有趣的粉絲專頁是有效的，但已經很有名不用靠

媒體紅的，我們不會去管。（聯合新聞網） 

因為我們比較偏藍，又跟大陸那邊有些關係，所以我們來源大部分是大陸網

站。比如說美拍會合作，好像有簽約，所以影片可以拿來用。然後新浪、騰

訊、網易，這些大陸新聞網站也都可以直接用，一部分是大陸在版權上沒有

特別要求。（中時視頻） 

影片來源就國外網站，或是臉書名人自己拍我們再轉發……我們冠到就全世

界都看的到啊！這是主管跟我們講，我知道很多媒體都會問可不可以授權影

片使用，但《中時》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請求，主管說：你就直接用！我們

影片最下面會寫這影片來自什麼網站。（中時視頻） 

媒體專頁使用網路素材已成為常態，卻因素材的「授權」問題遭外界撻伐，

加上媒體的影音重製流程僅是去頭去尾、打上字幕就播出，直接剽竊內容來生產

不到 20 秒的瑣碎片段，也藉此省下影音技術人員的聘僱，多由編輯獨立完成（劉

孋瑩，2016.06.08；Inside，2016.05.16）。談到影音來源的取得和生產流程，受訪

媒體表示在未授權下就「原封不動」的發佈是處理常態，更引來版權糾紛，然而

媒體卻消極不理會： 

中國的視頻、國外網站，或臉書名人自己發布的影片，我們會直接拿來製作，

可是我們不會後製，就直接原封不動貼上，然後下影片來源加連結。（中時

視頻） 

我們曾經有遇到國外的人要求下架這些影片，圖文也又有遇過，因為偷國外

新聞網站的圖。有人發現這是國外媒體拍的，因為他們也是偷國外攝影師的

圖，國外攝影師就致電要下架，我們沒有授權所以也只能下架。目前沒有［

賠償］，就是好我下架，然後不好意思。（中時視頻） 

沒要到授權情況，像之前張憶芬專訪和《ETtoday》即新聞，如果是國外或

大陸影片他們不會要授權，找不到源頭就會先抓。抓了之後打上像綜藝節目

的有趣標題，再加上自己 Logo，有版權的，可能被對方提告所以就放 3天，

就賭國外或大陸微博博主不會發現。等對方發現來要求，他們已經下架，而

且賺到觸及。他們數字會截下來看，因為那些影片新增的粉絲也不會因為影

片下架就退讚，目的也就達成。（聯合新聞網） 

如果要到授權，他們就放到沒有時效性，因為每個工作清單有 100則影片上

限，可能不想開那麼多同類型工作清單，就會下架，反正數據都已經報告過

了就上個月到下個月，《ETtoday》編輯跟我講的。（聯合新聞網） 

使用網路素材之目的在於降低成本與爭取能見度，引導更多流量，為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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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服務。這些素材未經專業過濾處理、無關公共利益，也未補上專家訪談。

不但助長新聞瑣碎化，網路素材來源如「翻攝自網路」或「轉自爆料公社」，既

查證不易也使新聞正確性堪慮（陸子鈞，2016.05.25）。同時，掩蓋媒體對影音投

資不足的現象： 

中國新聞大部分是走八卦，有些媒體會寫得很偏激，比如說之前王寶強老婆

外遇的新聞，有網友說偷拍到他老婆裸照偷開房的背影，直接指證那是他老

婆，所有媒體就跟進，但其實沒有證實。我們就寫大陸網友說、網傳這樣。

因為這個在台灣蠻危險，而且動不動就要告。（中時視頻） 

主要看媒體放多少比重在內容產製成本，如果成本要回收一定要長期經營，

短時間要看到成效是很多老闆的通病，想要砸錢、砸人力、砸資源設備，一

兩年就要回本，以現在臉書生態和演算法政策根本 impossible。（聯合新聞

網） 

媒體由下而上的新聞收集方式，卻導致網搜剽竊影音的結果，短期有助媒體

組織維持能見度與流量相關的績效指標，卻犧牲媒體品牌的價值與讀者的認同，

不但影響媒體公信，也損及未來維持新聞專業的可能性： 

不過有好有壞，透過那種方式進來的粉絲是想來看影片的，還是想看新聞？

他不會對你品牌死忠、貼什麼都買單。當初因為你餵養讓他加進來，他們就

只要影片而且是那種影片，如果不是那種，而是政治新聞或一般新聞，他可

能就不會去互動。（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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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東森新聞》專頁對未經授權所發佈之貼文截圖。創業幼幼班專頁2015

年9月1日上傳自製影片：「一句話系列第三集一句話惹毛空姐」。《東森新聞》專

頁未經授權許可，逕自下載發布並加上「東森新聞」商標，創造17萬次瀏覽次數。

《東森新聞》網路編輯部副理致歉稱：「誤認為貴公司也會願意網路上授權使

用」。 

資料來源：〈Ｘ森新聞 教你第一次偷影片就上手〉，創業幼幼班，2016.01.08，取自 https://www.f

acebook.com/StartupsKidz/posts/16155613454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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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見度結構對新聞市場的作用 

訪談發現，能見度結構形塑台灣新聞媒體對「新聞市場」的理解，具有雙重

中介面向：首先，結構下的能見度分配結果，被組織視為理解讀者樣貌和消費偏

好的市場指標，以利組織投入生產活動；再者，結構下的能見度分配意味著新聞

供應的篩選，組織倚靠演算法的中介來滿足讀者對新聞的需求。 

因此，本節提問在於能見度結構為台灣新聞媒體組織的生產活動提供了什麼

指導原則？媒體如何理解能見度分配結果對讀者的需求滿足？ 

 

（一） 能見度分配結果再現市場需求 

傳統上，媒體組織透過編輯判斷（editorial judgment）替讀者定義哪些是重

要的新聞。然而，編輯判斷也可能再現既有的權力與秩序，使得經濟體系中的組

織受市場趨力拉扯。例如，電視新聞產業受收視率的支配，不僅新聞守門受操控，

收視率更成為內容生產的圭臬與新聞價值的標準，主導新聞商品化過程，屢受輿

論詬病。 

當演算法的能見度分配介入新聞生產與廣告營收，引起媒體專頁間的流量競

爭，其背後的分配秩序與規則也成為新聞生產與內容發佈的指導原則。Facebook

上隨時間變化的所有使用者活動，這些「社群資料」的每段時間切片，進入新聞

室作為完整且即時的市調資料庫，替媒體組織推敲受眾樣態，幫助組織進一步貼

近讀者的想法（杜易寰，2016.05.27）。 

受訪媒體認為，過去大眾媒體無法清楚理解讀者「想要什麼」的問題，透過

行為資料庫累積的「社群資料」可獲得解決。如 Facebook 洞察報告或 Google 

Analytics 社交報告等資料對市場需求的再現，成為媒體用來「自我審核」的重要

工具： 

每天10點會檢討嘛！點開每日貼文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到昨天吸引人的大概

是那些，像昨天蠻怪都是一些奇怪的新聞有中。（中時電子報主專） 

PO文的標準就憑感覺這則應該會很多人點進去，通常是政治、生活這類新

聞；議題的話關於蔡英文、時代力量，或國民黨被罵都會很多人點……我們

會用留言和讚數觀察。（風傳媒）  

貼文主要還是會受到社內標準和粉絲立場這兩個因素影響……你還要去考

慮會不會帶流量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因素會影響你的貼文。（中央社） 

新聞就看議題，比如說一有柯文哲出現就會很多觸及，但我常做那種書店要

關了那種就不一定會那麼多人看。因為每個編輯看的領域不同，也會隨著他

們看的領域的不同，會有不同觸及的數字。（關鍵評論網） 

這些社群資料被媒體組織用來理解讀者需求，預期新聞消費以投入內容生產，

同時希望延伸這些需求，吸引讀者社群網絡中的更多新粉絲。這樣的做法合乎數

位媒體根據消費者行為預測需求，投放正確內容，同時理解潛在客戶的資料驅動

決策模式（何國華，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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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媒體指稱對讀者需求的「理解」，反映在演算法架構下

的「能見度分配結果」作為基礎。可以顯見，媒體對內容的需求預期與生產投入，

其實受能見度分配秩序的結構限制與中介，由結構再度主導內容產製與發佈，成

為行動的指標工具。以下分述之： 

 

(1) 讀者樣貌的再現 

首先，能見度分配的結果所形塑出的讀者樣貌，透露媒體專頁他們的「讀者

是誰」。根據訪談，觸及、互動率、點擊，以及專頁的整體粉絲組成，被媒體視

為立即、便利、規模化的指標，刻劃出讀者的政黨傾向、政治立場、意見氛圍的

樣態與分布，成為編輯判斷的重要判準，以求生產和發布政治正確、迎合風向、

同仇敵愾的新聞，有助為媒體專頁帶來更高的能見度，避免不確定性： 

我們是政治新聞比較容易中，在蔡英文跟馬英九這兩人身上吃蠻重，《中時》

畢竟老人多一點，也藍了一點，只要是綠營市長或立委點閱數都蠻高，基本

上都是批評。前幾天他們放錯假道歉，都有很多觸及；特別是馬英九，不管

什麼新聞，就算登個玉山點閱都特別高。（中時電子報） 

我們這邊真的很多榮民、老兵、退伍軍人、國民黨、眷村長輩，因為《聯合

報》60 年是最早的報紙，早年黨國經營，那種東西一貼就熱。既然有助粉

絲團，當然以後只要有軍事的都來。之前洪素珠罵人［榮民］也是熱到不行，

但《蘋果》和《ET》說：歐陽妮妮和女星的貼文還比洪素珠的好。但我們政

治正確，那些東西就是那些想看的人的立場。（聯合新聞網） 

我們的粉絲會比較藍一點，有時候貼太多綠的，或柯文哲的東西，粉絲就會

很激動罵小編你怎麼帶風向。（中央社） 

我們政治新聞有死忠的鐵粉，因為粉絲以藍粉居多，有關藍綠之類他們都會

特別關注，娛樂的話要看時段吧。（聯合影音） 

讀者喜歡吹捧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新聞，如果是捧國民黨就會開始罵統媒不

意外。以前我們偶爾報馬英九的時候，流量都慘不忍睹。如果能選擇就盡量

不 PO國民黨的，或盡量少，不要完全沒有。（風傳媒） 

我們粉絲頁對柯文哲非常有興趣，有很多柯粉啦！只要跟柯文哲有關就一定

會有非常多非常多人看。再來就是我們粉絲比較偏綠啦！罵國民黨的文章會

比較有共鳴。（關鍵評論網） 

 

(2) 新聞消費的再現 

此外，新聞市場的消費預期，讓組織得以「應讀者口味或市場需求」來生產

或選材。過去新聞價值與組織常規形成的編輯判斷，已轉交由媒體依據演算法的

分配結果來決定。根據訪談，媒體所關注的社群資料，透露出受讀者歡迎的新聞

事件、新聞主角、內容類型、議題動向等，形塑出媒體所認為的讀者「需求」，

成為生產投入前的市調，確認新聞是否有足夠的市場，以便進行下一輪的開發： 

粉絲對教育有關的，旅遊文跟一些學英文的文章非常多人看；或是政治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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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類的會比較有反應……就是直接從觸及來看，長久觀察下來就是這幾類

