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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置入性行銷為近幾年熱門的行銷手法，散見於電視、廣播、網路以及報紙媒

體中，其爭議之處在於與廣告主有對價關係而未告知。 

 

本研究透過分析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以及深訪報紙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了解

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的興盛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

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產生哪些面向的影響，期望能對改善報紙商業置入提出相關

建議。 

 

研究發現，近幾年傳統報業在電子媒體競爭下，閱報率與廣告量大幅下滑，

廣告收入銳減；另一方面，因應媒體環境變化，媒體集中購買制度產生，也使報

業失去廣告議價權；最後是報紙在報禁解除、出版法廢除後，無相關法條能規範

商業置入，因此，雖然報紙商業置入與電子媒體一樣具有爭議性，由於報紙媒體

無法令規範，也讓報業及廣告主有機可乘。 

 

報紙商業置入興盛，最直接影響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

本論文將其影響性分為三個層面，第一為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從業人員個人的

影響：包括地方報與專業報更重視記者的業務能力而非新聞專業能力、年資較淺

的記者對於置入的接受度較高、資深記者較容易被報社要求向廣告主爭取置入預

算、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從業人員勞動條件的傷害、長期的商業置入新聞恐造成新

聞從業人員專業能力的退化；第二個層面為報紙商業置入對於報紙內容以及版面

的影響：包括廣告主可直接影響新聞產製、編輯部新聞自主權大減、具有新聞價

值的報導遭到排擠、一般專題報導常被業務部要求附加置入報導、廣告主一次購

買多家報紙置入；第三個層面為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整體報業的影響：包括監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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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獨立角色不再、中國政府置入使報業在中國相關資訊流通功能不彰。 

 

而為了改善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專業的影響，本論文也提出以下建議，首

先必須重新納入國家規範力量，將報紙商業置入列為廣告類型的一種，並訂定廣

告法加以規範，另外，更長期的目標則是以法律協助報業建立共同的自律機制平

台，並納入公民團體力量，共同以自律、他律以及法律三個層面改善報紙商業置

入。 

 

 

 

 

 

 

 

 

 

 

 

 

 

 

 

 

關鍵字：商業置入性行銷、新聞專業、台灣報業、新聞廣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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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cement marketing has been popular in broadcasting, internet and press media  

for a long time. The dispute about placement marketing is the unrevealed 

consid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er and Newspaper company. 

 

This research aimed at realizing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s of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 and production of news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newspaper industry and interviewing newspaper 

reporters. In the end, to provide some advices to improve placement marketing in 

newspaper.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readership of newspaper and advertisement amount 

decreased because of TV broadcasting, which leads to the shrinking of their 

advertising revenue. Besides, as media environment change, press lost the right to 

negotiate advertisement price because of the appearing of media concentrated buying 

system. In the end, after abolishing press prohibition and the law of publishing, there 

is no effective regulation to manage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Therefore, the 

press and the advertisers take the advantage of it. 

 

The prevalence of placement marketing in newspaper directly impacts the  

profession and producing of news, this research found three aspects of influence. First 

aspect of the influence on journalist: professional and local newspapers request more 

on sales abilities of their journalists, young journalists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senior journalists have more pressur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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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 company to ask enterprises for placement marketing budgets, the 

employment package of journalists are influenced by placement marketing, long 

period of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may bring negative effects on journalists’ 

profession. Second aspect of influence on content of newspaper: advertisers often 

influence the content of news, the decline of editorial autonomy, valuable news are 

crowed out by placement marketing, feature reports are often used for placement 

purpose by sales, advertisers buy too many placement marketing reports. Third aspect 

of influence on press: the function of supervision failed, public’s incomplete 

comprehension about China due to China government placement marke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ome advices: firstly, government must regain regulation, regard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as a method of advertising, then drive to institute 

“advertisement law” to regulate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Secondly,  

government helps the press to rebuild self-regulation platform. Besides, civil society 

should also be involved.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newspaper placement marketing, 

self-regulation, civil society, legislation should operate together.  

   

 

 

 

 

 

Keyword: Placement marke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 Taiwan press, a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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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媒體傳播內容過去一直都受到黨政軍的控制與干預，雖然隨著政治逐漸 

民主化跟報禁解除，乍看之下報業似乎脫離了政治力的控制，已經完全自由。可

是隨著媒體的開放，另一股侵入媒體的是商業力量，擁有媒體產權的財團與廣告

主也在對媒介內容進行新聞檢查，使媒體無法服務民主社會的需求（Baker, 1994; 

Soley, 2002），甚至更進一步，影響新聞內容的產製，新聞與廣告的界線越來越

模糊（馮建三，1997），也就是所謂的新聞置入性行銷，或稱新聞廣告化。 

 

在台灣，新聞置入性行銷行之有年，不管是政府還是商業性的新聞置入性行 

銷，以平面媒體為例，最早開始進行商業置入性行銷是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開

闢專門的版面由工商記者將商品或服務訊息，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黃國師，

2005），在新聞界早期是以「新聞廣告化」稱之（黃哲斌，2010）。 

 

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其實是從公關廣告界興起（黃哲斌， 

2010），又稱品牌置入（brand placement）、嵌入式廣告（embedded advertising）、

隱藏式廣告（undercover advertising）或是商品融合（product integration），最早

運用於電影與電視中，欲透過觀眾在不經意以及低涉入感的情況下，累積對產品

的形象，後來「置入」的觀念也延伸至平面媒體的報紙以及雜誌，並以新聞報導

的方式呈現，並向廣告主收取費用，其實這已經是行銷老手法，過往稱作「新聞

廣告化」或是「廣告新聞化」（鄭自隆，2008）。雖然引起道德性爭議，但是新聞

業界、政府與公民團體一直都只有口頭上的譴責，而無實際嚴懲以及改善的作為，

因此新聞置入性行銷的情況越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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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蕙苓（2005）指出，新聞置入性行銷在當時業界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記者

以「業務配合」、「編業合作案」或「專案」稱之，這使得傳播倫理一直強調的「新

聞自主」與「專業價值」完全由廠商主導，甚至連政府都投注大量經費買新聞與

版面。2010 年監察委員吳豐山即針對政府置入性行銷提出調查報告，點出政府

置入新聞的嚴重性（范正祥，2011 年 8 月 10 日）。其調查報告內容指出，中央

及地方政府的置入性行銷散見各報章媒體，其以載明「本報記者○○○」報導或

無載明何人報導的方式，均以「新聞」形態呈現，讀者很難辨別，何者是新聞，

何者是被置入性行銷（吳豐山，2010）。商業置入性行銷的部份，林照真（2005）

也指出平面媒體的消費版幾乎淪陷，只要業者願意出資，平面媒體便可提供專訪

讓業者的品牌及商標露出。家庭副刊儼然已經成為「促銷版」以及「目錄版」，

讀者無法從中看到客觀的比較與報導，只能看到價錢與品牌（《目擊者》，2006）。 

 

到底報紙的置入性行銷有多嚴重？據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初步統計，光是

2010 全年主要報紙置入性行銷報導總計高達 378 則，其中註明「專輯」或座談

會者尚未計算在內，已超過前年 2009 全年 165 則的兩倍。其中，中國時報最多

218 則，聯合報居次 119 則（呂一銘，2011）。即便在 2011 年初通過「預算法增

訂第六十二條之一」，條文規定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執行政策宣傳預算，「複合

型」的置入性行銷猶方興未艾，由媒體、政府以及商界三方配合以不同的形式進

行置入性行銷，例如由媒體主辦，政府相關單位或廠商配合的業務性質活動仍依

舊存在（呂一銘，2011），可以發現，政府置入性行銷的猖獗，即使是立法之後，

仍無法完全改善，遑論完全無法可管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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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置入性行銷的脈絡可回溯至 2002 年新聞局開始統一經費採購廣告。

2002 年葉國興擔任新聞局長時，為了降低政府文宣成本，因此將各部會文宣經

費匯集「統一採購」，以整季甚至整年為期公開招標，置入對象包括電視、平面

及廣播等媒體，置入方式以電視較多元，涵蓋新聞報導的新聞專題、戲劇節目、

綜藝節目（曾韋禎、王貝林，2009 年 8 月 30 日）。「統一採購」的執行，主要是

在葉國興、黃輝珍及林佳龍擔任新聞局長的 2003 至 2005 年期間，兼具一般政令

宣導廣告及置入性行銷功能。雖然這樣統整購買的做法，能避免各部會各行其是

的文宣浪費，但因統整後，每季廣告購買金額動輒數億元，每家業者得標金額往

往好幾千萬元，因此遭在野黨砲轟，質疑政府挾廣告及置入性行銷預算，變相控

制媒體，因而大砍政府文宣預算，還一度建請監察院彈劾葉國興（曾韋禎、王貝

林，2009 年 8 月 30 日）。除了中央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外，地方政府同樣也利

用公帑進行置入性行銷，2005 年時，台北市政府即被市議員質疑是否以付費方

式，要求某報紙以新聞專題報導台北國際健康城市論壇，當時的新聞處長羅智成

事後證實確有此事（曾韋禎、陳曉宜，2009 年 8 月 30 日）。可見不論中央以及

地方政府使用公帑進行政府置入性行銷的情況嚴重。 

 

因此在 2002 年政府開始統一採購廣告時，當時就已經有許多學者專家以及

業界人士投書表達擔憂，政府此舉無疑是強化透過廣告預算，掌控新聞內容的力

量（翁曉玲，2003 年 3 月 15 日）。學界部份，2005 年的中華傳播學會也特別以

置入性行銷為主題討論。雖然反對新聞置入性行銷以及新聞廣告化的聲浪一直持

續，但是實際上對於政府的新聞置入性行銷有所行動的關鍵點，卻是到了 2010

年 12 月 12 日，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以辭職表明對於新聞業界長期受到置入性行

銷殘害的抗議，而後才引起傳播學術界以及許多公民團體大動作表達對於反政府

置入性行銷的立場，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協同民間團體於 2011 年 1 月成立反政府

收買新聞聯盟1，致力推動修改預算法，明文禁止政府編列置入性行銷的宣傳費

                                                
1 其中包含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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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要求執行中的置入性行銷立刻停止（林嘉琪，2010 年 1 月 10 日）。而後

立法院才於 2011 年 1 月 12 日通過了「預算法增訂第六十二條之一條文案」，規

定未來政府機關、國營機構或是政府資金轉投資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財團法人，都

不能執行置入性行銷（施曉光、林恕暉，2011 年 1 月 13 日）。 

 

其實早在預算法之前，關於置入性行銷的管理，就已經有廣電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有線廣電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衛廣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等規定節目內容

與廣告要有所區分，禁止電子媒體從事置入性行銷。規定廣告與節目與內容需分

離之原則，以限制廣告的播送時間方式，顯示區隔廣告與節目之必要性，包含第

31 條，規定「電臺播送廣告，不得超過播送總時間百分之十五」、「廣告應於節

目前後播出，不得於節目中間插播；但節目時間達半小時者，得插播一次或二次」

以及第 33 條，「電臺所播送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有線電視廣播法第

45 條第二項規定「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衛星廣播電

視法二十三條也規定「廣告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單則廣

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者，應於播送畫面上標示廣告二字」。 

 

我國在電視媒體方面，目前對於廣告與節目乃有清楚且明白的定義，將二者

以予區別，廣電三法雖未有「政府置入性行銷」之特別規範，惟節目內容如涉及

推介宣傳產品或服務之作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得依節目是否與廣告

區分認定核處（何吉森，2011）。所謂節目與廣告分離原則是指節目與廣告二者

間必須有明顯的區分，使閱聽人得以辨明其所收看的訊息是廣告或是節目，廣播

電視法第 33 條第 1 項「電臺所播送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 19 條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節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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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使業者有可遵循的方向與原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有「節目廣告化

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清楚訂定那些情況將被認定為節目與廣告未分離。如

果違反節目與廣告應明顯分離之規定時，按規定主管機關得對電視事業處以罰鍰、

通知限期改正等。以上主要是針對所謂節目廣告化現象，另外針對新聞與政令宣

導節目，則有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有關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播放之方

式及內容，不得由委託播送廣告之廠商提供」。 

 

除了廣電三法中對於節目廣告化有加以禁止之外，NCC 對於節目廣告化有 

進一步的定義，NCC 訂有「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說明那些情

況將被認定為節目與廣告未分離，包括： 

一、節目名稱與提供廣告、贊助節目之廠商、或廣告中之商品名稱相同者。 

二、提供廣告或贊助節目之廠商負責人或代表，應邀於節目中出現，其訪談     

或致詞內容有推廣宣傳其廠商之商品或服務者。 

三、節目主持人、主講人或來賓所拍攝之廣告與節目內容有關聯性者，或雖 

無關聯性但未以其他廣告前後區隔播送者。 

四、節目中為促銷、宣傳目的，提及商品、風景區、遊樂區或營利場所名稱 

者。 

五、節目中以名牌、圖卡、圖表、海報、道具、布景或其他方式顯示宣傳文 

字、圖片或電話。 

六、刻意將節目中獎品或贈品之廠牌名稱、提供者名稱、電話、廣告宣傳詞 

標示或以特寫畫面呈現者。 

七、宣布贈獎內容時，強調其特性、功能及價格者。 

八、節目墊檔之 MTV 歌曲未完整播出者；但因節目時間限制，致無法完整 

播出者，不在此限。 

九、節目諮詢電話或網址未於節目結束時以疊印方式播送、播送時間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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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或該電話與廣告中電話相同者。 

十、感謝贊助單位時，未於節目結束時，併製作人員名單、以字幕方式播送 

者。 

十一、主持人、主講人或來賓於節目中鼓吹觀眾來電、入會、購買商品或參 

加活動者。 

十二、節目中涉及有價付費講座或相關活動資訊者，但公益活動不在此限。 

十三、節目中利用 0204 等付費語音電話舉辦活動者。 

十四、節目無 call in 事實，卻出現 call in 電話、或 call in 電話與廣告中之 

電話相同者。 

十五、節目中有推介特定商品之使用方式、效果，不論有無提及該商品名稱 

者。 

十六、其他節目內容及表現有涉及廣告化或與廣告相搭配情形。2 

 

如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第 1 項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對「電視事業處

五千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廣播事業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42 條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予系統經營者警告，如經警告，

情況仍未改善，主管機關得對其「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正」；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時，主管機關得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或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警告，如經警告，情況仍未改善，主管機關得對其「處

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正」。 

 

由前述可知，除了廣電三法中對於置入性行銷的規範外，NCC 所頒布的「節

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也是作為懲處媒體業者進行置入性行銷的重

                                                
2

 「節目廣告化或廣告化節目化認定原則」16項原則可參照NCC網站： 

http://www.ncc.gov.tw/chinese//law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57&law_sn=0&sn_f=1202&preview=1 

最後存取日期：20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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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可見主管機關對於電子媒體置入性行銷問題的重視，但這並無法抑止置

入性行銷的猖獗，另外，前述所談到的規範與懲處只限於廣電媒體的置入性行銷，

印刷媒體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管制（陳炳宏，2008）。 

 

這是由於報禁開放，出版法又在 1999 年廢除（《中華民國新聞年鑑》，2007）， 

使得平面媒體並無法源依據可供管理，雖然平面媒體的商業置入性行銷無法可管，

但這並不代表報紙的商業置入性行銷不值得重視，因為目前有線電視的新聞台，

仍以各大平面報紙的新聞議題作為消息來源，而僅次於電視的網路媒體，目前網

路新聞的內容也大多移植母體報紙內容（《中華民國新聞年鑑》，2007；曾國峰，

2010；蔡卓芳，2009）。Baker（1994）也指出，民眾對於某些特殊重要的訊息以

及重要的知識，仍傾向於從報紙獲得。簡言之，報紙在社會中仍有其重要性與功

能性。 

 

除了報紙對於社會大眾仍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外，從新聞專業的本質來 

看，置入性行銷又牽涉到新聞本質的問題，因此不能於新聞中使用，Hausman

（1992 /胡幼偉譯，1995）便指出專業是新聞工作的根本，影響個人如何選擇報

導、如何與消息來源接觸及該向誰負責，國內外研究都顯示新聞的專業價值包含

了「專業知識」、「自主」、「承諾」及責任（Nayman, 1973；羅文輝，1995），這

其中的核心便是服務大眾的「公共利益」（劉蕙苓，2005）。 

 

平面報紙既然是新聞業主要的內容提供者以及議題引導者，卻因為整體政治 

經濟以及媒體環境變遷因素，深受置入性行銷影響，除了對於台灣民主政治造成

傷害，也對於近幾年大幅衰退的報業更是雪上加霜，林倖妃、陳一姍（2010）便

指出天下雜誌在 2010 年五都縣市首長選舉後做了一份民調，有近四分之一的民

眾認為，他們每天看到的選舉新聞，認為「幾乎全部都是置入性行銷」達到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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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近三分之一（29.3%）的人，認為自己每天看到的選舉新聞，「大部份都是

置入性行銷」。顯示民眾對於新聞的信任度隨著置入性行銷的興盛而大幅下滑。

除了民眾對於新聞的信任度下降外，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1

年的報告也顯示，台灣媒體環境出現惡化現象，獨立性亦因一連串爭議遭到質疑，

像馬政府的置入性行銷便是其中之一（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 2010 觀察報告，

2011）。 

 

總體而言，目前台灣對於置入性行銷的關注大多是針對電視媒體置入的政治 

性訊息以及商業訊息（節目廣告化）做討論，無法可管的平面報紙似乎被忽視，

置入性行銷的興起與媒體環境的改變有相當大的因素，因為傳統報業幾乎都是廣

告報業，依賴廣告維生的報業即是一個穩定的商業模式。報業如果不能營利，便

無法維持第四權的功能（Sparks, 2000），但是自 1999 年電視新聞台的觀眾從百

分之九成長至百分之二十，瓜分了新聞讀者市場，除了讀者群的下降，1999 年

在報紙刊登的廣告金額下滑 10.9%（《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1999-2000》，2000），這

對於廣告收入佔整體收入 75%的報紙來說，影響頗大，為了開拓新的財源，這使

得媒體生產的內容必須與賺錢息息相關，內容上不得不採取有效吸引廣告的商業

策略（林照真，2007），以至於應該要抱持公正客觀立場、替公眾監督與服務的

新聞，也開始必須向商業力靠攏，成為「商品化」的新聞產品。 

 

許多研究都指出台灣報業在市場力量的介入後，讓新聞的本質產生了質變，

更進一步影響新聞專業（李筱雯，2004；羅文輝、劉蕙苓，2006），因此可以說

置入性行銷等的報業問題，其實與報禁開放歷程以及開放後的報業變遷大有關連，

林麗雲（2008）便指出報業的結構扭曲，與長期的威權統治以及管制者的保護與

放任有關，加上報禁開放後，管制者的被動與不作為，放任報業持續變形，在缺

乏合理的規範下，台灣報業變成財團老闆參與政治的工具，讓台灣報業在惡性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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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耗損，使得面對外來競爭時更難以抗衡。種種報業的問題甚至使原本應該扮

演基於公共利益而監督的角色，反倒成為了「新聞公害」。唐海江（2007）也指

出台灣媒體演變至此，其實與台灣民主、制度、文化與心態都有關係，報禁開放

後，許多報紙停業，大報憑藉著政治庇護，以及一味迎合讀者需求，以維持報業

生計，政治以及市場兩方，造成媒體極化，此外，他也提到種種的媒體問題的產

生，與新聞界的職場文化、報老闆的生意經以及新聞專業主義都有關聯。總而言

之，其實置入性行銷與其他所謂的媒體問題，與政治力、經濟力以及媒體本身發

展都有所關聯，政府對於報禁開放後的不干預作為與種種政策，導致商業力量影

響媒體內容漸深，置入性行銷的問題日趨嚴重也無可避免。 

 

由以上可知，其實置入性行銷的興盛牽涉極廣，如要探究其興起的前因後果，

對於台灣報業的歷來發展與外在於媒介的政治與經濟環境等因素皆不可忽略。因

此本研究企圖探索出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中哪些因素可能形成報紙新聞置入性行

銷的興盛，並進一步對於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造成哪些影響。並輔以訪談相關新

聞工作者，了解報業發展一路走來，那些重要歷史事件脈絡影響現今的報業，以

至於報業從過去完全的編業分離轉變為編業合一，而這樣的發展又對於新聞專業

產生什麼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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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就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造成的新聞商品化，提出兩個研究問題： 

一、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之背景與原因？ 

二、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之影響？ 

 

本研究希望透過台灣報業發展歷程相關資料的收集以及與新聞工作者的深 

度訪談，達到以下兩個研究目的： 

一、了解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中哪些原因可能導致商業置入性行銷/新聞廣告

化之興盛。 

二、了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傷害之嚴重性，並期

望進一步提出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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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本研究先以 

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與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相關的文獻，加以整理及分析，

再以深度訪談法瞭解新聞從業人員的相關觀察、意見與建議，藉此建構出台灣報

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的背景成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從業人員

新聞專業的影響，最後根據以上研究方法分析之資料，進一步提出報紙商業置入

性行銷之相關建議。本研究詳細之研究方法應用詳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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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性的蒐集、檢驗跟分析，檢驗主題事件的因果關係、趨勢以及影響，藉此了解

社會現象的歷史因素，更能進一步解釋現況與預測未來（葉至誠，2000；潘淑滿，

2003）。葉至誠（2000）進一步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最廣泛運用的幾種文獻包括：

統計報告、調查報告等。或是大眾傳播媒體，如電影、電視、廣報、報紙等。另

外是有關研究主題的專業論著如：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專書等。 

 

 本研究蒐集的文獻資料可以分為「新聞置入性行銷與媒介市場特性」、「新聞

專業與公共利益」、「Hallin 與 Mancini 的比較媒介制度模式」、「報業廣告市場結

構的改變」、「報業本身經營轉變」、「政府報業政策的轉變歷程」六個部份。首先

是新聞置入性行銷的興起與媒介市場本身特性息息相關，尤其本研究所探討的報

紙媒體。因此本研究蒐集新聞置入性行銷與媒介市場特性相關的國內外相關主題

之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統計資料，整理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定義以

及與媒介市場特性的關係，作為爾後探討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的原因與

背景之立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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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專業與公共利益」的部份，由於新聞置入性行銷的興盛，導致原本應

該徑渭分明的新聞與廣告，界線開始模糊，這對於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專業勢必有

所影響。再者，一直以來，新聞從業人員被賦予的第四權角色立基於公共利益，

因此當新聞從業人員因為置入性行銷，不能基於公正客觀的立場報導時，整體社

會的公共利益也會受損。因此本部份就國內外對於新聞專業與公共利益的相關專

書、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報章雜誌進行資料蒐集，藉以觀察過去報紙媒體的

新聞專業轉變之脈絡，以及了解新聞專業之於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定義基於公共

利益所應具備的新聞專業，作為爾後與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後，新聞專業轉

變的對照。 

 

Hallin 與 Mancini 的比較媒介制度模式部份，由於一個國家的媒介制度與其 

歷史脈絡息息相關，台灣報業過去一貫沿用英美媒介制度作為典範，但是英美國

家其歷史背景與脈絡顯然與台灣不同，因此本研究透過 Hallin 與 Mancini 的比較

媒介制度模式，了解除了英美媒介制度之外，其他國家的媒介制度，作為台灣報

業媒介制度的借鏡，因此會就 Hallin 與 Mancini 的專書以及引用其理論的博碩士

論文進行整理。 

 

 接著報業廣告市場結構的改變部份，因為本研究希望找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

銷興盛的主因，報業與其他產業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服務於雙元市場，尤其重視廣

告市場甚於消費者市場。而報業重視廣告市場之特性，對於報業發展歷程影響深

遠，因此將蒐集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中，廣告市場結構改變的相關資料，蒐集資料

的範圍包含書籍、廣告年鑑、期刊論文等。 

 

 報業本身經營的轉變部份，則就報業因應潮流趨勢的變化，呈現從過去到現

在經營策略的變化。蒐集資料範圍包括報社刊物、書籍、過去研究者對於報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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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訪談內容、研究成果以及專家學者對於報紙經營策略轉變的相關評論。最後

政府報業政策的轉變則是就出版法廢止前到目前政府的報業政策轉變歷程，蒐集

資料範圍涵蓋法規資料庫、報業史書籍、期刊論文等。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取向的方法之一，是以「人」作為資料來源的研究方 

法，是一種媒介與文化研究的方法。在研究產業人員工作的觀念、態度時，深度

訪談法是非常實用的方法（潘淑滿，2003）。深度訪談法可透過研究者與被研究

者的口頭談話中蒐集第一手資料，能幫助獲得一些文獻上無法提供的資訊，並可

藉由與訪談者之間的互動，了解研究問題的所在（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

認為以訪談的方式來區分的話，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非正式訪談：內容不具有組織性，也沒有特定的談話焦點，是用來幫助研

究者獲得資訊提供者的信賴。 

（二）非結構訪談：重點主要在於資訊的獲取，不過對資訊提供者的反應並沒有

做很多的控制。  

（三）半結構訪談：又稱「半標準化的訪談」或是「引導式的訪談」，會事先準

備書面問題進行提問，並可以視情況彈性調整，設計大綱的目的是為了讓

訪問順利進行更流暢，所以在封閉式問題後，通常會接著開放式的問題。

焦點團體法也是的其中一種。  

（四）結構性訪談：會有一套訪問程序，有規定回答某一項內容後，訪員應該如

何進行追問，自我填答式的問卷也是其中一種。缺點是問題和受訪者無關

時，無法自動跳過或刪除。  

為完整回答本研究問題一與二，彌補文獻上之不足之處，因此本研究輔以深 

度訪談法，藉由訪談新聞從業人員，詢問我國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的背景與

因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產生何種影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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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詢問對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意見與建議。本研究採取的是半結構式

訪談，事先準備訪談大綱，視當時訪談的狀況做彈性調整。 

 

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中哪些原因可能導致報紙商業 

置入性行銷之興盛，以及了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傷害之嚴重性，

並期望進一步提出可行建議。因此本研究訪談大綱將根據這兩大目的擬定訪談架

構。比較特殊的是，由於訪談對象不一定目前還在業界，因此針對此狀況微調訪

談問題，分別設計兩份訪談大綱，一份用於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另一份則是一般

目前仍任職於業界的新聞從業人員。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一。 

 

至於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由於本研究目的希望了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

的背景與因素，以及了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到底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最後期望提出相關建議，因此訪談對象包含目前或是曾經待

過四大報、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的新聞從業人員。為了維護研究倫理以及受訪對象

的工作權，因此報紙和受訪者皆使用化名。其中擔任過主管職的有兩位，超過十

年經歷的有六位，訪談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主要是希望了解其歷經報紙商業置入性

行銷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前後新聞專業的轉變歷程，

最後則是希望了解其對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看法，並提出相關的建議。此外，

有三位受訪者資歷五年以下，可與資深新聞從業人員間的受訪資料作為對照。請

參照表 1-1。 

 



 

15 

 

表 1- 1 訪談人員名單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本研究希望兼顧訪談對象的代表性，因此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主要分為

以下三個方向：首要為必須是報紙媒體的新聞從業人員（不論現在是否在職中），

報紙的種類含括綜合性報紙、專業報以及地方報；二來則是年資深淺，以供比較；

三則是包含前線新聞人員以及編輯部主管階級人員，以了解報紙商業置入對於編

輯部人員以及主管各自造成何種影響。 

  

訪談時間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年資 

2012.05.21 A1 A 報 資深記者 18 年 

2012.05.23 B2 B 報 記者 10 年 

2012.05.23 C3 B 報 記者 0.5 年 

2012.05.25 D4 C 報 記者 2 年 

2012.06.01 E5 D 報 記者（已離職） 10 年 

2012.06.19 F6 E 報 記者 5 年 

2012.06.19 G7 B 報 資深記者（已離

職） 

16 年 

2012.06.22 H8 C 報 資深記者 16 年 

2012.07.06 I9 B 報 副總編輯 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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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研究方法之說明，本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對應圖如下： 

 

 

 

 

 

 

 

圖 1- 1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對照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文獻分析法 

深度訪談法 

研究問題一：台灣報紙商業

置入性行銷興盛之原因 

研究問題二：台灣報紙商業

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與

新聞生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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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演變至今，與報業發展歷程中的政治經濟因素以及報紙

產業本身的發展息息相關，包括報紙本身重度仰賴廣告收入、報社自身經營方針

轉變都有關。除此之外，外在於報業的環境因素也不可忽略，因為國家政策的變

化，也會導致環境資源的不同，使得報紙經營環境產生驟變。由於本研究其中一

個目的是了解報業發展歷程當中，哪些因素可能造成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

因此會先就台灣的報業發展歷程中，報業廣告市場、報社經營策略以及國家對於

報紙相關政策三大部份的轉變過程，爬梳相關文獻，試圖找出報業一路發展至今，

哪些關鍵的因素、事件造成今日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由於前者所述三大

部分彼此息息相關，為避免分開討論有其研究上之疏漏，最後將以小結總合報業

廣告市場、報社經營策略以及國家對於報紙相關政策三大部份。 

 

 再者，本研究的第二目的為探究在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越趨嚴重的情況下，

對於報紙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何種影響，期望藉由新聞從業人員的角度，了

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實際對於新聞專業的影響，並提出相關建議，輔以相關研

究與文獻，希望替日趨嚴重、目前卻無法可解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提出可能的

解套方式。 

 

 最後總合上述討論，本研究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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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本論文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章節安排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為本研究之說明，包含研究背景 

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由於置入性行銷最早是從公關廣告界興起，原本多用於

電影當中，後來才開始運用於其他大眾媒體中，甚至是新聞媒體，新聞業界稱為

新聞廣告化或是編業合作。由於商業置入性行銷最早並非出現於新聞界中，因此

為了釐清新聞置入性行銷與其他置入性行銷的不同，本研究先就新聞置入性行銷

 
政府報業政策的轉變歷程 

報業經營之轉變 

報業廣告市場結構之改變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未來相關建議 

新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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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義，又本研究之主題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因此將爬梳相關文獻，整理出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之定義，此外，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形成，其實與報紙產

業不同於其他產業的特性有關，因此本研究接著從媒介市場的特性出發，爬梳相

關研究文獻，整理出報業異於其他產業之特殊性；再者，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目的

為探究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的影響，又新聞專業立基於

公共利益，因此本章第二節探討新聞專業與公共利益的相關文獻，整理出新聞專

業之於公共利益的必要性，作為第四章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影響之

立論基礎。第三節的 Hallin 與 Mancini 的媒介制度模式，則是希望透過參考他國

媒介制度之經驗，作為台灣報業商業置入性行銷之建議。 

  

 第三章主要為說明台灣報業發展歷程與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之關聯，分為三

個部份，考量到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與報業廣告市場結構、報業經營策略跟政府

報業政策三大部份的轉變息息相關，但為就討論方便，因此分別從三方面進行檢

視。第一節以報業廣告量說明台灣報業廣告市場的衰退；第二節檢視各報為了減

少虧損、增加收入，於人事、行銷等經營策略上的改變；第三節則檢視報禁開放

前後的政府報業政策轉變歷程；由於報業廣告市場、報業經營策略與政府報業政

策三部份彼此關連極深，為避免分開討論造成研究上之疏漏，因此第四節討論與

小結，綜合前面三節與文獻，並納入新聞從業人員對於報紙商業置入興起背景與

因素的討論。 

 

 第四章則是深入解析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的影響，此章節

主要是透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深度訪談，了解實際上報紙商業置入到底對於新聞

專業以及新聞生產造成何種影響。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是新聞從業人員對於新

聞專業的定位；第二節則是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專業的實際影響內容；第三節

為新聞從業人員從自身角度出發，對於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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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與媒介市場特性之關係 

一、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首先從起源的行銷角度來談置入性行銷的定義。「置入性行銷」源自於行銷 

學上的「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又稱「品牌置入」（brand placement）。

置入性行銷最早出現在電影，在電影中不經意出現某一商品，結合情境製造產品

與品牌的說服力，主要是希望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向觀眾，也就是所謂的目標

消費者，傳達產品訊息，以增加消費者對產品或品牌的偏好度（溫佩妤，2003）。

而後也紛紛出現在其他媒體中，廣告商與廣告主希望透過商品的置入，提昇商品

銷售額，所以置入性行銷逐漸成為大眾媒體內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Karrh, 

1998）。 

 

Neer（2004）定義產品置入是行銷手法的一種，目的在將產品跟品牌名稱，

依據情境恰當地置入廣播、電視節目、電玩等各種形式之娛樂商品，行銷人員希

望產品能出現在畫面中，但不是主要焦點。重點是產品必須與當下的情境是合適

的，不希望讓閱聽眾覺得所看到的媒體內容與廣告相同。羅文輝、劉蕙苓（2006）

認為，產品置入是將產品置入電視、電影及其他傳播媒體的內容情節，希望消費

者在不知不覺中對產品產生印象。 

 

許安琪（2005）也從行銷學的角度提出兩個置入性行銷的意涵，一是因為閱

聽眾對於傳統廣告有抗拒心理，因此透過置入將產品融入劇情，說服效果比傳統

廣告好；二是傳統行銷通路的擴大，實體通路放置商品的概念轉而將訊息放在虛

擬的螢幕中，讓訊息出口更加多元。訊息出口的概念，在台灣又被稱為「產品露

出」，也就是一種通路。置入的原文“Placement Marketing＂ 即是強調行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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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 中的「通路」，最後她總結出置入性行銷是指：以付費方式但不明示廣告主，

策略性的結合並將產品本身、觀念、品牌和商標放置於電視、電影、遊戲跟小說

中，目的是增加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同，進而影響消費者態度與購買意願。 

 

鄭自隆（2008）認為置入性行銷，一般指的是「商品置入」 （product placement），

又稱作品牌置入（brand placement）、嵌入式廣告（embedded advertising）、隱藏

式廣告（undercover advertising）或是商品融合（product integration）。在戲劇、

電影中主角所使用的各項產品都是刻意置入的產品，廣告主希望觀眾在不經意、

低涉入感的情況下，累積對商品的印象，造成下意識的效果（subliminal effect），

置入效果比直接訴求的廣告好。 

 

簡言之，置入性行銷的目的是希望閱聽眾在不知不覺之中，認知到商品的品

牌，因為閱聽眾對於傳統廣告已有了抗拒的心態，如此一來廣告效果並不好。但

是如果透過置入性行銷以一種似乎自然且中立的狀態下呈現品牌，讓閱聽眾既可

以對於品牌產生印象，也不會產生排斥。一般對於置入性行銷的特性可分成以下

幾項：廠商付費；訊息內容一定與產品的品牌或其他相關的產品資訊；關於產品

品牌的訊息不一定是用不明顯的方式呈現；置入的媒體無所不包，從電影、偶像

劇、音樂、電玩等；非以傳統廣告的形式出現，而是以新聞、戲劇、節目等內容

方式出現；在媒體內容中，並未告知閱聽人產品的露出是廠商與媒體利益交換的

結果，也就是未明示廣告主或贊助單位。 

 

但是置入性行銷有其爭議問題，像是對於像是電影或戲劇藝術創作者創意的

影響，當廣告主施壓，像是導演或是編劇就必須在其劇本中“騰出空間＂，以便

做置入，另外置入已經成為預算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也讓置入更需要經過道德原

則檢查。總之，欺瞞與對於創作者創作的影響都是置入性行銷會出現的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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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er, 2002）。 

 

置入性行銷作為一種廣告最新的形式，不只出現在電影、電視劇、音樂錄影

帶、遊戲軟體、書籍、網路中，更擴及到電視與報紙的新聞報導（劉昌德、羅世

宏，2005），將產品置入的概念轉用於新聞報導中，也就是所謂的新聞置入性行

銷。前面提到即便是在以商業為考量的電影與戲劇中做置入，也有對於消費者隱

瞞的道德爭議，更遑論是將置入性行銷的概念用於新聞中，勢必引起更大倫理爭

議（羅文輝、劉蕙苓，2006）。 

 

其實新聞置入性行銷在台灣新聞界很早就有，最早平面媒體的例子是工商日

報與經濟日報，特別開闢專門的版面，由工商記者將商品跟服務訊息以新聞報導

方式呈現（黃國師，2005；黃哲斌，2010），而後新聞界多以「新聞廣告化」、「業

配新聞」、「編業合作」等稱之。 

 

新聞廣告化或又稱新聞置入性行銷，因為其「新聞」的本質讓其爭議更大。

因為新聞的社會功能與電影、戲劇、小說或電視節目有所差異。因為新聞與廣告

的不同的是，新聞必須呈現中立性、客觀性和可信度，以及具有公共領域的精神，

可因記者報導而有公信力，因而廣告主從很早以前，就非常喜歡以新聞的方式從

事廣告宣傳（林照真，2006）。但新聞置入性行銷讓新聞報導可以如同廣告一樣

販售，又不標示廣告主，觀眾如何相信新聞中告知的訊息（Potter, 2001）？ 

 

不同於前面所提到電影或戲劇當中的置入，行銷人員不希望置入的產品成為

內容中的焦點，新聞置入卻有明顯的廣告化特徵，例如呈現單一品牌或商品，甚

至在新聞中為特殊產品宣傳與促銷（徐振興，2009）。羅文輝、劉蕙苓（2006）

也提到新聞置入性行銷，是新聞媒體組織為了配合「市場需求」，將新聞內容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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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準化及規格化的商品，依照時間、版面、報導形式及內容呈現等項目的不同，

訂出不同價錢出售給廣告主、政府或是媒體購買公司。林照真（2006）也提到，

新聞置入性行銷是一種商業滲透，商業利益會直接滲透到新聞本身，甚至允許廣

告主影響新聞內容，以及新聞如何被報導。 

 