的新聞反應比較大。（關鍵評論網） 

政治和國內新聞會最多人看，大家很愛看政治。我自己的經驗是國際或是很

無聊的評論流量會比較少，有些國際新聞也蠻重要，但大家不愛看……之前

只要柯文哲有關的新聞都一堆人點，根本強心劑……有些國際新聞也蠻重

要……像生活只要是講日本大小事都超愛看，比方像離開關西機場可以帶的

14種伴手禮，或是去日本玩這些禮儀一定要知道。（風傳媒）  

很多粉絲喜歡政治、文教。這邊很多家長聚集，那種不靠補習考多益 900

的新聞，他們非常喜歡轉……也非常喜歡飛彈軍事新聞，像戰艦造好要服役、

軍服新迷彩花樣……有一次我忍不住貼一則新聞說：聽說我們家網友很喜歡

軍事武器，結果下面一堆留言說：你現在才知道。（聯合新聞網） 

我們一直主打國際新聞……除了社內標準，粉絲要求其實比其他媒體更嚴格。

選材上，太娛樂、腥羶色比較不能貼……前幾天貼了歐陽三姊妹的新聞、呂

孫綾熱戀的男朋友，就被罵很慘，下面留言非常明顯。（中央社） 

讀者喜歡什麼樣的新聞，點閱率是很直接的參考，前陣子燈泡奶茶一系列，

點閱率就是很明顯地好非常多，就抓這個一直打。最近像螢火蟲，去年一些

新開餐廳點閱率都非常好；還有工具文那類的。（ETtoday旅遊雲） 

我們專頁比較偏生活性質，讀者比較喜歡看溫馨文、正妹文，或世界真稀奇

這種搜奇文，我們生產的都比較生活類的新聞。（中時視頻） 

媒體單方決策的新聞生產現已交由能見度結構中介，新聞市場的供應改由讀

者對貼文的反應和行動來主導。這樣的資料驅動決策導向，正如《蘋果日報》揮

別新聞處理的主觀判斷，以網站日報表數據做為理解讀者對新聞重視程度的工具，

新聞主管並藉此掌握讀者對議題的喜好度（何國華，2014.07）。換言之，讀者在

動態消息上的新聞消費，將主導媒體下次新聞生產的投入。 

 

（二） 能見度分配結果再現供給滿足 

新聞媒體自大眾傳播時代就不斷尋求對於讀者「需求」的理解，目的不外乎

是為了尋求最大的新聞消費市場，「滿足」新聞消費者。過往電視收視率調查完

全依賴 Nielson 的市場報告，然而隨著媒體使用習慣改變，以「使用者行為」的

調查方式似乎被認為更具有可信度。如以 Nielson 和凱擘收視調查結果相比，網

路被視為更精確的調查方式，當觀眾使用機上盒時，即使凱擘只有調查部分地區，

精準度卻遠超過 Nielson 有限樣本的傳統統計模式（何國華，2015.02）。 

Facebook 的使用者行為資料庫比收視調查更具規模，透過智慧和運算之名

來分配能見度，這樣的「市場調查」是否等同客觀無偏誤？訪談發現，新聞媒體

對演算法的運作是否能作為需求的理解和滿足，具有雙面性之解讀。 

部分媒體認為能見度分配的背後依據龐大使用者行為資料庫，因此演算法的

運算機制能夠反映出讀者的喜好。如同 Facebook 所宣稱：「動態消息演算法的更

新，能夠幫助使用者找到最感興趣的內容」，企圖建構演算法作為純然反映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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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選擇的中立與完美迷思，將其形塑為提升使用者經驗的工具。這也呼應部分

媒體將其視為精確的閱聽習慣調查，認為「讀者的選擇」先於「演算法的代理」，

因此演算法是無偏誤的決策者，絕大部分的能見度分配掌握在讀者透過使用行為

做出的選擇： 

臉書的標準就是一般大眾的閱聽習慣，其實人就是這麼膚淺，太深入的議題

很少人會看。雖然都留言說：為什麼都沒有更深入的議題啊！但更深入的議

題出來之後，他們也不會去找，所以我覺得是人的反應，才會有演算法，演

算法是跟著人的習性去做。我有時候做的還蠻灰心，因為這套機制就是觀眾

的喜好，我沒辦法操控你們的喜好，你們在抱怨的時候，也不會自己去想有

在做努力的媒體在幹嘛，所以就蠻累的。（關鍵評論網） 

部分受訪媒體相信演算法的「預測」本質，讓讀者想看的新聞都能在動態消

息上出現。這樣的論述符合目前已將全數新聞「合成」在 Facebook 上的《東森

新聞》專頁，因為秉持「Facebook 很在意自己的市場」，相信演算法會將最適

合的內容推送給最適合的讀者，好讓讀者緊緊黏覆專頁（Inside，2016.05.16）。

演算法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確信度，其嘗試預測每一個指標（signal）的結果，

再根據每則可能出現在動態消息的貼文，依個別獲得的相關性分數進行排序。因

此能夠預測使用者會不會對貼文點擊、留言、分享或隱藏貼文，甚至把它列為垃

圾訊息（Oremus, 2016.01.08）。這也被媒體稱為演算法對個別讀者的演化過程：  

讀者不喜歡，可能就會把那個貼文隱藏，或者隱藏這個專頁的所有貼文。這

個是比較負面的 feedback，那 Facebook就會調整關於這個人的演算。（關

鍵評論網） 

然而，演算法本身就是能見度的框架和限制。Facebook 同樣承認：「使用者

最終還是唯一最了解什麼才是對他自己最有意義的內容」（Frantz, 2015.07.09）。

Facebook 總部動態消息團隊自揭演算法只是在眾多不可能下的實際解決方案：

「最完美的解決方式是能夠詢問每一位使用者想看到什麼與不想看到什麼，但這

不可能，或者說根本不切實際」。Facebook 試圖針對使用者進行質化調查，除訪

談對象的抽樣問題6，同樣無法將結果推論至個別使用者的內容排序（Oremus, 

2016.01.08）。 

因此，部份媒體認為演算法的能見度分配也是一套「危險的市場機制」，動

態消息的排序結果只反映出差別待遇，無法給予「應該被看見」的新聞等值之能

見度。換言之，這樣的新聞市場再現，只能為媒體區分出在動態消息上「容易被

看見」和「不容易看見」的內容。部份媒體認為，觸及和流量不應該代言市場的

需求，更不等同於讀者所認知的新聞消費或自主選擇： 

臉書就是走市場機制，因為應該要看的新聞會出現是新聞媒體的人為。臉書

會認為這些東西是主觀判斷，但讀者實際要看的就是讓收視率或點閱率來說

話，臉書就是讓那些東西出來效果好，讓那些東西出現比例更高，這很危險。

                                                      
6Facebook 只詢問美國田納西州諾克希維爾（Knoxville, Tennessee）大約 1000 名的使用者想看哪

些，不想看哪些（Oremus, 201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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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媒體都很喜歡把責任推給讀者：因為你就愛看所以就只能放，但如果

臉書要走那一套，以臉書的演算法，最後會變成都是那些新聞被看到。（聯

合新聞網） 

臉書有點極端，你平常想看的內容，可能只是今天或一陣子不想看而已，但

它會以為你後來不喜歡看了，就再也看不到。等到某天想到再去找，這些內

容才會慢慢再出現。以前都會有些人來留言，甚至來吵架或宣揚某種理念，

但後來他們就自己消失了，我覺得可能都跟這個有關。（風傳媒） 

究其原因，可發現 Facebook 試圖訴諸「機器」的中立性代理使用者決策，

以運算取代「人為」價值判斷，致力清除動態消息留下的編輯痕跡（editorial stamp） 

（Oremus, 2016.01.08）。然而，Facebook 蒐集的是使用者行為，但運算邏輯卻是

依行為推論或預測個人對內容的興趣、重要性、相關性等對訊息的態度或評價

（Owens & Turitzin, 2014.04,10）。因此，在演算法架構下，更多的可能是讀者沒

有對內容採取行動；讀者有所反應的也未必是讀者應該要看見的內容。例如，

Facebook 官方部落格專欄「News Feed FYI」提到，使用者的行為數據似乎不足以

證明該篇貼文對使用者來說是有意義的： 

使用者的內容品質評價調查顯示，誘發按讚（like-bating）的貼文比起其

它具有相同按讚、留言和分享次數的內容，被使用者認為在程度上具有 15%

不太相關（less relevant），但使用者就是經常會對那些企圖刺激反應的內

容有所行動，這樣的反應會讓這種貼文讓更多人看到，並在動態消息上的排

序上升（Owens & Turitzin, 2014.04,10）。 

這樣的新聞消費再現，破除演算法無偏誤的迷思。因此，即使 Facebook 聲

明演算法更新前必須對一小群使用者測試，媒體還是擔心 Facebook 會據此對使

用者的偏好做出不合理的假設（unjustified assumptions）（Oremus, 2014.04.24）。 

演算法的能見度分配反映出「自我報告（self-report）」和「行為紀錄」兩種

調查方法可能得出的差異性結果。猶如過去的商業電視收視調查，人們告訴

Nielsen 他們只看 PBS 和自然科學電視節目，但是當 Nielsen 將問卷調查轉為「個

人收視記錄器」來監測實際觀看的節目，卻又顯示實際觀看的是調查中沒興趣的

情境喜劇和娛樂節目（Oremus, 2014.01.03）。換言之，演算法無法替使用者行為

背後的意義脈絡解讀，或者這些行為根本受平台的最佳利益導向所詮釋，並由動

態消息的目標設定之。 

因此，受訪媒體認為，具有品質的新聞，未必能夠在動態消息上具有相同程

度的反應。演算法不是讓讀者看見「應該被看見」的新聞，而是看見可明顯刺激

讀者反應的內容：  

臉書完全沒辦法反映出有品質的新聞，越爛越多人看，當然讀者可能不一定

覺得爛啦！但當他們已經很明顯在留言上表達這則爛到爆，他們還是一直狂

看，還會被分享在臉書上又更多人看。（自由時報） 

常常會說怎麼報這種新聞搏版面，我心裡就想說我明明就有報別的，你是不

會自己去看喔！我覺得他們可能不是真的想看，只是想罵而已，因為真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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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會去找，那會真的等你餵。所以我覺得按臉書的機制，有可能是他們嘴

巴上說想看，可是實際上根本不會點進去看。（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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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見度結構對新聞產品的作用 

媒體組織的行動受結構中介產生交互作用。本節的提問在於台灣新聞媒體回

應能見度結構的新聞市場再現，最終製造的新聞產品為何？媒體組織最終是否擁

抱其所自認對新聞品質與專業不利的能見度分配秩序？  

 

（一）新聞品質面：市場導向與感官主義的移植 

台灣新聞媒體的主要營利模式仍依靠廣告主直接補貼新聞製作成本，尤其在

網路新聞的商業模式下，讀者幾乎是以低廉或免費的方式取得新聞，因此市場導

向促使媒體追求最大宗的新聞消費市場，以賺取廣告利益，媒體致力於討好讀者

的需要。能見度分配秩序的更新對於新聞媒體而言，就如同 Verge 記者 Casey 

Newton 指出：「Facebook 不僅強行決定（dictates）哪一種內容能夠被看見，

也決定著哪一種內容被創造」，因為這變相鼓勵那些易於在使用者間傳遞的軟性、

娛樂等討好讀者的貼文類型，排擠嚴肅的政策討論並削弱新聞媒體專頁的影響力

（Newton, 2016.06.29）。 

尤其當市場競爭的壓力無可避免，在組織施加導引流量的壓力下，媒體與社

會責任相關的「編輯判斷」受到威脅，過往具備「重要性」價值的新聞不代表能

夠獲得演算法的青睞，當恪守新聞專業的信心動搖時，多數媒體將矛頭指向「讀

者」在動態消息上的行動出現問題，導致動態消息上好新聞未獲得足夠的關注，

媒體新聞價值判斷與能見度分配產生落差： 

重要新聞沒獲得關注已經常態了啦！假設我發現很重要的國際、財經類重要

消息，除非有牽涉到一點小八卦或是大家平常有在關注的人物，例如前陣子

郭台銘跟夏普，那就還蠻多人看。但如果一些名不見經傳或是平常沒什麼人

關注的事件或人物，就算是重要新聞也不會有人看。（自由時報） 

當然有一些判斷標準啊，可是粉絲就是愛一些標題聳動的東西啊！一些真的

很重要的，像很久之前我們有貼 101股權啊或是時事，他們都不愛，他們會

比較愛一些娛樂類的。（聯合影音） 

過去大眾媒體將各別讀者視為品味相同的大眾來「餵養」新聞，對比現今能

見度結構中的媒體專頁，在同樣的商業考量掛帥下，可發現通俗新聞理念和運作

在 Facebook 上依然奏效： 

像《報導者》、《端傳媒》就更 niche一點，有固定觀看族群，但觸及不一定

比我們好，所以他們流量應該沒那麼好。傳統媒體那種灑狗血的標題或是灑

狗血的內容，觸及還是會比較多，大多數人都喜歡看那種內容，跟比較不需

要動腦的。所以我們的觀看族群又會再少一些。（關鍵評論網） 

這樣的市場導向與感官主義操作，也呼應本研究對媒體專頁貼文分析的經驗

實證。根據 Facebook 官方聲明，能見度分配主要依據貼文的「互動率」：按讚、

點擊、留言、分享加權來決定（Owens & Turitzin, 2014.04,10）。同時也驅使媒體

專頁以提升「互動率」來建構能見度。因此，本研究以「Netvizz」分別抓取紙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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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蘋果日報》與網路原生媒體專頁《ETtoday 新聞雲》之資料，取得專頁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所發布之所有貼文，並依個別貼文獲得之

按讚數、留言數、分享數所得出「互動率」，透過鉅量資料取徑分析專頁歷年所

發布貼文中，個別獲得最高互動率之前 10 大貼文。本研究分析發現，歷年獲得

最高互動率之貼文（共計 80 則），其內容主題和敘事框架與受訪者所提出之經驗

判準相符，依序如下： 

1. 正向勵志的人情故事：以正向感人的新聞題材，包裝成「暖新聞」或「有洋

蔥」的貼文高達 45%（36 則）。其中《蘋果日報》就計有 21 則，結果顯示該

專頁 52.5%的高互動率貼文皆屬此類型。觀察此類貼文的留言，這些互動反

應被用來表達感同身受，或代償無法親身參與的心理，以表達對故事中人物

的稱許或鼓勵。 

2. 娛樂名人：影劇明星的婚事、產子和其他八卦新聞被塑造成「爆淚」和「感

動」的故事，也成為大宗互動率的類型，佔 21.25%（17 則）。其中，《ETtoday

新聞雲》就計有 12 則，佔該專頁 30%的高互動率貼文。 

3. 網搜熱門：此類新聞內容類型以網搜取材，突顯網友或事件人物的「霸氣」

回應或故事的戲劇性轉折，佔 10%（8 則）。儘管內容農場式的內容飽受質疑

與批判，卻能以低成本造就可觀流量，成為媒體近年仿效的類型。 

4. 台灣主體性：共計 12.5%（10 則）。包含外國或外媒如何看待台灣主權、台

灣之美被國際看見、台灣之光的塑造等，以及娛樂名人陷入或主動涉入主權

議題的風波，皆屬於互動高的題材。 

5. 話題性新聞主角：共計 7.5%（6 則）。如《蘋果日報》專頁貼文的洪仲丘案

與家屬洪慈庸相關新聞計有 3 則、毒物科醫師林杰樑辭世 1 則；《ETtoday 新

聞雲》專頁貼文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脫衣」給失溫山友計有 1 則、掌摑護

理師的民代王貴芬 1 則（2.5%）。 

6. 死刑與犯罪：死刑存廢爭議、殺人案、受害者與家屬等感官取向題材，以聳

動的標題或新聞評註來刻意挑起情緒，或以名人的立場與情緒性發言借題發

揮，佔 3.75% （3 則）。 

本研究發現，通俗取向與內容農場式的內容，為媒體專頁所造就之互動率龐

大，可預期個別貼文為媒體網站帶來的造訪人數與瀏覽量相當可觀。這也與西方

讀者在 FacebooK 上的新聞消費趨勢雷同。由 Pew Resecrh Center 調查「新聞在

Facebook 上的角色」，從新聞類別比例的變化來看，從動態消息獲取新聞的美國

Facebook 使用者，娛樂新聞是最熱門的新聞類別，在 2013 年佔 73%，到 2015

年仍是第一（74%）。其他新聞類別比例沒有大幅變化，第二仍是所處社群的名

人與事件（從 65%上升至 69%），其他包含全國性政治新聞、犯罪新聞、體育新

聞、健康醫藥、地方政治新聞，而且排最後的類別成長達 10 個百分點（國際、

科技、商業）（張約翰，2016.02.12）。 

當媒體營收不穩定，使得社會責任的正當性弱化，加上媒體專頁薄弱的新聞

專業召喚，迎合演算法再現的新聞市場需要成為讓媒體專頁「容易被看見」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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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誘惑。如同 Facebook 在台灣的總代理 cacaFly 執行長邱繼弘認為：大數據對消

費者興趣的監控，反而帶來新聞娛樂化的問題（何國華，2015.02）。 

對各家媒體而言，互動率「就是生命」，各式聳動、煽情、挑起情緒的頭條

與故事皆成為賣點，被用來維繫成長（端傳媒，2016.03.26）。即使受訪媒體認為，

組織以關鍵績效指標來論斷成敗，明顯不是公平的評量方式。然而，市場新聞的

理念和操作，在動態消息上源源不斷地被演算法給予能見度優待，媒體也務實地

因應這樣的市場供給： 

如果你設 KPI，很多人就會去觀察讀者喜歡看什麼，但很多讀者都很喜歡看

腥羶色，像《蘋果》可能就是，像那種文章會很多人去看，所以有很多編輯

往那個方向去走，就會越走越偏。（中時視頻） 

互動率只是讀者被激起反應的一環，然而這些反應能為媒體專頁帶來在個別

動態消息上的「自然生成（organic reach）」展示機會，以及在讀者間的「社群擴

散（viral）」。依據觸及的運作模式，分別以自然生成和社群擴散分述之： 

首先，自然生成的觸及方式，倚靠媒體對讀者的投其所好。即彰顯過去大眾

媒體的經營方式，其出發點仍然是從「餵養」讀者，將其轉為「忠實」顧客（黎

慕慈，2016.08.29）。根據訪談，媒體追求最大市場新聞消費的企圖沒有改變，因

此最大觸及和大宗品味為操作考量： 

我都會跟新聞組說：文教可以做專題，政治的東西一有什麼消息就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網友喜歡。一定要回應社群的結果，因為我們是末端，新聞部產製

內容，就像一家中央廚房：記者蒐集素材，在編輯台 cooking，用好之後我

們社群端出去，當然網站編輯也是，但我們更直接因為它直接會跳在你的牆

上……我們第一線跟網友互動，網友一有回應會私訊，甚至錯誤新聞都透過

我們跟新聞組反映，不管是改文還是撤搞。（聯合新聞網）  

讀者消費一直在變，一開始燈泡奶茶反應很好，就狂做到最後會發現越來越

下滑，完全變成一般新聞的那種點閱……我們從去年還開始做露營的專題，

結果沒想到竟然紅，現在固定一段時間就會出。（ETtoday旅遊雲） 

再者，社群擴散有賴新聞發布後，專頁貼文是否能夠獲讀者按讚、留言、分

享和點擊，因此具有刺激性的新聞圖片、影音、標題，以至新聞題材和框架，都

是引誘讀者對貼文做出「反應」的誘餌，意味著將有機會在更多的動態消息上出

現： 

這像是自由市場長久下來的機制，你貼越多都沒有擴散出去、沒有被分享，

就是沒辦法提高互動數或效率。我現在也跟主管強調不管是影片還是圖片，

分享大於其他數據：大於留言、讚、觸及、影片觀看次數、流量總數。因為

你有分享，你才能帶來後續的這些；從朋友那看到，會來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臉書的機制是新粉短時間會常常看到，根據這 3天內，看到底是加真心的還

是玩票。（聯合新聞網） 

演算法的改變最主要是：Facebook比我們越來越去迎合讀者的喜好，媒體

不能做自己啊！像《報導者》就非常做自己，觸及就不會太好。我們是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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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但在演算法調整之下，輕鬆的內容，或是引戰的內容要多一點，中間的

或太中立的報導真的不會有人看。（關鍵評論網） 

太娛樂、太腥羶色的貼不好很容易被粉絲罵，但你能帶進流量那就算了，有

時候被罵又沒有流量，不就得不償失嗎？那就很慘。（中央社） 

讀者可能覺得這則新聞不重要吧，假設看到一篇環保的、海豚怎麼樣的，就

直接滑下去了，因為比較清淡一點這樣。（風傳媒） 

一般讀者使用的習慣是用滑的……讀者如果有批評的話，通常都是文章標題

聳動、寫錯新聞、錯字……然後小編的話寫得有點太激進，小編的話也是會

影響粉絲的憤怒，或者是會很愛，比如說你嗆了綠營的哪個市長，那他可能

就特別愛。（中時電子報） 

根據訪談，媒體專頁為了簡單便利地取得能見度，新聞類型的內容趨勢和操

作轉向娛樂化、戲劇化、去政治化、立場化。媒體開始向能夠有效生產流量的內

容農場仿效，兩者分野逐漸模糊，新聞品質與重要性退居次要考量，因此轉而為

順從能見度結構，為能見度和流量服務： 

讀者通常對小編的話，是抱怨比較多，有時候像：《中時》不意外，或寫錯

新聞、記者下錯標，或什麼：明明沒有強暴寫強暴之類的。小編的話還是有

下錯的地方，像我比較少看政治新聞，有時候政治的標會下的比較沒有那麼

恰當，就會被批評。比較印象深刻是娛樂的，有一個藝人去世……被女友發

現以塑膠袋套頭的方式自盡，但我下錯寫說：被女朋友以頭套自盡，但這樣

下就是謀殺不是自殺。（中時電子報） 

 

表 4-9：蘋果日報與 ETtoday 新聞雲樣本一覽表 

 開始日 停止日 貼文數 取樣數 總取樣數 

蘋果日報 2013.01.01 2013.12.31 15,005 10 40 

 2014.01.01 2014.12.31 18,800 10 

 2015.01.01 2015.12.31 31,571 10 

 2016.01.01 2016.05.10 14,906 10 

ETtoday  2013.01.01 2013.12.31 11,648 10 40 

 2014.01.01 2014.12.31 15,125 10 

 2015.01.01 2015.12.31 27,014 10 

 2016.01.01 2016.05.10 13,758 10 

資料來源：依統計結果整理 

 

表 4-10：紙媒與網路原生新聞專頁歷年互動率最高前 10 名貼文之內容類型 

類型 蘋果日報 ETtoday 東森新聞雲 

正向

勵志

故事 

【2013】模範父親養 16 子；3 歲女

摔癱 10 萬人集氣；撐傘姊助車禍

女；熱心腦麻男超商人氣王。 

【2013】拾荒翁偷瓦斯給妻洗熱水

澡；瓦斯行老闆寒冬暖助拾荒翁；

8 陸專生變「人肉盾牌」守護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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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 歲琪琪勇抗黑痣罕病；

奇蹟！珣珣手能動了正妹護士路

過加入急救；搜救犬累趴民眾鼓

勵；農民工怕弄髒座位堅坐車廂地

板；消防員恨沒能力救兩個；小北

百貨主任冒險救四人。 

【2015】10 元便當嬤告別式工人致

意；10 元便當嬤辭世；救災國軍怎

可以帥成這樣；潛水員含悲救男

童；孕妻不棄喚醒植物人夫；國二

生哭著不敢回家警察幫忙。 

【2016】夜市馬卡龍有洋蔥；小 6

女兼母職顧腦麻父；維冠大樓救難

人員這樣吃年夜飯；2 歲女童流感

命危母淚拍影片集氣；企鵝每年游

8 千公里見救命恩人 

民眾。 

【2014】助高雄氣爆郭台銘捐千

萬；20 遺體化妝師赴澎湖義助縫大

體。 

【2015】小兄妹沒錢搭車司機暖心

送卡；日本公司送昂貴燙傷敷料；

阿伯想塵爆捐款暖心超商店員幫

忙；十元阿嬤公祭許效舜稱活菩

薩；3M 捐塵爆醫療物資；潛水員

陳國輝找到罹難小兄弟；高二生八

仙塵爆重傷親友集氣；2 歲童手腳

變形無法走路白沙屯媽祖停轎全

場鼓掌。 

【2016】2 歲女生命最後 1 天母拍

片集氣。 

娛樂

名人 

【2014】黑人范范喜迎雙胞胎；藍

正龍周幼婷結婚。 

【2015】徐若瑄產子；周董昆凌英

國婚禮；蔡康永廝守男友 21 年。 

【2013】王力宏宣布婚訊；劉德華

帥登紅毯；保羅沃克弟代兄拍《玩

命 7》；小賈斯汀遭全球通緝；林依

晨點頭嫁了。 

【2014】張善為癱 7 個月沒想放

棄；林美秀和小 14 歲男友結婚；

鍾欣凌摘金鐘后冠一秒爆哭；郭彥

均抱消防隊員感謝大哭；徐嬌成績

單攤開酸民全閉嘴；阿翔說 3 個字

浩子含淚眶；林道遠貼心收服正妹

女友。 

網搜

熱門 

【2013】高捷阿飄專車。 

【2014】奶奶把 10 萬元的紅龍蒸

了。 

【2013】跨年煙火晚會燒 1.5 億 2

萬網友連署反對 

【2016】鄰居卡拉 OK 大吵他大聲

公霸氣反擊；香港迪士尼「說話」

垃圾桶；超蝦數學題讓弟弟超崩

潰；爸爸想看妮妮吃檸檬反被整；

被阿公叫大胖子汪星人爆氣。 

台灣

主體

性 

【2013】有 Guts 張懸我們挺妳；中

華隊東京經典賽發光。 

【2015】陽明山日出讓世界看到台

灣的美。 

【2014】裘莉有 Guts：李安是台灣

人。 

【2015】子瑜不需道歉！LOL 韓選

手：台灣人舉中國國旗才奇怪；中

 