目前台灣針對新聞置入性行銷的研究多針對廣電媒體，其中指出電視媒體之

團體合作特性較強，合作協調過程中多要服從上級指揮調派，加上電視新聞從業

人員普遍年紀輕且年資淺，其順服性較報社記者高；另外，有線電視成立以來，

即有置入性行銷的操作，相較之下報社則是近年來才開始盛行置入性行銷相關之

「專案」或「編業合作案」報導，因此有線電視台記者可能較易適應這種業務配

合的工作類型，雖有抱怨但默認與接受者居多（羅文輝、劉蕙苓，2006；陳炳宏，

2005）。 

 

在美國，同樣也有廣告主影響新聞內容的現象。曾獲得都彭哥倫比亞大學新

聞獎兩次的記者 Tom Grant 就指出，新聞內容往往受到廣告商的影響。他在電視

新聞界十五年的過程中，有多次都因為報導內容牽涉到新聞台廣告主負面形象，

因此被禁止報導（Potter, 2001）。McManus（1995）也指出，廣告商是影響媒體

內容產製的主要來源，因為它提供媒體經營最需要的財務資源。廣告主可以透過

抽廣告的方式，威脅媒體撤除不利於企業形象的報導，這種廣告主間接影響新聞

產製的方式，陳炳宏（2005）稱作間接的關係利益模式，指作為廣告主的企業會

關心有廣告業務來往的媒體所做的新聞報導，了解其報導內容的立場以及播出與

否。另外，曾於美國緬因州首府奧古斯都電視台（WAGT）任職新聞製作的 Marci 

Burdick 也指出，新聞台有一個不能報導的人物以及議題清單，以防止得罪廣告

主。另一方面，新聞室有另一份清單是首要訪談清單，當新聞報導需要某一方面

或產品的消息來源時，新聞室會首先訪問與自家媒體有廣告業務往來的客戶



 

24 

 

（Potter, 2001）。 

 
 二、媒介市場特性 

其實置入性行銷的產生，與媒介市場其特殊性有關。雖然每一個行業特性不

同，唯一的共同點是必須加入市場，媒體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固然存在著若干相

近的地方，但是仍有些不同之處。Picard（1989／馮建三譯，1994）提出媒介市

場的特點有：運作於雙元產品市場、媒介產品依據媒體性質的不同，可能是公共

財也可能是私有財、媒體其獨特壟斷與產權集中的特質為其他產業所不及，所以

媒介必須基於公共利益的本旨，必須由法規上加以控制。Baker（2002 ／馮建三

譯，2008）呼應前人提出的媒介產品特性，歸納四個特點：媒介產品具有公共財

的非敵對性與不可排他性、媒介產品具有正或負外部性、媒介服務於雙元市場、

媒介產品的價值因人而異。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1）也替媒

介市場的特性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包括服務於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高度勞動密集、高昂固定成本、消費者的趣味難以預測、產品雖然標

準化但每日仍須有差別化、集中傾向以及深受公共利益影響。此外，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1）也提到關於媒介機構的整體特徵就是其活動

擺脫不了政治與經濟的糾結，並且相當依賴不斷變遷的傳播科技，此外，媒介機

構間的活動不只牽涉到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有性質消費，同時媒介也被認為是整體

社會運作所必需的公共領域，擔負在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功能以及傳遞被視為共有

財產的資訊、文化和觀念等，就跟空氣、水等公共財一樣，人們對於這些東西的

使用不會減少其他人獲得這些東西的機會。簡而言之，媒介的定位主要在三種力

量之上，政治、經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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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媒介處於三種力量重疊的推力與拉力之中 

資料來源：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1）也提出媒介組織普遍而言,有四

個探討途徑與觀點：一是應用經濟 產業觀點，此項觀點著重的是「媒介經濟體」

與「不同媒介與不同脈絡」的獨特與多變特徵。二是以批判政治經濟理論為依據，

其主要概念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且揭露集中化與商業化的過程。第三則是

依據公共利益觀點、規範性的行為與表現準則，對於媒體機構進行檢閱。第四則

是從媒介或內部專業的角度來觀察媒介，這四種觀點可以穿插運用在媒介組織的

分析上。 

 

以下將就媒介市場的幾項特性做探討，了解媒介市場那些特性對於置入性行 

銷形成有所影響。 

 

（一）服務於雙元市場 

Picard（1989）指出媒體產業與一般產業不同，認為媒介市場雖然只創造一 

種產品（媒體內容），卻在兩個性質迥異的市場活躍，又稱為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媒體產業運作於兩個市場間，媒介產品在其中一個市場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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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窳影響著另外一個市場成效。 

 

媒體產業的第一個市場指的是閱聽眾市場，將娛樂或是資訊透過包裝，以印

刷之報紙、雜誌或書籍；或是以電子媒體的廣播、電視、電影等形式販售給消費

者，以平面媒體報紙為例，生產新聞商品爭取訂戶跟零售市場，電子媒體則是以

節目商品吸引閱聽眾以增加收視率，皆是希望透過媒體內容吸引閱聽眾。第二個

市場指的是廣告市場，媒體產業不只販售媒介產品給閱聽眾，另一方面，亦將閱

聽眾作為商品，根據平面媒體的發行量、閱報率或者是電子媒體的收視率、點閱

率、接觸率等高低，配合媒體空間或時間販售給廣告主，但媒介販售的不只是單

純廣告版面與時段，而是閱聽人的閱聽時間。媒體藉由內容吸引閱聽眾，再將媒

體內容的版面或是時段販賣給廣告主。因此，媒體必須同時服務於閱聽眾市場以

及廣告市場（Lavine & Waxkman, 1993；Picard, 1989 ／馮建三譯，1994）。 

 

但並不是所有媒介均參與廣告市場，有些媒介則完全仰賴產品內容的銷售營 

收，有些媒介則是靠捐贈而創建跟營運，包括公共電視、雜誌、書籍、電影等 

（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參與廣告市場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提供閱聽

人時間給廣告客戶，例如地方性廣告、分類廣告、夾頁廣告以及全國性廣告，所

以由此可知各種媒介以不同的方式參與雙元市場，有些媒介只參與其中之一，有

些則是兩個市場皆涉入。而本研究主要觀察的報紙媒體，則是屬於同時參與內容

市場與廣告市場的媒介。 

 

關於媒體雙元市場的特性，Baker（2002）也提到媒介市場中的內容產品的 

確與一般產品不同，媒體企業將媒介產品賣給閱聽人，然後將閱聽人販售給廣告

廠商，這其中的交易牽涉多方買方，也就是所謂的「外部性」3的定義，原本這

                                                
3 外部性指的是市場買賣雙方之外常產生額外的利益或成本。 



 

27 

 

並無特殊之處，但是當這個情況發生於媒體脈絡時，廣告主的支付是為了將其產

品販售給閱聽人，這麼一來，廣告主所扮演的角色影響極大，因為媒體一面以閱

聽人為顧客，但卻以廣告主作為主要收入來源，這對媒體內容產生特殊效應，也

增添複雜性。 

 

當買方不只一方時，也就產生其他議題，包括廣告主付費是為了近用閱聽 

人，因此廣告主提供的不一定是閱聽人最需要的內容，因為編採內容往往是反映

廣告主的利益，因此在媒體內容中，廣告主與閱聽人的確有潛在的利益衝突。

Baker 就指出，早在一個世紀之前，許多報紙就已經固定地接受由廣告主基於促

銷目的，所提供的「讀物」（Reading matter），媒體與廣告主雙方並不將此種資

料視為廣告，廣告主希望媒體利用他們所提供的資訊編採為新聞內容；另一方面，

閱聽眾卻希望媒體是基於記者以及編輯專業的判斷撰寫新聞以及發表言論內容，

由此可見媒體的雙元市場特性，使媒體在編寫媒體內容時必須考量閱聽人以及廣

告主兩方之間，但是兩方的利益往往是對立的。假使新聞媒體可以徹底實踐媒體

專業，並藉此得到閱聽人的信任因而銷售良好，一方面代表閱聽人可以獲取到良

好的媒體內容，另一方面新聞媒體也能因銷售良好維持營運，這樣的情況兼顧了

新聞媒體產業與閱聽人雙方的利益，但是由「讀物」為例子，即可發現單靠市場

的力量是無法維繫新聞事業的獨立。 

 

McQuail（2000）也提到關於媒體產業的雙元市場特質，他認為媒介企業中 

最根本的經濟分野在於提供媒介產品與服務的「消費者市場」與「廣告市場」這

兩者之間，媒體以「接近閱聽人」（access to the audience）的形式販售給廣告主。

這種媒介經濟特質依賴兩種不同的收入來源，具有深遠的意義。媒介產品的直接

銷售收入與廣告收入，McQuail 認為這是一種可以分析跟解釋媒介特徵與趨勢的

重要工具。這種經濟特質橫跨不同的媒體型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完全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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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消費者收入而無廣告收入的媒介，也就是所謂的「一次消費」4媒介，某些「一

次消費」媒介不適合用來作為廣告；第二類則是同時仰賴消費者收入以及廣告收

入的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和雜誌等在兩種市場中都能運作；第三類屬於「只

有廣告收入」而沒有「消費者收入」的媒體，例如免費的報紙、促銷的雜誌以及

許多的商業電視等。 

 

McQuail（2000）強調以上的區別具有經濟上跟非經濟上的意義。就非經濟 

層面探討，也就是以批判、公共利益與新聞專業角度來看，一般來說，越依賴廣

告作為收益來源，其內容就越無法獨立於廣告主的商業利益之外；這也代表著身

為資訊來源的媒介可信度越低，且對於媒體內容的創作自主性越低。而經濟層面

來看，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市場運作會有不同的考量。其中之一是媒體營運財源

的問題，仰賴廣告維持的媒介通常是在生產之前就可以獲得收入；然而依賴消費

者市場的媒介，通常要先支出，才能拿到收入。第二種考量是評估市場表現有不

同的準則與方法。以廣告收入為主的媒體必須依據閱聽人的數量以及形態來衡量

發行量或是收視率，這些標準對於吸引潛在廣告客戶以及建立收費標準都很重

要。 

 

McQuail（2000）也強調，當一個媒介同時在兩種市場運作時，其中一個市 

場的表現，會影響另一個市場的表現。例如報紙銷售量的增加，創造了更多的消

費者收益，也間接提高廣告的收費。擁有不同收益基礎的媒體有不同的優點與缺

點，通常高度依賴廣告的媒體也較為容易受到普遍性經濟衰退的負面衝擊。 

 

劉幼琍、劉美琪（1997）則提出除上述媒介產業所涉及的雙元市場外，廣告 

主刊登廣告的經費來源，實際上是來自消費者在「一般產品市場」購買廣告主其

                                                
4 一次消費(one off)的媒介產品如書籍、錄音帶、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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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獲利的利潤而提撥的廣告經費。所以就報紙產業的收入來源來說，除了直

接來自閱聽眾購買報紙的花費外，也有部分間接地由報紙的閱聽眾所支付（如圖

2-2 

 

 

 

 

總體來說，媒體運作於雙元市場的特性使其在公共利益以及經濟利益上造成 

矛盾，因為媒體必須營利才能生存，前言也提過廣告收入佔報紙收入百分之七十

五（林照真，2005），這樣的現況造成報業必須配合廣告主，不論是在報導角度

甚至是連內容都受到限制，造成報導內容已經失去公平客觀。自由時報記者陳曉

宜就指出，政府對於許多政策進行置入性行銷，以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花卉博覽

會為例，有的媒體每天的版面中一定有花博相關新聞，卻不是因為媒體工作者認

為具有新聞性而報導，只是因為公司接受了廣告資金所報導（媒體觀察教育基金

會反收買新聞校園巡迴講座，2011）。 

 

（二）明顯的公共財特質 

圖 2-2：媒介產業、消費者與企業主三者的市場關係 

資料來源：改繪自〈多頻道環境下的電視經營－問題與對策〉，劉幼琍、

劉美琪，1997，《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題研究》，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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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rd（1989）除了點出媒體除了服務於雙元市場，他也指出媒介隨著屬性 

的不同，媒介產品可以是私有財（private good）也可以是公共財（public good），

而界定的標準在於此項產品的消費，是否減少其他人消費該產品的可能性，不減

少的則為公共財，反之則為私有財。例如一名消費者購買一份報紙，市面上也因

此減少報紙流通的份數，因此他認為報紙是一種私有財，廣播電視則是公共財，

可參考表 2-1。 

表 2- 1：不同媒介之公共財與私有財性質 

資料來源：《媒介經濟學》，馮建三譯，1994，台北：遠流。 

 

Ryan（1992）則將公共財以及私有財就不同財貸的流通、消費狀況，將屬於 

文化財貸的媒介產品做了詳細的區分：首先是私有財，包括書籍、雜誌、唱片、

錄音帶等。這類產品是文化工業中最成熟的商品形式，其製造跟流通系統符合資

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模式，也就是大量製造後交由零售業以販售給個別消費者。

再者是準私有財（quasi-private goods），電影、劇場表演、音樂會、演唱會等皆

屬此類。因為這類的財貸是在有一定座位數量限制下被消費，即便是公開的，某

個人購票入場後仍排除了另外一個進入觀賞表演的觀眾，因此就性質來看，並不

媒介名稱 私有財 公共財 

書籍 ◎  

有線節目  ◎ 

影片  ◎ 

雜誌 ◎  

報紙 ◎  

廣播  ◎ 

唱片 ◎  

電視  ◎ 



 

31 

 

屬於公共財。同時，這類財貸的消費是「集體的」而非共同的活動，因為表演場

所的觀眾被設定為一個個的陌生人，因此更接近私有財，不過當電影轉換成錄影

帶時就變成純粹的私有財。最後是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主要指的是由

廣播電臺與電視臺播出的各種節目。這類產品在科技與經濟形式是公共財，但

Ryan 認為在文化形式更接近私有財，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針對個人在私人場所

的消費，因此稱之為準公共財。 

 

Baker（2002）則認為媒介產品的公共財（Public good）性質是指某人使用 

該物品或是某人從該物品受益，並不影響他人對於相同物品的使用以及受益，

Baker 以國防以及公園建設為例，只要一完成許多人便可以同時使用，與此類似，

一首詩或是廣播內容製作好，許多人也可以同時收看以及閱讀。通常公共財會強

調兩個面向：「不可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以及「非敵對性」 （nonrivalrous），

而媒介產品明顯具有「不可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與「非敵對性」 

（nonrivalrous）兩個特性。所謂的「不可排他性」是指產品不管付費與否，都無

法禁止他人使用，「非敵對性」則是指某人的消費並不會減少他人的消費數量，

非敵對性產品的數量對每一個消費者而言，都是一樣的，並不會減少他人的使用

機會（陳正亮、謝振環，2009）。 

 

Baker（2002）推論指出，媒介產品「不可排他性」與「非敵對性」造成定 

價不易的情形，由於媒體在蒐集、撰述與編輯新聞時，必須投入大量的「第一份

拷貝的成本」（first-copy costs），傳媒產品的此項特性與公共基礎建設非常雷同，

都使受益的人數不受限制。可是後進的消費者往往只願意支出等於或是稍微高於

邊際成本的價格，但是實際上這價格絕對低於產品的平均成本，因此會出現生產

不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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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公共財相對的私有財消費則具有獨享與排他兩大特性（Picard, 1989／ 

馮建三譯，1999），根據媒介的不同，媒介產品可以認定為公共財、準公共財或

是私有財。如果依據經濟學上的定義來說，報紙是屬於私有財，因為當一名消費

者購買了一份報紙，也就減少了流通在市場上的報紙份數，Picard 也定義報紙是

屬於私有財，不過 Ryan 卻認為，報紙這種商品在技術層面上屬於私有財，但其

內容在民主社會中，是屬於公共財的公開資源，因此在生產與價值實現上更接近

準公共財。 

 

與 Ryan 相同，Baker（2002）也認為報紙具有公共財性質，因為無論多少人

買該份報紙，第一份拷貝成本都是相同。正由於傳播內容的公共財特性，因此著

作權私有化無法解決媒體產業無法獲取最大價值，因此也就可以推斷媒體如果要

依照市場機制而運作，卻沒有充分的差別定價作法，那麼媒體提供的財貨數量（也

就是媒體內容）一定不足，因為媒體內容財貸的非敵對性特質，讓任何人在使用

媒體內容時，並不會減少他人的使用機會。而台灣報紙市場的現況是所有平面報

紙的內容都可以透過網路在線上收看，因此沒有過去因為報紙流通份數有限的問

題，因此目前的台灣報紙依據以上的定義來說，是屬於公共財的公共資源，也正

由於公共財的性質導致媒體無法從消費者手中獲得更多的獲益，於是部份以廣告

費作為營收的報紙便傾向了廣告主市場。 

 

（三）媒介產品的正負外部性 

許多時候媒介產品帶來正面或負面外部性（externity）。關於外部性的定 

義，經濟學定義為人類從事生產，追求自我利益，卻製造社會成本，而其社會成

本顯然高過私人成本的現象即稱為外部性（externality），係指生產者或消費者的

行為影響到第三者的福利水準，如果這個影響減損他人福利，則稱之為負的外部

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反之如果此影響是增加他人福利，則稱之為正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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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ositive externality）（陳正亮、謝振環，2009）。 

 

媒介在市場買賣雙方之外常產生額外的利益或成本，亦稱正外部性或負外部 

性，以負外部性為例，例如廣告助長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媒介的暴力內容造成社

會的暴力現象，其社會成本都不是由媒介內容的交易雙方來承（McChesney, 

2002）。Baker 進一步指出，此項特性有利於負外部性的媒介產品，因為媒體不

需要承擔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反之，卻不利於正外部性的媒介產品，因為媒體

無法因為整體社會享有好處而獲得利益。外部性特性存在的結果，勢必是傳媒市

場提供過多不好品質的媒體產品（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Baker（2002）列出媒介產品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影響，包括：民意及政治參 

與的品質；閱聽眾與他人的互動；閱聽眾對他人可使用的文化產品之影響報導／

揭露與阻止權力的濫用；因媒體報導所導致的行為反應；不付費也能使用的現象；

對於亟欲其消息曝光的相關人或是單位之正面效益，特別是置入性行銷；無意受

人注意，卻因媒體曝光而承受負面效果；對媒體消息來源的效益跟損失；資訊蒐

集技術創造的成本或效益。 

 

以上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當閱聽眾消費媒介產品時的影響之一，在於使人們

消息靈通，使其成為更積極（或轉為消極）的政治參與者。媒介產品消費者被影

響後，其參與政治活動的程度與品質也會影響到其他人，所以儘管有些人沒有消

費媒介產品內容，還是會受到媒體影響，而媒體對於民調的報導也會影響他人行

為，像是政治菁英常常會根據民調而做出回應與決定。另一方面，民調也會受到

媒體報導的影響而有所變動（Baker, 2002）。也就是說，媒體的報導會影響閱聽

眾的政治參與行為，而閱聽眾受到媒體影響之後，透過人際傳播，即便是沒有直

接消費媒介內容的人也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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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響政治參與活動之外，政府的社會福利、軍事國防、醫療保健與環保

等議題之決策，媒體在這範圍中參與甚廣，因為媒體可以呈現明智客觀的觀點，

也可以因為收取錢財而扭曲觀點，因此 Baker（2002）強調每個人都會因為他人

的媒體消費受惠或是受害，大眾對於媒介產品內容的消費產生極大的外部性。更

重要的是，媒介產品內容對於某些人事物的再現，可以打造名人，或是使某一種

價值為之伸張或是靜默，以經濟上來說，媒體的報導媒體並無法將其價值轉化為

營收，所以媒體的正面報導符合前面對於外部性的定義，媒體的報導與評論可以

助長或是阻礙任何產品的成功與否，因此個人、有所主張的社群、政府及工商企

業，無不積極爭取媒體的正面注意以及避免媒體再現不利於他們的報導（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相反地，媒體的負面報導也能催毀名人或產品其聲譽，只是大多時候，媒體

會對關於某些重要的廣告廠商的負面報導，採取軟化或是完全避免負面報導內容，

如此以換取廣告主繼續購買廣告的機會，或者接近政府機構或是官員等消息來源

的特權，一般來說，任何單位或人都不應該阻卻媒體呈現正確的資訊，此外，故

意掩蓋負面報導的事實，另一方面可以說是媒體未善盡其監督功能。Baker（2002）

強調以上所述之媒體其正面與負面外部性，媒體決策時並未將這些效益納入考

量。 

（四）不同性質媒介的競爭 

Picard（1989）認為媒介市場中,不同性質的媒介之間有競爭關係，因為在內

容方面都有類似之處，對於閱聽人來說，報紙與雜誌的主要功能是資訊與觀念上

的勞務，廣播、影片或是電視則主要用作於娛樂方面的勞務。雖然電子媒體與報

紙在訊息內容的傳載方式、次數與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是電子媒體也負載新聞與

資訊，因此與報紙便形成競爭。他也指出，長期的研究結果顯示，新科技的出現

與擴散，造成不同媒介之間的襲奪現象極為明顯。最主要的競爭在於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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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例，整體廣告經費佔美國全國經濟生產總額，其比例來說相對固定。因

此，新的媒介加入廣告市場之後，並沒有使得廣告主的廣告預算增加，反而讓各

媒介之間，形成彼此競奪廣告經費的局面（McComb, 1972）。Dimmick 與

rothenbuhler（1984）也指出，隨著閱聽人可使用的媒介形態變多後，各種媒介

的競爭也日趨明顯，尤其以全國性廣告。 

 

McCombs（1972）提出的相對常數理論，假設人們花在媒體的時間和金錢 

都保持穩不變的前提下，但當新媒體在市場中愈發興盛，一般大眾接收資訊的選

擇增加，便會分散原先傳統媒體的市佔率和廣告營收，進而壓縮到傳統媒體的生

存空間（轉引自 Bromley & Bowles, 1995；蘇蘅，2002）。而報紙首先所遭遇的

新媒體競爭對象為電視，蘇蘅（2002）更指出競爭的層面除了閱聽人消費習慣的

改變，也包括廣告市場的競爭，若是閱聽人的媒體使用習慣改變，對於報紙將造

成更大的威脅，因為報紙廣告業務深受發行業務影響甚深，當閱聽人紛紛轉向使

用電視媒體時，報紙的發行量勢必受到影響，除此之外，廣告業務又受季節性以

及整體經濟景氣趨向的影響，原本就呈現沈浮不定的情況，因此與發行業務相比，

廣告業務相對不穩定。 

 

而台灣媒體間的競爭在電視、網路等電子媒體興盛後，先是對於報紙的閱報

率造成衝擊，根據 2009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資料顯示，閱報率從 2000 年到 2009

年間逐年下降，昨日整體閱報率從 59%下滑至 42.2%，昨日日報閱報率也從 57%

降至 41.8%，其中的詳細變化可參考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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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報紙閱讀率 

年度 報紙

種類 

每百戶

報紙份

數 

昨日整

體閱報

率 

昨日日

報閱報

率 

昨日晚

報閱報

率 

2009 NA NA 42.2% 41.8% 0.6% 

2008 NA NA 43.9% 43.5% 0.9% 

2007 NA NA 45.1% 44.8% 1.0% 

2006 NA NA 45.8% 45.4% 1.0% 

2005 NA NA 50.0% 48.5% 1.5% 

2004 NA NA 49.0% 48.1% 2.4% 

2003 602 37.9 50.2% 48.9% 2.8% 

2002 474 40.4 50.8% 49.2% 4.1% 

2001 454 41.4 55.0% 53.0% 5.0% 

2000 445 46.9 59.0% 57.0% 7.5% 

資料來源：《2008-2009 年中華民國廣告年鑑》（頁 62），2010，台北：台北市廣

告同業工會。 

 

閱報量的下降，從另一方面來說表示讀者獲取資訊的方式，開始由報紙轉向

為電視或是網路，2000 年到 2009 年的電視收看率以及上網率都持續增加，尤以

對於新聞類型資訊取用管道明顯轉變，像是有線電視新聞類型節目最常收看率從

2000 年的 44.4%成長至 78.3%，而最近一年上網者對新聞／電子報使用率也從

31.9%擴增到 63.5%，詳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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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8-2009 年中華民國廣告年鑑》（頁 62）， 2010，台北：台北市廣

告同業工會。 

 

台灣《聯合報》社長兼聯合線上執行長王文杉接受媒體專訪時也強調，「對

報紙最大的影響，過去 10 年應是有線電視。電視與報紙讀者有 80% 的重疊，

除少數廣告主只在特定媒介刊登廣告，其他廣告市場都重疊。有線電視壯大後，

先是影響三台，然後就開始侵蝕報紙」（張戌誼、林宏達，2004）。 

 

不只是電視對於報紙造成影響，網路的部份亦若是。Chyi 與 Lasorsa（2002）

便指出，網路電子報的內容與紙本報紙大同小異且未計費，驅使許多網友爭相捨

棄報紙轉而閱讀電子報。但基於過去閱讀習慣，紙本報紙依然受到民眾歡迎；換

句話說，電子報的出現雖未完全取代傳統紙本報紙，在各有優點的情況下，兩者

處於互補關係更甚於競爭。 

 

（五）媒介組織內部運作 

媒介的雙元市場特性，其實也影響到媒介組織的運作上，組織運作因此有許

 

年度 昨日閱

報率 

昨日電視

收看率 

最近一個月

上網率 

有線電視新聞

類型節目最常

收看率 

最近一年上網

者對新聞／電

子報使用率 

2009 42.2％ 94.4% 61.6% 78.3% 63.5% 
2008 43.9% 95.5% 60.3% 84.0% 62.6% 
2007 45.1% 94.5% 58.5% 89.6% 46.5% 
2006 45.8% 94.5% 52.3% 85.2% 42.5% 
2005 50.0% 95.5% 51.2% 80.1% 42.3% 
2004 49.0% 95.5% 48.6% 78.6% 34.3% 
2003 50.2% 96.1% 45.7% 74.3% 34.3% 
2002 50.8% 95.4% 40.8% 54.1% 35.1% 
2001 55.0% 96.0% 37.0% 48.1% 37.2% 
2000 59.0% 93.0% 26.0% 44.4% 31.9% 

表 2-3：競爭媒體的接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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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侷限性。張文強（1998）從組織理論的角度，探討現行報紙產業架構的適當性

及其限制。他指出，現代報業經營會面臨許多商業邏輯與新聞專業間的矛盾與衝

突，許多學者擔心利潤至上的商業原則將嚴重摧殘新聞專業，使報紙徹底商品化。

從組織理論角度來看，肇因於傳統報業受制於生產技術，為節省龐大的交易成本，

提升生產效率，因而具有高度垂直整合特性，並以機械科層構形設計組織架構。

這種組織架構與報業歷史發展有關，但卻不利於新聞專業運作。他認為如果將報

紙組織垂直整合關係解組，在市場中以網路方式進行各項生產要素交易，配合新

聞工作專業化組織，將有機會減少商業行為對新聞工作的不當干預。但這樣的做

法所面臨的挑戰是，如果新聞工作者自身與一般商人無異，仍以商業邏輯經營新

聞產製公司，報紙商業化的問題仍然存在。張文強（1997）另一研究也指出，在

一般認知上，新聞專業與新聞價值都被認為最應當受重視。但是一旦報紙面臨生

存危機，新聞工作者都會認為商業利益應凌駕在專業邏輯之上。 

 

Underwood（1995／林添貴譯，2000）於 1990 年針對美國十二家報社進行

調查研究，四家家族擁有的小型報（發行量不足十萬份）、四家報系擁有的小型

報、兩家家族擁有的大型報（發行量超過十萬份）、兩家報系擁有的大型報。由

報社提供的正式員工名單中選樣，最後總共有 429 人接受訪談。受訪的新聞工

作者都指出報紙愈來愈投讀者所好，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趨勢。其中有兩種政

策最受矚目，一是報社編輯部進行許多經營管理上的變化，包括大幅增強對編輯

部的目標管理；二是市場導向、唯讀者至上的新聞處理方式，是編輯部主管最強

調的政策。 

 

Underwood（1995／林添貴譯，2000）進一步指出報社採取的管理變革也反

應在業務與編務兩方的影響力上面，開始偏向業務。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削減新聞

報導、軟化新聞內容、喪失深度、減少新聞人員等現象。從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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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業務政策已經侵入新聞領域。抓緊管理、削減人手、改變新聞內容等偏向商

業邏輯的運作方式，是導致品質走下坡的原因。 

 

Underwood （1995／林添貴譯，2000）的調查訪問內容結果分析結果發現，

在經營管理方面，最先重組編輯部，強調包裝報紙以吸引最多讀者。小型報紙則

以削減人手為手段，報系擁有的大型報紙則是重視行銷、內容改變與利潤。接著

編輯部政策的變化，則可區分為「業務導向」與「新聞導向」。大型家族報紙的

受訪者認為，新聞採訪報導出現變化是基於新聞考量，而設計改變是基於業務考

量，但是小型家族報紙受訪者看法則相反。至於人員變動，大型報紙的受訪者認

為有助於新聞表現，小型報紙的受訪者卻認為是出於業務考量，另外許多受訪者

皆表示報社的政策改變已經侵入記者傳統領域，破壞了報社原本編業分離，開始

向業務目標傾斜。 

 

較受指責的做法是加重要求利潤、重視行銷、降低倫理標準、改變新聞內容、

削減人員。而有利於新聞的做法則是報紙外貌設計、新聞採訪報導、管理作法上

的變化。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強烈不認同「重視利潤與追求新聞價值可以並容」的

觀點，並認為編輯部必須要重視新聞專業價值。受訪者心中最強調的業務導向政

策是被要求視讀者為顧客，強調創造「對讀者友善」的報紙。而最沒有受到強調

的是，利潤、編業合一、管理監控，然而這些全是業務導向政策。最後分析指出

以報紙所處環境的競爭態勢來看，報紙若在其主要市場範圍內受到其他日報的競

爭，朝向市場導向管理的趨勢就愈強烈。處在競爭環境下的報系員工說，報社最

高階層管理人員幾乎重視所有的業務導向政策。Underwood（1995／林添貴譯，

2000）更進一步指出，報老闆口中的編業獨立其實只是一個假象，只是當作一個

原則，實質上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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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在 1996 年時，聯合晚報任命一位企管碩士出身楊仁烽為總編輯，報

紙組織運作也開始以商業邏輯為考量，從發行、業務經理如同編輯部中的讀者代

表，到掌管業務的主管直接進駐編輯部成為實質存在的頂頭上司，編輯部處處充

斥商業專業用語，新聞專業規則演變成商業專業規則（李筱雯，2004）。 

 

（六）小結 

當新聞媒體報導因為經濟利益而偏向於廣告主，而媒體產品的外部性特質又

會讓整體社會承擔負面外部性成本，服務於雙元市場的特性加乘，對於民主政治

勢必造成傷害。媒體外部性跟公共財的特質，這兩點常被認為是造成市場失靈的

因素(Hoskin& Finn, 2004)。 

 

由於服務於雙元市場的特質，媒體必須販售媒體內容的空間或是時間給廣告

主，以增加收入，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對於仰賴廣告收入作為部份或全部收入

的媒體，可以發現其實際所提供的資訊跟娛樂內容也受到了影響，廣告主會以廣

告預算對媒體施加壓力。 

 

大部分媒體為求利潤極大，仍然嘗試在閱聽眾市場及廣告主市場間，尋求最

適合的「內容－廣告」生產策略，此外，又由於廣告收益佔媒體所得大宗－在平

面媒體為七至八成以上，在廣電媒體則幾為百分之百，而吸引越多閱聽眾，越能

降低單位產製成本，媒體自然也面臨了吸引大量閱聽眾的經濟壓力（McManus, 

1992）。 

 

這樣的媒介市場特色自然也影響新聞產製，「市場導向新聞學」便是以經濟

學觀點說明，主要以廣告收入為主的報業自然脫離不了商業力量的影響，市場的

概念隨著整體環境的變化，在媒體運作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並成為媒體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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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導原則（鍾起惠，2000）。轉變為以市場導向為主的新聞產業，必須在四

個市場間爭取所需的資源：包含投資者、新聞消息來源、廣告主、以及消費者

（Mcmanus, 1994），而這四個市場的關係是，消費者付出時間和金錢來獲取娛樂

或資訊；廣告主付出廣告費以宣傳產品；消息來源提供資訊內容以引起閱聽人注

意；投資者付出資金跟政策以獲得利潤與影響力。 

 

簡而言之，重視廣告營收是現在報業處在資本主義運作邏輯下不可避免的

（Schudson, 1993），但是前面所提及報紙具有公共財、外部性以及服務於雙元

市場等特性，難免讓報紙在經濟利益與公共利益之間矛盾擺盪，但最終總是犧牲

媒體的社會責任而追求最大利益，是目前所看到的趨勢。Baker（2002）更直接

地指出媒體因為仰賴廣告收入極深，造成媒體內容深受影響，媒體會因此設定閱

聽人的身份，使得媒體內容有了定向的偏倚。如此一來，媒體也因此會有市場失

靈的狀況發生，也因此政府干涉的議題也隨之而來（Hoskin & Finn, 2004）。學者 

Picard（1989）也認為媒介市場的獨特壟斷以及產權集中的特質都比其他產業來

得嚴重，又由於媒介有服務公共利益為存在的目的，因此媒介產業的結構有從法

規加以控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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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聞專業與公共利益 

國外對於新聞專業的定義，Hausman（1992／胡幼偉譯，1995）指出，專業

是新聞工作的根本，它是某種職業中有責任感的承諾，這種承諾影響著個人如何

選擇報導、如何與消息來源接觸，以及該向誰負責。新聞不應該是加強政府的權

力，更不應該是個人為了利益而產製的（Nordenstreng, 2004）。McLeod 與 Hawley

（1964）則認為「專業責任」、「廣泛自主性」、「倫理規範」在內等八項是新聞從

業人的專業標準。而 Greenwood（1957）則認為新聞專業必須具備五種特質，包

括：有系統的理論；具有權威，即得到一般人的認可是一種專業；要得到社區的

認可；要有新聞道德規範；是一種文化（方怡文，周慶祥，1999）。Hallin 與 Mancini

（2004）所定義的專業性面向包括：自主性、建立出一套獨特的專業規範、是否

具備公共服務的走向跟媒介工作是否會被政治或商業所控制而工具化。 

 

國內學者對於新聞專業的定義，則有羅文輝（1995）以「專業知識」、「專

業自律」、「專業承諾」及「專業責任」做為新聞專業性概念結構中方四個面向。

Kocach 與 Rosenstiel（2007）則認為新聞專業立基於以下原則：首要是忠於事實；

二是忠於讀者；三是獨立於其報導對象；四是扮演獨立的監督角色；五是新聞消

息來源必須多元等。錢玉芬（1998）則將新聞專業定義為「存在於新聞工作的相

關社群的成員中，一套對於新聞工作本質的意識形態」。她認為新聞專業的抽象

概念有三大核心，包括「專業知能」、「專業倫理」與「專業自主」。「專業知

能」包括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專業知識是指專業實際表現所需要的理論性基礎，

而專業技能則指完成專業表現所需要的過程與技巧；「專業倫理」分別為真實、

公正、仁慈、管理服務；「專業自主」又稱自主性或獨立性，並且更進一步在專

業自主下，再區分外部自主與內部自主，前者指新聞媒體或從業人員能免受媒體

組織外任何勢力的不當控制；後者則指新聞從業人員在媒介組織中，得免受媒體

組織內部壓力的不當影響與控制（錢玉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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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業性的探討，學者們所歸納出的專業性面向，雖不盡然相同，但「專

業自主」卻是大家共同提及，且名列首位（Nayman, 1973；羅文輝，1995；錢玉

芬，1998）。可見專業自主對新聞工作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價值與工作意理。學者

們都認為它是新聞工作者自我認知中最重要的基礎，用以避免外力的干預

（McDevitt & Perez, 2002; Deuze, 2005）。林淳華（1994）提出各行各業自主性概

念時認為，更進一步延伸了自主性與工作目標的關聯性，例如醫生的工作目標是

治癒患者，不同的患者會有不同的病徵，醫師針對不同的病患會根據其專業知識、

經驗，使用個別的治療方法，並與病患溝通。將這樣的專業知識與工作目標加以

延伸至新聞工作的話，新聞工作便是以提供社會大眾資訊、服務公眾為目的，新

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自然也具有「自我規範、自我決定及獨立」的特質。 

 

而新聞專業自主應包含那些面向？Johnston（1976）等人在進行美國新聞人

員調查時，對於新聞自主定義包括：一有選擇採訪題材的自由；二有決定新聞該

強調的重點的自由；三是媒介組織中有無受指派採訪；四是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

他們發現 1970 年代有超過半數的新聞工作者在這四個面向上，都認為擁有相當

大的自由，其中 75.9%的記者認為他們有決定該新聞強調重點的自由。然而，

Weaver 與 Wilhoit（1991）在十年後所做的研究卻發現，1980 年代記者的自主權

已不如從前；尤其在決定新聞強調之面向上從過去的 75.9%下降了 12%；且他們

的稿件被修改的情形比過去更多。 

 

到了 1990 年代，美國記者自主權持續被削弱，Weaver 與 Wilhoit（1996）繼

十年前的研究進一步發現，新聞人員無論是在新聞題材的選擇上或是報導重點的

掌握上，都認為自主權沒有過去來得高。他們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新聞自主受

到三種因素限制，一是媒介組織內部的限制，包括人手、時間和新聞篇幅的不足、

對利潤的追求又高於對新聞品質的追求及新聞政策等；二是外在限制，例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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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商及公眾；三是專業方向的限制，例如客觀性可能阻礙自己工作的自由度等