114 
 

【2016】我是台灣人我挺周子瑜；

牽手夫妻拍出台灣美；英公民國會

請願要求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 

山脈擋風雨 CNN 認證！網友淚推

護國神山。 

【2016】全球網友挺子瑜推特

「#standbyyu」。 

話題

性新

聞主

角 

 

【2013】軍方擬國賠洪姊：應向加

害人求償；照片標語「賽拎娘國防

部」；林杰樑辭世。 

【2016】洪姊當選慰仲丘在天之

靈。 

【2013】打護理師民怨要王貴芬下

台 

【2016】柯 P 脫衣給失溫山友穿 

死刑

犯罪 

【2016】死刑定讞第 19 天鄭捷今

晚執行槍決。 

【2015】逾 7 萬人連署修法殺童唯

一死刑。 

【2016】女童斷頭！謝祖武爆氣

「斃了」兇嫌郭彥均反諷廢死。 

資料來源：依統計結果整理 

 

（二）新聞專業面：容易被看見的誘惑與交戰 

動態消息所能見的新聞貼文，並非來自一般讀者所想：「不過是把記者們寫

好的文章附上一段 Intro 加上文章鏈接發上 Facebook不就好了」。其實新聞決策

涉及演算法對組織和個人的權力作用（端傳媒，2016.03.26）。例如，當時擁有

15 萬粉絲的《中央社新聞粉絲團》專頁透過貼文聲明，新聞決策同時面臨著譁

眾取寵與新聞專業之間的交戰（見圖 2）：「因應成長相當緩慢的粉絲數及流量，

我們嘗試每半小時一 PO，深夜也繼續發文……經營新聞粉絲團可以譁眾取寵，

或是選擇保持新聞專業，身為一名小編，常常面臨天人交戰，這是我們無法逃避

的職責」。此聲明下方留言處，引來《蘋果日報》、《udn.com 聯合新聞網》、《自

由時報》、《風傳媒》、《關鍵評論網》等媒體專頁的共鳴。顯見，媒體在市場導向

與能見度追求下，引發的集體新聞專業焦慮。 

根據訪談，動態消息上「容易被看見」和「應該被看見」的新聞，通常為不

同的範疇，因此「創造流量」和「新聞專業」之間難以兩全，讓媒體專頁的編輯

判斷受到拉扯。受訪者皆表示，這樣的理想與實際「落差」是引發焦慮的共同原

因：「落差當然會有啊！唉，我有時候也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說欸」。（中央社）；「其

實我一開始對這個非常在意，因為如果你對這份工作有熱忱，你喜歡這份工作。

雖然你做的事情，你的職位沒辦法替組織決定什麼」（自由時報）。 

娛樂、聳動、瑣碎、小報化等譁眾取寵的新聞被媒體專頁認為是「不應該發

布的新聞」。部分媒體指出，這就是演算法機制和新聞媒體之間的差別，因為媒

體還有「守門」的責任自知。這樣的結論也意味著在動態消息上所能見之新聞貼

文，應該要是出於新聞專業下的「編輯判斷」假設。媒體的焦慮來自若將新聞感

官操作手法或敘事形式偏好，刻意解釋為「觀眾就是偏好重口味的新聞」，依此

邏輯大量包裝更多感官新聞主題，自然會造成攸關公眾利益的新聞報導與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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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議題被嚴重排擠的結果： 

海軍中尉在營中自殺的新聞，對《中央社》立場和做為新聞人的基本倫理來

講，這類新聞不應該貼的。我在處理的時候就不會貼，但你可以看到 GA上

有一些流量帶進來，能說什麼，能不想貼嗎？所以當然還是有落差，也會很

不能理解為什麼你們看不懂或是沒點進來看，但事後會想是不是有更好的方

式呈現，或當作經驗，讓未來貼文更好。（中央社） 

像之前爭議很大的小燈泡，當然有部分媒體過分渲染重播，有人就認為是因

為我們一直報才又出現類似模仿案件。我們報導要自律沒錯，但我們不可能

不報。（自由時報） 

這又回到觀看者的習慣，很多人還是喜歡看電視那種聳動的內容，那些成長

快的都很灑狗血、很糟糕。臉書沒有要刻意營造，但觀眾喜歡看，是觀眾營

造出來的這樣的環境，我們就沒辦法。第一個是我們有我們的堅持，第二個

是我們沒有那樣的資源去做那樣的內容。（關鍵評論網） 

雖然受訪媒體夾帶著抱怨、矛盾與灰心，然而在 Facebook 掌握其生產工具

或生產方法的情況下，使得聳動、煽情的新聞雖然欠缺過去對新聞專業的要求，

卻成為妥協的結果，甚至專頁也可能與演算法的分配規則產生某種程度的「共識」。

例如受訪者認為，因為讀者容易在動態消息上被這類新聞吸引，因此即使對這樣

的現象有異議，卻也產生了某種程度接受這樣的不得不然：「像這個他們就不會

覺得不用看啊，但像有一些真的重要的他們又不看，覺得我們刻意在渲染」。同

樣，因為這類容易被看見的新聞「貼出去效果就是差很多」（聯合新聞網），確實

讓許多媒體專頁受到這樣誘惑： 

小編在專頁貼文可以決定什麼要放大，什麼要收，但被誰看到不是我們可以

決定的，所以天人交戰是一定會的。我明知道這則貼了沒人看，像八仙周年、

像教育性高趣味性低、沒有什麼爆點、沒有明確的大壞人讓大家來罵，貼出

去一定沒有人看，但我就是覺得這東西很重要，所以除非真的都沒有新聞才

會貼會熱的那種東西。（聯合新聞網） 

雖然讀者嚴厲指責媒體的發布過於羶腥色，但事實上，無論在點閱率、在線

人數上，就連車禍死傷新聞都能在一般日子追過重要的新聞，固然大家都希

望新聞品質能夠改善，但從根源尋起，這種事情就像搶新聞、獨家類似，一

旦有媒體發布這條新聞，獲得極大關注量，我們若不發，也就成了獨漏。這

樣的情況，還是需要讀者與媒體共同努力。（自由時報） 

嚴肅的硬新聞不容易被看見，被部分媒體認為是能見度結構下的推波助瀾，

因此應該清楚地意識到權力高度集中 Facebook 演算法決定的世界，媒體可能務

實地接受成為動態消息上的取悅者。因此這樣的「天人交戰」有兩個面向，更受

制於組織給予的空間決定行動的可能： 

明知貼了沒效還是要貼，還有明明知道貼了會很熱但我不貼。雖然我不貼還

是有可能被看到貼在臉書上去傳，但不需要從我們粉絲團出去，不想要幫這

一手。這是因為《聯合》對流量比較沒有壓力，因為貼那種一定會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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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正方點進來讚，反方點進來幹。（聯合新聞網） 

即便媒體深受取悅者的角色轉換威脅，但部分受訪媒體指出，透過「技巧」

媒體專頁還是能夠擁有「有限的自主性」，可以選擇做與「不做」或是「少做」

來避免將讀者的思考帶向直覺反應，避免繼續推動組織下一次的新聞生產投入，

或放任演算法權力的擴張。因此，即便媒體專頁被要求「趕工」，提高貼文的取

悅性質含量。媒體的異議還是仍夠凸顯出有限的自主性，讓專頁在結構中的限制

行動，並在預留空間進行實踐。如同受訪媒體表示：「要不要貼」是媒體專頁可

以決定，還是能夠在「你能做的情況下去做的選擇」： 

反應不好的就還是要放，像我們網站有八仙滿周年的追蹤報導，影片拍得很

好，採訪記者是另外找公民記者，挑了八位傷友貼身採訪。這個專題很需要

被重視，因為台灣目前還沒有大型公安意外防治法條、罰則或是後續重建機

制。可是真的直到前幾天各家都在做八仙回顧，採訪才有點熱，不然八仙願

景我們做很久，但每次貼出去效果就是差很多。（聯合新聞網） 

好新聞流量卻很少，像我昨天就是，這種情況還蠻常見的。但有時候，你的

選擇也是在你能做的情況下去做的選擇，所以就 Let it go吧！就算了啦！

也沒時間去加值啊，也沒時間去找更好的貼文。（中央社） 

報社沒有給我們很大壓力，所以彈性很大，能夠讓我們保留取決空間，如果

今天我們有流量壓力，我可能會從別的地方補回來，但還是要堅持一些原則。

有些東西就是流量不好但一定要貼，因為貼上去不會像報紙或電視佔掉版位

或收視時間，頂多就是洗版；但有些就是不需要貼的，那沒貼就沒觸及我也

沒關係。（聯合新聞網） 

此外，另一種的實踐情況是選擇對「不應該被看見」的新聞消極地不作為，

即不理會動態消息演算法的發包和不間斷地要求趕工，在結構的預留空間透過不

配合，來避免行動和演算法結構權力連署： 

貼了沒流量的天人交戰還比較 peaceful，有種天人交戰是這則很偏頗……

還好報系給我們很大權限，不會給壓力說這獨家你為什麼不貼，或這評論你

一定要貼。之前鄭捷死刑那天，《聯合》出兩篇獨家，一篇是鄭捷死刑前最

後一段路，請攝影師拍從牢房走到刑場的那一段路，會經過哪裡、什麼程序，

都是由獄方的人帶領記者去拍。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意義，甚至有一張照片

那個監獄的人在笑；另外一個就是評論稿：依法行刑有何不可。這兩篇我沒

有放，因為這種獨家不影響社會大眾對鄭捷的教育意義。我夜班小編就留言

給早班說：隔天長官若問為什麼沒貼，請麻煩跟他們講我的訴求，你們要貼

就自己決定。（聯合新聞網） 

我有時候氣另一個點是：到底什麼樣的記者可以寫出這樣的新聞，加入很多

個人觀感，甚至辱罵藝人，我們自由娛樂也常出現過這種……我知道這種會

很多人看，但我不會推，畢竟很明顯你已經對他做一些傷害，就算要對公眾

人物評斷也不是由記者來寫，你可以為自己辯解沒辦法去訪問民眾，但就算

你要抓網友留言，也不該抓一面倒的留言。我覺得記者很會帶風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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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會挑，假設這個人是來護航，可是他護航的內容其實是幫倒忙，他們會特

別挑這種來寫。（自由時報） 

 

圖 4-2：《中央社新聞粉絲團》專頁聲明之貼文截圖 

資料來源：中央社新聞粉絲團， 2016.03.17，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cnanewstaiwan/p

hotos/a.187493897942765.56864.148395741852581/135496824119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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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研究發現與討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一、新聞媒體對能見度支配的詮釋 