等，此外，Curran 等人（1982）就認為新聞記者其實從未完全擁有自主權，記者

的自主性並非完全的自主，而必須以客觀性、公正性、公平性為其價值規範，檢

視以往有關記者自主權的研究，有從媒體組織內部的決策層面（內部自主），及

媒體組織外來的政經層次（外部自主）進行探討。總結來說，原本新聞組織內部

就對於新聞記者的專業自主有所影響，外部的因素則又有整體環境不佳、廣告收

入減少，新聞界缺乏資源等都是讓新聞專業自主權削弱的原因。 

 

以上可以看出經濟利益其實是影響新聞專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前面一節所提 

及報業服務於雙元市場的特質，其實可以從編輯部與業務部之間的互動，看出雙

元市場特性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王姝琇（2004）提到經濟利益對於新聞專業的

影響，近幾年由於媒體組織政策隨著市場需求而轉變，編輯部跟業務部原本各自

的獨立運作，演變至今日整合的狀態。 

 

此外，從過去黨政軍控制的時代，轉為獨立自主發聲的報業，其新聞專業的

內涵最重要的即是「公共服務」及「專業意理」，美國新聞編輯協會在 1923 年發

表的「倫理公約」，內容即強調事實、獨立、公正與公共服務（Kocach & Rosenstiel,  

2007, p. 56），此組織的道德標準尤其以編輯獨立性奉為圭臬，內容提到「獨立性：

除了必須忠於公共利益之外，編輯人員可免於其他責任」；「提倡和公共利益相左

的私人利益，不論是出於何種理由，與誠實的新聞準則是不相容的」。國內外對

於新聞價值與本質的研究都指出，新聞價值應具有「良知的責任（responsibility 

conscience）」、「獨立自主」、「忠於公眾」（Kovach & Rosenstiel, 2007；項國寧，

2011），新聞整體的核心都環繞著「公共利益」。 

 

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更也明定出記者的規範，指出報業從業人員應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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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業特性，以公共利益為前提。其中對於廣告特別提出相關規範，特別強調

廣告需與新聞明顯劃分，不得以偽裝新聞、介紹新聞、介紹產品、座談會紀錄、

銘謝啟示或讀者投書方式刊出（《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1974）。 

 

Matthew (1998／張培倫、鄭佳瑜譯，2004)指出，新聞工作不只是強調專業

主義，更是一份建立於道德原則上的職業，由道德實踐所構成，一般來說，新聞

倫理可以說是與新聞專業同時並存，所謂專業，就是取得認同並對其顧客提供服

務，以獲取報酬並建立互信與尊重，本質上，專業實踐與道德實踐之間有所關聯。

此外，新聞記者本身的工作促進民主的過程，透過資訊的散播，讓新聞、意見與

討論能夠在社會中自由流動，使整體民主政治得以運作。既然新聞被視為民主過

程中的一部分，所以在道德上，新聞內容必須資訊充分。因此，過去新聞倫理所

要求的精確、誠實、真相、客觀、公平、平衡報導、尊重個人自主性等，都是民

主過程中新聞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新聞倫理與專業是為了公共利

益而服務的。林麗雲（2008）也認為報業在市場行為上，基於社會責任與公共利

益，應對公眾負責。 

 

那麼新聞專業與倫理的根基－公共利益到底是什麼？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大

眾傳播媒體是公共論述的場域，新聞媒體不只有空間的場域概念，其訴求也是表

達公眾的意見，且目的即是公共利益（劉惠苓，2005）。公共利益的定義其實是

流動性的，但有以下幾個原則：包括維護社會秩序；符合社會價值；負責與承諾；

對於利益中的「公共」概念因社會情境不同而異。McQuail（1992）則認為「公

共」（public）是一個形容詞，意指對外開放、自由而非屬於私人擁有、可供集體

使用而非單屬於某個個人。媒體的公共利益是指媒體往共善（common good）努

力，而非只為私人利益服務。Croteau與Hoynes（2006）認為，公共利益的媒體

具備四個元素：包括多元、創新、本質、與獨立。因此，當我們討論媒體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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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益時，一定不能只侷限於公共服務的媒體，事實上，公共利益適用於所有媒體，

並不因所有權結構而有差別。傳播學者Kellner（1990）也認為，公共利益即是指

一種以大眾可以受益的「公共的善」（public good）的觀點。 

 

因此媒體必須立基於公共利益，服務於公眾，但是置入性行銷已經違反了新 

聞事業必須基於公共利益服務的目。劉蕙苓（2005）也特別指出置入性行銷是不

能在新聞中使用的，因為已經牽涉到新聞本質的問題。且根據之前文獻中置入性

行銷的定義可以發現，置入性行銷隱瞞閱聽眾向廣告主收費的事實，並且是基於

廣告主希望的角度進行報導，這已經違反了新聞事業所追求的獨立自主、公共利

益、對大眾負責等三個核心倫理價值（Hulterng, 1976∕羅文輝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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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Hallin 與 Mancini 的媒介制度模式 

Hallin 與 Mancini 研究歐美 18 個國家，各自因為地域性的差異與不同的歷史

脈絡，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媒介制度及實踐模式，陳曉開（2011）指出與過去以英

美媒介制度為唯一且普遍適用典範的思維大異其趣，認為這對長久以來依循著此

典範發展的台灣媒介制度及新聞工作實踐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也透過

Hallin 與 Mancini（2004）所提出的「比較媒介制度」理論，嘗試分析到底台灣

報業發展至今，是因為什麼樣的歷史脈絡，會走到至今的媒介制度以及實踐模式，

也才能深度了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到底是在什麼樣的媒介制度、政治

跟經濟背景下產生的原因，進一步提出改善建議。 

 

首先，Hallin 與 Mancini（2004）認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攸關媒介制度的

形成。以英美所倡導的自由民主體制而言，國家的權力必須由憲法規範，相對是

受到限制，民間社會有高度免於政府干預的傳統，以北美地區為例，便強調媒介

相對於政黨展現自主性；而歐陸地區則以福利國家民主制度為主，強調的是國家

對社會合理的干預，在 20 世紀期間大都視媒介為社會機構，希望透過媒介市場

達成政治多元化、改善民主生活品質甚而是維繫國家語言與文化延續等任務。因

此像是南歐地區因大眾報業受限於市場規模不足，還是必須仰賴政治或企業的補

助，加上其多元政黨合議制的政治決策傳統，都使得媒介成為政黨發聲的重要平

台；而北、中歐國家則因強調媒介作為社會多元性展現的必要載具，對不同政治

主張但處於經濟邊緣的報紙會給予必要的補助，瑞典即是其中重要的例子。 

 

Hallin 與 Mancini（2004）基於以上論述，並以四個經驗性指標：媒介市場、 

政治平行性、國家與媒介關係及新聞專業做為分析基礎，提出三個媒介制度模式，

包括極端多元模式、民主統合模式及自由模式，但他們強調，此三種模式為「理

想型」，無法全然反映出每個國家媒介結構與樣態的複雜性，所以，必須在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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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進行對話與比較。 

 

一、地中海或極端多元模式（The Mediterranean or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 

這些國家主要的特性在於，報紙發行量相對比較低，以精英報為主，報紙是 

政治社會精英溝通的平台，大都使用普羅大眾無法理解的艱深言辭，直到 1960 

年代電視興起，方才成為該地區或該模式國家大部份民眾主要的大眾媒介（陳曉

開，2011）。Hallin 與 Mancini（2004）便認為，南歐真正的大眾媒介是電子媒介，

它在大眾民意資訊的提供上，尤其重要。舉例來說，該模式中最重要的典型國家

－義大利，在報業大眾市場一直無法開展的同時，該國在二次大戰後的電視科技

的風行，則全面改變義國民眾的媒介消費習慣，自 1954 年電視在義國問世，當

時的閱聽眾在短時間內即激增到七百萬到一千萬人，1960年間已普及全國各地，

截至 2000 年間，有高達 99.6%的家戶至少擁有一臺電視機，該國的電視系統無

論在量上或是多樣性上，都遠超過歐洲其它國家（Marletti & Roncarolo, 2000）。 

 

Hallin 與 Mancini（2004）指出，除了由於報業市場規模低，南歐地區國家

的媒介機構是啟始於政治及文學領域，所以政黨或政府補助報業是重要的傳統，

使得英美宣稱的獨立於政治，所建立的新聞自由及商業媒介的發展，一直未能有

具體的進展，再者，基於上述歷史上的政經脈絡，極化多元的媒介制度具有極高

的媒介政治平行性，分裂且多元的政黨及其意識型態早已深刻的滲入媒介機構及

媒介內容間，報導內容相當著重於政治活動，且政治文化認知傾向於多元，媒介

工作的實踐亦是以評論及倡議性新聞為其論述的核心。 

 

且在報業受限於市場規模的同時，政治與企業同時將黑手伸入報業的經營， 

南歐地區報業普遍成為政商宣傳的工具，這也使得媒介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被嚴 

重的限縮，也未能組成與資方具有對抗能力的工會，保障工作權利，媒介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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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近 10 年來才發展，是一個與英美媒介工作專業模式有著不同發展取向 

的地區。本地區的媒介工作者甚至本身是特定政治立場的倡議者，更可能是衝 

突場域中重要的代表。 

 

此模式中的國家對媒介系統的干預相當明顯，包括從資金的挹注到媒介的管

制皆是，以公共電視的營運模式為例，大都受政府與國會所制約。但弔詭的是，

雖然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皆經歷媒介審查的黑暗時期，到了 80 年代，竟也隨

著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展開全面性自由化的措施，被學者稱之為「蠻橫的

自由化（savage deregulation）」（Traquina, 1995），快速地轉化為商業化廣電媒體，

但值得細細探究的是，這個快速的媒介經營模式的轉變，背後卻隱藏著政經資源

的再次重構及對媒介更深層的掌控。 

 

以義大利為例，自由化的過程因為義國政府未對媒介所有權做適當的結構性

管制，以致形成一個橫跨政商媒三棲的大巨獸—貝魯斯科尼（Silivio Berlusconi），

在媒體上，掌控義大利近 80%的媒介所有權及廣告代理市場；政治方面，三度當

選為總理，已經嚴重影響到該國媒介言論多元化的傳統，傷及民主品質

（Mazzoleni & Vigevani, 2008）。屬於此極端多元主義類型的南歐國家包括義大利、

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及法國等（Hallin & Mancini, 2004）。 

 

二、北歐或民主統合模式（The Northern European or 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 

陳曉開指出（2011）北歐地區各國是典型的社會統合主義的國家，公民團體

是整體社會結構的主軸，人民普遍深嵌於此集會結社的水平式溝通脈絡間，彼此

之間已建立民主式的協調與決策思維，公民團體對成員具有極高的約束力，更是

人民與國家相互對話的重要平台，被 Hallin 與 Mancini（2004）稱為「組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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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義（organized pluralism）」，因此，多元意見市場一直是該地區最重要的

傳統，政黨做為政治機構，亦發揮多元意識型態的倡導作用，國家政策亦在此社

會文化結構的基礎上，採取引導性的作為，所以在瑞典等國仍舊繼續採取國家補

助報紙的制度，以確保國內文化意識型態多元化的環境，具備外部多元的特性。 

 

這些國家民主化進程早，市場經濟的發展相當成熟，大眾報紙發行量居三個

模式之冠，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報業制度上與英美自由模式有著顯著的差異，

像是以政黨報紙為主，且各為其主，每份報紙幾乎都代表著不同社會團體立場來

發表意見，因此，北歐各國的媒介大都具有高度的媒介政治平行性，其中又以丹

麥的報業與政黨平行性的形式是最經常被討論的經典個案，丹麥國內，每個城鎮

都有四家分別代表該國四個政黨的報紙，這無疑是媒介與政黨具有高度相關聯繫

的形式（Hallin & Mancini, 2004）。 

 

即使如此，北歐等國家民主社會的思維已深植於整個社會結構中，國家及社

會對言論自由及媒介社會責任皆有共同的認知，媒介代表不同公民團體以及政黨

的立場，因此，有根深蒂固的倡議報導傳統，媒介是多元意識型態表達的載具，

但媒介工作的實踐卻願意遵從共同的規範。此類國家的媒介工作者本身即擁有相

當有力的自律組織。例如，「盧森堡新聞評議會」（Conseil de Presse Luxembourg），

即是一個根據法源所成立的媒體自律組織，其根據《記者專業度維護法》 （The 

Law of 20 December 197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of Journalist）而成立（Leonardi, 2004）。該法律就認可和保護新聞工作者

的職銜作出規定。該會代表盧森堡新聞工作者協會及盧森堡新聞工作者工會的記

者和編輯。它的主要工作是評定新聞工作者是否符合獲發新聞工作證的法定條件。

它亦可以就新聞工作提出建議或發出指示、對涉及發表意見自由的問題表達看法

以及為記者和編輯提供職業訓練。盧森堡新聞議會現有 40 名成員，包括 20 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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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 20 名編輯，全部按照專業團體的建議委任。議會的成員每兩年委任一次。

主席一職由記者與編輯輪流出任。議會訂有倫理規範，界定記者與編輯的權利和

義務，並設有投訴委員會，處理關於在媒體發布消息之投訴。該委員會有兩名記

者成員和兩名編輯成員（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2004）。 

 

另外丹麥的《媒體責任法案》（Media Liability Act）中，也訂有「新聞倫理」

（journalism ethics）的章節，規定媒體報導必須符合新聞倫理，並且也給予新聞

評議會（Pressenævnet）成立的法源依據。雖然法律並未給予丹麥新評會判決與

罰款的權力，但仍可強制媒體刊登新評會的裁決（Danish Pressenævnet, 2007; 

Laitila, 1995），此外，瑞典的共同管制制度也是值得借鏡的國外經驗，瑞典新聞

評議會與新聞公評人管轄的範圍也包括報紙與雜誌等平面新聞媒體。只要當事人

認為報導錯誤或侵犯隱私時，可向評議會的新聞公評人提出申訴。在媒體陳述理

由之後，由新聞公評人負責裁定讀者申訴是否有理，並要求媒體答覆或更正。若

報社更正或答覆後，當事人依然對結果不滿意的話，案件便會進一步送交新評會

審議。如果新評會最後裁定申訴成立並譴責該則報導，媒體除了必須立即刊登譴

責聲明之外，還得繳交約 2,000 英鎊的罰款。 

 

可以看出，北歐諸國相對要求新聞工作的實踐應對既有的社會與文化道德價

值提出指責，即使在國家社會脈絡中，具有多元化的意見市場特性，仍能維持相

對高的專業自主性。而公共電視的體制在此政治社會的脈絡下，雖然採行國會或

是公民/統合模式，但經營與專業自主性仍相當高。 

 

但 Hallin 與 Mancini（2004）提到，在北歐這些國家的媒介制度看到三個模

式中最不尋常的部份在於，高度商業化的媒介與具有極高媒介政治平行性，與政

治聯繫很深的媒介兩者似乎不相容的媒介制度共存，高度政治平行性與高專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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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也同時存在，而強而有力的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的傳統，竟也存在國家對媒

介管制的適度介入，實在是極為特殊的現象。此民主統合主義的中歐與北歐國家，

包含奧地利、德國、比利時、丹麥、芬蘭、荷蘭、挪威、瑞典及瑞士等（Hallin & 

Mancini, 2004）。 

 

三、北大西洋或自由模式（The North Atlantic or Liberal Model） 

這些國家的大眾報業的發展相當早，且報紙發行規模相當高，僅次於民主統

合模式的國家，且長期以來堅守客觀中立的報導立場，並建立以資訊為主的媒介

內容模式。由於此一新聞的實踐概念已普遍被全球各地的新聞界所熟知或接受，

有時更被視為是媒介工作專業意識型態最核心的論述，但誠如許多學者耙梳歷史

或是政治制度中卻發現，這充其量是美國特定脈絡下的產物。 

 

多年來致力於新聞史耙梳的美國社會學家 Shudson（2001）即探問客觀典範

為何會在美國充份的發展而非歐陸呢？他的論述指出，是來自 19 與 20 世紀交替

時，美國新聞工作者團體內專業自我意識的形成及專業權力傳承與延續所建立的

規範，這其間有社會專業高度分工發展的背景條件，且更是爭取專業權力地位的

過程，都是美國特有的現象。而 Chalaby（1996）則認為，美國所建立的兩黨系

統及國會制度相當的成熟，兩個民主政黨已嫻熟於進行國會制度內的溝通，整個

社會也無明顯的左派制衡，大致統合在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所以僅是一個國會

或媒介內部多元的社會，媒介大可在兩黨間保持平衡，無需有立場的表達，這與

歐陸多元政黨系統的政治現實，存在著相當的差異。陳曉開（2011）便透過比較

性的研究，指出英美的自由模式在許多國家一直被視為新聞工作實踐及新聞教育

唯一的典範，說穿了是一種英美新聞意識型態現代化的外溢，並在不加思考與過

濾中普遍的傳佈，台灣正是此一過程中最典型的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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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特定歷史與政經脈絡下生成的內部多元社會，自是使得媒介的政治平

行性遠低於前兩個模式，但由於新聞專業的發展已相對穩固，並獲得社會普遍的

肯定與認同，使得媒介工作實踐的共同專業文化得以落實，即使沒有北歐統合模

式中所建立的媒介專業團體的約束，仍具備相對高水準的新聞自律性（陳曉開，

2011）。 

 

此外，英美自由模式中的另一特點為強調媒介應該完全免於國家政府的干預，

才能真正站在第四權的立場監督政府，將國家的角色限縮到最低的程度，方可保

障資訊自由的流通及人民知的權利，避免媒介成為政治的工具。在此論述邏輯下，

此一模式國家的公共電視大都採行專業的模式，以抵抗政治的影響，因此北美模

式的建立與發展大致是建立在自由主義的論述與實踐上，反映出它們溫和多元的

社會趨向（陳曉開，2011）。屬於北大西洋或自由模式的國家歸類為包括英國、

美國、加拿大、愛爾蘭等（Hallin & Mancini, 2004）。 

 

Hallin 與 Mancini（2004）更將每個模式的分別置放在三角形的每個角，透

過視覺化的理解，如圖 2-3，清楚看出每個國家依其與既定媒介制度的臨近性分

別座落在不同的位置。陳曉開（2011）便發現，德國即使被歸類為民主統合模式

的國家，亦具備其它兩個模式的特性，所以落點趨向於三角形內的中間，即如兩

位作者所言，德國擁有與極端多元主義模式類似的意識型態尖銳對立的歷史，比

起民主統合模式而言，政局的對抗相對比較明顯。在政黨角色上，也接近極端多

元模式，在社會生活中具關鍵性的地位，對媒介的治理亦是。但該國在媒介制度

上，則也有與自由模式類似的部份，亦即不實施報業補貼，在許多媒介政策上非

常強調媒介所有權應由民間掌握等，所以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因此在三角形

圖上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在不同的位置，皆是由於各國其不同背景與歷史脈絡所

形成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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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Hallin 與 Mancini 的媒介制度理論以四個經驗性指標：包括媒介市場、政治 

平行性、國家與媒介關係及新聞專業，並做為分析基礎，提出三個媒介制度模式，

包括極端多元模式、民主統合模式及自由模式。由於台灣過去完全以英美自由媒

介制度為唯一且普遍適用典範，但實際上透過前述文獻可知，英美自由模式其歷

史背景與文化都與台灣截然不同，在英美特定歷史與政經脈絡下生成的內部多元

社會，自是使得媒介的政治平行性遠低於前兩個模式，但由於新聞專業的發展已

相對穩固，並獲得社會普遍的肯定與認同，使得媒介工作實踐的共同專業文化得

以落實，即使沒有北歐統合模式中所建立的媒介專業團體的約束，仍具備相對高

水準的新聞自律性 

圖 2- 3 三個模式的各國案例 

資料來源：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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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味盲目跟隨英美自由模式的媒介制度，強調媒體不該受政府管制，卻

忽略台灣本身的歷史背景與差異性。導致報禁開放後，種種媒體亂象的發生，包

括本論文所討論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因此本論文希望另外兩個媒介制度可做

為參考與比較，不該一味將政府干涉視為對言論自由的侵犯，例如從民主統合模

式中可以發現，國家對於媒介管制的適度介入，仍舊可以保有強而有力的言論自

由以及資訊自由傳統，因此這章節是希望透過同時呈現三個媒介制度，擷取適當

的部分作為未來報紙商業置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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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報紙產業發展歷程與置入性行銷之關

聯 

 本章共有四節，分別為報業廣告市場、報業經營與政府報業政策三大部份之

轉變以及總結，其實前三節之內容彼此息息相關，但為就討論方便而區分章節，

最後以小結連結三者之關連。首先，第一節為報業廣告市場結構的改變，由於台

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與報業收入減少的因素密切相關，而廣告收入又

佔報業營收中的絕大部份，因此報業廣告市場對於台灣報業影響深遠，因此首先

闡述報業發展歷程中，廣告市場結構的改變歷程；又報業面對廣告市場結構的改

變，經營策略也有所轉變，報社經營政策的改變相對也影響到新聞內容，因此接

著爬梳台灣報業經營策略上的變化；最後，報業自是不能外於台灣的政治經濟環

境以及相關法律規範，因此本章第三節將檢視報禁開放前後，報業相關政策的轉

變過程；最後一節為討論與小結，總合前面三節並納入深訪新聞從業人員的討論

與媒介制度模式之間的對話。 

 

第一節 報業廣告市場結構的改變 

廣告收入一直是報業主要營收來源，因此報業廣告市場結構的改變，自然也 

影響到報業的運作，因此將整理報業廣告市場近年來的轉變，以了解報紙商業置

入興盛的背景。 

 

一、報禁開放後報紙廣告競爭激烈 

開放報禁之前，報紙每天只能出版三大張，在版面不足的情況下，廣告公司

為了爭取最好版面，都必須看兩大報人員的臉色。當時承攬金額最高的國華廣告

公司在年歡晚會上，同仁們在自編自導節目中的對聯中寫著「跑聯合追中國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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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魂，搶檔次擠版面春愁點點」，表達廣告人在當時的辛酸與無奈，也顯示當時

兩大報的強勢地位（王天濱，2003），此外，報禁開放前，台灣報紙競爭形式與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體系並不同，而是由政黨主控的報業體系，報紙的經濟

利益完全取決於政治權力（蘇蘅，2002）。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繁榮，報業的經營

狀況大幅改善，發行與廣告都逐年增加，因此到了報禁解除前，台灣報業的發行

與廣告達到了巔峰（王天濱，2003）。可以看出，報禁開放前由於版面的限制，

加上報紙產業因為政治權力的介入，可維持其「侍從」政府的利益，以及經濟發

展繁榮等種種因素，廣告主、廣告業、報紙產業三方之間的關係，報紙產業可說

是處於優勢。 

 

但隨著開放報禁之後，台灣報業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競爭，包括在贈品、廣告、

工作人員、版面上的競爭，雖然發行與廣告同是報紙的兩大命脈，但就整體報社

盈虧比重來說，廣告收入的增加比起發行的增加，顯然更有利於報紙，因此各大

報為了增加廣告營收，紛紛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大成報於 1998 年拆版分銷，並

大力配合廣告公司以創意版面搶食其他報社廣告量，使得 1999 年的成長幅度高

達 20%。自由時報也提供廣告代理商優於其他報社的刊贈條件，讓廣告代理商能

有較佳的獲利空間（王天濱，2003）。工商時報與經濟日報也開拓新版面，由工

商記者將商品以及服務訊息，以新聞報導的方式處理，作為推銷廣告的「贈品」，

力求在分眾市場求生（黃國師，2005）。蘇蘅（2002）也指出台灣政治解嚴後，

多數報紙立即出現專刊版，顯示廣告主企圖在報紙專題版面尋找分眾，如此形成

的壓力，又將導致報紙越來越向市場靠攏以求生存。 

 

除了報禁開放，報紙突然擁進眾多競爭者外，1999 年出版法廢止後，對於 

出版事業來說可以較為自由化經營，因此也間接促進報紙跟其他平面媒體經營家

數增加不少。從表 3-1 可以看到，1999 年到 2000 年報紙增加了 61 家，成長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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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隨著報紙家數的增加，勢必會爭奪彼此的廣告收入。 

表 3- 1：我國出版事業概況 

資料來源：1999-2000 年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001。 

 

競爭激烈除了造成版面的變化之外，各報報紙廣告營收也有所改變，1999

年出版法廢止後，2000 年各報營收狀況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以及聯合報最高。

三大報的廣告營收規模均在 40 億元以上，其次則是 13-15 億元規模的經濟日報、

民生報、及工商時報。其餘報紙的廣告營收都不及 10 億元的規模。各報三年間

的廣告營收狀況有起有落，大成報、中時晚報與聯合晚報是廣告營收持續成長的

報紙，但是傳統的大報在廣告營收多屬於衰退的情況，尤其是中國時報及聯合報

這兩大報，因為原有的規模較大而造成衰退金額較高的現象（《2000-2001 中華民

國廣告年鑑》，2002）。但一家報紙的成功與否，主要視其讀者市場和廣告市場佔

有率，兩者間息息相關，雖說報紙立場不完全受廣告主決定，但廣告多少也無形

中形成廣告對報紙編輯政策的影響力（蘇蘅，2002）。 

  2000 年 1999 年 成長率 

 出
版
事
業 

 報社（家） 445 384 15.9% 

雜誌社

（家） 

6641 6463 2.8% 

通訊社

（家） 

260 242 7.4% 

出版社

（家） 

7093 6808 4.2% 

有聲出版

業 

2355 235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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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媒體出現擠壓報紙廣告市場 

媒體販售廣告價格標準是以收視率或是發行量來決定，廣告主希望自己的廣

告能夠吸引到越多的閱聽人，因此對於媒體來說，收視率或是閱報率決定廣告價

格的高低，但從 1991 年開始報業生態就一直在改變，報紙的閱報率就一直在下

滑，到了 2004 年 12 月底，從最高峰的七成六下滑到四成八，2002 年跌幅尤其

大，閱報率下滑了 4.4 個百分點（孫曼蘋，2005）。這對於報紙廣告的業務間接

造成影響，因為當看報紙的人越來越少，廣告主也就不願意花更多的預算投資在

報紙媒體廣告上。另外，分眾趨勢興起，報紙只能針對大眾市場，無法精確讓廣

告主鎖定特定族群，這也是為何廣告主紛紛將廣告預算投入可以較為精準行銷的

新媒體。 

 

關於新媒體的出現，先從網路談起，1999 年可以說是網際網路最為熱絡的 

一年，自 1998 年底提前 8 個月突破政府預估的 300 萬人口後，上網人口持續有

增無減。政府推動的電子化與電子商務讓企業界也跟進配合，廠商基於科技化、

進步化、與現代化的企業形象考量，不少廠商投入了網路廣告預算（《1999-2000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001，頁 156）。此外，網路媒體電子報的發行量也對於報

紙造成衝擊（《1999-2000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001，頁 169）。另外，1999 年開

始，有線電視台紛紛成立專業新聞台，時常透過現場 SNG 轉播，相較之下電視

新聞比報紙新聞有趣不少，以及 Call in 與新聞性談話節目都讓有線電視與閱聽

眾更加親近，縱使報紙被看好，但有線電視新聞對於報紙的衝擊都將持續

（《1999-2000 廣告年鑑》，2001，頁 169），因此報紙在有線電視與網路興起後，

廣告量逐年縮減，報紙媒體在五大媒體中廣告量佔比重由 2000 年的 31.8％下滑

至 25.39％，多年來也多呈現負成長的狀態，如表 3-2。除了 2003 年五月蘋果日

報創刊，其高閱報率也間接增加了廣告主投資報紙廣告的預算，因此拉高整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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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廣告量，另外 2004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皆投入了大量的廣告

預算以宣傳，所以這兩年整體報紙廣告量是比往年成長，不過一方面也是 2002

年的廣告量跌幅過大，因此整體而言，報紙廣告量並未達到過去的水準，這也對

於報業營利造成衝擊，廣告量直接衝擊的是報社的廣告收益，到了 2008 年時，

不管是傳統綜合性報紙、專業報或是地方報，廣告營收都呈現負成長，詳見表

3-3。傳統報業幾乎都是廣告報業，依賴廣告維生的報業即是一個穩定的商業模

式（Sparks, 2000）。因此，換句話說，當身為報紙主要財源的廣告收入減少時，

對於報紙的營運勢必有所影響，也會間接對於報紙內容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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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1998-2010 年報紙媒體總量佔比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年度 報紙總量及全媒體廣告量佔比 

金額（千元） 

 

佔有率％ 成長率％ 

2010 11,955,662 24.03% 19.45% 

2009 10,008,866 25.39% -9.66% 

2008 11,078,926 26.16% -18.94% 

2007 13, 667,979 30% -7.47% 

2006 14,771,396 30.9% -5.0% 

2005 15,574,064 31.7% -14.1% 

2004 18,097,267 33.2% 19.7% 

2003 15,120,362 25.7% 24.0% 

2002 12,190,938 22.8% -34.6% 

2001 16,414,195 31.1% -12.4% 

2000 18,745,551 31.8% -0.6% 

1999 18,858,000 31.2% -10.9％ 

1998 21,157,000 34.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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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008 年台灣報紙廣告營收推估 

2008 年台灣報紙廣告營收推估（除佣）單位：新台幣億元 

報紙名稱 2008 年廣告營收 2007 年廣告營收 成長率(%) 

蘋果日報 30.53 33.25 -8.2 

自由時報 29.00 34.00 -14.7 

聯合報 14.2 15.35 -7.5 

中國時報 8.00 12.00 -33.3 

財經專業報紙 

經濟日報 5.51 5.80 -5.0 

工商時報 3.00 4.00 -25.0 

台灣新生報 0.40 0.50 -20.0 

晚報 

聯合晚報 1.72 1.80 -4.4 

地方報 

中華日報 0.90 1.20 -25.0 

台灣時報 0.65 0.55 18.2 

英文報 

Taiwan News 1.10 0.90 22.2 

The China Post 0.60 0.80 -25.0 

Taipei Times 0.20 0.20 0.0 

小計 95.81 110.35 -13.2 

資料來源：改繪自〈媒體廣告營收大調查－報紙〉，編輯部，2009，《動腦雜誌》，

頁 60。 

 

羅世宏（2008）也指出，當收視率與廣告市場越是競爭，新聞媒體表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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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因為新聞媒體與廣告主之間的關係，越是變成買方（也就是廣告主）市場，

新聞媒體的獨立性與抗壓性越低，廣告主（包括政府、政黨和大企業）越可能間

接或直接左右新聞內容，而且新聞媒體也越可能降低新聞生產成本，從而降低了

新聞的報導品質。 

 

從近十年的報紙媒體廣告前十大產業別可以看出，其他類也就是包含了政府

機構以及政黨廣告逐漸增加，如表 3-4 跟 3-5，政黨與政府顯然也是報紙重要的

廣告主，為了達到更高的廣告業績，配合廣告主（政府或政黨）的情形勢必無可

避免。除了政府之外，建築業更是高居近六年來第一大報紙媒體廣告主，加上近

幾年報紙廣告量持續衰退，為了顧及最重要的廣告收益來源，報紙媒體自然會向

經濟利益傾斜，使得報紙媒體報導相關新聞時，無法不受廣告主的角度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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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2004-2006 年報紙媒體前十大行業 

排名 2006 2005 2004 

行業 佔

比 

行業 佔

比 

行業 佔

比 

1 建築 37% 建築 30% 建築 28% 

2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6%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6%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9% 

3 汽車 3% 汽車 3% 頻道公司 7% 

4 購物廣場中心 2% 信用卡 2% 汽車 6% 

5 補習中心 2% 購物廣場中心 2% 購物廣場中心 6% 

6 3C 賣場 2% 補習中心 2% 信用卡 5% 

7 休旅車 2% 休旅車 2% 政黨/競選廣告 5% 

8 交通工具企業 1% 3C 賣場 2% 補習中心 5% 

9 營造工程企業 1% 政府地方機構 1% 金融機構貸款 4% 

10 美容減肥食藥

品 

1% 政黨/競選廣告 1% 文康類企業 4%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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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2007-2009 年報紙媒體前十大行業 

排名 2007 2008 2009 

行業 佔

比 

行業 佔

比 

行業 佔

比 

1 建築 42% 建築 37% 建築 39% 

2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3%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5% 報紙專業綜合

廣告 

4% 

3 3c 賣場 3% 3c 賣場 3% 政府機構 3% 

4 購物廣場中心 2% 購物廣場中心 2% 3c 賣場 3% 

5 家電類 2% 電器廣場 2% 政府活動 2% 

6 交通工具企業 2% 政黨/競選廣告 2% 網路網站服務 2% 

7 補習中心 1% 政府機構 2% 購物廣場中心 1% 

8 政府機構 1% 汽車 1% 電器廣場 1% 

9 基金 1% 保養品 1% 汽車 1% 

10 保養化妝品類 1% 補習中心 1% 百貨公司 1% 

 報紙總量 61%  56%  57%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羅世宏（2008）進一步指出台灣近幾年報紙與電視的表現越來越差，原本的

質報出現小報化，無線電視台內容有線化，有線電視內容貧乏，都與廣告收入大

幅縮水有關。因為有線電視與網路對於廣告市場的襲奪，使得臺灣報紙總體廣告

收入已從原來的 280 億元跌至 150 億元，報紙生存也因此面臨嚴重威脅（紀淑

芳，2006）。《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在一個座談會上，以「那麼多的報紙誰來

養活？」一語道盡當前臺灣新聞媒體普遍面對的困境（吳海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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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廣告不足以維持報業經營時，報業開始以各種方法縮減成本，包括透過優 

退、裁員、更換新生代、減少各種福利等方式降低人事成本，以及減少紙張的消

耗。如何開源也成為各報的重要方案，因此，2001 年業界開始出現以下的現象，

包括大開創意版面，更具彈性地配合廣告主的媒體創意，進而增加廣告收入；再

者是新聞廣告化，亦即版面上看到一大堆又像報導又像廣告的文章越來越多；第

三類則是人物專題性報導，像是地方縣市首長對談，或是某立委政見介紹等，都

可以替報社帶來收入（2000-2001 年中華民國廣告年鑑，2002），因此可以發現，

新媒體的出現的確對於報紙媒體廣告收入造成衝擊，但廣告收入又佔報紙媒體整

體營收的百分之七十五（林照真，2006），報業為了爭取更多的廣告收入維持營

運，只能配合廣告主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包裝商品或服務訊息。其實不只報紙如此，

電視媒體亦然，劉昌德、羅世宏（2005）認為電視新聞置入性行銷日趨嚴重的因

素來自於發行市場萎縮，因為收視率下滑，導致台灣廣告市場根本無法供養這麼

多電視新聞頻道，於是新聞台的內容越來越疲弱，充斥 SNG 連線、八卦、口水、

色羶腥等，同時降低新聞人員的勞動條件和採訪編播成本，減少成本高但收視未

必高的深度調查報導。另外為了多爭取零碎的廣告收入，也配合政商廣告主使用

各種「專案」跟「業務配合」。 

 

三、媒體集中購買模式造成報業廣告議價權力的喪失 

台灣由於媒體越來越多，形成複雜的媒體市場，為了因應媒體環境快速變化，

媒體集中購買制度便營運而生，讓廣告公司與廣告主方創造更大的談判籌碼。傳

統廣告公司肩負企劃、購買、廣告製作等多重任務，漸漸地媒體購買機制從廣告

公司中獨立出來，台灣自第一家國際媒體購買公司「傳立」在台設立，媒體集中

購買便在媒體市場中形成強大的主導力量，這些跨國公司的媒體代理商以專業的

媒體行銷公司姿態進行廣告談判，重新建構廣告主、廣告公司與媒體三方的關係。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2007）。所謂的「媒體集中購買」是指廣告主為了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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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實力與議價的空間而產生的，廣告主會以整年廣告購買代替單筆購買。廣

告主發現集中購買比單獨購買划算。集中購買成為趨勢之後，廣告價差不再是媒

體的裁量權，媒體因此失去議價能力（林照真，2005）。洪雪珍（2003）也指出

媒體集中購買模式的出現是因應新媒體如有線電視的出現，因為頻道眾多的關係，

造成廣告價格混亂，幾家廣告公司的媒體部門獨立成立媒體購買公司，讓廣告業

展現強大的談判力量，此舉讓媒體市場轉變為由行銷觀點企劃整個廣告活動，也

就是以整個預算以及媒體效益的方式購買媒體廣告，不再只是單獨洽談購買某一

個節目的廣告時段。 

 

媒體集中購買的趨勢最早出現在 1993 年，當時專業媒體購買公司如傳立、

聚濤、澄豐紛紛成立，或是廣告公司之間也成立媒體購買的策略聯盟（鄭自隆，

1999）。自始開啟媒體商聯合購買的制度，採用以量制價的方式對媒體集中購買

交易（唐琪佩，2002）。這與過去的媒體購買方式大相逕庭，解嚴前的媒體購買

只有單一角色，也就是由媒體購買人員處理，洪雪珍（2003）認為這是因為解嚴

之前媒體少，環境單純，媒體刊播廣告不需要精確的計畫，因此廣告公司在「兩

大報三台」時代，搶到版面與時段是最重要的工作。此時可說是媒體作大的買方

市場，廣告價格訂定並無標準可考，廣告公司以及企業客戶都要遵照媒體的規定。

解嚴後，由於廣告量大幅增加以及媒體多元化的關係，必須有精準的規劃以確實

掌握客戶的媒體效益，因此媒體企劃人員便營運而生，從調查、企劃到購買，從

總收視率、觸達率、平均接觸頻率以及成本等媒體角度製作精細的媒體計畫，透

過媒體人員的專業分工，務求客戶的每一分廣告費都是完整利用。 

 

基本上媒體集中購買有兩種情形：一是多品牌廣告主使用不同廣告代理商各

自為其進行品牌管理，再將整體的廣告購買任務集中交由一家代理商或專業媒體

購買公司處理；另一種是廣告代理商或專業媒體公司將不同廣告主的發稿量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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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中的量向媒體議價（2008，鄭自隆）。不管哪種方式，都是一次以為數龐大

的廣告預算進行購買，為的就是具有談判上的優勢。因此洪雪珍（2003）就認為

媒體集中購買模式中，龐大的廣告預算運用，讓報紙也逐漸失去廣告議價談判的

權力，必須配合廣告主執行各種創意專案，過去報紙廣告是正規版型落在固定位

置，如全頁、半頁、4/1 頁或全三，不論是直式、橫式都是呈現方形，除了全頁

廣告外都固定落在報紙版面下方，以免影響到第一順位的新聞閱讀，但現在報紙

廣告在形狀、尺寸、位置都不固定，因此廣告與新聞版面的界線逐漸模糊不清。 

 

此外，媒體購買公司的轉型，使得媒體購買公司不再只是負責媒體購買，還

必須做一些與群眾直接互動的活動（洪雪珍，2003），而媒體購買公司角色的改

變，自然也會牽動到報紙媒體。報紙媒體為了加強競爭力，除了扮演廣告媒體的

角色外，還必須身兼活動公司以及公關公司，和其他媒體相同，報紙希望藉著媒

體的公信力與整合的資源，開拓不同的收入，企圖降低對於廣告與發行兩項營收

的依賴。王馨敏（2008）也指出，媒體購買公司在置入性行銷扮演重要角色，從

過往廣告主規劃媒體企劃以及購買，轉為媒體整合性行銷時代，其中包含置入性

行銷的新聞、戲劇、綜藝節目的置入。可以看出媒體購買公司的出現以及轉變等

都對於報紙媒體造成影響，媒體購買公司希望以各種創意方式突破過往傳統的廣

告形式，置入性行銷便是一種新興的廣告手法，而報紙為了爭取媒體購買公司以

及廣告主大筆的廣告預算，新聞也成為了置入性行銷的管道之一。 

 

所以洪雪珍（2003）便指出國內廣告業與媒體業互動的改變是造成報紙置入

性行銷興盛的原因之一，她提到媒體與廣告是共生產業，雙方地位、經營型態的

改變都將影響媒體對於新聞的處理，近幾年媒體與廣告的地位相比，前者相對降

低，媒體為求生存，因此便配合廣告主使用各種所謂「創意」版面。此外，媒體

購買公司也在台灣發起廣告的微利競爭，廣告代理商等媒體購買公司比價後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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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佳的媒體購買效果，便形成更加量化的商業趨勢。由於為了在激烈的市場中

求生存，必須更注意行銷策略，但卻忽略了媒體購買應有的專業倫理，因此除了

傳統的廣告購買，更可能要求媒體接受「置入性行銷」的手法（《中華民國新聞

年鑑》，2007）。 

 

四、蘋果日報進入台灣，擠壓其他三報廣告市場 

媒體生態消長加上整體經濟不景氣、政治不明朗，就在台灣報業市場跌到 

谷底之際，港商黎智英夾著雄厚資源創立《蘋果日報》，預定在三年內投入資金

六十億元台幣，人力一千人，每天出刊 17 大張共 68 頁，繼《壹周刊》在台發行

一年有餘之後，於 2003 年 5 月 2 日在台灣發行《蘋果日報》，發刊首日共有 26 大

張、104 頁（孫曼蘋，2005）。 

 

孫曼蘋（2005）指出《蘋果日報》在 2003 年 5 月 2 日正式上市，到 2004

年 12 月底為止，該報並未如國內一位媒體高層主管預料的作大報業市場大餅。

以 2002 年的閱報率來看，即市面上還沒有《蘋果日報》時期的統計為例，當時

整體閱報率 50.8%，2004 年的閱報率，即《蘋果日報》上市約兩年後，整體閱報

率下滑到 49%（《2008-2009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頁 62，2010），統計數字顯示，

報業市場並未因為《蘋果日報》上市而變大，而是隨著趨勢仍在逐漸萎縮中。而

關於實際販售的份數，蘋果日報當年 12 月間的平均每日實銷量 414,898 份；一

年後，2004 年 12 月間的平均每日實銷量為 503,460 份（何旭初，2007）。可

見報業整體市場除了未擴增，版圖消長卻立即而明顯，後進新生《蘋果日報》改

變了多年來三報鼎立的局面，威力確實不可擋。2004 年 12 月底三大報閱讀率總

和較前一年蘋果上市前，跌了將近五個百分點，亦即蘋果入台後，原先瓜分台灣

大部分市場的三大報，讀者市場跌幅已經超過一成二（孫曼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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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底統計顯示，在整體讀者市場中，《自由時報》閱報率 17.6％仍穩居 

第一，排名第二的《蘋果日報》閱報率已達 12.6%，《聯合報》12.5%則排名第三，

領先《中國時報》10.3%一小段（廖怡景，2004），詳見表 3-6。換言之，《蘋果

日報》成為台灣報紙市場四大龍頭之一，可見各家本土報紙受到擠壓的慘況，此

外，三大報以外的其他報紙，沒有一家閱讀率超過 2%，可以說生存空間已被壓

縮到最低限度了（孫曼蘋，2005）。這都是由於 2003 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市場後，

以全彩印刷、活潑版面設計、綜合時事新聞報導等全然不同於國內傳統三大日報

的版面設計和寫作風格，更是搶攻《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原

有廣告市場和閱報群，使得《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的廣告量，在

2003 年開始衰退（李貞怡、麥倍嘉，2003）。 

 

表 3- 6 蘋果日報加入報業市場後的四大報閱報率 

 

資料來源：孫曼蘋（2005）。〈蘋果日報對台灣主流報業的衝擊〉，《自反縮不 

縮？新聞系七十年》，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系。 

 

為了因應《蘋果》加入競爭，台灣原有各報均嚴陣以待。以發行量原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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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而言，除了編輯部門的對應策略外，

三報也嚴禁各自的派報系統為《蘋果》派報，等同聯手封鎖發行管道。另外，《聯

合》和《中時》於《蘋果》創刊前一天同步調降售價，發動降價割喉戰，每份均

自 15 元調降為 10 元（何旭初，2007），此外，原本就是 10 元售價的自由時報，

零售受到擠壓，也再推出二億元訂報促銷方案，此舉讓報業行銷大戰在 2003 年

競爭激烈。降價的同時，讀者也看到了新聞、資訊版面大幅縮減，取而代之的是

商業廣告長驅直入，以及編輯業務合一、置入性行銷式、廣告新聞化的座談會或

專題版等。這是報禁解除前，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孫曼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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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報業本身經營之轉變 

隨著報禁開放，除了報紙之間競爭激烈、百花爭鳴，電子媒體的開放、第四

台從地下化轉為合法化，還有新科技網路的興起等，都對於報業產生衝擊，不只

是閱聽眾的減少，報業的廣告量也逐年大幅下滑，導致從報禁開放初期最多曾有

高達一百多家的報社，卻紛紛倒閉。而碩果僅存的報社為了生存也開始另尋出路，

進行報業經營的改變，包括節流以及開源，如一系列的人力精簡方案以及利用報

紙其核心事業優勢從事新事業活動，試圖增加發展空間，力求生存。只是，當報

業的經營觀念與過去不同，開始強調利益至上時，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新聞內

容勢必受到影響。 

 

一、節流－新聞組織內部的重整與人力精簡 

在報禁開放之前，在 1980 年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打破二千美元之前，國家機 

器一直是主導報業發展的因素（陳雪慧，1993），但在台灣經濟起飛並穩定成長

後，尤其是報禁開放後，經濟因素對報業發展影響力已經超越政治因素。傳播政

經學者也指出，當新聞媒體愈來愈依賴廣告與消費市場時，新聞媒體也逐漸變成

一種商業組織（陳雪雲，1991）。李筱雯（2004）便指出，在 1993 年有線電視

合法化，廣告大餅遭瓜分，到了 1997 年《自由時報》廣告量竄升到第三名，加

上 2001 年《中國時報》轉投資失利（徐毓莉，2002；王天濱，2003），景氣持

續下滑，以及 2003 年的《蘋果日報》創刊，外在環境的變化促使傳統報紙必須

對內部組織資源做出調整與因應。 

 

首先以中時集團為例，徐毓莉（2002）的研究指出中時進行了五十年來前所

未有的人事、組織精簡，主要著力點有三個部份：「三合一」方案、裁撤中南部

編輯中心、人事精簡方案。三合一方案指的是為了因應《中時電子報》即時新聞

的發展，從 1999 年 12 月 12 日起，將《中時》、《工商》、《中晚》三報財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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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併重整，即中時經濟組、中晚財經組、證券新聞組、工商時報資訊、財經網

站五個單位的採訪中心合併整合，成立「中時財經新聞採訪部」。「三合一方案」

設立統一的供稿中心，隨時發送「即時新聞」。財經新聞採訪部一方面主動供稿，

同時也接受五個媒體的指令，配合提供稿件內容。而三報各設有財經主編室掌握

稿源。也就是說中時財經新聞採訪部製造出「即時新聞」的內容後，再依《中時

電子報》、《中時晚報》、《中國時報》與《工商時報》等報需求加工處理。這樣的

改變方式造成有些記者的採訪路線重複，因此人力得以精簡。 

 

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的部份，是因為 1995 年當時《中國時報》以在地化為

號召，分別在高雄及台中成立中、南部編輯中心。但到了 2000 年初，由於《中

國時報》轉投資事業接連失敗，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的消息在社內不脛而走。2001 

年 6 月 1 日，記者文稿已全部傳回台北作業，中南部編輯同仁等同無工作可做，

晚間九點，總社人事副總南下宣佈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1995 年由台北總社南

下協助擴增編制的同仁，可以暫時回台北總社工作，中南部就地招考人員則就地

裁撤，一共裁撤了百餘名員工（徐毓莉，2002）。 

 

繼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之後，徐毓莉（2002）指出同年 8 月 2 日《中國時報》

又推出優退離職方案，也就是人事精簡方案。資方推動「編整再造」方案，除了

以精簡五百人為目標之外，進一步合併中時、中晚編輯部、編譯組以及體育組，

加上前幾年已合併的影像中心、影劇組、地方組等單位，《中晚》諸多單位已被

併到《中時》旗下。此外，資方明白表示員工每週工時應達四十小時，這對原本

一天工時五小時左右的編輯、編譯而言，也對未來的工作分配感到茫然。同時社

內還傳出，發行人余建新指出，未來為了報社的生存，該裁員就裁員，絕不手軟，

甚至要求特派員提供記者資遣的順序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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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中國時報因經營不善而節流裁員，聯合報的部份，習賢德（2006）也指

出聯合報系在 2002 年到 2005 年間，因為報業競爭激烈，員工優離優退者達到

665 人。此外也在 2002 年七月底推動「精實方案」，由各編務主管提報名單，經

過溝通由當事者提出申請，主要針對對象為編務部門過去五年表現不佳或不適任

者（《聯合報系月刊》，2002）。 

 

 以上都可以看出，新聞組織為求轉型，人力開始精簡，記者的勞動權與工作

權益已經受到影響，在報社為求利潤至上，裁員風波不斷的情況下，記者為了保

全自己的工作，全然配合報社的經營方針，走向全面商業化，甚至是配合編業合

作也無可避免。 

 

二、開源－重視專業行銷 

蘇蘅（2002）提到報紙市場結構重整的 1990 年代，政府政策的力量逐漸式 

微，民間企業成為經濟運作的主導力量，這個契機給予報紙一個成長的機會，但

這也造成報紙所有權更加集中；此外報團也紛紛出現多角化經營策略，這也是台

灣報紙邁向企業化、集團化和商業化的重要轉捩點。 

  

以《中國時報》為例，1992 年初，為了因應市場競爭變化，從發行開始引

進行銷與經理人才，從行銷、通路、價格到產品進行整體包裝研究（蘇蘅，2002）。

另外，由於報業大部份收入來自於廣告版面，因此民國八十一年中時、聯合增張

改版，兩報先後推出每週七天設計不同專刊，包括讀書出版、生活、娛樂休閒、

旅遊等。中時、聯合擴增旅遊、休閒娛樂這些版面，不但為了吸引各階層讀者，

自然也方便廣告商在特定版面找到特定消費者（蘇蘅，2000）。 

 

徐毓莉（2002）的研究中指出，中時報系的管理者在面對報業激烈競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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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比過去更加重視維持或是增加利潤，新聞室當中也逐漸出現行銷觀念的組織

文化，進一步更指出中時報系的主管已經不諱言將報紙視為「商品」，普遍將讀

者取向的新聞作為天職，媒體的存在必須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也強調可讀性的

重要。 

 

 中國時報高層主管表示，廣告對於報紙的經營現實面上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過去因為競爭對象少，編輯內容可以不特別顧慮，但在今日過去飽和的競爭狀態

下，每個媒體都需要關心廣告收入，因此，為了廣告收入的維持，業務上的配合

只是程度比重的問題，不可能永遠不去面對他。在廣告被搶食的壓力下，經濟因

素對於報業的影響不可忽視（徐毓莉，2002）。而且中時主管也坦承，這一兩年

來，特殊版面的確是推陳出新，並且國內報業編輯部與業務部門唇齒相依的狀況

也比過去更加明顯。報業主管在面對廣告壓力時，都指出編輯部必須找出一個合

理的協調方式，處理報社與廣告主的關係，身為總編輯不可能完全沒有業務部門

的壓力，會基於不妨礙編輯政策的情況下，幫助業務部門與廣告主，他們不否認

競爭越驅競爭的情況下，廣告新聞化的問題出現（徐毓莉，2002）。 

 

除了中國時報外，聯合報系也對於經營策略開始調整。聯合報系總管理處副

總經理就表示，除非無紙時代來臨，否則報紙不會消失，但報社必須調整報紙的

內容、組織，報導需要更加深入跟完整，記者寫稿與編輯的編務要有行銷概念，

以讀者導向為主（王文杉，1999）。另外，除了爭取訂戶與讀者的促銷活動，也

開始主辦或協辦各類活動，像是 1996 年主辦、經建會協辦「全民支持建設台灣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贈獎活動；也與一般廢棄物回收基金會合辦「廢棄車自行通

報活動」，以及配合各版面的讀者活動等等，透過時常舉辦演講、座談會以及活

動，提供民眾新訊息（張宏源，1999）。其實原本聯合報的「正派辦報」的宗旨，

讓聯合報的形象有所加分，不管是可信度或是權威性上（王悌吾先生紀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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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所以其實《聯合報》其正面形象，都對於其後來用於行銷藝文活動、產

品或是企業形象都有所幫助。不只是《聯合報》如此，另一個傳統大報《中國時

報》亦然，這也是廣告主為何樂於使用報紙進行置入性行銷。 

 

張宏源（1999）就指出開放報禁後，報紙有了許多行銷組合策略，包括廣告 

部份的印刷與平面廣告；銷售促銷部份的獎品與禮物；公共關係部份的演講與研

討會；人員推銷部份的銷售發表會等。可參考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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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禁開放後行銷組合策略 

廣告 銷售促銷 公共關係 人員推銷 

印刷與平面廣告 

產品的外部包裝 

產品的內部包裝 

郵寄信函 

型錄 

電影 

家庭雜誌 

宣傳小手冊 

海報與傳單 

工商名錄 

展示招牌 

廣告看板 

再版廣告 

店頭廣告 

視聽題材 

企業商標與象徵 

競賽、遊戲 

大額獎金 

彩券 

獎品與禮物 

贈送樣品 

商展 

展示會 

操作示範 

折價券 

打折 

低利融資 

招待活動 

抵換折讓 

兌換點券 

搭配銷售 

向報社發稿 

演講 

研討會 

年報 

資助慈善團體 

捐獻 

公共報導 

社區關係 

一致的媒體 

銷售發表會 

銷售人員會議 

電話行銷 

激勵方案 

實例說明 

商展與展示會 

資料來源：《解構媒體環境變遷與報業發展趨勢》，張宏源，1999。 

 

以上的種種可以看出，中時與聯合兩大報系在報禁開放後，集團的策略也逐

漸採用商業管理策略的經營模式，與過去文人辦報的時代已有所不同，報社轉而

最重視的是收入，因此，為了增加報社整體營收，報業開始多角化經營策略，其

實對於原本的產品本質，也就是新聞內容勢必有所影響，其實早在 1996 年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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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報任命企管碩士出身的總編輯楊仁烽開始，聯合報系就已經開始由過去文人辦

報的精神逐漸轉向以商業為考量，從發行、業務經理到掌管業務的主管直接進駐

編輯部成為實質的長官，這讓編輯部開始充斥商業用語，所謂的新聞專業原則開

始導向商業專業規則。在經營策略的改變下，出現了廣告與編務合作的「整合行

銷傳播計畫」（李筱雯，2004）。 

 

聯合報系總管理處於 2002 年 8 月成立整合行銷小組，由報系總管理處副總

經理簡武雄操盤，主要目的就是把報系的資源發揮到極大的價值（《聯合報系月

刊》，2002）。主任林純如表示，報系底下的記者仰賴聯合報的光環得到資源與

人脈，如果不加以利用，回饋報系是很可惜的事情，於是成立了整合行銷小組，

將前述所說的資源加以整合運用。因為報系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廣告，因此藉由配

合決定廣告預算的各大企業老闆的喜好，幫助客戶協辦相關的企業公益活動，報

系便可以針對廣告客戶需求加以提案合作（《聯合報系月刊》，2002）。換言之，

整合行銷小組是結合記者的新聞專業加上報社資源形象，促進廣告業務。 

 

王君儀（2011）就指出聯合報系將綜效測略應用於報紙經營時，雖然獲得媒

體單位與活動單位的綜效效益，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綜效偏差」的疑慮。所

謂的「綜效偏差」，是指報業集團為了實現自身利益而對旗下媒體單位在新聞內

容上有所干涉，進而危害到媒體單位之新聞專業自主的現象。 

 

一般新聞資訊從組織外部進入編輯部核心到最後見報，至少會經過記者與編 

前會等守門程序，但是由聯合報系的活動新聞，卻是主要由活動事業處行銷部的

公關人員，透過電話聯繫告知記者採訪，此外，行銷部公關人員的主管也會告知

該名記者的編輯部主管關於活動相關資訊，該名新聞從業人員的主管便會再次提

醒記者，記得去活動現場進行採訪（王君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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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活動事業處主管告知編輯部主管的另一意義在於，讓編輯部主管在開

編前會議討論各版新聞配置時，能預先保留新聞版面給活動事務處，以利刊載活

動新聞。就新聞本質來看，公關新聞也算是一般新聞，公關新聞是否能上新聞版

面，必須視其新聞性以及話題性，也就是說不一定能登上版面。然而相較於一般

公關新聞，聯合報自家舉辦的活動新聞，卻是幾乎保證露出的公關新聞（王君儀，

2011）。也就是說，此類的活動新聞，並不是編輯部以及報導記者本身基於其新

聞價值以及新聞性而加以報導，而是因為顧及同集團的綜效效益以及商業利益所

作的報導，已經失去新聞基本價值。 

 

王君儀（2011）更指出過去媒體企業基於服務精神，會透過舉辦活動來回饋

社會，包括舉辦藝文展覽、體育競賽、演唱會等，但在報紙產業逐年衰退萎縮的

狀況下，以報紙事業為經營重心的報業集團無法透過報紙本業賺取更多收入時，

便開始將活動事業視為能在短時間內賺取高額業外營收的獲利來源。聯合報集團

將活動事業調整為營運重心的具體作法，是將原編制在《聯合報》編輯部底下的

「活動組」轉型為一級事業體「活動事業處」，並將活動事業處與報紙媒體《經

濟日報》合併為次集團「金傳媒」，同時派任以績效管理聞名的楊仁烽擔任執行

長。 

此外，更設計出所謂的「盈虧連結」機制，也就是由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每

檔大型活動，無論是盈餘或虧損，聯合報系底下的四報都必須承擔其責任，按照

四報各自的發行量來分攤，透過盈虧連結，每檔活動的成敗不再只是活動事業處

某一活動專案小組的責任，而變成是四報與活動事業處的共同責任，「盈虧連結」

不僅讓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更為密切，更直接影響到媒體單位產製

活動新聞的態度（王君儀，2011）。 

 

也就是說，聯合報底下的活動事業處與其他四報是唇齒相依的關係，一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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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事業處所主辦的活動虧損，其他四報也無法逃避責任，而活動興辦要成功，首

先當然就是媒體的露出曝光度，因此其他四報迫於這樣的壓力，對於其活動事業

處所指定要求的活動報導，勢必也無法完全基於新聞價值以及新聞性的考量，做

出公正客觀的報導。 

 

中國時報也為了在競爭的媒體環境中生存，開始尋求透過整合行銷策略來增

加報社收入。王雅芬（1993）的研究就指出中時報系當時進行的行銷策略可以分

為以下幾個方向： 

1. 圍繞以品牌核心價值為訴求的公益以及整合行銷活動，如展覽、政府企

業公關、講座和博覽會等。 

2. 差異化、專業化、消費區隔搭配整合傳播概念的全方位資訊平台服務。 

3. 透過整合行銷觀點與企業資源交換模式以零預算觀點創造營收。 

4. 以品牌資產、平台通路以及文宣優勢為主要資源基礎，透過編輯、廣告、

發行及組織的良好整合，以整合行銷傳播的方式創造以及開發多角化經

營方向，將品牌附加價值發揮極致。 

5. 致力經營創新品牌價值的服務平台，以延續企業生命力為目的之第二品

牌經營，如以逐漸成型的旅行業、物流業、出版業及未來很有潛力發展

為副品牌的醫學美容業等。 

 

當時的中國晚報陳國祥社長就認為報紙內容、報紙廣告版面或是大型展 

覽等，都是為了讓潛在消費者能接受進而使用或購買而決定的（王雅芬，1993）。

可以看出報社為了增加營收，報紙的內容也逐漸偏向商業化，而非基於公共利益

的角度出發。 

 

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也直言，景氣差加上廣告競爭激烈，實在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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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廣告低頭。俞國基指出，現在有許多廣告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以報紙公信力

為該產品背書，繼而影響消費者的判斷，在過去此種情形一定不被報社所允許，

但現在即使明知該類廣告不該刊登，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卻很難避免。面對

此種狀況，資深記者會向主編發牢騷，但就算不滿也是於事無補，大家只能默默

妥協。如何拿捏就在於總編輯心中的那把尺（徐毓莉，2002）。 

 

由前述可以發現報社在廣告收入大幅縮水的狀況下，每家報社都紛紛改變經

營策略，力圖開源，這樣的情況下，部份報紙甚至出現要記者拉廣告，或請鄉鎮

公所向報社訂閱里鄰長報的情況，這是報社為了生存所使出的花招，也讓人覺得

當前新聞倫理已被商業文化所污染，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大受影響。中時在

主辦兵馬俑展覽時，甚至要求記者拋頭露臉去賣票，這都是報業為了生存所使出

的花招（陳志成，2001）。過去，新聞從業人員仰賴的是新聞專業能力，但隨著

報社經營壓力越來越大，反而轉向要求記者也必須分擔業務，不管是報紙零售、

廣告銷售或是必須大幅報導自家報社所主辦的展覽或是活動。 

 

胡鴻仁指出，在競爭激烈的狀況下，報業也越來越強調一體化作業，強 

調互動，同時各部門都需要動員較多的人力，甚至有動員編輯部某些人爭取廣告

的趨勢（徐毓莉，2002）。此外，編輯部門受到來自於經營部門的壓力越日趨增

加，包括來自發行部門的市調結果、廣告部門的配合壓力等，都影響著新聞的專

業（徐毓莉，2002）。她進一步指出，在媒體環境條件的驅使下，新聞寫作或編

輯風格上，都轉為強調與讀者互動以及了解讀者需求；與廣告主的關係上，編輯

部高層主管也必須接受某種程度的妥協，但這都是為了因應環境改變，報社為了

營收所做的策略改變。顯然這場媒體風暴中，記者無法倖免於難，不但擔憂工作

岌岌可危，保有工作者更可能面臨新聞專業與倫理的掙扎，在媒體不自覺往市場

靠攏，新聞倫理與專業似乎也相對疏遠（徐毓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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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業的政媒關係  

報業除了經營上開始採用企業管理外，報社的立場對於內容上也有所影 

響，就台灣報業而言，解嚴後出現新的政媒情勢在李登輝主政後國民黨內所引發

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聯合報成為反李大本營。而新興報業〈自由時報〉被李登

輝之主流派收編，報業各擁其主的論述爭奪已然啟動，有著新的依附關係，開始

各持鮮明的政治立場，而省籍背景及統獨爭議漸成為政媒關係發展的主軸（蔡孟

真，2004）。 

 

台灣三大報深層結構上既存的政治立場，報紙的新聞、評論與標題深受報社 

老闆立場左右，許多觀察者都可歸納聯合報「反獨反共反李反扁」、自由時報是

「反共反統親獨親李」、中國時報則是「反獨反共反扁不反李」（田習如，2000）。

所以，解嚴後的 10 年間報業的政治立場清楚的反映出當時政治意識型態與政黨

制度的變遷的趨向，兩者呈現一致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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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報業政策的轉變歷程 

台灣報紙制度演變至今，與長久以來的政治經濟發展關係密切相關。如

Hallin 與 Mancini（2004）就認為研究媒介制度，必須置放在一個更廣泛的政治

及經濟結構中分析，透過國家的本質、政黨系統、經濟與政治利益間關係的型態

及公民社會的發展來看。因此本節將就台灣報業歷史的角度來看政府對於報業政

策的轉變過程，以了解是怎麼樣的政策轉變讓台灣媒介制度發展為目前的情況，

以至於報業必須依賴商業置入性行銷爭取更多的收入。 

 

一、報禁的實行 

1950 年代以來，政府以配合戰爭時期需求為理由，實行「報禁」（林麗雲， 

2008）。報禁的主要的依據法令有二：包括「國家總動員法」跟「出版法」（李瞻，

1987）。詳細的內容包括「國家總動員法」（1942）第二十二條規定：「政府於必

要時，得對報館、通訊社之設立，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品之記載，加以限制停

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記載。」，此外同法第二十三條也規定：「本法實行後，政府

於必要時得對人民之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加以限制。」出版

法（1973 年修正）中的第二十七條也規定：「出版品所需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

主管官署得視實際需要情形計畫供應之。」出版法細則第二十七條：「戰時各省

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為計畫為計畫供應出版品所需的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應基於

節約原則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調節轄區內新聞紙、雜誌的數量。」，以上的條文也

就是所謂報禁三禁的「限證」、「限張」與「限印」。 

 

報禁的「限證」，即是限制報證的數目；「限張」，即是限制報紙的張數；「限

印」指的是不得在報社所在地以外之處設立印刷所。在報禁的實行之下，在 1988

年開放報禁之前，「限證」使得報紙家數一直維持在 31 家，「限張」規定報紙每

日只能出版三大張，「限印」則是強制報社只能於報紙登記申報之印刷所在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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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王天濱，2003）。而依照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編印的「報禁問題問答錄」，

報禁中所謂的「限證」，是指限制新聞紙申請登記，「限張」是指限制新聞紙的篇

幅；「限印」是指限定新聞紙應在申請時，載明所在地印刷出版（蘇蘅，2002）。

陳國祥、祝萍（1987）則認為，政府的報禁政策除了限證、限張與限印外，還包

括「限價」。因此總結來說，報禁政策大致可歸納為三大部份，即是「限證」、「限

張」和「限印」。 

 

報禁政策解除之前，台灣報業體制是屬於威權統治影響報業專業表現的時期，

政府的力量相當深化報紙的言論政策跟新聞內容，報紙角色相當於國民黨的「侍

從」（林麗雲，2002）。周添成（1989）也認為政府金融壟斷、高度管制產業獨立

地位的維持這種報業保護政策，造就一群「既得利益者」。這些受保護的報紙與

戒嚴時期的金融、銀行、保險、交通、水氣燃氣等服務業一同在國內政經網路中，

在一個由上往下支配的權力系統中運作。李金銓（1992）則認為威權統治下，管

制之目的不是為了公共利益，而是為了維繫政權；所謂的政策可能只是工具。在

報業管制上，政府為了得到私人報業的支持，因此給予特定人士以辦報的特權與

優惠。換句話說，報禁時，台灣報紙的競爭形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體系

不同，而是政黨（國民黨）主控下的報業體系，經濟跟政治優惠都取取決於政治

權力，在此時期，政治力可決定報紙在市場中的經濟利益是否成功。使得各大報

在市場上具有壟斷或寡佔的傾向，因此各大報是在政府的人為保護下，進行有限

度的競爭。 

  

但是政府這樣的放任與給予特殊保護，也使得報業的結構越趨扭曲，市場行

為上也並未立基於公共利益上。報禁時期，政府為了平衡各報利益，只發放一張

報證給每家報紙，雖然政府表面上以法規嚴格發放報紙登記證，但是在政府的默

許下，兩大報的負責人後來都以高價購買經營不善的報紙登記證，重新登記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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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報紙，《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便是藉此發展為報團（林麗雲，2008；王

天濱，2003）。此外，加上 1960 年代對外是失去美國的承認與信任，對內則是國

內興起一股社會改革之潮，國民黨政府為了增加其統治正當性，加上《中國時報》

與《聯合報》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媒體，基於這樣的環境背景，為了爭取兩家報

社的支持，開放他們買下新的報證，《聯合報》買下《公論報》，更名為《經濟日

報》，到了 1978 年再買下《華報》並成立《民生報》，中國時報也於 1978 年買下

《大眾日報》，並成立《工商時報》（林麗雲，2008）。 

 

此外，國府更放任兩大報脫離「限張」與「限印」的約束，1957 年政府原

本規定各報每日每份只能發行兩大張，但到了 1967 年，為了爭取兩大報的支持，

將張數擴張到兩張半，又在 1977 年擴張到三大張，兩大報因此得以增加廣告的

數量（林麗雲，2000，頁 117）。限印的部份，原本兩大報不能在中南部設廠，

因此難以爭取中南部的地方廣告。但從 1970 年代開始，在國府的默許下，兩大

報以「換版」與「分版」的策略，以吸引更多廣告，於是在管制者的放任下，兩

大報的廣告市場與閱報率佔整體市場的三分之二（林麗雲，2008）。 

 

除了「限張」、「限證」、「限印」之外，此時期的中央政府對於新聞內容也多

有干涉。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為消極性的「不得刊登」；一種是積極

性的「務必刊登」。民國四十三年擔任《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後來表示，當

時主管宣傳業務的中央黨部第四組，時常對新聞是否刊登進行指示（阮毅成，

1980）。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一日記者節，英文《中國日報》社長兼主筆鄭南渭便

對於報禁時期政府種種對於新聞自由的干涉提出看法，他認為台灣新聞自由的障

礙，除了記者遭受到外在壓迫而形成的自我檢查，還包括了「法律條文的繁瑣」、

「報紙登記的限制」等（王天濱，2003）。所以報禁期間，國家機器監控新聞可

以說是無所不在、明目張膽，媒體本身並無反抗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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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禁所仰賴的出版法，其實是台灣傳播法規中最早制定的，但在制定與修改

的過程中，引起的爭議也最激烈（李瞻，1987）。因為出版法所涉及的是憲法所

保障的基本自由之一－出版自由，亦即新聞自由。李瞻（1987）指出民主國家皆

注重新聞自由，因為基於新聞自由可建立意見自由市場，服務民主政治；以及可

監督政府，保障人民之自由權利。因此民主國家無不努力為維護新聞自由而努

力。 

 

但對於新聞自由的定義，其實因為時代變遷以及地域都有所不同。李瞻（1987） 

指出，以英美國家為例，十六、七世紀時的新聞自由指的是出版自由，其含義為

出版前無須申請執照，免於檢查以及繳交保證金。但到了十八、九世紀，則擴展

為自由報導、自由討論以及批評政治的權利。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報業便提出「人

民知的權利」（People right to know）的口號，重新定義新聞自由。陳曉開（2011）

便認為英美國家對於新聞的自由模式，在許多國家一直被視為新聞工作實踐及新

聞教育唯一的典範，但說穿了是一種英美新聞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的外溢，在不加

思考與過濾中普遍的傳佈，台灣正是此一過程中最典型的接收者。 

 

多數民主國家基於對人民自由權利的尊重，都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保障「言論

自由」、「出版自由」、「意見自由」或「表達自由」等，雖然未清楚規定，然而，

隨著台灣的社會變遷，報禁的正當性日益薄弱。首先，「反攻復國」跟「戰時需

求」的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政府一度改口說，為了「避免壟斷」必須實施報禁，

然而在 1980 年代《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已占據七成市場時，「避免壟斷」的

說法也啟人疑竇（馮建三，1992，頁 159）。加上各界人士紛紛以「報禁違反新

聞自由，損害國家形象」、「報禁使得報紙登記證成為獲取暴利的捷徑」、「報禁使

公器淪為私器」、「報禁形成變相保護」、「報禁之法令依據脆弱」和「報禁阻礙報

業與國家社會正常發展」等理由要求開放報禁。因此為了緩和社會質疑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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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府宣佈解除戒嚴令時，也預告將解除報禁（林麗雲，2008）。 

 

二、準備解除報禁 

但是到底該如何解禁，因為報禁的解除對於社會有極大的影響，李瞻（1987）

其中他就提及可能會有以下影響：包括新報生存不易，色情與犯罪新聞之氾濫；

政論報興起，毀謗名譽跟侵犯隱私等濫用新聞自由情形在所難免；報業會形成少

數壟斷的產業；中時與聯合兩大報團雖然擁有龐大的全國發行網，但能否長期處

於優勢仍難以斷言；黨政軍與資金薄弱的報紙經營日益困難；報業結構改變，專

業報跟小型報將有一席之地；最後一項是大財團跟利益團體可能介入報業之經

營。 

 

當時對於報禁解除的方式，有三種看法（林麗雲，2008）：第一種是完全解

禁。這個是以「市場決定論」作為立基，即政府應取消一切管制，完全由「市場」

功能調節，因為市場可調節資訊的供需。中時與聯合兩大報即鼓吹這個觀點，並

希望能立即開放，而且愈快愈好。第二種則是中、小型報刊提出的是有限解禁。

它們期待在報禁開放後，能夠由中小型報紙邁向大報。因此，他們支持開放報禁，

但希望能逐步開放，不要立即放寬張數的限制，否則大報便立刻佔據整體廣告市

場（沈冬梅，1987，頁 86；自立晚報，1987.2.12:1）。 

 

中小型報紙之所以主張有限解禁，是因為過去兩大報在擴張時，就已經曾經

深受其害，因此希望解禁之初，政府能予以再規範，防止大報過度拓展，使得中

小型報紙無法與之並立。第三種方式是重建秩序。部份傳播學者則主張，報禁時

期並未建立合理的秩序，因此應先建立合理的市場秩序。他們基於資訊多元化的

理念，主張應防止報業的壟斷。他們所主張的「反壟斷」，可歸納在三個層次上：

所有權、內部治理、市場行為（李金銓，1987，頁 172；陳世敏，1987，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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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城，1987，頁 45-46；伍翠蓮、張娌嘉，1986；洪秀容，1987）。首先，在所

有權上，應將「反托拉斯」的理念應用於報業，限制報業本身壟斷以及跨媒介的

壟斷、以及報業跨產業的壟斷。再者，在內部治理層面上，「產業民主」的理念

必須加以實踐，報老闆不應壟斷言論與出版自由。主張所有權與經營權上應分離，

而且應建立記者工會，保障新聞人員的工作權利與專業地位，以避免新聞記者成

為利益團體的工具。第三，在市場行為上，基於社會責任與公共利益，報業應對

公眾負責。他們主張，應設立研究基金會，調查產業的狀態，建立銷數稽核制度，

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 

 

因此林麗雲（2008）便指出，使得政府在報禁開放前，不能快速地轉換思維

邏輯，採取對整體社會最有利的重建秩序之解禁方式，甚至採取放任政策，報禁

開放前，1987 年 8 月 26 日，新聞局主事者出席國民黨新聞黨部會議時，對該黨

部的同志報告報禁政策時即提到「（行政）院長一再提示，這是新聞界自己的事

情，應該尊重新聞界自己的協議，行政部門盡量不要干擾」（中國國民黨新聞黨

部，1987 年 8 月 26 日）。因此演變由業者自行協調。雖然各界對於報禁到底該

如何開放，意見分歧，前面所述的三種方式，其實前兩種方式，也都是報社基於

自身利益所提出的解禁方式，並無法完全顧及整體社會利益。此外，由此節一開

始所述，也可以了解到政府對於報紙的政策，也是以自身利益作為管制報業的基

準，並未以公共利益的角度考量。 

 

三、報禁開放後 

最後新聞局對於報禁開放後的政策準則，便以專案小組的報告和分區座談會

的紀錄為基礎，跟臺北市報業公會、臺灣省報紙事業協會及高雄市報紙事業協會

三個報業團體協商，決定於一九八八年元月一日正式開始增張、新聞局並於同時

開始接受新報登記申請，以及報價由各報視其發行張數，由報業公會分別協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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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等八項決議（薛化元，1993）。詳細八項決議內容如下： 

（一）報紙新聞字體大小不得小於六號； 

（二）紙張上限最多不超過對開 6 大張，下限最少不得少於對開 1 大張； 

（三）廣告與新聞之比例不做限制； 

（四）從民國 77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始增張，解除報禁，新聞局同時接受新

報登記申請； 

（五）新聞自律是政府專案小組於報禁開放後關心的問題之一，因此決議由

省市報業公會各推派兩位代表，與新聞局邀請的學者專家組成九人小

組，研究加強報業自律以及新聞評議會的功能； 

（六）報紙與廣告分版後不再擴增； 

（七）報紙價格視各報發行張數多寡，由報業公會審慎協商研討，並向主管

機關報備； 

（八）不再限制印刷地點。發行人資格則必須曾為新聞紙或雜誌發行人，或

是經教育部認可的國內外大學、學院或專科學校畢業，或經高等考試

或相當於高等考試的特種考試及格，或有關新聞出版的學術著作，經

著作權主管官署核准著作權註冊者。報紙登記的資本額，依規定為新

台幣三百萬以上。 

 