（一）Facebook 與媒體的能見度支配與從屬關係 

本研究以 Bucher（2012）提出的中介與建構的能見度概念，探討台灣新聞媒

體的能見度如何從過去自身掌控，轉而受 Facebook 動態消息演算法的支配。研

究發現，隨著讀者的媒介使用習慣改變，新聞媒體的發佈平台眾多，媒體與讀者

的「直接」關係走向第三方平台的「中介」，能見度也趨向多元、發散、無所不

在，讓新聞業面臨凝聚讀者注意力的挑戰。 

然而，Facebook 作為社群媒體龍頭，能有效再聚合發散的能見度，因而成為

各家新聞媒體首重的發佈平台。根據受訪者自述，Facebook 普遍為國內媒體貢

獻超過 5 成的新聞點閱流量，遠超過國際新聞媒體組織（INMA）2016 年針對歐

洲和美國大型媒體的調查結果：30%。其中，國內紙媒《蘋果日報》佔 70%以上、

《中國時報》佔 65%、《自由時報》超過 50%、《聯合報》超過 20%、《聯合影音》

接近 60%；網路原生媒體《ETtoday 新聞雲》佔 70%以上、《關鍵評論網》佔 70%、

《風傳媒》佔 50%、《中央社》未滿 50%。 

台灣新聞媒體接觸讀者的能力已不若以往，國外新聞媒體亦如是。在網路商

業模式前景未明下，演算法對能見度的分配，直接影響「導引流量」的效果，掌

控廣告營收命脈，鞏固權力支配與從屬關係，媒體不得不讓渡過去在能見度上的

影響力，向演算法權力靠攏。 

 

（二）動態消息演算法對媒體能見度的分配機制 

新聞媒體認為，能見度受 Facebook 權力中心主導分配秩序，帶來能見度的差

別待遇和不確定性。能見度劃分不僅有限，規則也隨時有變換的可能。 

首先，能見度的「差別待遇」反映在其稀少性。對此，Facebook 以能見度空

間有限、運算中立性、建構能見度的機會，作為演算法執行的正當性辯護。既然

空間分配提供一套在結構下競爭的機會，媒體專頁為滿足導引流量的需求，其行

動考量來自爭奪能見度「優待」的可能。同時，避免不符合分配秩序而被拒斥，

或受差別待遇而相對能見度較低。 

再者，能見度的「不確定性」讓媒體隨時面臨消失的威脅。雖然媒體專頁在

能見度結構中的行動仍有機會建構能見度，但分配秩序隨時變換、無法提前預知，

成為可以預期的不確定風險。媒體處於資訊弱勢，更難以即時應變。多數受訪媒

體將不確定性視為是 Facebook 統治的方式，雖然務實地「接受」這樣的安排，

卻也意識到必須和 Facebook 保持距離，等待其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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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媒體的能見度看穿與拼搏策略 

演算法也動態構築「能見度追求的社會實踐形式」（Bucher, 2012）。台灣新

聞媒體的行動企圖透過看穿和拚搏，爭取能見度分配的機會，以繼續維持流量換

取廣告營收的舊有生存條件。 

 

（一）新聞媒體對能見度的看穿策略 

演算法的黑箱本質，讓能見度分配沒有固定的通則和規律存在。媒體必須歷

經各自摸索、試圖建立模式、失敗與再適應，才有機會以較有效率的方式理解演

算法。綜合受訪者回應，媒體對能見度分配規則的情蒐方式，包含：對內監測分

析與經驗積累，來得知能見度變化趨勢；同時，對外收集官方釋出資訊，接受

Facebook 願意公布的重要政策更新；此外，媒體彼此的實踐經驗，經由同業間

的溝通網絡得以交換情資，有機會創造出能見度支配之外的效果。 

 

（二）新聞媒體對能見度的拼搏策略   

本研究稱媒體行動為「拚搏」，原因在於演算法不可預測與媒體的從屬者地

位，讓媒體只能透過策略運用與累積經驗，尋求建立暫時的成功模式：  

 

1. 時間競賽：倍速搶快與頻率調配 

首先，即時性被演算法用以決定一則貼文在當下是否更具重要性。多數媒體

為競爭能見度的優待，超越原本規律的新聞產製流程以搶快發佈；彼此競爭短暫

的即時，往往犧牲新聞的完整性，原有新聞常規也被迫中斷。此外，各媒體專頁

的貼文發佈頻率由 1 小時縮短為 10 分鐘，同時得顧慮演算法對頻率過於密集的

能見度打壓。最後，大型媒體專頁多屬綜合性，也配合讀者作息調整貼文時段，

可適度區分出受眾，提升能見度分配效率和準確度。 

 

2. 內容競技：刺激反應與追隨熱度 

首先，媒體專頁的選材經驗已能夠辨識出容易獲得能見度的新聞類型：人情

趣味、感官主義、引戰文、瑣碎化、加值訊息。再者，媒體專頁也為新聞再度框

架，帶有刺激、聳動、煽動情緒的新聞標題和主觀評註成為「誘餌」，過去新聞

專業要求的客觀中立被淡化。此外，媒體配合「掌握趨勢話題」的發佈建議，透

過貼文內的關鍵字或附加主題標籤，主動自我格式化來符合運算標準。 

 

3. 展示類型：原生影音的能見優待 

Facebook 建議媒體專頁交叉發布各種類型的貼文，但受訪者表示，Facebook

基於商業利益下，藉演算法提高特定類型貼文的能見度，來攏絡新聞媒體配合其

產品政策。演算法對不同類型貼文，在能見度分配上的顯著差別待遇，直接影響

新聞選材和說故事的方法。其中，原生影音最能獲得能見度優待的機會，排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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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容易被看到的貼文類型。然而，影音的設計與媒體專頁導引流量之目的衝突。

應組織要求，專頁仍發展出許多行動把讀者再帶進網站。 

 

4. 讀者互動：重互動率輕社群培力 

互動率一直是決定消息篩選與排序的主要指標。根據訪談，多數媒體專頁對

「互動率」的關注更甚實際的「互動」，亦不重視社群培力。媒體專頁主要透過

創造回應、回覆留言、敦促分享、相互拉抬、明星小編、舉辦活動，來吸引讀者

參與創造互動率。因此，互動是組織提升能見度的手段而非目的。 

 

5. 貼文推廣：推廣貼文與粉絲專頁 

Facebook 透過權力支配將能見度設計為有限的資源，塑造出商品的交換價值，

擴增廣告營收。媒體對這樣的運算邏輯充斥不滿與異議；媒體接受的是能見度「優

待」的機會，而不是演算法的支配權力。然而，媒體最終的行動卻以「推廣貼文」

的廣告投放策略（粉絲專頁推廣、貼文推廣），繁衍能見度分配的整體秩序，創

造出矛盾糾結。受訪媒體擔憂，購買廣告形同助長演算法行使地更加專橫，讓媒

體與平台的權力差距擴大。 

 

三、新聞媒體行動與能見度結構之交互作用 

（一）能見度結構對組織經濟的作用 

新聞媒體基於本益分析，受經濟利益驅使，對能見度的建構採取諸多行動，

來維持生存條件和保護利益。 

 

1. 能見度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聯      

能見度不只帶來導引流量，更構成媒體廣告營收的基礎。組織配合數位內容

的市場導向經營策略，透過量化的關鍵績效指標預估任務的達成程度。一般而言，

專頁於預定時間內所增加的粉絲總數、貼文的觸及數、互動率，以及最終導引至

新聞網站上的流量，皆為組織評估表現的關鍵指標。形成對個人表現的控制，不

僅造成工作壓力，也直接影響媒體專頁對貼文的自我審查。 

 

2. 能見度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壓抑 

然而，Facebook 掌握支配能見度的權力，影響著組織的利益分配。根據訪談，

媒體普遍面臨經營績效的衰退，歸因以下原因： 

首先，演算法對能見度的整體壓縮，使得專頁觸及降低、廣告支出增加。受

訪者可明顯感受能見度結構的壓迫，動態消息上來自好友和專頁貼文的能見度分

配並非等值，自 2014 年起開始加劇，歷年的重分配皆使得流量跟著銳減。 

其次，能見度市場由寡占到競爭，使媒體反應能見度成長趨緩。本研究統計

發現，《蘋果日報》和《ETtoday 新聞雲》專頁自 2013 年的每日貼文數量，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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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成長 3 倍。然而，每則貼文獲得的平均互動率卻倒退為 3 年前的水準。顯示

動態消息上的能見度被稀釋；媒體的行動只象徵事倍功半的苦勞。 

此外，演算法對能見度的競合，迫使媒體思考是否放棄導引流量。Facebook

透過新聞工具「即時文章」的能見度優待，誘使媒體採用。然而，在媒體的廣告

營收由流量決定下，貿然與 Facebook 在同一產品市場上競逐同一批消費者，將

直接影響媒體的經營績效，讓廣告營收適得其反。 

 

3. 媒體營收的不確定性與調適 

媒體面臨演算法壓縮行動空間、市場過度競爭，以及能見度的競合，使得媒

體在 Facebook 上獲利表現不穩定，轉而回頭調整生產效率，以一人多工、人力

再壓縮、網搜剽竊，來彌補經營績效不彰的現實，以求收支平衡。 

媒體獲利能力不穩定，反映在三種 Facebook 上的營收管道：導引流量至網

站換取廣告營收、透過即時文章整合 Facebook 行動廣告聯播網，以及透過貼文

業務配合置入廣告。然而，媒體在無法創造新獲利模式下，面臨危機：導引流量

的瓶頸與貶值、即時文章的潛在風險、業配搭售貼文僅能作為營收補貼。 

媒體隨之以生產效率的調適，因應追求能見度優待下，支出成本的增加。由

於組織獲利表現不穩定，主要透過：時間壓縮下一人多工、影音內容需求下的人

力再壓縮、網搜剽竊填補大量內容需求，來因應變局。然而，原本就肩負多元任

務的專頁經營者，面臨更高工作強度與壓力，影響經營效能與表現；透過網路取

材，未授權的素材「原封不動」的發佈是處理常態，不僅引來版權糾紛，也助長

新聞瑣碎化，來源查証不易使新聞正確性堪慮。 

 

（二） 能見度結構對新聞市場的作用 

訪談發現，能見度結構形塑台灣新聞媒體對「新聞市場」的理解，具有雙重

中介面向：首先，結構下的能見度分配結果，被組織視為理解讀者樣貌和消費偏

好的市場指標，以利組織投入生產活動；再者，結構下的能見度分配意味著新聞

供應的篩選，組織倚靠演算法的中介來滿足讀者對新聞的需求。 

 

1. 能見度分配結果再現市場需求 

受訪媒體認為，過去大眾媒體無法清楚理解讀者「想要什麼」的問題，透過

演算法對能見度的分配結果，包含觸及、互動率、點擊，以及專頁的整體粉絲組

成，被媒體視為立即、便利、規模化的指標，可推敲出市場需求，以預期新聞消

費和投入內容生產。 

首先，這樣的結果形塑出讀者樣貌的再現，刻劃出讀者的政黨傾向、政治立

場、意見氛圍的樣態與分布，成為編輯判斷的重要判準，以求生產和發布政治正

確、迎合風向、同仇敵愾的新聞。此外，也再現讀者的新聞消費，透露出受歡迎

的新聞事件、新聞主角、內容類型、議題動向等。新聞市場的供應改由讀者對貼

文的反應和行動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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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見度分配結果再現供給滿足 

受訪媒體隊能見度的分配結果具有雙面性之解讀：首先，部分媒體認為能見

度分配的背後依據龐大使用者行為資料庫。因此演算法是無偏誤的決策，反映出

讀者的喜好，可被視為精確的閱聽習慣調查。 

然而，演算法本身就是能見度的框架和限制，部份媒體認為演算法的能見度

分配也是一套「危險的市場機制」，能見度分配只反映出差別待遇，只能為媒體

區分出容易被看見和不容易看見的內容，無法給予重要新聞等值之能見度。 

究其原因，可發現 Facebook 試圖訴諸「機器」的中立性，以運算取代人為

價值判斷。因此，媒體擔心 Facebook 據此對使用者的偏好做出不合理的假設。

這樣的能見度分配結果只反映出「自我報告」和「行為紀錄」兩種調查方法可能

得出的差異性結果。因此，具有品質的新聞，未必能夠在動態消息上具有相同程

度的反應。 

 