可以發現報禁開放後，報紙的主管機關新聞局對於報紙的規範權限只限於報

紙登記，報紙的相關規範實際都由報界自行協議或是仰賴自律，以及淪為金援監

督報紙媒體團體的金主，報禁開放後較具規模以及性質類似的團體有「新聞評議

會」、「新聞鏡周刊」、「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新聞局等官方單位都曾經給予補

助以及委辦（林照真，1999），由於本研究討論的對象為報紙，因此只就前兩個

團體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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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議會成立於報禁之前，是過去威權時代為了箝制新聞自由所成立的組

織，原本報禁開放前此組織就多被詬病成員組成缺乏多元性、評議項目只侷限於

社會新聞，報禁開放後其組織的媒體監督功能依舊不彰，以民國 80 年徐瑞希事

件為例，當時徐瑞希要求新聞評議會對其事件進行評議，結果新評會拖延兩個月

後決定不受理（林照真，1999）。新聞鏡周刊則是於民國七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創刊，是有鑑於台灣報禁開放後，媒體亂象叢生所誕生的刊物，但其監督媒體的

報導與立場的目的，只是為了使政府免受媒體攻擊，使得《新聞鏡》淪為政治立

場檢查的工具，並沒有發揮媒體自律的作用（林照真，1999）。 

 

因此報禁開放後，報紙的內容可說是無法可管，政府主管機關新聞局的功能

只是補助這些監督報紙的團體，使其可以生存，其他一概不談。到了 1990 年代

後期，無法可管的報紙隨著小報化報導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許多閱聽人批評

媒體以及監看媒體的活動與組織開始產生，其中這些對於媒體報導的反省，大部

分集中在色情與暴力（劉昌德，2007）。解嚴之後飽受批評的新聞會等八大團體，

在 2001 年便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成立後的首要工作

是執行新聞局委託的「淨化新聞迎向新世紀」專案，檢視報紙與電視的「色情、

血腥、暴力內容」（行政院新聞局，2004a:頁 41-43；林淑玲，2003）。顯現政

府開始呼應社會對於報紙煽色腥內容的不滿，開始有所規範。不過還是只侷限於

色情暴力的內容部分，關於置入對於新聞內容的影響，主管機關仍是無所作為，

也無法可管。 

 

甚至在 2002 年葉國興擔任新聞局長時，為了降低政府文宣成本，因此將各

部會文宣經費匯集「統一採購」，以整季甚至整年為期公開招標，置入對象包括

電視、平面及廣播等媒體，置入方式以電視較多元，涵蓋新聞報導的新聞專題、

戲劇節目、綜藝節目（曾韋禎、王貝林，2009 年 8 月 30 日）。「統一採購」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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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要是在葉國興、黃輝珍及林佳龍擔任新聞局長的 2003 至 2005 年期間，兼

具一般政令宣導廣告及置入性行銷功能。 

新聞局還在 2002 年透過部會經費匯集來統一向媒體採購廣告以及置入性行

銷報導（曾韋禎、王貝林，2009 年 8 月 30 日）。等於政府透過經濟力，間接以

政治力量影響媒體內容，也就是所謂的政府置入性行銷。雖然到了 2011 年 1 月

12 日通過了「預算法增訂第六十二條之一條文案」，規定未來政府機關、國營機

構或是政府資金轉投資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財團法人，都不能執行置入性行銷（施

曉光、林恕暉，2011 年 1 月 13 日）。雖說這次的修法內容可規範報紙的政府置

入性行銷，但對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部分依舊無法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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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討論與小結 

一、報業廣告收入大減讓報社經營壓力變大 

報業最主要的收入是仰賴廣告，報禁開放前，由於「限證」政策，使得報紙 

的家數原本就不多，競爭對手少；此外「限張」政策的實行下，報紙版面並不多，

加以報紙原本就是以新聞內容為主，廣告的版面可說是極為有限，加上媒體也少，

如此供需失衡的狀況下，報業對於廣告是握有議價權力，因此報業仰賴廣告收入

維持報社經營並不成問題。受訪者 A1（2012.05.25）甚至指出，過去廣告主想要

刊登廣告於報紙上，還需要給予報社業務部門人員佣金。 

 

以前我們報社最早期的時候，他說要登我們報社的人事廣告，或是比較

大的房地產廣告，你需要比較大篇幅的，他說你都要怎樣呢？都要給廣告部

的人佣金耶，都要私底下給佣金…你要請他，你要拜託他…你要上不是只要

有廣告費而已，我連要上版面，都要私底下給這些大哥錢…我不是只有廣告

費比人家多，我甚至還要偷偷賄賂那個人喔，趕快把我的廣告日期趕快給我

卡起來…我覺得應該是報禁還沒解除的時候，那個時候真的是很風光的時候

（受訪者 A1，2012.05.21）。 

 

但隨著報禁開放後，報紙的家數與版面增加的情況下，報社對於廣告的議價

權力其實不如過往，又因為電子媒體的興盛，電子媒體廣告也侵蝕到報紙市場的

廣告大餅，使得報紙廣告在廣告市場中的比例節節敗退，加上媒體集中購買制度

的產生，更是壓死報紙廣告的最後一根稻草，報業全然失去與廣告主或是媒體代

理商的廣告議價權力。 

 

 報業在廣告市場的角色逐漸被電子媒體取代以及媒體集中購買制度等因素

夾擊下，原本的幾家報社廣告市場比過去已經縮減，加上 2003 年蘋果日報進入

台灣報業市場，相對也侵蝕掉中時、聯合以及自由原本三大報的廣告量。廣告收

入減少的情況下，報社勢必另外開源，調整經營政策。而報紙開源的方式，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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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將自身新聞產品向商業化靠攏，也就是置入。原本報紙因為仰賴廣告收入，

或多或少就有廣告主的壓力，但是隨著報社對於財源的渴求，也只好在新聞專業

與經濟利益間做出妥協。受訪者 D4（2012.05.25）就指出： 

 

我覺得一剛開始一定是因為媒體被打壓，這就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吧，因

為媒體本來就有廣告主的壓力，可能是這種像找工作這種，最能淺顯易懂，

但後來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個興起，後來可能是財源比較困頓吧，就開始

有編業這樣子（受訪者 D4，2012.05.25）。 

 

受訪者 A1（2012.05.21）也指出，報紙財源困頓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原本的廣

告收入，受到網路與其他電子媒體的興起影響，廣告主轉向將廣告預算投向新興

媒體，原本廣告收入是報社的經濟命脈，受到新興媒體的衝擊之下，廣告量大幅

下滑，報社當然必須另尋出路，自然而然就是將報導作為商品販售給廣告主。 

 

因為你說為什麼會有置入，我覺得前因是因為他以人力廣告為主，其實

報社圖的是廣告，特別是人事廣告…但後來網路興起…所以我們的人事廣告

就少很多嘛，對我們的衝擊也是很大，這個本來是你的經濟命脈，但後來就

沒了，因為網路的興起啊，然後再加上說，那個你說政府有宣傳，那種的活

動宣傳，其實他們很多都是會帶電子媒體去的嘛，電子譬如說我這個活動，

我想要打全國性的，就直接上全國性的電台，要不然我就是地方的，就去找

地方，因為你早期還沒有所謂地方電視台，現在都有了（受訪者A1，
2012.05.21）。 

  

二、報紙無法可管 

另一方面，報紙在報禁開放、出版法廢止之後，對於報紙違法之行徑是無法

可管，只能單靠報紙媒體的自律以及媒體監督團體，但是觀察報禁開放後的報紙

媒體內容，可以說是每況愈下，閱聽人也開始針對各種媒體亂象成立媒體監督團

體，這也迫使政府又重新開始規範不良媒體內容，只是多數規範範疇為色情以及

暴力內容。關於報紙置入的部分，還是無法可管，一直到了 2011 年元月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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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法修法，才有法源依據對於報紙的政府置入性行銷進行規範，但報紙商業置

入性行銷仍舊無法可管。受訪者 I9（2012.07.06）就認為，新聞版面的商業置入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但是因為預算法只能規範公部門，使得報紙商業置入部分仍

是無法規範。受訪者 G7（2012.06.19）也指出，報紙置入最麻煩的是，即便它違

法，也沒有法源依據可做規範，即便是 NCC 的廣電三法也無法對於報紙置入加

以規範。 

 

加上前面一部分所說，報業原本最大宗的廣告收入銳減，報紙又屬於法律規

範的三不管地帶，也讓報紙商業置入有了趁虛而入的空間。 

 

三、廣告主對置入有其需求性 

除了因為報業環境的改變，導致廣告收入大減，以及報紙的商業置入本身就 

是法律漏洞，受訪者 F6（2012.06.19）指出，其實廣告主本身對於置入也是求之

不得，同樣的公關費用或是廣告費用用於購買商業置入報導，除了與廣告一樣可

要求版面以及內容之外，另一方面，因為置入報導對於消費者來說，與一般的報

導無異，可在不知不覺當中對於消費者達到說服的效果。 

 

就是業者或私人業者或機關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反正我只要花錢我就

會有我要的東西，而不是我還要去花一堆公關費辦記者會啊，那說不定那時

候也沒有什麼人來，或者是他們寫的又不是我要的，那我就寧可花同樣的錢…

我花的這筆錢一定有版面，可是有時候我花了這筆錢如果沒有用置入性行銷，

那也未必是我要的，所以那時候那些公司行號可能就會覺得說，那我不要預

算嘛，我就直接開下去啊，而且這樣很省事啊，就是很方便，我要什麼妳就

給我什麼，而且有錢的機關來說，那不算大錢啊，那只是一兩萬什麼的，我

就可以拿到我要的，而且又都是好的效果（受訪者F6，2012.06.19）。 

 

四、以三大媒介模式看台灣報業發展歷程與商業置入的關係 

如果依 Hallin 與 Mancini（2004）三大媒介模式來看，其中第一個指標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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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產業發展」，可以發現報禁開放後，台灣報業主要以商業體制的大眾報業為市

場主流，以不同的論述立場以及商業促銷手段攫取市場，但爾後由於報業市場受

到電子媒體競爭的影響，使得報業經營上日趨困難。 

 

第二個指標「國家與媒介」的關係上，雖然台灣的媒介與國家之間在財務與

組織制度上皆已各自獨立，目前市場力在媒介經營的考量上已超過國家力量，但

國家卻以政府政策推廣預算的名目，展開所謂的政府置入性行銷，且預算或資源

的分配亦與媒介的政治論述是否貼近政府施政意識型態有關，台灣的國家與媒介

大致已符合形式分立，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經營，政府並無可資直接掌控媒介的工

具，轉而以「廣告主」的姿態間接的降低媒介對抗的可能性，但整體而言，國家

對媒介的管制已逐漸退位至市場秩序的規範。 

 

「媒介政治平行性」指標上，台灣則是大眾報業面臨戒嚴管制解除時，即展

開市場化及內容標準化的嚴酷競爭，但言論立場結構未變；「新聞專業化」的部

分，台灣雖然受到英美自由模式的影響，報禁開放後，外於政治力的商業媒介體

系逐漸形成，順利完成黨政與媒介分立的過程，國家也逐漸鬆綁對於媒介的管制

與規範，但是新聞自律上，既沒有民主統合模式具有制度化的自律模式；另一方

面也沒有英美自由模式中，媒體內部高度自律的良好傳統，因此也間接促成報紙

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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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專業之影

響 

由於台灣報業廣告市場結構、報業經營以及政府報業政策三大部份的轉變，

直接或是間接造成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而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

盛最直接顯現出的是，報紙對於廣告收入的強烈依賴性。但是當媒體依賴廣告的

程度越高，新聞表現越差。馮建三（1997）以英國為例，指出報紙對於廣告依賴

的影響，包括減少了地方、社區報紙的生存空間，使得做為資訊來源的報紙在地

域和觀點方面的多元性降低，新聞內容傾向於軟性新聞，減少公共事務及嚴肅新

聞的報導，報紙政治立場日趨保守，新聞與廣告界線也愈趨模糊。當報業為了增

加整體營收，以商業置入性行銷迎合廣告主的需求時，除了失去報業過去被社會

賦予的社會公器作用，更直接影響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與新聞產製。因

此本章將就深度訪談的資料進行分析，輔以相關文獻，整理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

銷對於新聞專業與生產到底產生哪些影響，最後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新聞專業的定位 

 由於本章主要解析的是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以及新聞生產到

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因此首先呈現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所定義的新聞專業以及

新聞的本質，作為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在報業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後轉變的對

照。 

 一、專業知識與技能 

 錢玉芬（1998）認為新聞專業的第一項為「專業知能」，包括專業知識與專

業技能，專業知識是指專業實際表現所需要的理論性基礎，而專業技能則指完成

專業表現所需要的過程與技巧，由訪談的資料可以發現，新聞從業人員也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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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面向，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知的專業技能與知識兩部份，前者指的是完成專

業表現的過程與技巧，也就是完成一篇報導所需要的新聞採訪技巧。身為一名新

聞從業人員，最基本需要具備的專業技能是採訪寫作，包括查證新聞內容是否屬

實、判斷新聞重要性、優先性以及新聞簡潔化等；後者的知識則是依據記者所跑

的路線，所屬領域的相關專業知識，如財經線的記者需要具備相關金融知識（受

訪者 D4，2012.05.25；受訪者 B2，2012.05.23；受訪者 F6，2012.06.19）。 

 

 關於新聞專業的第一部份：新聞專業技能與知識，其中新聞專業的技能，受

訪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產製一篇報導所要呈現的面向包括真實、簡潔，以及新

聞寫作上必須具有批判性以及衝突性，以增加可看性。此外，由於新聞的重要性

會隨著時效而有所變化，因此負責版面安排的主管級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也必須

根據當時的狀況進行判斷，讓讀者所接收到的新聞資訊是最新且最重要的。受訪

的新聞從業人員就曾提及： 

 

你要把這個新聞做得簡潔有力，或是真相就真的是一個真實，然後資訊

沒有錯誤，我覺得這也是要考慮自己的訓練。一般新聞我們最簡單就是抓重

點、畫重點，然後或者是把議題衝突性突顯出來，你就可以去質疑他，或是

寫一篇特稿，或者是去找反面的意見啊，去支持你的立論啊！然後或是看一

篇新聞最重要的點是什麼然後呈現（受訪者 F6，2012.06.19）。 

 

我們其他一般新聞的處理流程是說，你會根據他的重要性說，我今天要

不要放這則新聞，我八點鐘放了這則新聞之後，如果十點鐘有一個更新的進

展或是更重要的新聞進來之後，我可能會換掉我之前的那則新聞，他是隨時

會因為新聞的專業性而做專業的考慮（受訪者 I9，2012.07.06） 

 

 受訪者更進一步表示，除了新聞專業技能之外，依據其新聞從業人員所主跑

的路線，必須擴充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受訪者 B2（2012.05.23）就表示財經線

記者雖然具備的財經專業知識不一定比專家來得深厚，可是基本的相關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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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必備，這才能完成一篇基於新聞專業客觀角度的報導，而非有聞必錄。 

 

從財經的角度來看，您必須要有相關知識，因為記者不一定是個專業的

財經人士，但是他們可以仰賴這些財經人士的，他們要有一些對於財經方面

的知識，那他們在跟這些財經界或金融界的人士做訪問或是訪談的時候，才

不會因此被對方拉著跑…如果你沒有一些基本的資訊的話，你就會淪為被對

方牽著鼻子走（受訪者 B2，2012.05.23）。 

 

 新聞從業人員應具備的新聞專業，除了完成新聞報導的採訪寫作技巧之外，

加上因為主跑路線的不同，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也有所不同，不能只侷限於所處領

域的專業知識，必須多元地擴展核心外的相關知識。 

 

其實是個人問題，這應該是多角度，因為每個人學的不一樣，有的人可

能不是學新聞這個學系、科系或系所嘛，那應該是說，就是說我覺得應該要

培養就是比較多元，你可能不用很專精，你寫資訊或是採訪都會有幫助（受

訪者 B2，2012.05.23）。 

 

受訪者 B2（2012.05.23）進一步指出，例如科技線記者除了知曉該產業現況

之外，對於股匯市相關資訊也必須有一定的了解，因為許多科技公司都有上市上

櫃，而科技產品的上市，對於其公司股價以及競爭公司都會帶來影響。因此多面

向的相關領域知識也是新聞從業人員該具備的新聞專業之一。 

 

例如你跑科技產業金融產業，你對他們上市上櫃的狀況，你也會需要有

一些了解，那你對他們的產品，你有時候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他們

產品上市之後，對整個產業的狀況跟影響也都要有一些概念，我們以宏達電

來看好了，他們的手機，他們的這個品牌在股市會有影響…那他們跟國際的

競爭品牌對手，例如三星，他們會有什麼樣的一些關係…他其實是一個整體

性的，不能單純只看他的產品，或是只看他的股市，或是只看他的某一面。

就是你要有多角度多面向的一個了解（受訪者 B2，2012.05.23）。 

 

 因此根據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的資料顯示，新聞專業的第一部份：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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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能，前者為新聞從業人員依據所主跑的路線其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技能的

部份則為完成一篇報導的新聞寫作與採訪技巧等，又包括如何將新聞資訊簡潔化、

呈現重點以及強化其衝突性與批判性，以增加可看性。此外，還有依據新聞的重

要性，主管級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適度地做版面的調度。 

 

 二、新聞倫理 

 而新聞倫理的部份，本研究從 Kocach 與 Rosenstiel（2007）所提出的新聞專

業倫理本質原則：首要是忠於事實；二是忠於讀者；三是獨立於其報導對象；四

是扮演獨立的監督角色；五是新聞消息來源必須多元；最後則是新聞從業人員有

責任發揮個人良知。因此將根據以上原則對於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本部份將分為

四個部份來解析前述新聞倫理內涵。 

 

 （一）忠於事實與讀者 

 忠於事實是新聞最重要的首要本質，67%的受訪者都特別強調，新聞之所以

與廣告、戲劇、電影等其他傳播內容不同之處在於，新聞從業人員所呈現的報導

是真實而非杜撰，報導的作用在於讓大眾知曉需要被報導的事件。呈現真實的新

聞其實與忠於讀者是一體之兩面，新聞從業人員呈現真實的新聞內容，是對自己

以及讀者負責的專業表現，以及對於工作專業的認同。 

 

我覺得新聞最重要的是報導世界上需要被知道，符合公平正義原則還有

真實的東西。我覺得身為一個新聞記者，誠實非常重要，需要忠於自己的良

心吧（受訪者 D4，2012.05.25）。 

 

新聞有很多很重要的價值，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是真實，因為如果新聞

不是真實的，然後他裡面有造假或是有被安排的成份存在，他就不叫作新聞，

她可能叫做戲劇，可能叫做娛樂等等（受訪者G7，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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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最重要的就是真相，就像是連續劇或是藍色蜘蛛網，真相就只有一

個。對啊，因為你寫什麼東西，你餵給讀者什麼東西，看什麼東西或是給他

們什麼資訊，你一定要先務必求精確，寧可先去查證，再把這個消息透露出

去。不然到時候烏龍事小，那如果是有搞出人命來什麼的，那我覺得這樣也

顯示你的不專業，那也顯示你對這份工作的認同（受訪者 F6，2012.06.19）。 

 

（二）獨立於報導對象以及扮演監督角色 

除了真實以及忠於讀者之外，78%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為了以公正客

觀的評斷報導實踐媒體第四權監督的角色，獨立於報導對象是絕對必要的。因此

這也是新聞記者實踐新聞專業不可或缺的部份，新聞記者必須獨立於採訪對象，

基於公正客觀以及顧及公共利益，透過報導監督政府、企業或是利益團體等（A1，

2012.05.21；I9，2012.07.06）。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 H8（2012.06.22）就表示： 

 

其實通常新聞記者就是要，尤其是像如果你是跑政府單位，或是希望做

些監督，做些批評，然後比較是以所謂公義的價值為主。那當然有時候牽涉

到個人的部份，就是免不了他今天他在那個領域他是名人，若有涉到一些他

私領域的部份，他的知名度很大，你還是免不了需要去可能要做到類似的報

導（受訪者 H8，2012.06.22）。 

 

另外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更進一步指出，新聞倫理一個很重要的部份，就是

要與受訪者保持一定的距離，更不能收受任何利益好處，這也是過去報業非常強

調的新聞倫理之一，因為報社擔心記者收賄，會直接破壞到新聞從業人員與受訪

者原本的平等關係，並且影響新聞報導內容的公平客觀性，但報紙商業置入性行

銷的興起，除了代表著新聞從業人員與受訪者關係的失衡，更深一層的來說，也

顯現出報社過去堅守的新聞倫理防線崩壞。 

 

我覺得商業的部份，其實對於新聞界的要求，以前跟現在都是一樣啊，

就是說你應該還是要本於記者中立的角色，所以你不應該去，就是你即使是

你跟對方採訪，你也要保持一個距離，那當然你不要去收受類似什麼錢或是

幹什麼的，報社一開始也耳提面命的東西，就是你應該要維護的嘛，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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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中立的立場，這也是記者應該做的，你拿了錢就會覺得說，好像是不

是要幫忙（受訪者 H8，2012.06.22）。 

 

總而言之，新聞倫理第二部份的定義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本於真實的原

則進行報導之外，還必須獨立於採訪對象，甚至更進一步，替公眾進行監督

的動作。 

 

 （三）新聞消息來源多元 

根據受訪的資料顯示，89%的受訪者認為在實踐新聞倫理時，多元消息來源

也是重要的一點。一篇新聞報導需要的是多角度觀點，而不是只有單一的消息來

源，透過多方訊息的提供，建構出完整的報導，雖然實際上執行上或許有困難，

但是仍必須盡力去實踐。 

 

因為我覺得在學校學的，不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正反並陳嗎，然後除了

資訊要正確之外，然後要正反並陳啊，不要違背什麼新聞倫理啊，但是其實

這些都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概念，那當你真的進入社會的時候，你會覺得你這

樣的一個概念要怎麼去落實，有時候並不是這麼地容易（受訪者 F6，
2012.06.19）。 

 

 受訪者 F6（2012.06.19）進一步指出，撇除新聞倫理必須呈現多方面向的原

則，就讀者方面來談，讀者也有主體性以及權利，需要知道同一新聞內容的不同

面向，因此新聞從業人員當然更應該呈現多元面向的新聞資訊，還給讀者判斷新

聞的權利。受訪者 G7（2012.06.19）也認為基於真實的原則下，新聞從業人員是

可以就不同的角度與方式去呈現一則新聞內容，只要呈現的原則不失新聞本質。 

 

人家也還是有主體性要知道比較反面或是比較不一樣面相的資訊，你可

以再還給他們比較多的對新聞的控制權或是判斷力之類的，假設那是他們的

專業（受訪者 F6，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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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重要真實的前提下，我覺得他還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

像有些新聞他可能適合作成專題報導，她可能適合作成全版深度的專題，那

她可能可以六百字八百字就達成，我覺得最終還是回歸到那個新聞的本質，

跟她裡面要呈現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受訪者 G7，2012.06.19）。 

 

受訪者 I9（2012.07.06）也指出，以報導政策的新聞為例，照理說依據新聞 

倫理的原則，新聞從業人員在呈現政策內容時，應該要多方面呈現政策的優點與

缺點，提供多元的訊息以供讀者能夠自行判斷政策的好壞，但是置入性行銷卻破

壞新聞涵蓋多元面向觀點的原則，只是單一呈現廣告主想呈現的資訊。 

 

台灣媒體雖然不必在擔心像戒嚴時代那樣子，政治力伸到你的媒體裡面，

你講說什麼新聞可以登，什麼新聞不能登，但現在反而是，政治力用錢來決

定什麼新聞可以出現，什麼新聞不能出現，因為當政府部門在用錢來買置入

性行銷，然後用新聞的方式出現的時候，也代表媒體在那個政策上，不會去

特別監督。因為那個單位已經是用買廣告的方式去單方面發言，民眾就失去

多元分辨政策好壞的機會（受訪者 I9，2012.07.06） 

 

（四）新聞從業人員發揮個人良知 

其實前述的新聞倫理五個面向：忠於事實；二是忠於讀者；三是獨立於其報

導對象；四是扮演獨立的監督角色；五是新聞消息來源多元等五項新聞倫理原則

的實踐與否，最重要都是立基於最後一項－新聞從業人員發揮個人的良知。67%

的受訪者都有提到，新聞從業人員最基本的新聞倫理，就是忠於自己的良知，不

應該為了利益違背基本的新聞專業與倫理原則。 

 

受訪者 D4（2012.05.25）就認為身為一個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的

良心。如同其他行業一樣，身為醫生不應該收取病人紅包，老師也不應該收取家

長的好處，身為新聞從業人員當然也不應該因為利益而罔顧個人良知，因為發揮

個人良知這件事情是一個行業基本的倫理自律問題（受訪者 G7，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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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7（2012.06.19）更進一步表示，新聞從業人員在發揮個人良知的實 

踐上，必須根據事實，從新聞專業角度出發以及基於新聞本質，報導值得讓讀者

知道的新聞，因為媒體第四權監督的權力，是仰賴於民眾的信任，因此報紙商業

置入性行銷可以說是新聞從業人員已經將個人良知與民眾信任拋諸腦後，等同於

欺騙行為。受訪者 F6（2012.06.19）也認為新聞從業人員的個人良知是金科玉律， 

過去報業一直為人所敬重的余紀忠及王惕吾等報業前輩，正是因為他們對於新聞，

一直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 

 

就是要有一個立場啦，這我覺得這是不能用白紙黑字去說，就像是什麼

是金融什麼是政治，其實沒有什麼絕對性。可是這就是看你自己報業或是身

為一個媒體人的規範在哪裡，余紀中或是聯合報的王.....他們之所以會讓人

家覺得很尊敬就是他們有所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們可能沒有講出來但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是做媒體，是要對大眾的腦子負責之類的（受訪者F6，
2012.06.19）。 

 

三、新聞自主性 

新聞自主性可以分為幾個面向：（一）有無選擇採訪題材的自由；（二）有

決定新聞該被強調的重點；（三）媒介組織中有無受指派採訪；（四）報導內容

是否被刪改（Johnston, 1976）。訪談的資料顯示，具有十年以上經歷的記者都指

出，早年其實新聞從業人員對於採訪議題的決定權相當高，新聞從業人員可以基

於公共利益以及自己的興趣，去決定採訪的議題。主管只就大方向提出修改建議，

因此早年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報導的發揮度很高。 

 

其實說我們報社，我們對記者，其實早期，是還滿尊重的，譬如說我早

期我可以自己策劃一些專題，一切系列報導，那我有興趣的都可以來寫，會

讓你去發揮，那我覺得說這對一個記者就是說，你想要深入了解什麼議題，

你想要自我要求，你想要在這個公共領域上有什麼表現，在工作領域有什麼

發揮，那其實那個發揮度很高（受訪者 A1，201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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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近幾年，受訪者表示新聞自主性受到十分大的影響，記者主動向主管

提出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議題，現在的主管不一定會採用，反而會要求記者採訪

其他議題。受訪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便表示： 

 

以前喔，其實這要分幾個角度來講，譬如我們做專題的時候，當然自己

專題的發展可能主管會有些意見修正，可是基本上都是往一個正向發展，讓

你可以寫得更好。可是現在我會覺得就是主管干涉的東西會比較多，就是他

比較不相信記者自己在外面採訪回來的東西，記者譬如說到了報告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沒有什麼什麼的，為什麼沒有什麼什麼的，可是就是沒有什麼什

麼啊，要我去哪裡生？不管啊，他就要你生出來（受訪者 E5，2012.06.01）。 

 

過去的新聞從業人員是能決定其新聞的重要性，其主管也多會聽從記者的專

業建議。但是目前完全是以高層決定為主，新聞議題與重點的決定，其決策力完

全操之於高層，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自主性已逐漸式微。受訪的資深新聞從業人

示指出： 

 

我覺得早年的記者自主性是很強的。譬如說，你這條線跑了很久，你經

營了很久，你是有自主性的，有些記者甚至是你跟長官講說這個重要不重要，

可以做大或不做大，這在比較早年的時候（受訪者 H8，2012.06.22）。 

 

 資深的新聞從業人員其實對於這幾年的新聞自主性的轉變相當感嘆，主管除

了對於報導內容的刪減掌握生殺大權，連決定採訪的議題干涉度都變大。記者對

於新聞重點的控制權越來越小，新聞報導的篇幅、可否繼續發展以及是否登上版

面，完全都由主管裁量，新聞從業人員毫無決定權。 

 

可是我覺得近幾年來，這樣的情況就已經漸漸地在打破中，就是說有很

多時候是他今天到底要不要做這條新聞，有時候不是記者，當然有時候說記

者比較資深，記者願意跟她講說，我覺得可以怎麼弄，他會聽從你的建議，

但是有很多時候是，譬如說他們是在開編前會，他們開編前會，因為總編輯

或是高層的主管說這個可以做，就會要求要做大，那其實這個再蘋果更明顯，



 

105 

 

蘋果他們就是今天這條稿子要不要剪不是記者說了算，都是他們去開會的時

候，上面的人決定的，這條今天要不要或什麼的，連要不要他們都已經講好

了（受訪者 H8，2012.06.22）。 

 

總而言之，可以從訪談資料顯示出，早期的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自主性包括

有無選擇採訪題材的自由；有決定新聞該被強調的重點；媒介組織中有無受指派

採訪；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等。但是到了現在，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自主性似乎

只剩提出採訪題材的部份，但是否能夠被主管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在報紙商

業置入性行銷興盛之後，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自主性勢必又受到影響，這部份留

待下一節再做說明。 



 

106 

 

第二節 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對新聞專業之影響 

一、對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影響 

（一）從新聞專業者淪為宣傳者 

如同前一節所提，新聞專業的第一部份－新聞技能與專業知識，為新聞從業

人員最基本的專業能力。其內容包括完成一篇報導的技能以及相關主跑路線的專

業知識。但是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讓新聞從業人員從「專業者」的角色

轉變為「宣傳者」，原本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根據自己的新聞技能以及專業知識完

成報導，包括找尋議題、訪問相關消息來源以及新聞報導寫作，但是報紙商業置

入性行銷的興盛，除了破壞固有的新聞守門模式，也讓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技能

與專業知識毫無用武之地，新聞從業人員只能被迫去參加所謂的「研討會」等活

動，「紀錄」下活動的過程 ，替廣告主宣傳，除了事先被要求報導寫作上必須

強調某些議題之外，還有由於報紙的置入是以字數作為計算，為了按照業主要求

的字數，許多時候新聞從業人員無法從乏善可陳的置入活動或研討會中找出可寫

的新聞內容，導致新聞從業人員只好以贅字填充不足。另一種狀況則只是就廣告

主所提供的公關稿與資料進行修改，新聞從業人員完全不必撰寫報導。這也顯現

報紙商業置入對於記者的新聞專業技能嚴重的影響。最後還需通過廣告主的審稿，

才能登出。 

 

像我們之前做那個很多業配…因為我是跑經濟的，我也知道金融主啊金

控那些，也都常常會下業配給你……你就等於是去做一個紀錄者，然後最大

的不同就是，除了你寫完要給他們看，因為付錢的是老闆。然後他們看了之

後，在你寫之前他們會告訴你說，我們會希望你多呈現…譬如說十個議題，

你要多呈現這裡之類的…或者是有一些學者可能有一些意見他們不喜歡，他

們就會希望你把它改掉，或者是刪掉這樣子（受訪者 F6，2012.06.19）。 

 

你整個要露出的面向或是整個文字的處理上，都會有一些影響，那可能

該名記者文字很精練，或是很言簡意賅，但為了充字數他就必須要加入贅字，

或是加入很多不必要的字詞，或是有官冕堂皇的話之類的，就讓別人覺得這



 

107 

 

篇新聞非常地沒有重點…因為你知道寫新聞就是寫重點嘛，那如果沒重點的

東西，你怎麼寫，所以你就會覺得很鳥啊，妳就不會想要掛自己的名字，因

為那個稿子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公關稿啊，你就只是把他放上去，你會沒有

成就感啊，因為你又不能寫自己的東西，不然妳就是把他們給你的東西整理

一下，換句話說，包裝一下不就好了啊（受訪者 F6，2012.06.19）。 

 

身為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其實被外人要求修稿，對於記者本身是一件極為傷

害專業的行為，除非是報導內容中有太多專業的資料，才會適度請受訪的相關專

家幫忙檢閱以及潤飾。受訪的一位新聞從業人員就表示，其實由於主跑路線的專

業知識龐雜，為了避免報導內文中相關的專業知識資料錯誤，適時地讓受訪的專

家先行看稿並且潤飾的狀況是有的，只是為求報導精確無誤，但是置入性行銷只

是單方面地要求新聞從業人員所寫的稿子完全以廣告主角度為主，並且是由廣告

主決定報導內容是否可以刊載，而非基於新聞專業所作的精確客觀報導，記者的

新聞專業精神蕩然無存。 

 

置入性行銷簡單來說，就是出錢的是老大，你要寫什麼就是寫完要給對

方看，然後還要修，那我做記者很討厭的一點就是說，我今天採訪你之後，

你跟我說稿子要給你看，我其實自己本身對於對這個部份，有時候我是可以

接受的，但我接受的前提是譬如說有些東西是財經真的很專業的，數字可能

會錯，或是法規的東西可能會錯。我會願意，某個部份我會願意讓你先看過，

可是對於你個人人物的形容啊，那個就不要給我囉哩八嗦的，像有些老記者，

你跟提這個要求他會翻臉，可是當你是置入性行銷的時候，你就沒有辦法拒

絕（受訪者 E5，2012.06.01）。 

 

雖然表面上，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從業人員來說，流程沒有什麼變

化，一樣是採訪以及寫新聞稿（受訪者 H8，2012.06.22），甚至有記者以「完全

不需要用腦」的說法來形容撰寫商業置入報導時，新聞專業知識與技能完全是派

不上用場（受訪者 F6，2012.06.19），純粹就是進行機械式的紀錄而已。 

 

其實對記者來講，我就是去採訪，然後我就是寫稿，其實它跟一般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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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沒有什麼不一樣。那差別是來自於說這個不是你自己的，這是被奉命去

的，而且老實說，他叫你去做那個置入性行銷就是他根本就是沒有新聞性…

這是違反你的新聞專業（受訪者 H8，2012.06.22）。 

 

（二）記者業務能力凌駕新聞專業之上 

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所仰賴的是新聞專業，但隨著時代變遷，報業營利短收

的情況下，報社只能盡量開闢更多的財源，而商業置入性行銷就是其中一種，因

此，有的報社不只要求記者執行置入性行銷的專案，甚至鼓勵記者主動向廣告主

爭取置入性行銷或是廣告預算。評斷記者的優劣標準也不再以報導功力為基準，

反而是以業務能力為主。 

 

我們社長講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我真的覺得超經典的，他講說目前報社

狀況很不好，你們都知道嘛，所以我們報社現在要的記者，當然第一等的就

是，就是一流記者就是業務能力要好，新聞能力要好，那二流記者就是業務

能力好，然後新聞不怎麼樣，然後三流記者齁，就是業務能力不好，勉強新

聞能力還不錯，那四流記者就是兩個都不好的，那他那時候講這個話的意思

是屬於末流記者的，你們自己就自己看著辦，如果報社將來有裁員計畫的話，

你們當然就會被列為首選對象（受訪者 A1，2012.05.21）。 

 

 這種業務能力至上的風氣，其實與新聞從業人員原本內化的新聞專業以及新

聞倫理形成衝突，過去記者所認知的新聞專業以及應該遵守的新聞倫理在目前利

潤至上的報業，反而顯得格格不入。另外，業務能力也變成了升等考核的標準之

一，而不是只是單純考量跑新聞的專業性。 

 

說實在我還沒唸新聞之前，我要念大學之前，我覺得新聞是一個專業，

記者是一個專業，等到我大一進去好失望，因為百分之八九十根本都不是念

新聞出來的，那時候我開始覺得沮喪，那我念新聞跟那些人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受的什麼新聞倫理理念，擺在這邊根本沒有用啊，為什麼呢，

同事他只要覺得說他業務能力好，我不會把你看在眼裡（受訪者 A1，
201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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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還有就是你媒體記者也分為兩種，一個就是有業務能力的，一

個很簡單就是你只會寫新聞的，只會跑新聞的。那很簡單，你只會跑新聞你

沒業務能力，那你升到一個底的時候，後生晚輩就把你幹掉了啊，你就沒有

競爭力了啊，那你有業務能力的，當你業務已經到了一個點，突破不了的時

候，你也要滾蛋啊（受訪者E5，2012.06.01）。 

 

大家後來也知道，…報社有一陣子希望是要把它列入考績，另外一報沒

有明白列入考績，可是會影響升遷，就是說報社要找主管的時候，尤其這一

組它會有很多業配來源的時候，他就會找那種比較願意配合的當主管，他不

會找一個像我這種（G7，2012.06.19）。 

 

二、對新聞倫理的影響 

（一）破壞新聞最重要的本質－真實 

美國新聞編輯協會在 1923 年發表的「倫理公約」，內容首要強調新聞必須是

事實（Kocach & Rosenstiel, 2007, p. 56），但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即是破壞新聞最

重要的本質－真實。前一節也有提及，67%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都提到忠於真實

為新聞專業倫理的內涵之一，可是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卻破壞新聞最重要的本質

－真實。置入的報導內容並不是基於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判斷而產生，不論是字

數與呈現的面向上，都是立基於廣告主的要求，當新聞都開始變質時，新聞品質

勢必下滑（受訪者 F6，2012.06.19）。 

 

除了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報導導致新聞從業人員無法基於新聞專業的判

斷，提出質疑甚至進一步提出批判，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 F6（2012.06.19）也表

示，他們無法對於執行的置入性行銷報導提出質疑甚至呈現反面觀點，只能被動

地呈現廣告主好的面向，相對來說，報導內容所呈現的真實就有所偏頗。 

 

一般新聞我們最簡單就是抓重點，畫重點然後或者是把議題衝突性凸顯

出來，然後或是看一篇新聞最重要的點是什麼然後呈現，但置入性行銷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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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覺得這是最重要的，或是今天這東西人家說他的執行率是98%好了，可

能你自己知道明明就沒有，可是你不能報這個點，因為人家不會給你報這個

點，但是你如果是在一般新聞處理上，你就可以去質疑他，或是寫一篇特稿，

或者是去找反面的意見啊，去支持你的立論啊，可是如果是在置入性行銷上，

你可能發現有一些疑問，但是你就是不能去呈現這個點，那可能在事實真相

的呈現上面就會有落差（受訪者F6，2012.06.19）。 

 

由於置入性行銷報導的方向是由廣告主決定，就真實性以及事實呈現上，絕

對與新聞從業人員基於新聞倫理與專業判斷所做出的新聞報導有所差異，其所帶

來的傷害禍及讀者的信任、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甚至是整體社會文化。 

 

你本來覺得還不錯的新聞，但後來你知道真相之後，你就會覺得大受打

擊或是滿受傷的，那到底有什麼是真的，那種真實性跟事實度的呈現上面，

變得說你以後看這份報紙你要相信多少，看這本雜誌或是這篇新聞你可以相

信多少？人家講的可能都是真的嗎？真的那麼好嗎？所以我覺得這對整個文

化、新聞文化或是新聞專業或判斷上，其實是有一定殺傷力的，因為變得你

要呈現的不一定是這麼百分百，因為你一定是有受到上面廣告主的一些控制

啊，或是想法上的指使這樣（受訪者 F6，2012.06.19）。 

 

 受訪者 G7（2012.06.19）也提出他反對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最大原因，就

是其對於新聞本質的傷害，因為置入報導產製的動機已經不真實，並非新聞從業

人員基於新聞專業，報導真正具有新聞價值的內容；報導一則新聞的考量，已經

從過去的新聞價值轉為對於報社的經濟效益。 

 

可是我為什麼最反對置入性行銷的原因是，因為它是最根本的去破壞到

新聞的本質，也就是剛才講的真實，它的出發動機已經不是真實，不是因為

這個新聞值得被採訪，值得被報導，值得讓讀者知道，你才去報導，而是你

是為了錢才去報導（受訪者G7，2012.06.19）。 

 

（二）失去監督功能與獨立角色 

林照真（2007）認為在專業新聞理念中，要求媒體應強調監督的角色。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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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也提及 78%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為了以公正客觀的評斷報導實踐媒體

第四權監督的角色，獨立於報導對象是絕對必要的，因此這也是新聞記者實踐新

聞專業不可或缺的部份，新聞記者必須獨立於採訪對象，基於公正客觀以及顧及

公共利益，透過報導監督政府、企業或是利益團體等（A1，2012.05.21；I9，

2012.07.06）。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卻破壞了媒體監督的功能以及獨立角色，因為置入性行 

銷是用錢買的報導，想當然爾，置入性行銷的報導自然不會對廣告主進行監督與

批判，就如同廣告主刊登廣告一般，報導的內容是由廣告主決定。受訪者 I9

（2012.07.06）就表示： 

 

你如果一般新聞該監督該批判，你都不會手軟啊，但置入性行銷政策就

是因為你是用錢買的新聞，你裡面就是不會有任何監督跟批判的字眼，從標

題到內文，都不會有監督跟批判的可能性，最大的差別是在這邊（受訪者 I9，
2012.07.06） 

 

受訪者 D4 也表示（2012.05.25），過去記者為了善盡媒體的監督功能，關 

於業主的批判仍是直言不諱，但報紙商業置入破壞了記者與業主平等的地位，正

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新聞從業人員批判的力道因而遭到削弱，也間接

造成第四權監督的功能不彰。更進一步，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也造成某些廣告主

只要有龐大的經費購買置入性行銷報導，便能夠躲避公眾的監督（受訪者 I9，

2012.07.06）。 

 

因為你做了新聞置入之後，你會有一個，因為記者這個是左手拉關係，

右手拍關係，那你記者今天拉了置入之後，你沒有辦法再去，你今天接受業

主之後，你沒有辦法有力道去針對這個公司做任何批評，因為你已經拿人手

軟了，所以妳就是沒有辦法，你的力道絕對是減弱的，這就是惡性循環（受

訪者D4，201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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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講的是新聞版面或者是新聞時段的商業置入，這部份其實越來

越嚴重，可是預算法規範不到，因為預算法只能規範公部門，所以這部份呢，

他會造成一些大財團，譬如說大型金控，這些都可以用大量做置入性行銷的

方式去逃避公眾應有的監督（受訪者 I9，2012.07.06） 

 

 換句話說，報紙商業置入讓新聞從業人員變成企業的傳聲筒，只呈現好

的一面給讀者，不僅未盡到提供完整訊息給讀者的責任，也未善盡監督的責

任（受訪者 D4，2012.05.25），如此一來，首要衝擊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士

氣，許多新聞從業人員認為新聞工作有其第四權的責任感，置入卻削去了新

聞從業人員為民監督的功能。二來久而久之，讀者發現失去監督功能的報紙，

也不會願意支持了（受訪者 H8，2012.06.22）。 

 

因為你就是為企業，為政府成為他們的傳聲筒，只是報正面光明的新聞，

最後的結果就是跟你在看人民日報是一樣的，只有好的政績，好的事情，雖

然兩個的前緣是不一樣的，但是結果都是一樣狀況，你只要有錢，就可以把

它變得好的，整篇都給你，那你寫那麼大篇好的，對股民而言都是利多消息，

那是利空再哪裡？全部都看不到（受訪者 D4，2012.05.25）。 

 

我覺得其實最壞的就是說，你不要說今天對於你的報紙角色，願意為專

業堅守的員工，可能就走了，可能就不想做了，最壞的就是說等到比較多的

讀者都發現的時候，他們就會喪失所謂對於媒體扮演的角色，他們會質疑啦。

質疑的話，大家就更不想看。至少現在還存在某方面的信任感，但一旦他知

道這個東西的時候，那個信任感不見的時候，我覺得你媒體就更難維持（受

訪者 H8，2012.06.22）。 

 

（三）新聞消息來源太過單一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與一般新聞最大的不同，就是新聞從業人員所採訪的消

息來源單一，完全就是從廣告主方面獲取資訊來源。就新聞專業的角度來說，消

息來源等於被控制，前面一節有提到，作為一個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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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消息來源，呈現同一事件的多重面向供讀者解讀，但是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的報導，只能單面向站在廣告主有利的角度進行報導，讀者無法得到多元化的訊

息內容；另一方面，新聞消息來源被控制，也等於新聞專業中最重要的「新聞自

主性」已全然消散。 

  

我覺得這是一個連串性的東西，因為等於是說你新聞源頭直接被控制住，

假設對一個業配來說，一個新聞源頭他要呈現的東西都被廣告主控制住，那

控制住之後新聞記者也就沒有主體性，他就是呈現出廣告主要呈現出的東西，

那相對的餵到讀者這邊，讀者在看到的時候，他也只能接觸到這樣子一個資

訊，譬如說全部的資訊他可能只能接觸到三分之一，他看不到那三分之二，

一方面對他們來說，也不公平（受訪者 F6，2012.06.19）。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單一的消息來源，讓新聞從業人員無法呈現更深層次的

新聞報導內容，更嚴重的一點是，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往往不會只分配給某一家

報社，因此單一消息來源的報導內容會出現在不只一家報紙內容當中，過往，新

聞從業人員可能會因為所屬報社的立場以及自己的專業考量，即使是同一事件的

報導，往往每家報社所呈現出的報導內容，都因為消息來源不同而有所差異化，

這也是民主社會中媒體的重要功能－提供公眾多元資訊，讓公眾能在資訊完全流

通的狀態下，進行討論。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卻抹殺了這項功能。 

 

另一方面，對記者來說也不公平，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得知全面的資訊之

下，那你就沒有辦法跑出比較高層次一點，你就可能無法去思考說這則的新

聞意義是什麼…以報紙來說，你發了四家業配好了，你四家業配都是寫一樣

的東西，跟你那天辦記者會，可能這兩家是你要的，這兩家是你不要的，因

為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讀者群嘛…我看到那個跟這個寫的不一樣，我可以跟你

討論…可是當你去做業配的時候，看到全部都是一樣的，那是不是就等於是

思想的一種控制，當然沒那麼嚴重，當然我是說如果你把它再高層次一點就

會變成這樣，長期下來的確是不好的啊（受訪者 F6，2012.06.19）。 

 
通常不會只下一家，通常都會兩三家，或三四家，那也要看你的性質啊， 

像如果是工商經濟，他們幾乎都是金控業在下的，因為一般民眾可能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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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那什麼金控啊那些或是精算師都是他們，所以他們就是會看性質（受

訪者 F6，2012.06.19）。 

 

三、對新聞自主性的影響 

關於新聞自主性的定義，可分為：是否有選擇採訪題材的自由、決定新聞被

強調的重點、有無指派採訪以及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Johnston, 1976）。其實這

四個面向牽涉到的新聞自主性，不只是影響到前線新聞從業人員，也包括主管級

的新聞從業人員，根據訪談資料，78%的受訪者表示，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

的影響，不只是佔掉報紙的版面，相對來說，也排擠具有新聞價值的新聞版面；

此外，前線新聞從業人員表示為了置入性行銷的報導，壓縮到原本跑新聞的時間

（受訪者 A1，2012.05.21；受訪者 F6，2012.06.19；受訪者 G7，2012.06.19）；

主管層級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也指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也影響到他們版面調

度的編輯自主權。 

 

（一）排擠真正具有新聞價值的新聞版面 

受訪者 A1（2012.05.21）就表示，由於近幾年來報業環境惡劣，報社近幾年

為了增加收入，接了過多的置入性行銷專案，由於他原本主跑的路線原本就屬弱

勢，使得他主跑路線的新聞無法登上版面的情況越來越頻繁。即便他本身不接置

入性行銷，但同一版面的置入性行銷報導仍會排擠掉他自己本身基於新聞專業所

報導的新聞。 

 

受訪者 D4（2012.05.25）也表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確排擠到他自身與

其他同事的正常報導的版面，因為廣告主偏好某個時間點刊登業配合作的案子，

有時候業務部甚至將主要版面賣給多家業主，再加上廣告版面的部份，其實所剩

版面並不多。受訪者 D4（2012.05.25）更進一步表示關於中時以及聯合兩家報紙，

時常將版面置入自家所主辦的展覽新聞，雖然支持自家公司所主辦的展覽情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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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但基於新聞專業的考量，其實是不應該佔掉原本的版面。 

 

一個禮拜七天嘛，我們禮拜天沒有消費版，禮拜天是專題，但就是我們

一個禮拜六天，其中有兩天，禮拜三跟禮拜四是新聞特別多的時候，就是各

方消費，因為那兩天算是新聞比較熱的時候，就是他們說新聞比較熱的時候，

就是比較多議題可以討論的時候，這兩天通常也會有很多的廣告，那我們一

個版，我們消費其實兩個版到三個版啦，但是我們大概有十二個十三個記者，

可是我們每天有非常多條，但是因為業主他們會買版面，所以一定會排擠到

（受訪者D4，2012.05.25）。 

 

聯合跟中時都會辦展，那他們辦展有時候就很喜歡寫展覽的藝文新聞 就

是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有這個展覽，但是也不用一直寫，我知道他們多少

還是想要做一點（受訪者D4，2012.05.25）。 

 

因為版面本來就有限，一個版最多只能有七八條新聞，加上記者原本一

般採訪的報導就不少，業務部多接的置入性行銷專案其實勢必排擠到正常的

新聞版面。 

 

因為譬如說一個版，頂多給你塞七條到八條新聞，可是我們有十二十三

個，我忘記到底實際是幾個，我們有十幾個記者，然後我們其實最低限度的

quota是一個人一天要寫三篇，所以其實大家都寫的話，就會多達三十幾篇，

但其實不會每個人每天都這樣子，因為有些人要去寫專題，有些人要做其他

事，而且我們還有小開本。但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樣算，它確實排擠到。

因為也許他今天賣了一個頭條，他再賣了一個二條，三條，那我們就剩不了

多少（受訪者D4，2012.05.25）。 

 

受訪者 A1（2012.05.21）就表示，過去編輯部會依據新聞價值來安排報導是

否見報，但目前編輯部考量新聞見報與否的標準，首要標準為是否有業務合作，

再者考慮才是新聞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是原本相對弱勢的路線新聞，在現今利益

至上的報業中，受到忽視的程度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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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在我們報社登廣告，那他所有的這個活動的大小新聞，就會寫上這

是有廣告的業務配合…就請他們一定要上，那編輯部就是這個新聞就要給我

上，所以呢，什麼藝文啊又更難上，因為他們的編輯考量，譬如說能不能見

報，有沒有業務優先，新聞性的優先，再來可能是市政的優先，就是有業務

的一定最優先，那沒有業務的，我們就回歸到新聞的重要性來考量，所以東

扣西扣，真的能上的，真的要靠運氣（受訪者 A1，2012.05.21）。 

 

受訪者 F6（2012.06.19）也進一步指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除了排擠到具

有新聞價值的新聞報導版面之外，另外一點也間接影響到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產

製流程時間，由於置入性行銷的專案有簽約，因此新聞從業人員不得不全程採訪，

加上業配的採訪時間偏長，間接也壓縮到其他正常新聞的採訪時間， 

 

可是有時候就會變成你為了接業配，你必須壓縮你其他新聞時間…因為

通常真的有業配的新聞真的都要花滿長的時間，兩三個小時跑不掉，因為你

那時候等於是文字紀錄者，你也不能先走…那萬一當天那時候有發生重大新

聞，就等於你沒有什麼時間處理，或者是說你要花更多的時間先把業配弄好，

譬如說你今天弄，明天就要出來，你就是要先有這個東西啊，因為那是談好

了，不然你是不是就開天窗了，所以等於是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弄好（受訪

者 F6，2012.06.19）。 

 

資深新聞從業人員 I9（2012.07.06）也強調，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除了它本

身明明是廣告，卻偽裝成新聞，進一步排擠到具有新聞價值的新聞，讓讀者無法

實踐知的權利。 

 

沒有什麼不同啊，因為他就連形式上，完全都裝的跟新聞一模一樣，那

現在他的要求，就是要求你擺在新聞版面裡面，所以他也就佔掉你一定的新

聞字數，譬如說他是一千字的話，我們報紙大概一塊版整版字數大概是四千

字，那如果一個置入性行銷他佔了一千字的話，他就等於佔住你一千字的新

聞版面，新聞就只剩下四分之三，等於只剩下三千字，所以他不但被當成新

聞在處理，他還是佔掉實際上新聞的空間…他最大的傷害是他讓一些原本可

能會見報的新聞就不見了，因為置入性行銷的關係，那所以我們就會少看到

很多，讀者就會少看到很多，這個社會上應該被注意的事情（受訪者 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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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6）。 

 

 總體而言，報紙商業置入除了其報導本身為不具新聞價值外，連帶地佔據其

它有價值的報導版面。報紙與擁有 24 小播放時段的電視新聞台相比，其實一天

只出刊一次，版面有限。第一章研究動機也有提到，目前台灣報業還是所有媒體

主要的議題以及內容提供者，民眾也傾向於從報紙得知重要資訊。報紙商業置入

佔掉過多的版面，無法呈現更多更詳細且具有新聞價值的報導，其實相對地讓報

業優於其他媒體的特質無法完全發揮。 

 

（二）影響編輯部主管版面調度的編輯自主權 

擔任過主管級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也表示，其實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不只對

於基層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造成影響，也對於他們在做最後新聞版面安排時

造成影響，因為業配的新聞報導字數往往不少，但目前的報紙版面最多四千五百

字，在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的狀況下，導致資深新聞從業人員進行合版作業

時，必須捨棄掉許多新聞從業人員辛苦採訪來的稿件，捨棄的量甚至高達八成以

上，這些被捨棄的報導或許才是值得被讀者關注的議題，因此置入性行銷不只是

沒有新聞價值的新聞，更讓具有新聞價值的報導無法見報（G7，2012.06.19；

I92012.07.06）。 

 

所以我執行的業務，真正有接觸到業配大概就是去合版的時候，有一次

很誇張的是，有一則新聞他一口氣就來了一千八百字的業配，現在的報紙版

面大概可以容納四千字出頭到四千五百字，那一千八百字是將近半版都是業

配，可是我合的那個版，每天進來的稿量是一萬字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說那

個版大概有八成以上的稿子都要被丟掉…業配多到一個氾濫的地步…（受訪

者 G7，2012.06.19）。 

 

主管級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 I9（2012.07.06）更表示，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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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他們的工作造成兩股壓力，第一是處理與廣告主相關新聞時，必須更加慎重

小心；另外一個更直接的是，他無法依據自己的新聞專業對於版面做安排，只要

置入性行銷的稿件一來，即便沒有新聞性，置入性行銷的稿子依舊仍可以見報，

因為這就是現今報社的政策，即便違反新聞倫理，主管階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仍

必須配合。 

 

有些部份就是很不舒服啊，就是主管確實會有暗示說，有些譬如說是大

廣告主，所以處理新聞的時候要慎重一點，那當然這也是一種壓力，那更直

接的壓力是說，就是說置入性行銷他直接塞給你稿子說，這是置入性行銷的

稿子，然後你非登不可，我是說我在處理版面調度的時候，版面安排的時候，

那那樣的稿子你明知道它是置入性行銷，可是它是報社整體的政策，你就必

須要做安排，讓他能夠見報（I9，2012.07.06）。 

 

過去編輯部主管的工作之一，就是根據新聞的重要性，決定哪些報導可以見

報，過去的業務部門即便只是希望放置廣告於新聞版面中，只要編輯部門認為版

面不足，便可以加以回絕，但是隨著報社經營越來越艱困，開源更顯得重要，因

此編輯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權力關係可說是此消彼長，現今置入對於報社來說

等同於收入，因此編輯部並沒有拒絕的權利。 

 

過去業務部門會來說，今天譬如說四版新聞版，有廣告主說想要來登一

個廣告，希望放進來，如果是在過去呢，編輯部門就會說，我今天新聞非常

多非常緊，就會說抱歉實在沒有辦法，就你會去跟廣告部門說不，因為今天

動態新聞太多太重要，所以沒辦法。但現在不是這樣啊，現在是如果廣告部

的人來跟你說，今天四版有一個四分之一的版面的置入性行銷，它佔大概一

千字左右，加上一張照片，他講了就算數，就定了。編輯部就沒什麼…除非

是說天大的新聞…才能夠推得掉，否則這樣子因為人家已經接案了，那就定

了（受訪者I9，2012.07.06）。 

  

此外，受訪者 D4（2012.05.25）也指出，雖然他們報社的業務部對於業配內

容不會多所干涉，但是有時候業務部接了過多業配，例如當天版面賣了兩個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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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其實這就讓編輯部主管在版面調度上有所限制。 

 

我知道還好，因為他們其實不太會干涉我們，除非他們今天譬如說，嗯，

除非可能那天他賣了兩個頭條，就變得我們要做雙頭條，或是版面比較難喬，

這比較煩（受訪者 D4，2012.05.25）。 

 

 （三）置入的新聞內容主要由廣告主決定 

由於置入性行銷的報導等同於將廣告版面賣給廣告主，因此置入的報導內容

完全是由廣告主決定，一開始廣告主就會要求希望呈現的議題內容，寫完之後還

需要經過廣告主審核，包括後續修改以及刪減報導內容，整個報導產製過程等於

是廣告主控管，新聞從業人員淪為寫手（受訪者F6，2012.06.19；受訪者E5，

2012.06.01）。前一節提過新聞自主性其中兩個面向包括：有決定新聞該被強調的

重點以及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Johnston，1976）。置入性行銷報導可說是完全破

壞這兩個新聞自主性的原則。 

 

除了你寫完要給他們看，因為付錢的是老闆，在你寫之前他們會告訴你

說，我們會希望你多呈現…譬如說十個議題，你要多呈現這裡之類的。然後

或者是有一些學者可能有一些意見他們不喜歡，他們就會希望你把它改掉，

或者是刪掉這樣子…因為他們付錢，他們看完可能覺得ok，再編輯再照我們

的流程。可是變的說內容就是他們在控管啦，你等於是我要呈現什麼，你就

得呈現什麼，我只是你的寫手（受訪者F6，2012.06.19）。 

 

置入性行銷簡單來說，就是出錢的是老大，你要寫什麼就是寫完要給對

方看，然後還要修（受訪者 E5，2012.06.01）。 

 

受訪者 F6（2012.06.19）更直言，業配對於新聞自主性造成一定程度影響， 

當然還是要看業配的內容與議題，有時他們還可以負責撰寫置入的報導內容，但

有時候廣告主的要求是直接用他們所提供的公關稿照本宣科，記者變成只是掛

名。 

那如果是有牽涉到業配的話，自主性或許就會打個七八折，然後也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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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議題啊…譬如說接的案子字數多，那有時候你可能只要接一條八百字的，

那你可能就可以反正八百字還比較好寫，就塞一些東西這樣，可是如果他要

你寫個一千字的話，一個六百字什麼的，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痛苦，因為你不

知道要塞什麼，因為真的都是很鳥的東西（受訪者F6，2012.06.19）。 

 

那個稿子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公關稿啊，你就只是把它放上去，你會沒

有成就感啊，因為你又不能寫自己的東西，不然你就是把他們給你的東西整

理一下，換句話說，包裝一下不就好了啊，所以妳就覺得很鳥（受訪者F6，
2012.06.19）。 

 

不過置入報導的內容不一定完全就由廣告主決定，報社有時候只是把版面賣 

出，但內容呈現上主要還是由新聞從業人員構思與撰寫。受訪者 D4（2012.05.25）

就表示消費版面的新聞本來就比較容許置入的空間，就他自己報社的狀況，大部

分的廣告主並不會對於置入的報導內容有過多的干涉，除非是長期合作加上廣告

預算龐大的客戶提出要求審稿，但編輯部還是會有所斟酌，因此他們報社所執行

的商業置入，影響的新聞自主層面是指派採訪以及選擇報導題材上。 

 

那我們如果是做那種所謂的置入性，我們其實是叫編業，我們事先都會

知道我要寫的這個東西是編業，倒是不會有什麼壓力…我自己的話，他們不

會對我做任何的要求，我們就是去採訪然後寫，然後我們稿件也不需要給他

們看，但只有那種，譬如說是那種下非常非常多預算的，譬如說它可能是這

個月的總quota可能是排行最前面的，第一或是什麼的，因為那種又是那種很

長期配合的客戶，他如果提出這種要求，我們才會考慮，但不一定真的會給

他看，但基本上是不會給廣告主看的（受訪者D4，2012.05.25）。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各家報社的新聞從業人員執行置入的自主度仍有所差異 

，依據廣告主置入議題的不同以及各家報社堅持的原則，有時候新聞從業人員在

撰寫商業置入報導時仍有一定的主控權。 

 

（四）廣告主以廣告預算要求撤除負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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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廣告主除了以直接購買置入性行銷報導影響新聞自主性外，也會透過

撤銷廣告預算的間接方式，威脅媒體撤除不利於企業形象的報導（McManus, 

1995）。受訪者 B2（2012.05.23）便提到報紙產業與廣告主之間對新聞產製影響

的角力從過去到現在有很大的變化，過去由於報紙版面有限，加上競爭媒體不多，

報紙版面的廣告供不應求，連要登廣告都需要再三請託，遑論要求記者能夠在新

聞中提到業主的相關正面訊息，但是目前的情勢卻是完全轉換，業主反而能以廣

告預算要求報社撤除不利於企業主的新聞，報社沒有拒絕的餘地。受訪者 H8

（2012.06.22）也指出過去媒體較少、文人辦報的時代，並沒有廣告主以廣告預

算要脅撤除新聞報導的狀況，但現在業主就會以直接或是間接等方式去影響報社，

撤除對於其不利的消息。 

 

因為出錢是最大的，加上報紙現在跟三十年前的局勢是顛倒過來的，以

前是廣告主求你讓他上報紙的廣告跟新聞，現在是業主的勢力大，他可以要

求說你們今天寫的某某新聞是跟我有關的，然後是不利於我的，他可以要求

把它抽掉，其實這個很多家都有，只是這些東西檯面上看不到（受訪者 B2，
2012.05.23）。 

 

以前媒體比較少啦，報紙還是文人辦報的時候，他比較不會因為說我今

天要撤你廣告，類似這樣子他就不會，可是現在somehow你還是會看到，或是

有一些對老闆比較不利的新聞，這是有可能的，就是用撤廣告的方式，去直

接或是間接的影響（受訪者H8，2012.06.22）。 

 

受訪者 B2（2012.05.23）進一步舉例，擁有龐大廣告行銷預算的廣告主確實 

對於新聞內容是有一定程度影響力，他就舉例，蘋果日報曾經由於不撤除廣告主

的負面新聞，廣告主曾經一年都未在其報紙刊登廣告，即便是閱報率第一的蘋果

日報也無法擺脫廣告主強勢以廣告預算干涉新聞自主。受訪者 C3（2012.05.23）

更直接表示，他所主跑的路線完全就是以廣告主要求為主，因為他們並不仰賴讀

者這端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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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不要寫我們這樣，包括蘋果日報也是一樣，因為某家電器銷售商，

他是通路商嘛，他也擁有製造商的行銷預算，譬如說它就有一筆三百萬的行

銷預算，他是從各個製造商這邊來的…那他拿到這筆行銷預算，就下一個廣

告，那他今天除了取決於價格壓低外，還取決於一個…他握有很多行銷資源，

他就很強勢，其實他包括蘋果，他都是抽廣告，然後也有一年都沒有刊過蘋

果的廣告，即使像是蘋果這麼大的，至少是閱報率第一，然後這樣子的報紙，

照樣是停止刊登（受訪者B2，2012.05.23）。 

 
隨著競爭激烈，過去報業榮景不再，報業為了生存，只能一再對廣告主妥協， 

包括配合廣告主進行置入，將置入做為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但是也增加了廣告

主對於新聞內容的控制權，對於新聞自主造成更大的影響。 

 

現在報紙的局勢是顛倒過來，現在業主最大，這樣的情況下，為了生存，

你就要用業務的，讓業務部門跟編輯部門一起去包括不管是拉廣告或是置入，

去替公司增加收入，不然公司沒有收入沒有錢就裁員，這就是惡性循環（受

訪者 B2，2012.05.23）。 

 

（五）指定新聞從業人員採訪的情況大增 

 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影響到其中一個新聞自主層面－指派採訪的程度，由於

置入新聞並不是基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判斷所選擇的採訪題材，而是因為

已與業主簽約而必須指定採訪。根據訪談資料以及文獻，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

指定採訪可分為幾種，一是業務部接案，指定編輯部執行採訪；二是編輯部主管

指定同部門新聞從業人員進行採訪；三是新聞從業人員自行接案，被廣告主要求

到場採訪（受訪者 G7，2012.06.19；受訪者 F6，2012.06.19；受訪者 A1，2012.05.21；

王君儀，2011）。受訪者 G7 就表示商業置入報導的執行（2012.06.19）又可分為

兩種：一是業務部接案，交由編輯部執行；第二種是業務部自行接案，由部內人

員執行。 

 

他的來源有很多種，有可能是廣告部直接拉進來，你只是被迫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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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是廣告部自己拉進來，廣告部自己執行，只是吃掉你的版面（受訪者

G7，2012.06.19）。 

 

就我們會依哪個線是你的，那你那天可能剛好比較有空，那長官就會說

那你做這個這樣子（受訪者F6，2012.06.19）。 

 

受訪者 D4（2012.05.25）就表示以他們組內為例，關於置入的採訪，是由業 

務部先告知他們部門主管，知會業主所購買的版面大小，再由主管告知相關路線

的記者採訪，如果是長期合作的客戶，主管都會要求組內員工幫忙採訪業主的其

他相關活動新聞，作為對於廣告客戶的回饋。 

 

因為他們事先會跟我的主管說，可能誰要買多大的版位，他的版面大概

要多少這樣，那一般來說，除非是頭版啦，他如果買頭條的話，就會比較明

顯，最好做嘛，那他如果不買頭條，他只是買一個欄位的話，就隨便我們放。

那他如果是那種比較友善的客戶，可能會長期下約…那可能他的一些活動，

我們也會幫忙支援什麼的（受訪者D4，2012.05.25）。 

 

因為我是跑網購的，他們剛開幕的時候…那我們有收到說要寫這個東西，

那他們那時候剛開台的時候，老闆就有說不然幫他們做一個人情，小開頁，

要幫他們拍那個推薦的東西在上面，然後我那個時候有去拍，我幫他們用，

叫他們拿東西過來，幫他們拍幫他們寫這樣子（受訪者D4，2012.05.25）。 

 

可以發現，許多時候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新聞的指定採訪，讓編輯部主管或

者是新聞從業人員並沒有拒絕的權利，只能照單全收，這其實完全違反新聞專業

的原則，受訪者 H8（2012.06.22）甚至指出，一度還被報社強迫採訪置入新聞，

過去報社耳提面命的新聞專業倫理，如今卻完全拋之腦後，完全就是報社帶頭違

反新聞專業倫理。 

 

我就說他那個時候逼我們去採訪的時候，我就覺得滿生氣的，不舒服，

很痛苦，因為這違反我的新聞專業倫理，就像我剛剛講的，這本來是我們當

記者要恪守的，這公司本來應該要替你保護的，他本來是要求你要做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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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竟然是違反的，竟然要求你去做不應該做的事，你就會覺得很那個（受

訪者H8，2012.06.22）。 

 

（六）一般專題報導常被業務部要求附加置入報導 

業務部除了常將所謂的商業置入報導強行加入版面之外，或是要求編輯部幫 

忙撰寫置入報導外，連編輯部策畫的一般專題報導也不放過加以置入的機會，專

題報導的特性與一般新聞不同，常以系列或多篇文章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因此

在篇幅上可以更長、題材更廣泛以及牽涉的範圍更多，可以花一星期、一個月、

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進行後續追蹤報導，等於是說，專題報導如果與一般置入報

導相比，專題報導版面大，連載時間長，吸引讀者的機會更大，所以當業務部發

現編輯部規劃的某些專題報導題材有置入空間時，便會要求編輯部加以配合。 

 

 編輯部所規劃的專題報導，主要是希望將值得重視的話題，透過專題報導的

方式，延長報導主題的生命，讓話題能夠持續受到社會矚目，是新聞從業人員基

於公共利益考量，希望透過新聞專業讓民眾對於某些事件或是主題有更多的思考

以及警覺，並非希望藉此牟取商業利益。 

 

可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曾經執行一個專案，那細節我不要講，那還沒開始

執行規劃的時候，那時候就曾經擔心業務部，因為這是一整年的專題，而且

版面很大，半板。每天半版到一個版，所以曾經因為要執行那個專題，我們

整組曾經跟業務部有過一個衝突，那也是因為那個衝突保障了那個專題後來

沒有被置入（受訪者 G7，2012.06.19）。 

 

很有置入的空間，也不是說我們如果不去吵架就一定會置入，可是那個

趨勢是很有可能，就是說一開始就是整組去吵架，吵說那個專題如果有任何

的置入的話，我們就整組就不做了。也因為這樣這個專題本身是沒有置入的，

可是後來是採用別種的方式，就是他每個月有不同的贊助商，可是贊助商他

不能干涉內容，我覺得用 sponsor 的方式是很 ok 的，這是完全沒有違背所謂

的新聞倫理，那這是一個（受訪者 G7，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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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編輯部與業務部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力此消彼長 

 過去文人辦報的時期，基本上編輯與業務區分相當清楚，兩個部門是各自運

作，互不干涉，基本上兩部之間的互動只拘限於社務會議，這樣的措施是過去報

老闆為了避免人情請託或是商業力量來影響新聞內容（受訪者 G7，2012.06.19），

但隨著商業力量的侵入，除了編輯部與業務部之間互動越來越密切之外，更因為

報紙商業置入日趨嚴重，編輯部整體的自主性也日趨降低，許多時候編輯部甚至

得聽命於業務部的指示行事。 

 

就乖乖地聽話啊，也沒有到完全業務導向，可是當業務有這樣的需求的

時候，編輯部雖然不滿在心裡面，可是也還是得配合（受訪者 E5，2012.06.01）。 

 

我知道其他報紙會這樣，但是我們的話，那種命令我們不聽的，我們是

聽自己編輯部的主管，但是他們之間可能有某種交涉…因為以前編輯部是不

可能理會這種事情。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分的很清楚，廣告是廣告，業務是業

務，但是現在置入性行銷之後，他會比較聽業務的（受訪者 H8，2012.06.22）。 

 

例如業務部臨時加進來的業配新聞霸占編輯部主管原本想放置的新聞版面，

不顧編輯部可能有自己的新聞專業考量，一味地以報社的商業利益為號令強迫編

輯部接受置入性行銷的新聞。過去的報紙是以編輯部為報社的核心，隨著報紙商

業置入性行銷的興起，編輯部與業務部之間在報社的氣勢與地位可說是此消彼

長。 

 

早期那個置入性行銷沒有興起之前，編輯部門普遍來講都比較強勢，報

紙也是、電視也是，那現在置入性行銷興起之後呢，業務部門的聲音越來越

大，而且就像我剛剛講的，之所以會不舒服的是，當業務部門把新聞塞過來

說，這是置入性行銷的新聞的時候，雖然這個不是我們去跑的拉的，但是這

個新聞你知道他是版面上非見報不可的，否則變的廣告部跟對方已經簽約了，

你不登就是違約，甚至你反過來還要賠錢，所以這種時候，業務部門的聲音

就變得不但大而且強勢，我們都開玩笑說那個叫做霸王新聞、霸王稿，非登

不可。那這個部份變成他們的氣勢此銷彼長，業務部門也越來越強勢（受訪

者I9，20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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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7（2012.06.19）也表示這幾年編輯部與業務部之間互動的改變，業

務部對於編輯部的干擾日漸頻繁，過去雖然業務部也會因為廣告客戶的要求，私

自將記者的聯絡方式給予客戶，企圖讓廣告主自行對於記者進行人情請託幫忙報

導，業務部仍不敢直接對於編輯部的記者施壓，但到了 2008 年左右，其實廣告

主就會開始透過業務部或是業務部經由編輯部主管再向記者要求撤稿，過去業務

部不敢直接把手伸進編輯部干擾新聞產製，目前卻因為報社整體經營政策對於廣

告收入的妥協，業務部藉此開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編輯部的新聞產製，包括報紙版

面配置、指定採訪以及採訪題材的選擇等。 

  

所以他有點是希望關說…是說他為什麼會知道我的呼叫器號碼，因為是

報系的廣告部給他的，那報系廣告部的業務為什麼會給他，是因為他每年花

一千萬下廣告…那他的訊息就是要釋放出，我常常買你們報紙的廣告，然後

要我給他面子…在那個年代，他其實算是大的廣告客戶，可是媒體不敢直接

用採訪中心的管道，或是用私人的管道來對我施壓，或是甚至要求抽廣告…

可是如果到了 2008 年那時候，其實你只要是大的廣告主，更不用說是業配的

廣告主，他很有可能就直接透過你的主管，透過報社編輯台或透過廣告部要

求你不要登某個稿子，或是發了也不會見稿，那這是不是對比落差很明顯（受

訪者 G7，2012.06.19）？ 

 

那我曾經碰到過的是說，那個時候編輯部跟業務部的干擾就會更頻繁，

然後管道也會更多，有可能廣告部的電話就會直接打到總編輯桌上，打到總

編和副執行總編輯的桌上，也有可能打到某一組財經組的主任桌上，然後就

職接講說今天有什麼業配新聞，要讓出半個版，或是讓出多少字的空間，就

會直接這樣做（受訪者G7，2012.06.19）。 

 

四、其他面向的觀察 

（一）資歷較淺的記者對於置入的接受度較高 

從訪談的結果比較發現，年資較淺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置入接受度較高，並 

不會極度排斥，會認為那是報社因應環境變化所做出的調整，因為報社畢竟要營

運就必須要有收入，在整體媒體環境都不景氣的狀況下，為了增加收入，商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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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必要之惡。 

 

因為我比較溫和啦，所以我比較不會去跟人家硬碰硬，然後他們有時候

會跟我們反應，這個不要這樣寫，或者是這段這個都不要好了，因為我通常

接的都是比較議題性研討會的，那我會覺得可能不會危及到我的界線，所以

後來我都會覺得 ok，我可以接受（受訪者 F6，2012.06.19）。 

 

我相信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我會覺得媒體怎麼可以有置入性行銷，報

紙上怎麼可以有，但後來出來工作之後，那我待的是報業，那剛好又是廣告

很多的消費，那我會覺得，只要是在不違反真實的情況下，那是可以被容許

的…因為多少你會覺得其實那是一種現實吧…如果你最實際的講，他就是收

入（受訪者 D4，2012.05.25）。 

 