（三）能見度結構對新聞產品的作用 

1. 新聞品質面：市場導向與感官主義的移植 

台灣新聞媒體回應能見度結構的新聞市場再現，最終製造的新聞產品為何？

當市場競爭的壓力無可避免，在組織施加導引流量的壓力下，受訪者認為，過往

具備「重要性」價值的新聞不代表能夠獲得演算法的青睞。呼應本研究對媒體專

頁貼文分析的實證，《蘋果日報》與《ETtoday 新聞雲》兩專頁自 2013 年至 2016

年，歷年前 10 大最高互動率之貼文（共計 80 則），依序可分為幾類：正向勵志

的人情故事佔 45%（36 則）、娛樂名人佔 21.25%（17 則）、網搜熱門佔 10%（8

則、台灣主體性新聞佔 12.5%（10 則）、話題性新聞主角佔 7.5%（6 則）、死刑與

犯罪佔 3.75%（3 則），分析結果與受訪者經驗相符。媒體專頁為便利地取得能見

度，新聞類型的內容趨勢和操作轉娛樂化、戲劇化、去政治化、立場化，新聞品

質與重要性退居次要考量，因此轉而為順從能見度結構，為能見度和流量服務。 

 

2. 新聞專業面：容易被看見的誘惑與交戰 

媒體最終是否擁抱其所自認對新聞品質與專業不利的能見度分配秩序？根據

訪談，新聞決策涉及演算法對組織和個人的權力作用；動態消息上「容易被看見」

和「應該被看見」的新聞內容，通常為不同的範疇，因此「創造流量」和「新聞

專業」之間難以兩全，這樣的理想與實際的「落差」是引發新聞專業焦慮的主因。

受訪媒體雖然夾帶抱怨、矛盾與灰心，然而在 Facebook 掌握能見度分配下，使

得聳動、煽情的新聞雖然欠缺過去對新聞專業的要求，卻成為妥協的結果。最終，

在是否務實地成為動態消息上的取悅者之間天人交戰，更受制於組織給予的空間

決定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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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討論 

一、能見度權力中心轉向：新聞／社群媒體研究的新視角 

（一）由外部運算環境到內部組織層級：媒體為能見度而行動的協力調度 

當 Facebook 上的「新能見度模式」使能見度分配高度集中演算法主導，媒

體要將新聞產品送到顧客眼前，甚至比產製新聞還困難。如本研究分析，當前新

聞業比起經營媒體產品市場，實則更加在意如何與執行分配的演算法，拼博更多

能見度。面對能見度的匱乏與競爭，組織編制與生產架構也隨之重組，區分層級

協力取得更多被看見的機會，同時也產生各個層級的衝突與再調適： 

 

（1）組織與個人層級：當國內新聞生產線終端由 Facebook 所獨攬，個人工作與

平台已密不可分。然而平台所主宰的能見度分配秩序，不僅限縮組織的行動空間，

也在個人層級中強加新聞工作的機動與不確定性。首先，組織透過專頁以多路策

略游擊出能見度，並將迎合演算法、操弄能見度、爭取大宗讀者的經驗層級回報，

反饋給組織中的其他個人，以調整自身的工作策略；其次，在組織的經營績效要

求下，反映出能見度相關的工作增量、反應時間縮短、經營人力由助理編輯填補、

個人面臨組織壓力與力圖遵守新聞專業規範的兩難。最終，在回應演算法的同時，

產生更多違背新聞專業的偏向。 

 

（2）組織整體層級：新聞業在能見度緊縮下，不僅透過組織編制上的垂直協力

整合，也透過水平跨部門調度，來回應運算再現的新聞市場。垂直協力面向上，

媒體專頁作為匯整組織產出的渠道7，多隸屬內容部或新聞部之下的社群組來管

理，以期獲得內容生產、配送、拼搏能見度之整合綜效。如受訪者提及社群組與

內容部之協力關係：「我們負責把廚師煮好的菜端到客人面前，而且看他們要吃

什麼就給他們什麼」（聯合新聞網），記者也配合生產討好的內容。在組織強調垂

直產銷合一之下，其它次專頁，也分別交由不同新聞路線之撰稿記者、編輯兼營
8。水平調度面向上，社群組也借助產品部的軟體工程能力，完成「即時文章」

等格式開發、內容分析、挑選、發佈；業務部則依社群組製造的點擊和觀看向業

主兜售廣告；內容部和社群組則配合業務部要求，置入廣告於內容或貼文當中。 

  

（3）組織與外部環境層級：新聞業仍在尋找能完整支撐網路新聞的營運模式，

同時面臨紙本、電視等傳統通路的慘澹境況9，媒體轉型又面臨網路商業模式不

                                                      
7以《聯合新聞網》專頁為例，受訪者表示發佈內容九成來自《聯合報》、《聯晚》、《經濟日報》

採訪稿件，一成為《聯合新聞網》改寫之網搜素材。 
8《自由時報》主專頁由即時新聞組管理，體育、娛樂頻道次專頁各有一位小編，評論、時尚、

3C、汽車頻道次專頁則由同一小編負責。《中時電子報》主專頁由社群組管理，其它次專頁由各

路線記者兼營。 
9 2016 年 8 月《三立》電視台裁員近百人、《蘋果日報》與《壹週刊》5 月「優離」資遣資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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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穩健，隨著手機終端、電信商開始支援封鎖蓋版廣告（ad blocking），對網路

廣告營收更雪上加霜（Inside，2016.05.16）。於此，新聞業普遍寄望 Facebook 的

網路能見度分配，創造導引流量，甚至將專頁貼文作為商品販售。 

更重要的是，當新聞業受演算法執行的能見度所主宰，卻無法捨棄以網路流

量作為最主要營收，即便受制結構性壓迫，仍然如受訪者所言，在多方權衡下，

繼續加入競爭能見度維生：「臉書一直推出新功能就是你知道又離不開，新聞媒

體就是對臉書又愛又恨，因為它是流量來源，又是很危險的存在，就是毒藥」（關

鍵評論網）。最終，組織與外部環境互動的結果，再度透過績效指標衡量，將壓

力帶回組織內部與個人層級，使得新聞產製與發佈無法離開能見度的考量，進而

形成演算法支配台灣新聞業面貌的主要原因。 

 

（二）邁向運算權力為重心的新聞／社群媒體研究 

國內媒體使用 Facebook 專頁之目的有二：台灣社群媒體用戶數由 Facebook

獨霸，這些使用者同時也是在動態消息瀏覽新聞的讀者，有機會成為新聞業販售

給廣告主的閱聽人商品；當逾半數讀者來自 Facebook，該平台也替媒體組織省

下自行建置網站、編排版面結構等技術開發成本，組織以資淺新聞工作者管理專

頁，被認為是兼具便利和效率的捷徑。也因此，當前新聞業對社群媒體的理解，

容易將其視為通路來管理，而帶有不切實際的工具性觀點，並假設媒體仍然具有

過去的主導能力，而經常誤判一切活動都能帶來穩定的能見度，執行「運算」的

演算法如何產生影響，則被組織輕視或視而不見。 

新聞工作與內容媒介確實向來無法離開機器與科技，本研究認為，當新聞去

除報紙、電視、網站等直接觸及讀者的媒介後，中介能見度的權力重心已轉向社

群運算，新聞業的經濟活動和社群媒體研究應超脫平台或工具思維（如通路管理

或報導輔助），並正視運算權力與能見度的高度競爭賽局。如 Steensen & Ahva

（2015）所言，科技人造物在過程中作為「中介變數（mediator）」變形新聞處

理而產生效果，但新聞業卻將科技以中介物（intermediaries）般對待。如本研究

分析，演算法作為能見度的分配秩序，決定資訊露出與市場贏家，由組織的外部

體系向內部發揮支配性的主導作用，重構組織經濟、新聞市場、新聞產品，為新

聞業帶來此三個面向的矛盾糾結，過往由大眾媒體主導的利益分配、市場變化、

品質產出、新聞常規或普遍性規則已不復存在，組織隨時得調整自身行動來適應

結構中的變化、壓迫與競爭。 

 

  

                                                                                                                                                        
工，編制驟減半數，傳出紙本經營危機（黎慕慈，201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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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思考出路：扭轉能見度操弄取代內容經營的惡性循環  

即便媒體與讀者的社交關係確實重要，然本研究發現，網站流量與廣告營收

的連結致使組織的目標錯置，將人力和資源的協力調度都耗費在操弄能見度，最

終目的不在產製和發佈新聞，而是製造流量。這也反映在組織決策和媒體專頁之

目的上：（1）新聞內容仍然是閱聽人勞動的原料，因此組織決策的「流量」考量

時常優先於改善品質：「總編輯想法還是以導流為主，把每個人的生產力發揮到

最高，但其實沒有專業化……沒辦法產出那麼有質量的內容」（關鍵評論網）。（2）

媒體專頁主要為提升能見度服務，而非為讀者或品牌價值打造。許多專頁形同媒

體集團下的「粉絲代操公司」（聯合新聞網）。新聞工作者與行銷人員、媒體策略

師、公關部門界線模糊，動態消息背後的演算法政治才是組織關心重點。 

在此脈絡下，許多組織總設想能見度分配秩序下的市場為完全自由與中立，

「市場決定」成為主宰，幾乎不需考慮治理。但運算邏輯所再現的公眾，被輕易

地化約出共識，公眾間的連帶關係、其所在乎關注的，又或是公眾行動的原因等

脈絡皆被抹除（Crawford, 2016）。本研究認為，能見度的分配結果，同樣難以被

視為公眾品味的反映，但台灣新聞業在市場追求下，運算的再現常被視為是絕對

真實，消解一切的問題性；當能見度與網路廣告掛勾，有助獲取更多讀者來販售，

其中的偏誤與扭曲均未被考慮，也帶來新聞專業與內容品質的負面影響。 

面對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批判取徑思考，認為演算法權力應該被不斷質疑

和挑戰，然而新聞業的行動應朝向掙脫能見度競爭的賽局，而非執著於操弄被看

見的機會。總結來說，演算法與新聞業間的張力，如同 Picard（2014）認為科技

與新聞業的適應演化，不在尋求破曉或黃昏的最終解答。但此過渡期中，本研究

的提問在於：演算法本身該如何改進，以避免不惜代價相搏能見度的態度？能見

度本身是否應被用來表現新聞的廣告市場價值？ 

 

1. 內容品質導向的新聞生產與運算基準 

整體而言，新聞之所以成為操弄能見度的產物，第一線與演算法交手的受訪

者認為原因有二：第一，演算法實務上無法判斷內容是否具有新聞價值，使得新

聞品質不是能見度的保證。更糟的是，容易獲得被看見機會的新聞，通常不屬於

專業判斷下的優質內容。例如，廉價的網路蒐奇素材，在能見度上總是與生硬的

重要新聞形成對比，組織據此不被鼓勵生產發佈有品質的內容；第二，能見度的

競爭者眾，透過看穿規則來操弄能見度，雖犧牲專業與可信度，卻被多數組織認

為是本益分析下的權宜之計。依此惡性循環向下競爭，讓新聞工作者陷入焦慮，

即使重要新聞，也無力改變能見度分配的遊戲規則。 

鑒於動態消息已是資訊的競技場，好新聞需要有更公平的露出機會，讓更多

的能見度反映在優質內容上。本研究認為，制定能見度流通架構的平台需要不斷

被質疑挑戰。以批判角度檢視，即便演算法的「機制」作用與其「商品」特性互

為因果，平台之經濟目的往往才是驅動能見度如何分配的主因。然而，此秩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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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並非無法撼動，回顧演算法變遷歷史，正顯示科技與文化情境的動態折衝妥協，

也是各方行動者權力抗衡與社會情勢角力下聚合的產物。 

就執行目標來檢視，Facebook 同樣聲稱：動態消息是為確保使用者所認為

的「最高品質內容（best high quality content）」被生產、露出、分享（Kacholia, 

2013.08.23）。以此取代純然地時序展示，就是 Facebook 的產品觀點、預存立場

與優先判準（Newton, 2016.06.29）。因此，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演算法，也需採

納社會情境合併考量，透過問卷調查、質化訪談、測試實驗等新數據收集，修正

舊數據形式無法取得的資訊10。然而至今的改善，只顯示平台並未將目標放在創

造深度的閱讀社群。要改善運用數據分析來驅動決策所面臨的窘境，得從如何定

義與分類「優質內容」之判斷標準，作為首重的改善目標應首重「品質」。 

至於如何建構可信賴的判斷系統來定義新聞品質，涉及將主觀判斷標準轉為

量化指標，更需要與新聞實務工作者和讀者訪談參與，透過科技系統實現。然而

這並非遙不可及，指標系統確實具有改善潛力，也同時面臨可靠性、關連性、以

及測量的可行性挑戰，仍得視科技系統、新聞室需求、使用者與新聞流通效果而

定。以下配合考量或可成為可行方向（The Trust Project, 2016.05.20；Filloux, 

2016.11.06；Oremus, 2014.04.24）：（1）定義出可由機器存取的相關判斷指標，

讓內容聚合服務、搜尋引擎和廣告平台等第三方系統，可據內容運算出新聞品質
11；（2）這些指標都相互關聯，因此在判准上，單一指標無法單獨指出文章品質

的高下，唯有同時結合考量，才能在系統中相互驗證、修正並確認彼此的正確性。

同時可透過數據驅動分析的支持，調合適當比例的新聞編輯判斷，來達到平衡；

（3）最終要讓整個系統維持正常運作和規模化地擴大，仍需具有獨立權責的第

三方，長期公正客觀地確認各項指標的可信度與有效性。 

根據「內容品質」來建構能見度分配公平性，仍須不斷敦促平台實現，使其

成為設計理想。目前動態消息仍然透過大量指標來決定，但絕大多數皆為「社群

指標（social signals）」（如：按讚、分享、留言、點擊數，或其他行動），而非「內

容指標（content signals）」。雖然短期仍不明朗，不過 Mark Zuckerberg 確實在 2016

年 4 月的開發者大會中提及，將建立能更加讀取與理解新聞內容的人工智慧

（Benton, 2016.04.12）。社會終將需要更能評斷文章內容品質的指標系統，當動

態消息泰半是操弄能見度的產物，無法避免劣質內容充斥的結果，長此以往將無

法鼓勵好內容被生產。讓好的內容能得到等值的能見度，確實是透過科技讓品質

向上提升的途徑之一。 

重要的是，新聞業必須重回新聞品質的思考，同時必須警惕透過能見度分配

                                                      
10 Facebook 為開發演算法，曾對數千使用者調查其所認為的專頁高品質貼文，問卷包含：內容

是否即時和相關、是否信賴內容的來源、是否會分享或推薦給他人、內容是否真的有趣或僅企圖

藉動態消息傳遞（如要求人們按讚）、你是否稱此內容為低品質貼文或網路模因（meme）、若在

動態消息看到此內容是否令你抱怨（Kacholia, 2013.08.23）。 
11 從描述、推論、主觀等指標層級著手是可能方向（Filloux, 2016.11.06）。以新聞可信度的指標

系統為例，相關指標可以包含：可信度認證（辨認文章類型為新聞、評論或分析）、引用和參考

文獻、記者或作者之資歷、所在位置或目擊與否等（The Trust Project, 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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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來感知新聞市場、生產媒體產品的危機。我們不禁得反問國內新聞業，相對

於操弄能見度，組織是否花費同等技術、人力、時間來生產、發布、推廣「優質

新聞」。新聞業不論身處何種科技當道的世代，好新聞仍然重要，國內新聞業需

要自行為內容品質守門，而非讓新聞工作者在流量壓力下，對低品質新聞採取「包

容」態度，為在媒體可信度上付出高昂成本。 

 

2. 再檢視網路新聞的廣告市場價值與可行商業模式 

當前新聞網站版位和廣告販售方式，其計費基礎在於網路能見度，透過

Google Analytics、Facebook 粉絲頁分析工具等監看報告，效益更得以被精確計算

（從專頁的貼文觸及數、互動率，到網站的流量、轉換率、點擊成本），成為廣

告主與代理商的媒體購買貨幣。基於能見度與媒體購買機制的接合，廣告市場的

單一市場反應，也直接影響著媒體產品市場的表現。如本研究分析，新聞業的數

位經濟核心已不在「產品」市場，而在於「營銷」更多同質的、速食的、無新聞

價值的內容，甚至有意或無意地將運算邏輯所再現的數據視為讀者的意向。 

追根究柢，此「網路廣告計價方式」12讓單則新聞的經濟效益高低，取決於

點閱率或頁面瀏覽次數，這些數字做為單一購買交換貨幣，根本導致國內媒體缺

乏追求品質的誘因。由於新聞的廣告價值無關品質，為追求最大化流量，可從廣

告中獲利的低品質內容，即便來自臆測且未經查證，卻得以被容忍，甚至被積極

創造。當能見度操弄成為新聞圭臬，維持品質與專業已非首要目標。 

改善能見度操弄的根本解方，在於新聞與廣告的買賣雙方，應在計費基準上

有其它思考方向。唯有重新檢視新聞與廣告計價的僵化連結關係，才能讓產業重

視品質帶來的經濟價值和收益機會，鼓勵好的內容被生產。尤其，當動態消息的

能見度不再能夠被廉價地獲取，媒體應再思考經營績效指標與營收的關聯性。組

織慣於爭奪能見度的結果，內容終究只是獲取流量的誘餌，既不考慮觸及的對象，

也不過問社會深層的需求、喜好、習慣，相異的個體卻因此被化約為整體造訪數

據，欠缺關注讀者所代表的流量是為什麼而來，無法贏得社會的信賴與認同。 

媒體作為社會資訊的重要提供者，應努力重新奪取或主導市場規則的能力，

建立其他可能的營收來源也勢在必行；廣告業也不應再讓純粹的能見度作為絕對

換算機制，或廣告投遞的唯一標準，即便透過效益檢視，能見度也只能爭取短短

幾秒對產品的注意，無益尋找潛在顧客，未必具有正向廣告影響效果。但此數據

卻對影響新聞內容的生產與業務收入，使新聞業無法擺脫能見度的分配秩序。 

當前新聞業確實難以拒絕廣告獲利，但單一模式無法獨立支撐所有成本，多

屬複合營收模式。既然沒有媒體能單獨靠流量存活，也不敵 Facebook 和 Google

在數位廣告市場的「雙頭寡占」，媒體應思考更核心的問題：新聞的品牌價值和

內容專業如何獲得社會信賴，並值得大眾「投資」？本研究認為，在我們能夠看

見新的營收模式之前，思考方向應著重如何在「內容品質」與「營收模式」之間

                                                      
12 計價方式包含：點擊計價（CPC, Cost Per Click）、觸及人數計價（CPM, Cost Per Million）、觀看

計價（CPV, Cost P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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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理想的關係，而優質內容與忠實讀者仍然是找到可實現方案的關鍵。 

受訪者也持相似觀點，唯有聚焦在內容差異與分眾客群，鎖定精準的特定讀

者群，提高內容的競爭門檻，才能讓內容生產者較稀有，滿足社會對資訊的需求，

而非只是聚焦在能見度的計算方法。這也需要新聞業摒棄追求最大新聞市場，並

保有新聞專業的雙重條件下投入： 

(1) 內容差異：國內主流媒體多以政治立場作為區隔，內容卻普遍缺乏差異，難

以從中打造可持續性的商業模式。媒體須正視自身優勢、品牌定位與內容差

異才是打造清晰面貌、提高競爭門檻的基礎。重要的是，該反思資源的有效

配置，而非重量不重質，以改善市場過度競爭。如受訪者所言，對於特定議

題和重要新聞「我們不期望所有的人都關心，但至少想關心的人，可以看到」

（聯合新聞網）。以避免國內媒體為操弄能見度，在內容上往同質化、通俗化、

去政治化競逐。 

(2) 分眾客群：網路讀者已不再是過去的「大眾」內容消費機器，媒體應從追求

最大讀者群轉向有效的分眾。尤其動態消息上的內容接收脈絡更加機動、零

碎、個人，媒體更該思考讀者為何而來，從中擬定清晰策略，透過內容鎖定

特定客群來觸及讀者，重新開始為有限的讀者生產真正的新聞，停止漫天撒

網以求一網打盡。如受訪者認為未來的資訊消費將「分眾，因為這樣忠誠性

會比較夠」（ETtoday旅遊雲），假設讀者為均質、單一的受眾，只是吸引更

多與新聞品牌、認同、調性不符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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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消息的複雜多重面向：能見度空間、市場、文本的交錯形塑 

最後，本研究要指出，動態消息對不同參與主體兼有的複雜多重面向，它既

是演算法劃分能見度的空間，也是媒體投入生產所依賴的新聞市場，亦是讀者消

費新聞的文本來源。整體參與者的行動與實踐，又再度為此空間、市場、文本再

生產能見度，並依此交錯型構而循環不息。 

在空間的面向上，動態消息空間因演算法，使能見度得以被分配集散，受平

台支配管理；在市場的面向上，也替媒體勾勒出容易被看見的新聞形貌，而有看

穿與拼搏的操弄；同時，在文本的面向上，動態消息對各方資訊文本編輯再現，

創造出虛擬真實，也是實際真實中的一部分，被認為具有型塑社會和文化型構的

能力。如本研究分析，動態消息文本不僅再現新聞業所感知之新聞市場，也形塑

讀者的新聞消費經驗，此結構中的交互作用，可能產生偏向和扭曲。 

總結來說，動態消息作為價值和利益衝突競賽的空間，演算法則是扮演裁決

分配的方法，兩者共同提供「結構」並預留行動空間，新聞媒體和讀者的「參與

主體性」與行動實踐，正是維繫此結構與行動的互構。在結構允許下，動態消息

同時受各方參與者角力，具有主動操弄資源爭奪，也有被動接受分配秩序。聚焦

在新聞業與讀者的關係上，可發現動態消息的文本的產製、接收、再生產，皆受

演算法中介，涉及媒體策略行動所生產的媒體文本，也有讀者消費型塑的公眾文

本，並產生相應的動態消息文本，進而再度成為下一次行動的中介。 

由此可知，即使平台透過演算法維持統治地位，動態消息仍有根本的「政治

性」本質。能見度政治既是分配秩序，也是權力與鬥爭和參與實踐的整體，還涉

及行動和改變。例如，即使演算法支配動態消息，Facebook 仍然拒絕「資訊濾

泡」這種科技決定論姿態的指控（Facebook newsroom, 2013.05.07），意味著此空

間、市場、文本的塑造並非來自單向決定，結構中富含潛在衝突的政治性、權力

縫隙、行動空間，一直被 Facebook 用以替自身辯護13。 

相關研究曾試圖提出演算法應採取的民主政治典範14，本研究認為，複雜與

變動中的協商在讀者、新聞業、演算法間不斷發生，動態消息雖受平台的演算法

統治「支配」，卻也同時是「治理」的對象。演算法即便為了滿足平台之利益索

求，成為統治為基底（rule-based）的機制，但它同時也是治理的能動（governing 

agents）。然而動態消息此等特殊的新興類型該如何治理？如本研究分析，當國

內新聞業受經濟利益趨動，喪失「告知」讀者之責，演算機制又讓資訊的需求去

脈絡地再現。於此，能見度已非專屬媒體之治理場域，讀者也應以各種知識和行

                                                      
13 Facebook 認為使用者能不能跨越內容上的意識形態界線，比起動態消息排序，「使用者所選擇

的好友」和「使用者所點擊的內容」是更為重要的因素（Facebook newsroom, 2013.05.07）。Facebook

為演算法的正當性辯護：「我們所做的不在為世界選擇該看到哪些議題，而是為不同的思想和人

們之間建立連結，為使用者匹配他們覺得最有意義的內容」。卻不願承認以「篩選」來為使用者

建立連結的過程（Newton, 2016.06.29）。 
14 Crawford（2016）提出爭勝的典範，她認為演算法僅扮演所謂的「公正程序」，讓所有價值和

利益衝突能藉此妥協，來取代「實在的另類（real alternatives）」被選擇的機會，未提供競技場

讓差異得以被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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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來分析、反省、質疑，干預資源分配的操作機制，遂行能見度的調節與爭議。

這些審議是關鍵的，也是治理。 

當 Facebook 訴諸演算法不預做道德判斷的「中立」位置，本研究整理出演

算法帶來的機制「效應」，來自媒體在資訊領導權塑造過程的退讓，然而讀者的

參與，卻也蘊含不同的協商、爭議和抵抗契機，在治理過程也透露出校準潛力： 

 