（二）資深記者較容易被報社要求向廣告主爭取置入預算 

本研究發現資淺的記者（五年以下）都無被報社要求爭取置入預算，只被要

求執行商業置入報導。有受訪者也表示，有時編輯部主管為了減少下屬在新聞專

業與廣告業績壓力的衝突，因此會自己獨立負責向廣告主拉置入或廣告預算，前

線新聞從業人員只負責執行置入報導採訪。本研究認為，由於資深新聞從業人員

對於自身路線的消息來源或是廣告主有長久的經營，相對來說比業務部的人，更

能利用人情壓力讓廣告主購買商業置入報導。 

 

像我以前還在 X 報的時候，也有一個資深的媒體人，大概四十幾歲了，

其實老實講，他的專題寫得很好，他是負責兩岸台商的一些專題，他也必須

要跟那個台商拉廣告去要錢，就是我給你寫一篇報導，我給你一些錢之類的。

而且他譬如說他每一年的 quota 大概是，我忘記是兩百萬還是四百萬…你的績

效考核才會 ok（受訪者 E5，2012.06.01） 

 

不只一個主管他曾經告訴我說，他保護他同仁的方式就是，他靠他的關

係去拉，因為他們這組有 quota，譬如說財經組的主管或是哪一組的主管，他

們保護同仁的方式就是他至少不用讓記者去開這個口，他讓記者跟採訪對象

還是保持比較純淨的關係，他去拉業配進來，要嘛他自己把它做掉，要嘛叫

他下面的記者去做就好了。因為至少他不用去做廣告部或業務部這些事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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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G7，2012.06.19）。 

 

（三）小報會更加要求記者向廣告主爭取廣告或是置入預算 

由於本報訪談的對象囊括傳統大報、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的新聞從業人員，經

過比較發現，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的新聞從業人員更容易被報社要求，向廣告主要

求廣告或是置入預算（受訪者 A1，2012.05.21；受訪者 E5，2012.06.01）。從接

洽版面、日期、價錢都由地方報或是專業報新聞從業人員一手包辦（受訪者 A1，

2012.05.21）；目前傳統大報的做法多為業務部接案，編輯部只負責執行採訪，只

有資深級的新聞從業人員比較會被報社要求主動向廣告主爭取預算(F6，

2012.06.19)。 

 

現在主要是都分開做，以前大部分都會要求記者一年要拉幾個，可是現

在廣告都是由業務員去做，也比較不會混淆，也比較不會伸手進去，而且有

時候你自己關係好多拉一點，就多接一些錢，我覺得這對個人的名譽或報社

都不好。所以現在都是由廣告部或業務部那邊去談，他談好再給你 （受訪者

F6，2012.06.19) 。 

 
我們報社有十幾個，因為我們底薪是很低的，所以我們報社是鼓勵我們，

也鼓勵我們做業務…我們報社是會很介意說，明明有廣告預算，為什麼別報

有，我們沒有，這個報社就會很介意（受訪者 A1，2012.05.21）。 

 

本研究認為地方報與專業報給與新聞從業人員更大的業務壓力的原因，首要 

是因為廣告收入本來就不如傳統大報，因為閱讀群少；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它們

在地域性以及專業性，具有更大的優勢提供廣告客戶更精準的分眾行銷，因此報

社也會利用這點，積極讓新聞從業人員向廣告主爭取預算，但於此同時，新聞專

業倫理中，新聞從業人員獨立於政府以及企業主的角色站不住腳。 

 

 （四）報紙的中國政府置入問題也日趨嚴重 

除了一般的報紙商業置入以外，也有資深新聞從業人員提到另一個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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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入相關問題－中國大陸政府的置入。由於預算法目前規範不到中國大陸政府，

台灣目前也沒有廣告法可以統一管理報紙中所有類型的廣告，法律的漏洞讓國台

辦到中國大陸各省份地方政府的置入性行銷無法可管，加上報業對於廣告以及置

入收入的妥協，因此中國政府置入新聞日趨增加，因為這類型的置入報導內容往

往隱惡揚善，甚至是歌功頌德，無法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有多元性的認識，

輕微影響的層面是民眾對於中國有偏差的解讀，嚴重的話，其實也會影響到國家

安全以及民主政治，因此除了報紙的商業置入之外，中國政府置入也是一個需要

加以規範的部分。 

 

就是中國的置入，就是說雖然預算法規範不到，那同樣是假新聞，同樣

會誤導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了解，都會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應有的

多元性多樣性的了解，變成很單一，然後甚至於變的說只有隱惡揚善，甚至

於歌功頌德，他會造成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的一個認識是偏差的認識。那對於

一個現階段仍然對於台灣有敵意的國家，在這方面的置入性行銷，他的確是

會形成，輕則是混淆觀感，重則影響國家安全跟民主政治的負面效應，所以

就媒體自律來講，這塊同樣重要，商業置入跟中國置入（I9，20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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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相關規範建議 

 前一節討論台灣報紙置入性行銷到底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到底產 

生哪些層面的傷害，雖然目前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仍無法可管，本研究仍希

望透過訪談新聞從業人員，能夠對報紙商業置入提出一些未來的建議，期望能改

善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的傷害。 

 

一、報社自律為首要選擇 

根據訪談的結果顯示，許多訪談對象對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建議，仍是

希望報社能從自律層面做為優先考量。主張的理由包括目前的確沒有法律能夠規

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要達到立法之前的過程之中，勢必耗費許多時間、人力

及物力；二來立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恐有牽涉到廣告主運用行銷預算的自由與權

利；三，再次立法規範報紙媒體有政治力介入媒體的疑慮。因此大部分受訪的新

聞從業人員都建議，以自律作為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最恰當的方式。 

 

我覺得像媒體有很多，講最大的就是言論自由，類似這種東西，我覺得

除了靠自律之外，其實完全沒辦法，因為法律我覺得，法律是沒有辦法管到

這個部份…你說去立法不能登，我覺得那是對商業機構來講，那是他的權利，

而且我會覺得說你為了不讓他來登這個東西，然後就要去立一個法，就會覺

得說還滿耗費人力、物力等等的成本，我覺得不太可行。而且我覺得不太可

能，這是他的自由，你只能還是要回到就是說，你媒體就是要自律（受訪者

H8，2012.06.22）。 

 

此外，受訪者 A1（2012.05.21）則是提出報社自律的好處，假設報社能夠自

行自律規範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話，除了免除掉政治力再次介入媒體的疑慮外，報

業其實在這幾年為了增加收入，接了過多的業配專案，其實多少失去了讀者對於

報紙的信任。因此，他認為報社如果能透過自律機制的執行，藉此改善報紙商業

置入的氾濫，也能重新找回報紙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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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報業當然不缺自律機制，從報禁開放前到開放後，諸如此類的報業自律

團體包括有新聞評議會以及新聞鏡週刊等，但是實際檢視這些自律團體對於改善

不良的媒體內容以及改善報業問題上，並無實際作為，因此受訪者G7（2012.06.19）

認為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是一個整體結構性的問題，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有

一個平台重啟自律機制，並且是具有約束力的，並訂定自律公約，讓所有的報紙

一起加入，因為單一的報紙自行對於置入進行自律，並無法阻止廣告主購買其他

家的置入報導，這麼一來，並無法完全遏止商業置入的狀況。 

 

我其實最期望最鼓勵的就是，有沒有一個平台可以讓報業重啟自律機

制……就是說廣告主他也會看說，置入性行銷一定是比廣告有效，那當然你

這家媒體不願意刊置入性行銷，這家願意，相同的預算，當然會覺得我去買

他的就好…所以說都會有這樣的心理，所以我常會講說他是一個整體結構性

的問題，那我最希望的就是講說，如果說有一個報業自律的機制平台出現，

那他們願意一起去面對這個事實，願意重啟這種自律機制與功能，我覺得這

是最好的（受訪者 G7，2012.06.19） 

 

許多受訪者也表示，雖然他們希望報紙商業置入的部分還是由報業自律是最

好的規範方式，但也不否認，現在報業經營艱困的狀況下，要求報紙自行執行自

律規範是有難度的（受訪者 B2，2012.05.23；受訪者 G7，2012.06.19）。這必須

看報老闆如何在新聞專業以及經濟利益之間做取捨（受訪者 A1，2012.05.21）。 

 

在目前沒有法令規範的情況下，報社又必須仰賴廣告或是置入的收入，大部

分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要完全靠自律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報

社目前能夠針對商業置入所執行的自律程度，受訪者H8（2012.06.22）就認為，

至少讓新聞從業人員可以不必撰寫商業置入的新聞，而是請業務部或是其他部門

專職負責；再者，置入報導的版面一定要與正常新聞的版面做清楚區隔，還是要

將商業置入的報導視同於廣告，這樣一來，讓新聞從業人員還是能遵守新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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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際。 

 

 除了標示清楚，受訪者G7（2012.06.19）表示他知道廣告收入對於報紙來說

是不可避免，所以他甚至希望報紙版面中的廣告可以多一些，就算是長得像新聞

的廣告，只要標示清楚為「廣告」，而非「廣編特輯」，善盡「揭露」的原則，

讓整個置入性行銷報導對於讀者來說，是資訊對等的狀態而非欺瞞讀者。 

 

我的建議當然就是我不反對廣告，我贊成我很希望報紙廣告多一點，那

我甚至那個底線，我也不反對再報紙版面裡面有那種長得像新聞的廣告，可

是底線是要把他標示出來，而且標示要清楚，就是說你即使在一般的新聞版

面上，出現一則衛生署的，或者說某某企業的，那你就把他標是個廣告，甚

至連廣編特輯都不要用，直接用廣告，人家看到了，即使是你把他作成新聞

也無所謂，也就算了，可是我綱才講的那個資訊要對等，你不能夠抱著廣告

主就是企業…不管是企業，不管是媒體都不要抱著那種我要騙讀者的那種心

態，我覺得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應該要做到的，就是揭露（受訪者G7，
2012.06.19）。 

 

除了前面報社自律可以做到的實踐層面外，其實要不要接商業置入性行銷的 

最終決定權都是來自於報社高層，因此受訪的 F6（2012.06.19）就表示，報社自

己對於廣告收入的定位，才是媒體透過自律規範置入性行銷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假使報社自己堅守立場，或許才是減少報紙商業置入最好的自律方法。 

 

可是這也是等於媒體自己要有一個自律，就是說我可以接受你廣告或是

我接受的程度到哪裡，像蘋果就是完全不接受置入性行銷，中時可能就是五

十五十，聯合可能就是八十二十之類的，你自己要有一個把關。你不能要求

每個人都一樣，這就是媒體人或是自己總編或是上面那些主事者他的一些想

法這樣子（受訪者F6，2012.06.19）。 

 

二、消費者運動與媒體識讀 

除了報紙媒體的自律之外，許多受訪者也認為可以從消費者的層面對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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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進行規範，因為畢竟就目前的狀況來看，單靠媒體自律要抑

止報紙商業置入的減少，仍顯力道不足，所以受訪者也從消費者的層面出發，認

為其實報紙的受眾除了是讀者的身分，也是消費者的身分，因此許多受訪者都建

議或許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上，可以從消費者運動來發起。讀者基於消費者

的立場，認為自己不應該被置入性行銷報導欺騙，從這個角度來對於報紙商業置

入性行銷進行規範。 

 

那第二優先是消費者運動，我認為台灣的媒體閱聽人，他其實有另外一

種身份，是消費者。不管說他看的是電視，買的是報紙，他本來就應該有權

利要求媒體，就是訂戶要求媒體說，你不應該給我置入性行銷，不管是商業

的政府的都不應該，那我覺得這種消費者的約束他律會有效，只是說要用什

麼方法來做，什麼時間點來做，目前來講也還看不到這種機制，可是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他律的管道（受訪者G7，2012.06.19）。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報紙的商業置入明明與廣告相同，報社與廣告主之 

間有對價關係卻未告知，其實已經是一種欺騙的行為，所以從這角度出發，規範

報紙的商業置入性行銷其實是合理的，並不會涉及到所謂的新聞自由，畢竟商業

置入已經是廣告的一種。另外，隨著報紙內充斥著過多的商業置入報導，以消費

者的利益來考量，消費者得不到全面且需要的資訊，一份報紙的價值是變得很低

的，因此，民眾對於報紙商業置入進行監督確實是有需要的（受訪者 F6，

2012.06.19）。 

  

但我覺得商業置入應該被導到消費者運動這個領域來看，消費者覺得我

不應該被欺騙，那我不應該被欺騙當然就是公眾利益啊，那我不應該被欺騙，

如果你媒體本身沒辦法做到自律的話，那我只好被迫立法來規範你，消費者

運動其實就是這樣，你要確保你的產品是真實的，就如同你作奶粉的，確保

你的奶粉裡面，不能放入那個毒奶粉，你要大家能夠吃的安心，那新聞也是

同樣的道理，因為新聞涉及公眾利益，所以你要確保你裡面的新聞是真實的，

你不能收人家的錢，告訴人家那是新聞，但其實他是廣告，那這個部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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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不實，那就這個層次來講，我不覺得涉及到新聞自由（受訪者I9，
2012.07.06）。 

 

 除了積極的消費者運動，做為從他律層面規範報紙商業置入的建議之一，也

有受訪者提出比較消極的方式，因為即使能夠成功立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

這樣的法規命令或許仍有不週全之處，認為讀者大眾應該要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

自行分辨到底什麼是新聞，什麼是置入性行銷報導。 

 

現在做魚業的，要政府出來幫忙，做媒體的也說要政府幫忙，一大堆人

都要政府幫忙，其實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大政府時代，政府已經只顧著管他自

己那個科層組織是不是能夠運作，其他太多的東西，我個人而言是不寄望政

府的。因為不管怎樣，有一些既得利益團體一定會操作那個法律讓他有點不

是像原本的原貌，所以我建議閱聽大眾也要培養正確的，就是媒體識別的能

力（受訪者E5，2012.06.01）。 

 

 而媒體識讀的能力，除了公民團體可以透過公聽會的方式教育民眾之外，另

外，學校也是著力點之一，從學校教育開始，舉辦討論會或是宣導，讓民眾從小

開始就能接觸關於報紙置入的相關資訊以及訊息，培養公民相關意識。未來才有

可能進一步透過跟民代結合，進而推動相關修法，規範報紙的商業置入性行銷。 

 

他們可以開公聽會啊，他們可以先舉辦這種。還有先從學校開始吧，因

為都會先從教育去著手，那你在身為一個中學生或大學生的時候，你櫻該就

可以接觸到這方面的課程啊，一方面是學校的課程，那老師當然也要有這樣

的素養，那他們也可以再學校常常舉辦類似的宣導，或是討論會，那學生自

然，未來的公民自然會漸漸培養出這樣的意識，那之後就是到社會上，譬如

說也可在立法院辦公聽會，或者是他可以去跟民代做結合，或是跟一些其他

的社團再去做媒體露出這樣的一個訴求，然後最後才是修法啊，因為這都是

最後的（受訪者F6，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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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透過屬於他律層面的公民團體來對於報紙商業置入進行規範，比媒體自 

律來的客觀，媒體自律有時候因為報社自己的經濟利益，無法面面俱到，透過報

社外部的聲音進行呼籲，不只讓一般民眾知道報紙商業置入的嚴重性，也讓報社

了解這個現象並不是沒有人在監督以及關切，也不失為一種箝制報社業配風氣的

另一種力量。 

 

但是受訪者 F6（2012.06.19）也指出，雖然他支持公民團體透過公民他律對 

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進行規範，但是其介入的層面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還是有

許多討論的空間。因為目前其實台灣的公民團體能夠做到層面是，捍衛反對置入

的立場，說服行政院進行修法，但也只僅於說服，公民團體還是無法對於報紙的

商業置入性行為有實際懲處的作用。 

 

三、適度法律的規範 

根據訪談結果，其實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認為報紙商業置入要動用到「法律」

層面來規範是下下之選，這是在自律跟他律都失效的前提之下，才會做的選擇。

就算真的要訂相關的法規進行規範，也不該制訂過嚴的法令（受訪者 F6，

2013.06.19）。此外，短期內要專門立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或許有困難，畢竟政

府置入性行銷從 2002 年新聞局開始實行媒體統一採購後開始興盛，但也是到

2011 年年初才有預算法增修條文加以規範。雖然目前並沒有相關法令管制報紙

的商業置入，但是本研究認為關於報紙商業置入的規範仍有討論的空間，畢竟商

業置入也可以算是廣告的一種，因此將報紙商業置入納入廣告的範疇之中，以廣

告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一種可行的方法。受訪者 I9（2012.07.06）就指出： 

 

商業置入的話，因為他的確不是法令上就可以管得到的，但是有一部分

還是可以做釐清，比如說廣告法，廣告法裡面他就可以去，像過去我們有針

對醫藥廣告不實的部份，根據相關法令是可以開罰，那廣告法同樣可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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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條文或是罰則，針對你的內容不是新聞，可是你明明有付費的情況下，

你卻宣稱他是新聞，那涉及這種廣告不實的部份，造樣開罰，很多過去的廣

告不實是針對醫藥的部份，醫療衛生跟藥品。但現在你可以針對任何假廣告

來開罰，我覺得這樣的法令修訂就可以管得到商業的置入（受訪者I9，
2012.07.06）。 

 

但是目前台灣並沒有專門的廣告法來對於廣告或是商業置入性行銷進行規 

範，假設以廣告法來規範報紙的商業置入或許也會有被政府再度介入媒體的疑慮，

因此受訪者 I9（2012.07.06）就指出，規範報紙的廣告法，他不應該被視為像是

過去對於報業整體管制的出版法，而是如同兒童少年福利法的法令，對於所有的

媒體，包括報紙，基於公共利益的考量，做出符合大眾利益的約束。 

 

他不必被視為像是出版法過去一樣，對於整體報業的管制，他比較像是，

例如說兒童少年福利法，兒少法那樣子的法令，他對於媒體包括報紙在內的

某一個層面，攸關公共利益的表現，做出應該要符合公共利益的法令的一個

約束，所以像兒少法裡面規定的，當然也包括報紙啊（受訪者I9，2012.07.06）。 

 

因為畢竟當媒體自律以及他律已經不可行的時候，勢必還是必須經由法律的 

強制力來進行規範。但是實際上這樣的廣告法絕對是局部的規範，而非管制媒體

的整體性，規範的內容只限於當置入的內容有涉及不實，提供不正確的訊息，使

讀者信以為真時，畢竟這也都是涉及公共利益的部分，所以未來假設廣告法從以

上的層面來做規範是合理的（受訪者 I9，2012.07.06）。受訪者 G7（2012.06.19）

也指出，訂定法令規範報紙商業置入確實會有傷害新聞自由的爭議性，但是或許

未來可以訂定一個較為寬鬆的廣告法規，管制廣告源頭，以相對寬鬆、低門檻的

方式，對報紙的商業置入進行一個最低限度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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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係從檢視台灣報業發展歷程以及透過深度訪談新聞從業人員，探討台

灣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到底對於台灣新聞從業人

員的新聞專業與新聞生產產生何影響？以及其他面向上所發現之觀察；最後，也

透過新聞從業人員對於目前報紙商業置入的看法及建議，進一步替目前無法可管

的報紙商業置入提出未來可行的建議。以下分別就研究問題，歸納本研究整理之

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台灣報紙商業置入興盛之背景與原因 

（一）報業廣告市場被其他報紙以及電子媒體瓜分 

媒介市場的雙元市場特性，第一個市場為消費者市場，媒體將娛樂或是資訊

透過包裝，以印刷之報紙、雜誌或書籍，或是以電子媒體的廣播、電視、電影等

形式販售給消費者。以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報紙為例，報社必須生產新聞商品，以

爭取訂戶跟零售市場，報紙另一部分的收入來自於第二個市場－廣告市場，報業

不只販售報紙給讀者，另一方面，亦將讀者作為商品，根據平面媒體的發行量、

閱報率高低，配合報紙版面販售給廣告主（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報

業運作於雙元市場的特性使其在公共利益以及經濟利益上造成矛盾，因為報業必

須營利才能生存，加上廣告收入佔報紙收入百分之七十五（林照真，2005），報

業廣告市場的興衰，對於報紙的營運的影響極大，因此探討台灣報業廣告市場的

變遷，也能釐清報業為何會以置入性行銷做為增加報社收入的原因。 

 

過去台灣報禁開放前，由於報禁的「限證」政策，所以報紙數量稀少，相對

來說報紙競爭對手少，因此當時的兩大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可說是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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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個報業市場；而「限張」政策規定報紙不能自行增訂頁面，在版面被限制的

情況下，相對來說，除了新聞版面少之外，廣告版面更是少之又少，換句話說，

當時報業廣告市場供不應求，廣告主為了爭取報紙廣告版面，必須處處配合報社，

此時的報業是站在優勢的一方，握有報紙廣告議價權，廣告主是必須配合報業

的。 

 

但隨著報禁開放，「限張」與「限證」的措施也隨之廢除，報紙的家數與版

面都比過去增加許多，報業競爭不只彼此競奪讀者市場，廣告市場更是競爭激烈，

競爭激烈造成報業廣告收入此消彼長。1999 年出版法廢止後，2000 年各報營收

狀況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以及《聯合報》最高，三大報的廣告營收規模

均在 40 億元以上，但由於其他晚報以及小報等瓜分廣告市場，三年之間廣告收

入有起有落，但傳統大報廣告收入都呈現衰退。尤其是《中國時報》及《聯合報》

這兩大報，因為原有的規模較大而造成衰退金額較高的現象（2000-2001 中華民

國廣告年鑑，2002）。 

 

到了 2003 年 5 月 2 日《蘋果日報》的上市，也對於原本的報業市場造成衝

擊，最直接的影響是瓜分傳統報業的讀者群，原本報業市場就呈現萎縮趨勢，《蘋

果日報》的加入讓報業版圖消長立即而明顯，改變多年來三報鼎立的局面， 

2004 年 12 月底三大報閱讀率總和較前一年蘋果上市前掉了將近五個百分點，亦

即蘋果入台後，原先瓜分台灣大部分市場的三大報，讀者市場跌幅已經超過一成

二。廣告市場方面亦然，傳統大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蘋果日報》進

軍台灣後，從 2005 年到 2007 年的廣告佔有率持續下滑。 

 

除了報業自身廣告市場競爭激烈，另一方面，電子媒體也加入競爭之列，因

為電子媒體雖與報紙性質不同，但內容上都有許多類似之處，電子媒體也具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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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新聞與資訊的功能，Picard（1989）就提到，媒介市場中不同性質的媒介之間

有競爭關係，因為在內容方面都有類似之處，對於閱聽人來說，報紙與雜誌的主

要功能是資訊與觀念上的勞務，廣播、影片或是電視則主要用於娛樂方面的勞務，

雖然電子媒體與報紙在訊息內容的傳載方式、次數與形式都有所不同，但是電子

媒體也負載新聞與資訊，因此與報紙便形成競爭。他也指出新科技的出現與擴散，

造成不同媒介之間的襲奪現象極為明顯（Picard, 1989）。最主要的競爭在於廣告

收入，以美國為例，整體廣告經費佔美國全國經濟生產總額之比例相對固定，因

此，新的媒介加入廣告市場之後，並沒有使得廣告主的廣告預算增加，反而讓各

媒介之間，形成彼此競奪廣告經費的局面（McComb, 1972）。Dimmick 與

rothenbuhler（1984）也指出，隨著閱聽人可使用的媒介形態變多後，各種媒介

的競爭也日趨明顯，尤其以全國性廣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台灣的報業市場在電子媒體興起後，廣告市場與

讀者市場起了變化。1999 年開始，有線電視台紛紛成立專業新聞台，時常透過

現場 SNG 轉播，相較之下電視新聞比報紙新聞有趣不少，以及 Call in 與新聞性

談話節目都讓有線電視與閱聽眾更加親近，成為傳統報業新的競爭對象，因為電

視媒體不只在內容上與傳統報業競爭，更大一部分是在廣告收入上的競爭，因為

電視與報紙讀者重疊度甚高，有線電視壯大後，首要影響的雖是傳統無線三台，

但報紙也難逃有線電視新聞對其的衝擊。 

  

除了有線電視對於報紙造成影響，網路的部分亦若是，從 1999 年開始，政

府推動電子化與電子商務，因此許多廠商基於科技化、進步化、與現代化的企業

形象考量，投入了不少網路廣告預算。另外，網路的興盛也帶動網路電子報的成

長，但是網路電子報的內容與紙本內容相同且不計費，驅使許多讀者捨棄閱讀報

紙而轉向電子報，這對於傳統報業也是一大影響，因此可以發現，網路的發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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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電子報的出現，不只瓜分傳統報業的讀者市場，廣告市場亦若是。而一家報紙

的成功與否，主要視其讀者市場以及廣告市場佔有率，兩者之間息息相關，閱報

率決定廣告價格，因此電子媒體的電視以及網路加入讀者市場以及廣告市場的競

爭行列後，報紙的閱報率一直下滑，使得報紙閱報率在 2004 年 12 月底，從最高

峰的 76%下滑到 48%。除了閱報率大幅下滑外，報業廣告量衝擊更大，在有線

電視與網路興起後，報紙廣告量逐年縮減，報紙媒體在五大媒體中廣告量比重由

31.8％下滑至 25.39％，多年來也呈現負成長的狀態。Baker（2002）就提到媒體

雙元市場的特性，媒體企業將媒介產品賣給閱聽人，然後將閱聽人販售給廣告廠

商，這其中的交易牽涉多方買方，廣告收入佔報社大部分收入的情況下，原本廣

告主對於媒體內容就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當閱報率與廣告量都逐漸下滑的

狀況下，報業只能盡力節流與開源，甚至為了穩固甚至是增加廣告收入，報社立

場會更加偏向廣告主市場，無形之中加重廣告主對於報紙編輯政策的影響力。 

 

（二）媒體集中購買制度削弱報業廣告議價權 

在廣告收入與讀者群被電子媒體瓜分的情況下，報業與廣告主兩端之間的關 

係，傳統報業逐漸失去早年報禁時廣告議價上的優勢，除此之外，台灣也因為媒

體越來越多，媒體市場日趨複雜，因此，為了因應媒體環境快速變化，「媒體集

中購買制度」便營運而生。所謂的「媒體集中購買制度」，是指廣告主為了強化

購買的實力與議價的空間而產生的，廣告主會以整年廣告購買代替單筆購買，因

為廣告主發現集中購買比單獨購買划算。集中購買成為趨勢之後，廣告價差不再

是媒體的裁量權，媒體因此失去議價能力。 

 

媒體集中購買的趨勢最早出現在 1993 年，當時專業媒體購買公司如傳立、

聚濤、澄豐紛紛成立，或是廣告公司間也成立媒體購買的策略聯盟。這與過去媒

體購買方式大為不同。報禁解除前，由於媒體少，環境單純，媒體刊播廣告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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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確的計畫，因此過去「兩大報三台」時代，搶到版面與時段是最重要的工作。

在報禁「限證」又「限張」的政策之下，此時是報業作大的買方市場，廣告價格

訂定都須遵照報業規定。解嚴後，因應廣告量大幅增加以及媒體多元化，必須有

精確的規劃以掌握廣告客戶的媒體效益，因此媒體企劃人員便營運而生，從調查、

企劃到購買，從總收視率、觸達率、平均接觸頻率以及成本等媒體角度製作精細

的媒體計畫，透過媒體人員的專業分工，務求客戶的每一分廣告費都是完整利

用。 

 

媒體集中購買制度以為數龐大的廣告預算進行購買，為的就是具有談判上的

優勢，龐大的廣告預算運用，讓報紙逐漸失去廣告議價談判的權力，必須配合廣

告主執行各種創意專案，也就是許多與新聞類似但實際上是廣告的置入性行銷。

過去報紙廣告是正規版型落在固定位置，不論是直式、橫式都是呈現方形，除了

全頁廣告外都固定落在報紙版面下方，以免影響到第一順位的新聞閱讀，但現在

報紙廣告在形狀、尺寸、位置都不固定，因此廣告與新聞版面的界線逐漸模糊不

清，這都是因為報業為了向廣告主爭取更多的廣告預算，配合媒體購買公司或是

廣告主所做出的妥協。 

 

此外，媒體購買公司近幾年的轉型，使得媒體購買公司不再只是負責媒體購

買，還必須做一些與群眾直接互動的活動。而媒體購買公司角色的改變，自然也

會牽動到報紙媒體，報紙媒體配合媒體購買公司的轉型，除了扮演原本廣告媒體

的角色外，還必須身兼活動公司以及公關公司，並且藉由報紙的公信力與整合的

資源，對於協辦的活動進行置入性的報導，由此可見，媒體購買公司在置入性行

銷扮演重要角色，從過往為廣告主規劃媒體企劃以及購買，轉為媒體整合性行銷

時代，其中包含置入性行銷的新聞、戲劇、綜藝節目的置入。可以看出媒體購買

公司的出現及轉變，還有「媒體集中購買制度」等都對於報紙媒體造成影響，「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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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集中購買制度」讓報紙必須更加配合媒體購買公司的需求，不論是協助辦理活

動以及相關置入報導。  

 

因此，國內廣告業與媒體業互動的改變是造成報紙置入性行銷興盛的原因之

一，因為媒體與廣告是共生產業，雙方地位、經營型態的改變都將影響媒體對於

新聞的處理，近幾年媒體與廣告的地位相比，前者相對降低，媒體為求生存，因

此便配合廣告主使用各種所謂「創意」版面，這些所謂的「創意」版面，就是明

明是廣告卻偽裝成新聞的置入性行銷報導。此外，加上媒體購買公司在台灣發起

廣告的微利競爭，廣告代理商等媒體購買公司比價後為達到最佳的媒體購買效果，

便形成更加量化的商業趨勢。由於為了在激烈的市場中求生存，必須更注意行銷

策略，但卻忽略了媒體購買應有的專業倫理，因此除了傳統的廣告購買，往往也

要求媒體接受「置入性行銷」的手法，報業在電子媒體興起，廣告市場被侵蝕的

狀況下，為了增加收入，也順水推舟將商業置入作為開源的管道之一。 

 

（三）無法可管的報紙媒體讓報業以及廣告主有漏洞可鑽 

關於商業置入，媒體主管機關對廣播、電視、有線、衛星等廣電媒體皆訂定

有相關的法令規範，禁止電子媒體從事置入性行銷，主管機關 NCC 也訂有「節

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作為懲處媒體業者進行置入性行銷的重要依

據，可見主管機關對廣電媒體進行置入性行銷的嚴謹規範態度。但是同樣是媒體，

印刷媒體的報紙與廣電媒體卻有很大的差異，主管機關對於廣電媒體的置入性行

銷有明確的規範，但是報紙媒體卻沒有，只能單靠報紙媒體的自律以及他律層面

的媒體監督團體對於置入進行規範。 

 

要追究報紙無法可管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必須探討到台灣媒介制度形成的過

程，Hallin 與 Mancini（2004）認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攸關媒介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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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美所倡導的自由民主體制而言，國家的權力必須由憲法規範，相對是受到限

制，民間社會有高度免於政府干預的傳統，此外，英美自由模式中的另一特點為

強調媒介應該完全免於國家政府的干預，才能真正站在第四權的立場監督政府，

將國家的角色限縮到最低的程度，方可保障資訊自由的流通及人民知的權利，避

免媒介成為政治的工具。以北美地區為例，便強調媒介相對於政黨展現自主性，

因此其國家的媒體長期以來堅守客觀中立的報導立場，並建立以資訊為主的媒介

內容模式，此一新聞的實踐概念已普遍被全球各地的新聞界所熟知或接受，有時

更被視為是媒介工作專業意識型態最核心的論述，但誠如許多學者耙梳歷史或是

政治制度中卻發現，這充其量是美國特定脈絡下的產物，此外，美國新聞工作者

團體內專業自我意識的形成及專業權力傳承與延續所建立的規範，這其間有社會

專業高度分工發展的背景條件，且更是爭取專業權力地位的過程，都是美國特有

的現象，因此陳曉開（2011）指出英美的自由模式在許多國家一直被視為新聞工

作實踐及新聞教育唯一的典範，說穿了是一種英美新聞意識型態現代化的外溢，

並在不加思考與過濾中普遍的傳佈，台灣正是此一過程中最典型的接收者。 

 

台灣遵循英美自由模式的制度，強調媒體有高度免於政府干預的傳統，因此

當初報禁便是以英美自由模式中所強調的新聞自由為名，完全解除對於報紙的管

制，無奈的是，在英美特定歷史與政經脈絡下生成的內部多元社會，由於新聞專

業的發展已相對穩固，並獲得社會普遍的肯定與認同，使得媒介工作實踐的共同

專業文化得以落實，即使沒有北歐統合模式中所建立的媒介專業團體的約束，仍

具備相對高水準的新聞自律性（陳曉開，2011），但是反觀台灣報業新聞工作者

的自律制度與專業文化，與美國相比，運作並不完善，例如 1970 年代便成立的

「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雖然有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這類號稱新聞工作者組織

的參與，但實際上一方面是由官方控制，被詬病為「官督民辦」式的報業自律組

織；另一方面則是由侍從媒體業者所主導，往往偏向業者態度。而後的「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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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自主專業運動與新聞自律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近年來雖有報紙自行

獨立成立的自律組織，如《蘋果日報》的「新聞自律諮詢委員會」，但並無所有

報業共同參加的自律平台，因此，在解嚴之後，舊有威權下的官督民辦式自律被

逐步打破，但報業與新聞從業人員共同參與的自律機制平台，卻無法建立起來。 

 

他律部分，報禁開放、出版法廢止後，報紙媒體的不當內容仰賴針對各種媒

體亂象成立媒體監督團體進行他律，雖然他律層面的壓力成功推動政府重新開始

規範不良媒體內容，如透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授權，訂立《出版品及錄影

帶分級辦法》等，只是多數規範範疇為色情以及暴力內容。 

 

直到 2011 年元月完成預算法修法，增加法源依據對於報紙的政府置入性行

銷進行規範。由於預算法只能規範公部門，新聞版面的商業置入情況並沒有改善，

報紙商業置入部分還是三不管地帶，只有公民團體如媒體觀察基金會對於報紙商

業置入進行撻伐，但也只能進行口頭勸誡，實際上對於改善報紙商業置入並無實

質效用。台灣雖然受到英美自由模式的影響，報禁開放後，外於政治力的商業媒

介體系逐漸形成，順利完成黨政與媒介分立的過程，國家也逐漸鬆綁對於媒介的

管制與規範，但是新聞自律上，既沒有民主統合模式具有制度化的自律模式；另

一方面也沒有英美自由模式中，媒體內部高度自律的良好傳統，因此在自律跟他

律機制對於報紙商業置入都無法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法律又無法對於報紙商業置

入進行制裁，因此間接促成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報業與其他媒體相比，

在商業置入的發揮度更大，加上報業對於廣告收入的需要，廣告主本身對於置入

也是求之不得，因為同樣的公關費用或是廣告費用，用於購買商業置入報導，除

了與廣告一樣，可要求版面大小以及內容之外；另一方面置入報導對於消費者來

說，與一般的報導無異，可在不知不覺當中對於消費者達到說服的效果，對於廣

告主來說，同樣的報紙廣告預算，購買置入性行銷的報導比傳統廣告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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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讓報紙商業置入的數量有增無減。 

 

二、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專業、新聞生產影響以及其他面向的觀察 

（一）報紙商業置入對於報紙新聞從業人員個人層面的影響 

1. 地方報與專業報更重視記者的業務能力而非新聞專業能力 

Underwood（1995／林添貴譯，2000）對於美國報社調查訪問內容分析發現，

小型報社與大型報社相比，其編輯部政策變化上更加趨向「業務導向」。雖然不

論大小型報社的受訪者皆表示報社的政策改變，已經侵入記者傳統領域，破壞了

報社原本編業分離，開始向業務目標傾斜，只是在小型報的情況更加嚴重。 

 

由於本報訪談的對象囊括傳統綜合性報紙、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的新聞從業人

員，經過比較發現，與美國的情況相似，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等小型報紙的編輯部

政策與大型報紙相比，會更加傾向「業務導向」，地方報以及專業報的新聞從業

人員除了負責自己原本的新聞工作內容外，更容易被報社要求，向廣告主要求廣

告或是置入預算；目前傳統綜合性報紙的做法多為業務部接案，編輯部只負責執

行採訪，只有資深級的新聞從業人員比較會被報社要求主動向廣告主爭取置入預

算。 

 

本研究認為地方報與專業報給與新聞從業人員更大業務壓力的原因在於廣 

告收入本來就不如傳統大報，閱讀群眾少，加上這幾年報業環境也不景氣，相對

於大報來說，其經營壓力更大；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它們在地域性以及專業性上

的優勢，能夠提供廣告客戶更精準的分眾行銷，因此報社也會利用這點，積極讓

新聞從業人員向廣告主爭取預算。 

 

過去，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所注重的是新聞專業，但隨著時代變遷，報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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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短收的情況下，報社只能盡量開闢更多的財源，除了爭取廣告預算之外，也極

力讓報紙的銷售量能夠提高。在這樣的狀況下，現今的新聞從業人員，除了具備

新聞專業外，業務能力也變成工作能力考核的項目之一，包括要求記者努力爭取

訂閱戶、執行置入性行銷的專案，甚至鼓勵記者主動向廣告主爭取置入性行銷或

是廣告預算，評斷記者的優劣標準不再以報導功力為基準，反而是以業務能力為

主。 

 