（一）媒體資訊領導權退讓的增強循環 

演算法定義著合宜和正當的知識並做出政治性的選擇，但它的評價標準卻難

以被攤開檢視，也因此被認為對不同多樣觀點的政治性有所不利（Crawford, 

2016）。例如 Facebook 也自認嚴肅資訊不易獲得反應回饋，而成為缺失（Yu & Tas, 

2015.06.12）。既然動態消息最終目標在於增長使用者勞動，而非為建立一個世界

或周遭環境的正確圖像（Newton, 2016.06.29）。以下分析媒體追求新聞市場的競

爭偏向，如何對動態消息文本的扭曲推波助瀾，成為不斷增強的循環： 

 

1. 妥協退讓：無視運算公眾與真實的落差，形式主義取代媒體責任 

首先，媒體並非主動認同演算法的權力行使，仍企圖與完全地服膺於結構權

力保持距離，藉此盡力達成形式上的媒體責任與新聞專業。多數受訪者表示，「大

新聞卻又不見得被注意到」為普遍經驗（風傳媒），因而務實地妥協於自認對品

質不利的能見度分配秩序，僅能達到「一半」的新聞品質和「平均」的專業責任：

「讀者想看的與好新聞就一半一半吧，就是都做」（關鍵評論網）；「我覺得一半

一半，不可能為了某個部分去放棄其他部分」（中時視頻）。這樣的退讓，使得媒

體的不滿和異議逐漸消失，並自認這是兼顧流量和品質的權宜之計：「還是會 PO

重要新聞，但就夾雜在裡面……雖然流量不好，反正就是有貼有看、沒看就算了，

至少我們盡了這個義務」（聯合影音）。 

 

2. 屈從協力：與平台共謀，討好運算再現的市場 

再者，當動態消息之目標設定不斷地誘惑使用者繼續勞動，也使得媒體被鼓

勵生產合乎此再現市場的文本，以避免在能見度上受懲罰。這也契合媒體獲得流

量的最終目的，取得再製演算法統治的「共識」。即便運算所得出的公眾與真實

讀者間的關係，尚待被解釋和賦予意義，但媒體只關心產出是否與粉絲的組成本

質、品味、立場、消費的再現相符：「發現喜歡看的人真的不多，用心良苦全部

都被埋沒。所以還是變得比較顧慮原本的大眾的口味是怎樣」（中時視頻）。並在

其中再製能見度的分配秩序：「以綜合性粉絲團來說，立場、調性、風格不可以

變來變去，《蘋果》如果是腥羶色就走你的腥羶色；《ET》如果是網路原生影片或

動物、獵奇就專心做……因為粉絲是為了這個才來，如果你貼了他們不想看的東

西，他們就跳到別的地方取暖，看他們想看的」（聯合新聞網）；媒體只協助平台

的使用者感到勞動的愉悅，而非考量社會對資訊的需求：「以前會覺得：不管啦！

你一定要知道，現在就覺得不行，在我們達到崇高理想前，我們會先死。現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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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你想看什麼，就給你貼什麼」（聯合新聞網）。 

 

3. 增強循環：排除複雜與多樣的價值與異議空間 

最後，媒體非主動地、非純然地或非完全地接受演算法權力，卻恰巧維繫能

見度分配秩序，以及演算法對新聞市場的再現安排。隨著媒體對市場的「預期」

和長期「餵養」，媒體專頁已有清楚的讀者輪廓與消費習慣。每日反覆實踐的結

果，不僅再製且強化結構，最終將使新聞難以跨越壁壘分明的意識形態界線，欠

缺跨界對話溝通：「《蘋果》、《三立》很明顯就是那個聲音，不只是政治、甚至是

社會風氣，比如說薪資議題、勞工問題、然後年輕和老人的各種都會有二分法，

媒體會選邊站，但我們永遠都跟別人不一樣，所以不喜歡那些的永遠只有我們可

以選，反而變得很聚焦」。（聯合新聞網）；長期討好運算再現的新聞市場，使得

與此市場相違背的資訊猶如「忠言逆耳」，多元、客觀、中立的意見與小眾品味

無法透過演算法傳遞。唯一能普遍被看見的新聞，成為戲劇、聳動、煽情的通俗

新聞類型，嚴肅新聞則被排斥於大多數讀者的能見之外。讀者最終只「覺得」被

告知訊息的含糊滿足感，而不是「確實」被告知訊息，確實地對周遭世界具有可

測量的相對智識。 

 

（二）讀者參與資訊需求的責任與治理 

「新能見度模式」消解大眾媒體對資訊的壟斷，卻不意味讀者從機構組織、

科技專家或知識菁英的中解放，過量訊息反而讓演算法取得代理決策的正當性。

然而，平台卻未必願意理解「使用者應該要看到什麼」的資訊需求。再度證明，

運算結果不能解答「應然面（should be）」的問題（Newton, 2016.05.12；Oremus, 

2014.04.24）。然而，演算法中立、精確、個人化的迷思，卻又帶來不易察覺的呈

現樣態：「讀者沒有察覺演算法的過濾，他們會把這個責任怪給媒體」（關鍵評

論網）。若動態消息應負起告知更多訊息的責任，讀者有何治理的可能？受訪者

認為，演算法逐漸剝奪讀者對資訊需求的自我構思，應從此面向改善機制。 

 

1. 「應然」的能見度：質疑運算對知識的政治性裁決 

動態消息的運算基礎即便來自行為資料的策展挑選，然而「什麼應該被看見」

卻在新聞業、動態消息、公眾之間存在定義上的不一致。受訪者認為，讀者明確

指陳動態消息有所謂「應該」和「不應該」被看見的新聞，眼前所見已引發讀者

在態度上的焦慮：「讀者當然一定會說為什麼要報這個啊」（自由時報）；「會有讀

者留言說怎麼不多做點時事啊」（中時視頻）。也因此，動態消息文本確實有「應

然」的能見度概念。但演算法同時召喚，也宣稱其理解公眾，我們或許也在其中

受誘而感到運算結果的親近性。然而，一個想像的社群可能與使用者所尋求的公

眾有所重疊，也可能不夠準確，甚至根本無關（Crawford, 2016）。於此，受訪者

最終仍將問題指向讀者能否意識到，演算法將梳理資訊的「構想」與消費的「執

行」分離：「很多記者也會酸讀者都口嫌體正直……就是又罵又愛看」（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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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個有意識的讀者，你不會有這個問題。比較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

或是他們心裡口嫌體正直，才會有這些狀況」（關鍵評論網）。 

 

2. 反問自身的行動思維：抗拒運算再現的假性資訊需求 

讀者對動態消息上的真實再現有所「口嫌」，也批評媒體缺乏對資訊的編輯

判斷，然而讀者在動態消息上的勞動過程中被分離，對資訊需求的自我構思減少，

不再經由自身意志逐一挑選，卻重新透過刺激反應的衝動再生產能見度：「動態

消息上會有很多比較容易吸睛的新聞，可是他們還是會點進去看那些聳動的，這

是一種惡性循環，一旦這則貼出去，不要說在線，點閱率這麼高，我們以後還要

不要推？一定要」（自由時報）。市場驅動讓新聞業以娛樂化、政治立場化和感

官主義來販賣閱聽人商品。然而這些勞動原料受動態消息編輯再現，也在真實世

界中鼓勵新聞業對「不應該」被看見的新聞再投入生產。如同媒體一方面務實地

接受能見度分配的安排，卻也希望讀者：「既然那麼不滿意，如果真的那麼不想

看，那他真的不要點去看」（自由時報）。這也意謂讀者在動態消息上的各種行

動乃至於不動，都有結構中介力量的效應。既然主體參與被平台宣稱為「自主選

擇」，來迴避結構權力的主宰。受訪者認為，讀者更該要在結構中「不動」地抑

制意圖刺激直覺反應的原料，抗拒假象需求包圍下的「體正直」勞動生產，讓行

動具有改變結構力量運作樣貌的可能。 

 

3. 為無視採取行動：干預能見度的資源分配 

媒體認為能見度分配秩序並未提供競技場讓差異得以被顯現，然而讀者在結

構中的集體行動卻能夠「對抗」演算法的代理決策。讀者在中介效應之下，仍有

主動的行動可能，得以尋找、參與或建構；等待能見度分配的結果，最終將強化

演算法對讀者「構思」的代勞，反覆暴露「不應該」被看見的新聞：「好文章就

是深度的訪談文章，或者是對社會事件啟發的一些思想，可是這種文章通常不會

比《蘋果日報》一個腥羶色的東西還要流通，所謂的同溫層它就是存在」（關鍵

評論網）；「演算機制跑這樣的結果出來，就是我們 user讓它變這樣……永遠只

選擇性接收那些東西，久了之後它只會給我看我想看的」（聯合新聞網）。因此，

當我們希望終結衝突，讓資訊自由，就必定得讓對立和衝突有出現的可能性。而

讀者各種形式的異議都是看穿結構力量與行動連屬的諸多樣態，唯有強迫為自身

的不動而行動，才能放棄倚賴直覺判斷參與新聞市場的再現，也避免受能見度遮

蔽的機會。如受訪者所言：「同溫層不應該發生，但閱聽人沒有看不同立場文章

的勇氣」（關鍵評論網），將限制自身沉浸於動態消息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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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 

誠如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引述多位學者皆點出演算法「黑盒」特性，讓它

難被解密，也更增添不確定性。絕大多數的媒體平台或科技公司也缺乏動機達到

外界對「透明度」的要求，更遑論讓研究者進入田野觀察這些企業的軟體工程內

部。然而，如同既有對演算法的研究顯示，即使我們難以理解它的科技細節與構

成，掌握其運作原則仍是進行批判參與的關鍵。 

因此本研究企圖從台灣新聞業的行動與實踐面，深度訪談 9 位相關新聞工作

者，構連出動態消息演算法權力的運作。但仍然難以避免以下研究限制： 

 

1. 媒體受訪者參與意願不高 

本研究將焦點放在新聞業與動態演算法的實際互動，取代部分學者檢視供養

演算法的資料、資料庫組織，以及軟體工程師的工作實務等「演算法」自身的研

究。然而，誠如本研究的受訪者所言，整個新聞業至今都還在嘗試如何拚搏演算

法，其中的經驗實踐更是組織與個人長期投入資源與時間的成果。因此，受訪者

考量參與研究可能帶來透露成功經驗的風險，亦可能引起同業批判檢視，往往難

以成功邀訪。例如，《蘋果日報》與《ETtoday 新聞雲》專頁單就粉絲人數、互動

率、導引流量等指標，皆遠遠超前其他專頁，卻多次拒訪本研究。本研究退而求

其次，改以同集團內之《ETtoday 旅遊雲》、其他受訪媒體同業對上述兩間媒體私

下交流所得經驗，來補足無法邀訪之不足。 

 

2. 受訪媒體之專頁經營績效資料涉機密 

承上所述，各個媒體專頁在動態消息上的能見度競爭激烈，即便受訪者願意

接受訪談，仍對部分涉及組織績效要求，或實際貼文表現之提問存有顧忌；研究

者也難以取得各個媒體專頁後台之資料。然而，本研究並非針對單一媒體之個案

研究，研究目的仍在描繪演算法與整體新聞業間的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除透

過受訪媒體同業取得其他媒體所避諱之提問，也透過對具代表性媒體專頁之歷年

貼文資料撈取（如《蘋果日報》與《ETtoday 新聞雲》），藉外部觀察實際表現與

趨勢。 

 

3. 動態消息演算法相關資料取得來源有限 

動態消息自 2006 年推出至今已運作逾 10 年，也誠如受訪者所言，演算法的

更新與調整除非官方願意透露，否則難以得知。況且，官方資料也有限，在

Facebook 承受壓力下成立「News Feed FYI」部落格前的資料皆付之闕如；同時，

即便官方釋出資訊也難以完全確證其可信度。於此，本研究除分析演算法歷年的

官方資訊，對照受訪者之經驗資料外，也參考國外媒體實地訪談動態消息團隊之

二手訪談資料，進行比對；接受媒體訪問之動態消息團隊，確實往往可針對演算

法更清楚地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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