2. 長期的商業置入新聞恐造成新聞從業人員專業能力的退化 

過去新聞從業人員一篇報導的產出，必須透過尋找新聞議題、採訪消息來源

以及最後的新聞報導寫作才能完成，但本研究訪談後發現，商業置入報導從新聞

議題開始、消息來源、報導字數多寡以及最後內容的審查，主要都是由廣告主掌

控，新聞從業人員淪為逐字稿的記錄者，廣告主甚至要求記者只要從公關稿刪改

就好，不需多做任何更動與採訪，但由於廣告主所提供的資料參雜過多的商業訊

息，原本新聞從業人員的職責，必須透過新聞專業知識與技能加以判斷，除了呈

現廣告主方面的說法以外，也應適度提供其他角度的觀點，達到公正客觀，但長

期被廣告主餵養商業置入新聞的情況下，實際上新聞從業人員所需要用到新聞專

業知識與技能的情況會越趨減少，勢必對於新聞專業的表現上有所影響。目前社

會對於記者的整體專業表現評價就已經大不如前，商業置入似乎更加深記者在專

業表現上的不良形象。 

 

3. 置入性行銷對新聞從業人員勞動條件的傷害 

第三章第二節有提到在報業環境劇變之下，報業在經營策略上也做出許多改 

變，主要就是開源以及節流，傳統大報都紛紛採用「優離優退」等方式進行人事

費用上的節流，新聞從業人員原本就因為報業蕭條的因素，勞動條件不穩固，許

多新聞從業人員因此被迫離職，而留下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必須負起替報社開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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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其中的管道之一，當然就包括以商業置入替報社賺取更多的收入，因此有

的報紙還曾經一度希望將置入報導的數量，列入新聞從業人員的考績指標當中，

其他報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將置入列入考績，但是報社在人事升遷上的考量，就

會以在置入配合度較高的新聞從業人員中為優先標準。 

 

專業報與地方報的新聞從業人員這樣狀況會更加嚴重，前面提及，由於專業

報與地方報在廣告收入上本來就不如綜合性報紙，因此地方報與專業報的受訪者

表示，其報社高層都很明確地表示，當報社因為不景氣而需要裁撤人事時，首要

的對象就是業務能力較差的記者；另一方面，地方報或是專業報的新聞從業人員

與綜合性報紙相比，必須兼具業務以及新聞工作兩方面，因此相較之下勞動條件

更差。 

 

4. 資深記者較容易被報社要求向廣告主爭取置入預算 

本研究發現資淺的記者（五年以下）都無被報社要求主動向廣告主爭取置入

預算，只被要求執行商業置入報導。有受訪者也表示，有時編輯部主管為了減少

下屬在新聞專業與廣告業績壓力的衝突，因此會自己獨立負責向廣告主拉置入或

廣告預算，前線新聞從業人員只負責執行置入報導採訪。本研究認為，由於資深

新聞從業人員對於自身路線的消息來源或是廣告主有長久的經營，相對來說比業

務部的人，更能利用人情壓力讓廣告主購買商業置入報導。 

 

5. 年資淺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商業置入報導的接受度較大 

本研究發現，許多年資較淺的新聞從業人員，雖然也認為商業置入對於新聞

專業造成傷害，但是與資深的新聞從業人員相比，反彈的程度較小，比較能夠接

受報社目前因經營不善，必須以商業置入作為開拓收入的手段之一，因此比較願

意配合報社進行商業置入報導的執行。原因包括像是軟性新聞版面如消費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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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廣告與新聞之間的界線本來就比較不清楚，因此消費線的記者本身自己都認為，

的確是有置入的空間；二來，因為報紙與其他媒體相比，目前經營上，確實的確

有開源的必要性，因此，原本就是屬於商業性質較重的版面，當然為報社首要利

用的資源之一。 

 

相較之下，年資較久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商業置入的態度大為不同，幾位資

深新聞從業人員都表示，被報社要求執行商業置入報導時都相當反彈，都表示不

願意執行置入的相關業務，有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還因為無法配合報社政策，毅

然決然離開新聞行業。 

 

（二）報紙商業置入對於報紙新聞版面與內容的影響 

廣告主本來就常以廣告預算對於媒體內容進行影響，McManus（1995）指出，

廣告商是影響媒體內容產製的主要來源，因為它提供媒體經營最需要的財務資源。

廣告主可以透過抽廣告的方式，威脅媒體撤除不利於企業形象的報導。 

 

廣告主這種對於報導內容進行干涉的行為，很明顯就已經影響新聞從業人員

的新聞專業自主權，Johnston（1976）等人對於新聞自主定義包括：一有選擇採

訪題材的自由；二有決定新聞該強調的重點的自由；三是媒介組織中有無受指派

採訪；四是報導內容是否被刪改。錢玉芬（1998）認為新聞專業自主又稱自主性

或獨立性，並且更進一步在專業自主下，再區分外部自主與內部自主，前者指新

聞媒體或從業人員能免受媒體組織外任何勢力的不當控制；後者則指新聞從業人

員在媒介組織中，得免受媒體組織內部壓力的不當影響與控制。 

 

報紙商業置入可以說是業務部與廣告主同時從內部以及外部，對於新聞專業

自主造成傷害，因為不論是在採訪題材、強調新聞重點、指派採訪以及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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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改上，業務部與廣告主的權力都比過去大增，詳細的情況包括： 

1. 一般專題報導常被業務部要求附加置入報導 

業務部除了常將所謂的商業置入報導強行加入版面之外，或是要求編輯部幫

忙撰寫置入報導外，連編輯部策畫的一般專題報導也不放過加以置入的機會，專

題報導的特性與一般新聞不同，常以系列或多篇文章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因此

在篇幅上可以更長、題材更廣泛以及牽涉的範圍更多，可以花一星期、一個月、

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進行後續追蹤報導，等於是說，專題報導如果與一般置入報

導相比，專題報導版面大，連載時間長，吸引讀者的機會更大，所以當業務部發

現編輯部規劃的某些專題報導題材有置入空間時，便會要求編輯部加以配合。 

 

 編輯部所規劃的專題報導，主要是希望將值得重視的話題，透過專題報導的

方式，延長報導主題的生命，讓話題能夠持續受到社會矚目，是新聞從業人員基

於公共利益考量，希望透過新聞專業讓民眾對於某些事件或是主題有更多的思考

以及警覺，並非希望藉此牟取商業利益。 

 

2. 廣告主一次購買多家報紙的置入版面 

台灣目前主要有四家大型的綜合性報紙，由於各自報社的政黨立場以及經營

定位不同，即便是同樣的新聞，四家報社最後呈現的面向也有所不同，因此能夠

兼顧不同的讀者群，讓公眾能基於多元資訊進行討論，但是目前廣告主在購買置

入時，往往不只購買一家報社，因此關於某個廣告主的新聞內容會完全相同，長

久下來似乎對於公眾形成一種思想的控制，公眾無法得知多面向的訊息。 

 

3. 廣告主對於報紙新聞內容影響力大增 

過去報禁時期，報紙數量少加上版面有限，雖然受到政治力的牽制，但與廣

告主的關係仍是處於上風，具有廣告價格以及是否給予刊登等的主控權。隨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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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開放，傳統報業不再享有過去國民黨專政時的「侍從」利益，報紙越來越多，

而後又有電子媒體興起，搶食傳統報業的讀者與廣告市場，導致傳統大報不只閱

報率大幅下滑，廣告收入也隨之減少；以及「媒體集中購買制度」的產生，讓廣

告主或是媒體購買公司透過大量採購廣告，與報業廣告議價時更具有優勢等因素，

讓報業持續衰退的狀況下，為了穩固廣告營收，對於廣告主做出許多妥協。 

 

報社對於廣告主的妥協，首要的即是配合廣告主進行商業置入的報導，原本

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根據自己的新聞技能以及專業知識完成報導，包括找尋議題、

訪問相關消息來源以及新聞報導寫作。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的興盛，卻破壞固有

的新聞守門模式，雖然表面上，商業置入性行銷報導對於新聞從業人員來說，流

程沒有什麼變化，一樣是採訪以及寫新聞稿，但報導內容並非基於新聞從業人員

的新聞專業判斷，所作的公正客觀報導，因為置入新聞的重點以及議題，全然由

廣告主決定，讓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技能與專業知識毫無用武之地，新聞從業人

員只能被迫去參加所謂的「研討會」或是「座談會」等活動，「紀錄」下活動的

過程 。 

 

商業置入的報導除了事先被廣告主要求報導寫作上必須強調某些議題之外，

還有由於報紙的置入是以字數作為計算，為了按照業主要求的字數，許多新聞從

業人員表示無法從乏善可陳的置入活動中找出可寫的新聞題材，只好以贅字填充

不足；另一方面，置入性行銷報導只是依照廣告主要求，單方面呈現廣告主的角

度，而非消息來源多元且客觀的報導；最後置入報導刊載前，並不是經由編輯部

主管審核，而是必須經過廣告主的審稿，才能刊載，顯現報紙商業置入讓廣告主

握有對於商業置入新聞產製的完全主導性。 

 

廣告主除了握有對於商業置入報導內容完全的掌控權，與廣告主企業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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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消息，廣告主也具有影響力能夠將其撤除。根據訪談的內容，現在廣告主會

以透過撤銷廣告預算的間接方式，要脅媒體撤除不利於企業形象的報導。擁有龐

大廣告行銷預算的廣告主確實對於新聞內容是有一定程度影響力。 

 

其實過去廣告主透過撤銷廣告預算，間接影響媒體撤除不利報導的情況已經

存在，只是受訪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都表示，台灣報紙產業與廣告主之間對新聞

產製影響的角力戰，從過去到現在有非常大的變化，如同前面所說，過去的報紙

競爭媒體不多，報紙廣告版面供不應求，連刊載廣告都須大費周章向報社請託，

遑論影響報社的報導內容，但是目前情勢是完全轉換，由於報業對於增加廣告營

收的渴求，因此報社更加沒有拒絕的餘地。 

 

過去廣告主只能拿廣告預算來對報社施壓，隨著競爭激烈，過去報業榮景不 

再，報業為了生存，只能一再對廣告主妥協，包括配合廣告主進行置入，將置入

做為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但是一方面也增加了廣告主對於新聞內容的控制權，

置入的興盛讓廣告主等於又多了一個可以威脅報社的預算工具。 

 

4. 有價值的新聞因過多的商業置入報導佔據版面而遭到排擠 

資深的主管級新聞從業人員表示，進行合版作業時，常常因為過多的置入稿

件，必須捨棄掉許多前線新聞從業人員辛苦採訪來的稿件，業配的新聞報導字數

往往不少，但目前的報紙版面最多四千五百字，當置入性行銷的稿件一來，即便

沒有新聞性，置入性行銷的稿子依舊仍可以見報，因此導致一般新聞報導捨棄的

量甚至高達八成以上，這些被捨棄的報導或許才是值得被讀者關注的議題，因此

置入性行銷不只是沒有新聞價值的新聞，更讓具有新聞價值的報導無法見報。 

 

可以看出因為商業置入的興盛，佔用過多的報紙版面，造成編輯部的主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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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依據自己的新聞專業對於版面做安排，必須考量到業務部所承接的業配案

子，因為這就是現今報社為了增加收入的策略，即便違反新聞專業與倫理，不論

是前線新聞從業新聞人員或是主管階的資深新聞從業人員仍必須配合。 

 

像是《聯合報》更將活動效益讓報社集團底下的報紙平均分擔，因此報紙也

必須承擔其績效，在這樣的情況下，編輯部更是必須支援業務部，幫忙報導呈現

自家展覽新聞，但是其實編輯部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新聞版面充斥過多自家展覽

活動新聞感到不滿，不論是透過業務部安插進來的業配案子或是自家報社集團所

主辦的展覽活動新聞，因為過多的置入新聞，相對排擠到新聞從業人員主跑線路

的一般新聞，造成新聞從業人員原本主跑的新聞無法登上版面的狀況越來越常發

生，如果是原本相對弱勢路線的新聞，在現今利益至上的報業中，受到排擠的程

度更是嚴重。 

 

另外，商業置入報導除了佔據一般新聞的版面之外，商業置入報導也間接影

響到新聞從業人員在一般新聞產製流程時間，由於置入性行銷的專案有簽約，因

此新聞從業人員不得不全程採訪，間接壓縮到其他正常新聞的採訪與處理的時間，

換句話說，報紙商業置入的興盛，不只是讓沒有新聞價值的置入新聞佔用新聞版

面，也影響到原本其他正常新聞的品質。 

 

5. 編輯部新聞自主權大不如前 

新聞專業當中最常被提及的新聞自主權，這幾年在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情況

下也大受影響，除了前一部分所提及，來自於新聞組織外部廣告主對於新聞內容

直接的干涉之外，也有來自於報社業務部門對於編輯部新聞自主性的干涉。因為

報社比過去重視業務，連帶也影響到編輯部與業務部之間的互動，因為報紙商業

置入日趨嚴重，編輯部整體的自主性也日趨降低，許多時候編輯部甚至得聽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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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部的指示行事。過去文人辦報的時期，基本上編輯與業務區分相當清楚，兩

個部門是各自運作，互不干涉，基本上兩部之間的互動只拘限於社務會議，這樣

的措施是過去報老闆為了避免人情請託或是商業力量來影響新聞內容，但隨著報

業對於廣告收入的妥協，業務部門轉為報社中的要角，開始也影響到新聞內容。 

 

首先影響的是前線新聞從業人員，業務部會以業配合作為由，要求前線的新

聞從業人員配合商業置入報導，包括指定「採訪對象」、「採訪重點」、「報導長度」

及干涉「報導內容修改」等。 

 

除了前線新聞從業人員新聞自主性受到業務部影響之外，相對地編輯部與業

務部之間，在新聞版面的編輯自主權也有所改變，過去，業務部與編輯部協調廣

告與新聞版面時，絕對以編輯部的新聞版面為優先，但是目前業務部總是會以業

配合作案有履約之義務，必須加以刊載，強迫編輯部必須留下版面。 

 

有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表示，有時候廣告主偏好某些熱門時間點刊登業配合

作報導，加上業務部甚至將主要版面同時賣給多家廣告主，版面原本就有限的狀

況下，業務部又擅自接了過多的商業置入，編輯部人員版面調度上大為受限，加

上置入是有合約履行之義務，編輯部並無法像過去一樣，以一般新聞版面版面作

為優先考量之理由，拒絕業務部的商業置入新聞。 

 

過去編輯部主管的工作之一，就是根據新聞的重要性，決定哪些報導可以見

報，過去的業務部門即便是希望放置廣告於新聞版面中，只要編輯部門認為版面

不足，便可以加以回絕，過去業務部不敢直接把手伸進編輯部干擾新聞產製，目

前卻因為報社整體經營政策對於廣告收入的妥協，業務部藉此開始堂而皇之地介

入編輯部的新聞產製，包括報紙版面配置、指定採訪以及採訪題材的選擇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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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權力關係可說是此消彼長，因為現今置入對於報社來說

等同於收入，因此編輯部並沒有拒絕的權利。 

 

（三）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整體報業的影響 

1. 報業失去監督功能與獨立角色 

專業新聞理念中，媒體監督的功能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置入興盛後，對於報 

業監督的角色勢必減弱，因為媒體的報導與評論可以助長或是阻礙任何產品的成

功與否，因此個人、有所主張的社群、政府及工商企業，無不積極爭取媒體的正

面注意以及避免媒體再現不利於他們的報導（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此外，媒體報導除了影響一般民眾政治參與活動之外，政府的社會福利、軍事國

防、醫療保健與環保等議題之決策，媒體在這範圍中參與甚廣，因為媒體可以呈

現明智客觀的觀點，也可以因為收取錢財而扭曲觀點，包括關於某些重要的廣告

廠商的負面報導，媒體會採取軟化或是完全避免負面報導內容，如此以換取廣告

主繼續購買廣告的機會，或者接近政府機構或是官員等消息來源的特權，因此原

本媒體必須透過公正客觀的報導對於政府、企業或是利益團體進行監督功能，卻

故意掩蓋負面報導的事實，可以說是媒體未善盡其監督功能，但是目前台灣報業

的狀況為了生存已經自顧不暇，遑論顧及到報導內容對於整體社會所帶來的負面

外部性。 

 

但如同前面所述，隨著廣告主對於新聞產製影響力日已鉅增，其實深深影響

新聞自主性以及其獨立角色，新聞從業人員在一般的報導上，基於新聞專業中媒

體獨立於政府或是企業的原則，對其進行監督與批判，但是置入性行銷是廣告主

用錢買的報導，如同廣告一般，只會單面向呈現對廣告主有利的立場，因為報導

的內容是由廣告主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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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廣告主的廣告預算對於報導當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是還是有所限 

制，新聞從業人員還是會基於媒體第四權的監督功能，對於業主的缺失直言不諱，

但這幾年報紙商業置入的興盛，可說是徹底破壞了記者與業主原本平等的關係，

置入加強了廣告主干涉新聞產制的權力，正所謂「拿人手軟，吃人嘴軟」，相對

地，批判的力道也隨之削弱，這也讓廣告主更能夠躲避公眾的監督。 

 

換句話說，報紙商業置入讓新聞從業人員變成企業的傳聲筒，只呈現好的一

面給讀者，不僅未盡到提供完整訊息給讀者的責任，也未善盡監督的責任，首要

衝擊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士氣，許多新聞從業人員認為新聞工作有其第四權的責

任感，置入卻削去了新聞從業人員為民監督的功能。二來久而久之，讀者發現失

去監督功能的報紙，也不會願意支持了。 

 

2. 中國政府置入使報業在中國相關資訊流通功能不彰 

除了一般的報紙商業置入以外，中國大陸政府的置入目前在報紙中也越來越

多，由於預算法目前無法規範中國大陸政府，台灣也沒有廣告法可以統一管理報

紙中所有類型的廣告，雖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可規範中國大

陸機關的廣告，內文包括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

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

動。」；第 2 項規定「前項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一、為中共從事具

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二、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三、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第 3 項規定：「第一項廣告活動及前項廣告活動內容，由各

有關機關認定處理，如有疑義，得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關於中國大陸機關方面的廣告管理細項則有「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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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內文第 6 條規定：「下列事項，不得在臺灣地區

從事廣告活動：一、招攬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於大陸地區投資。

二、不動產開發及交易。三、婚姻媒合。四、專門職業服務，依法令有限制廣告

活動者。五、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已許可嗣後經

撤銷或廢止許可者，亦同。」；第 7 條規定：「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二、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目前大陸方面廣告最常觸法的廣告類型為不動產投資、招商、婚姻媒合等類

型為多 ，但是現在由於置入性行銷尚未被歸類為廣告類型之一，因此法律上無

法對中國大陸各機關向報紙所購買的置入性行銷開罰，讓國台辦到中國大陸各省

份地方政府的置入性行銷有日趨增加的趨勢，這類型的置入報導內容往往對於中

國地方資訊上隱惡揚善，甚至是歌功頌德，無法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有多元

性的認識，輕微影響的層面是民眾對於中國有偏差的解讀，嚴重的話，其實也會

影響到國家安全以及民主政治，侵害民眾對媒體的信賴與新聞應獨立自主的專業，

另外，美國「自由之家」在 2010 年的報告也指出，有中國台商購買媒體，可能

根據買家的立場影響編輯政策的獨立性，均使新聞自由受到質疑，並影響台灣在

國際上的觀感（蘇永耀、趙靜瑜，2010 年 4 月 30 日），即便美國「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2012 年的全球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中，台灣位列全球新聞自

由的國家，但仍有置入性行銷爭議（林靖堂，2012 年 5 月 3 日），由此可見中國

大陸各機關大量購買置入性行銷的行為，欲透過經濟力對於台灣的新聞專業、國

家安全、民主政治甚至是新聞自由上都造成影響，因此除了報紙的商業置入之外，

中國政府置入也是一個需要在自律、他律或是法律層面上加以規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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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論 

重視廣告營收是現在報業處在資本主義運作邏輯下不可避免的，但是報紙具 

有公共財、外部性以及服務於雙元市場等特性，難免讓報紙在經濟利益與公共利

益之間矛盾擺盪，加上近幾年報業在廣告市場跟讀者市場急速衰退，犧牲媒體的

社會責任而追求最大利益的狀況更加嚴重，置入性行銷的興盛就是經濟利益凌駕

於公共利益之上的最佳明證。 

 

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關鍵因素，本論文認為與政府在解嚴之後，對於報業完

全「不作為」之態度息息相關，因為遵循英美自由模式的媒介制度，強調國家不

應對於媒體有過多的管制，卻未考量到台灣報業甚至是整體社會背景與美國的不

同，美國新聞媒體內部具有高度新聞自主以及對於新聞專業的尊重，因此報社在

經濟利益與公共利益的衡量上，還是能夠以公共利益至上，維繫媒體第四權以及

社會公器的功能，但觀看台灣，實際上，國家角色這樣不作為的態度，種種放任

都讓媒體更加無法無天，甚至還出現政府置入性行銷，轉而透過經濟力影響媒體

內容。 

 

 因此，本論文認為要解決報紙商業置入的問題，國家的力量勢必重新納入，

不應該一味遵循英美自由模式中，國家對於媒體完全的放任。目前國家應該做的

部分，除了前述曾提及的「廣告法」，將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納為廣告類型之一

加以規範外，更進一步的目標是要去協助報業建立共同的自律平台機制，確保其

運作，透過法律規定運作架構，以及適度下放權力至自律平台，改善目前自律機

制強制力不足的問題。 

 

 另外，公民團體力量的納入也是不可或缺，以政府置入性行銷為例，當初仰

賴許多公民團體的串連，成功推動預算法修法規範政府置入性行銷。公民團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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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角色的加入，也能避免國家或是報業某一方過於強大所造成的失衡，因此，

國家在對於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進行規範的同時，邀請公民團體之代表提供相關

意見，作為國家力量以及報業之外的第三人，也才能確保規範公正性以及客觀

性。 

 

總體而言，改善報紙商業置入的氾濫，首要必須仰賴國家的規範力量，將報

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納為廣告類型之一，並訂定廣告法統一規範所有類型的商業置

入性行銷報導，長期目標則是輔助報業共同自律平台的建立，協助報業的自律機

制以及他律力量的建立，共同以自律、他律以及法律層面規範報紙商業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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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透過了解台灣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 

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產生哪些層面的影響後，由於目前對於報紙商業置入完全

無法可管，希望進一步提出對於改善報紙商業置入未來可行的建議。 

 

（一）重啟報業自律機制的共同平台 

大多數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對於報紙商業置入的建議，都仍是以報業自律為

首要考量，因為報業自律是比他律、法律節省社會成本，加上重新對於報紙進行

規範，又有政治力干涉新聞自由的疑慮。 

  

但是檢視台灣的報業自律機制，從報禁開放後並無實際效用，不論是「新聞

評議會」、「記協」或是《新聞鏡周刊》等以報業自律為訴求的團體，對於報紙

的內容或是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並無促進的作用，換句話說，台灣報業

自律等同名存實亡，但新聞從業人員都認為自律是報紙商業置入的首要規範選擇

的話，勢必台灣目前的自律機制必須作出調整。目前台灣報業並無運作中的自律

共同平台，只有個別報紙所成立的自律諮詢委員會，如《蘋果日報》成立的新聞

自律諮詢委員會，但個別報紙所成立的自律機制，並無法抑止其他報紙承攬業配

的行為，因此，優先以自律作為規範報紙商業置入的考量，首先必須重啟台灣報

業自律的共同平台，才有可能後續以自律管道約束報紙商業置入之可能性。  

 

第二章第三節的三大媒介制度模式中有提到，新聞自律做得最有制度的是民

主統合模式中的國家，這些國家的自律制度都是依據國家法源所成立，等同法律

不直接規範媒體運作以及內容，主要只是對於自律機制運作多一層保證，不讓自

律制度淪為名存實亡。例如丹麥的《媒體責任法案》中，「新聞倫理」的章節中，

規定媒體報導必須符合新聞倫理，除此之外，也給予新聞評議會成立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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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法律並未給予丹麥新評會判決與罰款的權力，但仍可強制媒體刊登新評會的

裁決。 

 

此外，瑞典自律機制中的共同管制制度也是值得借鏡的國外經驗，瑞典新聞

評議會與新聞公評人管轄的範圍也包括報紙與雜誌等平面新聞媒體。只要當事人

認為報導錯誤或侵犯隱私時，可向評議會的新聞公評人提出申訴。在媒體陳述理

由之後，由新聞公評人負責裁定讀者申訴是否有理，並要求媒體答覆或更正。若

報社更正或答覆後，當事人依然不滿意，案件便會進一步送交新評會審議。如果

新評會最後裁定申訴成立並譴責該則報導，媒體除了必須立即刊登譴責聲明之外，

還得繳交約 2,000 英鎊的罰款。 

 

另一個有法源依據的新聞自律機制，是「盧森堡新聞評議會」（Conseil de  

Presse Luxembourg），根據《記者專業度維護法》（The Law of 20 December 197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of Journalist）而成立

（Leonardi, 2004）。 

 

國外的報業自律組織不只有法源保障其運作，也保障其自律組織有其懲處的 

能力，也讓所謂的媒體自律機制有實質作用，因此，如果未來希望以自律機制規

範報紙商業置入，法律保障自律機制的運作或許是重啟報業共同自律平台的關鍵

之一，保障自律機制能夠正常運作，也才有重啟自律的可能性，進一步透過自律

管道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畢竟，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是一個整體結構性的問

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有一個平台重啟自律機制，並且是具有約束力的，並

訂定自律公約，讓所有的報紙一起加入，因為單一的報紙自行對於置入進行自律，

並無法阻止廣告主購買其他家的置入報導，這麼一來，並無法完全遏止商業置入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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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重啟報業自律共同平台，讓報業自行以集體性的方式進行自我規範外，

其實報紙商業置入一直為人所詬病之處，就是明明是廣告訊息卻偽裝成新聞，企

圖混淆讀者視聽，但目前報業廣告量衰退的情況下，不可能讓報社完全捨棄置入

性行銷，因此，最好的細部執行上，報社能夠善盡「揭露」原則，自行標示清楚

為廣告，兼顧廣告營收以及報業的公信力。 

 

如同前面所述，報社目前還是必須仰賴置入的收入以維持營收，不可能完全 

杜絕，加上大部分的新聞從業人員也認為，完全靠自律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不可

能的。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從業人員最大的影響是，必須撰寫並非基於新聞專業考

量的報導，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以及新聞倫理上造成矛盾，因此本研究

認為，報社目前能夠針對商業置入所執行的自律程度，至少讓新聞從業人員不必

撰寫商業置入的新聞，以及避免新聞從業人員直接跟廣告主爭取置入或是廣告預

算，而是請業務部或是其他部門專職負責，讓新聞從業人員還是能遵守新聞專業

的分際。 

 

（二）推動消費者運動與媒體識讀 

除了報紙媒體的自律之外，從消費者的層面出發，對目前的報紙商業置入性

行銷進行規範也是可行之處，畢竟單靠媒體自律來改善報紙商業置入，仍顯不足。

其實報紙的受眾除了是讀者的身分，也是消費者的身分，因此在規範報紙商業置

入性行銷上，可以從他律層面的消費者運動來發起。讀者從消費者的立場出發，

認為商業置入屬於不實廣告的一種，可以消費者權益進行爭取，要求報紙必須清

楚區分廣告與新聞。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報紙的商業置入明明與廣告相同，報社與廣告主之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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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關係卻未告知，其實已經是一種欺騙的行為。此外，消費者因為置入報導偏

頗的關係，得不到全面且需要的資訊，所以從這角度出發，規範報紙的商業置入

性行銷其實是合理的，並不會涉及所謂的新聞自由，畢竟商業置入也算是廣告的

一種。透過他律層面的消費者運動對於報紙商業置入進行規範，更能避免因為報

社自己的經濟利益，無法客觀地進行自律。 

 

 除了消費者運動，另一種較為消極的方式為媒體識讀，讓閱聽人具有自我判

斷置入性行銷報導的能力。不管是媒體自律或是法律層面仍有不週全之處，大眾

應該要自我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自行分辨到底什麼是新聞，什麼是置入性行銷

報導。而媒體識讀的能力，除了公民團體可以透過公聽會的方式教育民眾之外，

另外，學校也是著力點之一，從學校教育開始，舉辦討論會或是宣導，讓民眾從

小開始就能接觸關於報紙置入的相關資訊以及訊息，培養公民相關意識。 

 

媒體過去是第四權，基於公共利益，替人民監督政府以及企業，但是在置入

興盛後，顯然在監督的力道上減弱許多，因此，當第四權的功能不再運作正常，

是不是在第四權之上也需要有個監督的力量？而消費者運動以及媒體識讀正是

可以培養更多的公民來關心報紙商業置入的議題，也不失為一種箝制報社業配風

氣的另一種力量，甚至進一步推動與民代結合，進而推動相關修法，規範報紙商

業置入性行銷。 

 

 （三）以廣告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 

 雖然許多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都認為以法律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最後的選

擇，但本研究認為，在目前台灣自律以及他律都不能達到改善報紙商業置入的情

況下，加入法律層面或許是可以考量的方式。監察委員吳豐山（2010）在其調查

報告中就指出，由於台灣目前並無訂定「廣告法」，相關規範廣告的法令散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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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因此導致各種型態的商業置入報導泛濫，實為變相之「廣告」，因此他建議

廣告規範之整合與完整法規的訂定刻不容緩。 

 

本研究認為商業置入也算是廣告的一種，因此將報紙商業置入納入廣告的範 

疇之中，以廣告法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是一種可行的方法。因為許多報紙商業置入

的報導，在內容上的確多有偏頗與不實，目前對於醫療衛生以及藥品類別的不實

報紙廣告都有相關法規可以加以懲處，所以同理將報紙商業置入納入廣告法的管

轄範圍內，並不會牽涉到新聞自由，但對於改善報紙商業置入也有所幫助。只是

廣告法不應該被視為像是過去對於報紙整體管制的出版法，而是如同兒童少年福

利法的法令，對於所有的媒體，包括報紙，基於公共利益的考量，做出符合大眾

利益的約束。 

 

因為畢竟當媒體自律以及他律已經不可行的時候，勢必還是必須經由法律的 

強制力來進行規範，但是未來如果要訂定這樣的廣告法，絕對是針對局部進行規

範，規範的內容只限於當置入的內容有涉及不實，提供不正確的訊息，使讀者信

以為真時，畢竟這也都是涉及公共利益的部分並非管制媒體的整體性，所以未來

如果從法律規範著手，廣告法從以上的層面來做規範是合理的。 

 

比起直接訂定法令規範報紙商業置入確實會有傷害新聞自由的爭議性，但是 

以上所述的廣告法，主要是透過管制廣告源頭，以相對寬鬆以及低門檻的方式，

對報紙的商業置入進行最低限度的規範。 

 

此外，除了希望未來透過廣告法的訂定，規範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外，更期

待未來國家力量介入改善新聞產業，不是如同過去報禁的出版法，而是透過國家

力量，矯正市場結構來促進多元言論的出現、尊重編輯人的自主權以及保護讀者



 

164 

 

權益。以韓國的報業法為例，該法有振興新聞產業專章。在此章中，政府文化觀

光部之下成立新聞委員會，並在委員會之下設新聞發展基金（主要來自政府捐助）。

新聞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提出振興新聞產業計畫與補助報刊（包括全國報、地方

報與網路新聞媒體）。主要補助的標準包括：是否符合公共利益，是否設有編輯

室自主的機制，是否成立讀者委員會，以及是否公開財務等（林麗雲，2008）。 

 

同時，政府出資成立公共的發行機構。目的在於降低報業的營運成本，讓更

多報紙可存活下來，也讓（偏遠地區）讀者可買到報紙。該機構為財團法人性質，

以降低各報的營運成本，在 2006 年度，該中心的經費約 2.8 億台幣（林麗雲，

2008）。透過國家力量的介入，減少報業營運成本，也兼顧讀者利益以及新聞編

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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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代表性限制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針對國內報業的新聞從業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了

解台灣報業商業置入性行銷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從業

人員的新聞專業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其相關建議。研究對象之選擇為報紙的新聞

從業人員，分為前線新聞從業人員以及資深新聞從業人員。由於最初訪談對象係

由研究者主觀判斷抽取，二則受訪者之訪談意願亦會影響最後訪談名單，因此訪

談對象可能會有代表性之問題，加上因為關於報紙商業置入對於新聞從業人員是

極度敏感話題，多數受訪者都仍在職中，因此在受訪時多半無法暢所欲言，態度

都較為保留，因此受訪內容可能無法推論至整體社會情況。 

 

二、資料限制 

我國對於報紙商業置入的關注不足，對於置入大多是聚焦於電視媒體，其報 

業商業置入之產業資料以及實證研究較少，因此在探討報紙商業置入興盛的背景

與原因時，只能就僅有的報業資料進行分析，無法了解其詳細變化歷程，可能無

法推斷完整報紙商業置入的背景以及因素。 

 

 三、未來研究建議 

目前報紙置入除了商業置入之外，有受訪的新聞從業人員也提及，中國大陸 

政府也以各種型態在報紙媒體進行置入性行銷，因為台灣並無廣告法，規範廣告

的相關規範散落於各法之中，也讓台灣報業能規避「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及「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等規定，

以「專輯」、「採訪」進行新聞置入性行銷，實則為變相「廣告」，因此日後研

究者或許能從此方面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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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前線新聞從業人員訪談大綱 

您好，我是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的研究生李嘉霖，基於撰寫碩士論文的

需要，希望您能撥冗接受我一到兩小時的訪談，簡述研究問題如下： 

 

我的論文題目是「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研究」，希望藉由資深新聞從業

人員的經驗與想法，了解報紙的商業置入興盛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對於新聞從業

人員新聞專業的影響，更期望進一步提出建議。訪談大綱分成以下幾個面向： 

 

一、對於新聞專業的定位 
1. 您覺得新聞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2. 您認為新聞從業人員該具備哪些新聞專業素養？ 
3. 您覺得新聞從過去到現在有什麼樣的轉變趨勢？造成這樣的趨勢的原因是什

麼？這樣的趨勢對新聞專業的影響是？ 

 

二、處理一般新聞與置入性行銷的情況 
4. 處理一般新聞時是否曾經遭遇過主管或是廣告主方面的壓力？請說明一下是

怎麼樣的情況？ 
5. 您覺得近幾年置入性行銷興起後，編輯部與業務部門的互動有怎麼樣的轉

變？ 
6. 您認為目前自己在撰寫新聞的自主性如何？是否因為置入而有所改變？ 
7. 您本身對於置入性行銷的看法？ 
8. 您是否參與過置入性行銷的執行？ 
9. 執行置入性行銷時與一般新聞處理上有什麼不同？ 
10.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您的新聞產製上有什麼影響嗎？ 
11.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您的工作待遇有什麼影響？您自己又是怎麼看

待這樣的狀況？ 

 

三、置入性行銷興盛後對於台灣報業的影響 
12. 就您所知，可以談置入性行銷開始興起當時的背景跟原因嗎？ 
13. 您覺得現在編業合作的盛行，對於整體新聞價值有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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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上有什麼影響？ 
15.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的興起，對於整體報業生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16.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對於整體報業新聞品質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17.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對於未來報業的影響是什麼？ 
18. 對於現在置入性行銷的現象是否有什麼建議？ 
19. 有無任何從自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20. 有無任何從他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21. 有無任何從法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本論文是採質化的研究方法，非常希望能夠聽到您個人的觀點、詮釋與意見，

面訪時只要就您所知的回答即可，再次感謝您！ 

                    師大大傳所 李嘉霖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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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新聞從業人員訪談大綱 

您好，我是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的研究生李嘉霖，基於撰寫碩士論

文的需要，希望您能撥冗接受我一到兩小時的訪談，簡述研究問題如下： 

 

我的論文題目是「台灣報紙商業置入性行銷研究」，希望藉由資深新聞

從業人員的經驗與想法，了解報紙的商業置入興起的背景與原因，以及對於

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專業的影響，更期望進一步提出建議。訪談大綱分成以下

幾個面向： 

 

一、對於新聞的定位 
1. 您覺得新聞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2. 您認為新聞原本應該要怎麼樣呈現？但實際上的狀況又是如何？ 
3. 您覺得新聞從過去到現在有什麼樣的轉變趨勢？造成這樣的趨勢的原因是什

麼？對新聞專業的影響是？ 

 

二、處理一般新聞與置入性行銷的情況 
4. 還在第一線處理一般新聞時，是否曾經遭遇過主管或是廣告主方面的壓力？

請說明一下是怎麼樣的情況？ 
5. 您覺得近幾年置入性行銷興起後，編輯部與業務部門的互動有怎麼樣的轉

變？ 
6. 您仍在第一線採訪報導時，認為自己當時在撰寫新聞的自主性如何？是否因

為置入而有所改變？ 
7. 您本身對於置入性行銷的看法？ 
8. 您是否參與過置入性行銷的執行？ 
9. 就您所知，執行置入性行銷時與一般新聞處理上有什麼不同？ 
10.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您仍在第一線工作當時的新聞產製上有什麼影

響嗎？ 
11.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您仍在第一線工作時，整體工作上又有什麼影

響？ 
12.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您當時的工作待遇有什麼影響？您自己又是怎

麼看待這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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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於台灣報業的影響 
13. 就您所知，可以談置入性行銷開始興起當時的背景跟原因嗎？ 
14. 您覺得現在編業合作的盛行，對於整體新聞價值有什麼樣的影響？ 
15.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興起後，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上有什麼影響？ 
16.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的興起，對於整體報業生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17.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對於整體報業新聞品質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18. 您覺得置入性行銷對於未來報業的影響是什麼？ 
19. 對於現在置入性行銷的現象是否有什麼建議？ 
20. 有無任何從自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21. 有無任何從他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22. 有無任何從法律角度出發，對於政策規範的建議？ 

 

本論文是採質化的研究方法，非常希望能夠聽到您個人的觀點、詮釋與

意見，面訪時只要就您所知的回答即可，再次感謝您！ 

                    師大大傳所 李嘉霖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