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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政治
以《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為例
林宇玲（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本研究採用 Lois McNay 的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場域的關係作為理論架構，檢
視以公共為導向的《小世界》新聞室之性別政治，同時探討學生如何在此協商其
性別認同和專業實踐。
研究有四項發現：首先，在以女性為主的新聞室內，不會讓女記者感到女性
特質是負面資本，但實際的新聞運作卻多強調人際關係，因而發生一些衝突和爭
議。其次，
《小世界》以女生居多，學生傾向以同班兼好友為選版依據，強化同
儕關係在新聞實踐的影響力。第三，《小世界》雖然以公共為理念，但實際運作
仍未脫離傳統的專業規範。學生為了上報，傾向接受並內化組織和專業規範的要
求。最後，學生的性別化生存心態若不符合版面的專業屬性，在實習過程中須經
歷較多的掙扎與協商。

關鍵詞：公共新聞學、性別與新聞學、性別化生存心態、新聞教育、
新聞專業訓練、新聞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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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聞業過去被視為男性領域，但受到商業化和通俗化影響，有
越來越多女性加入新聞業，新聞報導也逐漸在主題與風格上趨向軟
性化，並出現「報業陰性化」
（feminization of the press）或「新聞學
陰性化」
（feminization of journalism）的現象（Carter, Branston, and
Allan, 1; Gill, 00）。
早期女性主義者曾認為，新聞業對「女性」報導不公，是因為
組織裡陽盛陰衰所致；若能提高女性的參與人數，自然會有效改善
女性的再現問題，同時也提升婦女在新聞業的地位與聲望（Ross,
001）。
不過現有的研究卻發現，大量的女性接受新聞教育或加入新聞
行列，並不足以改變現狀，因為她們所負責的是消費議題等缺乏時效
性的軟性新聞，或家庭版之類的次要版面，加上有些女性仍須兼顧
家務，因此比較難在強調「機動性」的新聞業嶄露頭角，晉升為主
管（賴維真，00；Lofgren-Nilsson, 00）。而有些女性儘管成為資
深編輯或報社主管，卻仍沿用原有的男性價值來判斷和報導新聞，導
致新聞專業與新聞室的性別運作咸少改善（林鶴玲，1；Beam and
DiCicco, 00）。
由此觀之，新聞的再現問題，不是單憑多樣化新聞室（diversify
newsroom）或平衡性別比例就能解決，還必須反省男性化的新聞專
業意理，如何打著去性別化的「中立」旗幟逃避眾人檢視，鑲嵌在主
致謝辭：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政治：以「小世界」大文山社區
報為例〉（NSC -10-H-1-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除感謝所有參與的研究
助理外，也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與編委會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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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體的新聞產製過程中，並透過新聞室的社會化影響工作者的表
現。
Jane Rhodes（001）指出，新聞專業的社會化其實不只發生在主
流媒體的新聞室中，甚至早在記者接受新聞教育時就已經開始。然
而，這部分過去並未受到重視，所以我們也不清楚新聞教育究竟是性
別偏見的共犯結構─試圖以「客觀中立」之名，為新聞產業培訓未
來的新聞工作者；抑或能具遠見地協助學生辨識並挑戰性別認同與新
聞專業之間的衝突與利害。
男 女學生在接受新聞教育和職業訓練之前，便已深受性別社會
化影響。因此，新聞教育如果未先批判「性 別特質」的社會安排和
文化想像，就逕自以「中性」的專業規範和技術來要求、培訓學生，
將會讓他們不假思索地以主流方式（即性別化的思維與中性的專業表
現）來從事新聞實踐和性別建構。這樣的職前學習與訓練，也將被帶
入日後的職場中，強化個人的專業經驗。由此觀之，新聞教育在整個
新聞專業化的過程中，實扮演著重要角色。
近年來，新聞教育面對主流媒體的商業化和新聞品質惡化，除了
批判客觀的專業意理外，也開始對以技術為主的新聞課程進行反思。
David Nolan（00）指出，大學新聞課程其實是一種以產業為導向
的職業課程（an industry-oriented vocational curricula），著重在技巧訓
練和專業價值，為新聞產業培訓未來的人才。這樣的專業訓練已讓新
聞媒體與工作者變得更加保守且缺乏反思力。Barbara Kelley（00）
因此呼籲新聞教育不該淪為職業訓練，而應發展出一套具有反思和反
身性（reflective and reflexive）的課程，協助學生以批判方式來思考
其專業和實務表現。
為 了 提 高 新 聞 媒 體 和 記 者 的 社 會 責 任，Jennifer Rauch 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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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建議在課程設計上，應採用以「社群

社區」為導向的公共

新聞學來從事改革，藉此讓學生重新審視新聞專業的意涵、新聞對社
會的影響，以及新聞專業與社群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傳統的專業要
求，公共新聞學不再強調新聞記者的中立角色和超然態度，而鼓勵
他們涉入社群

社區活動，與居民一同發現並解決問題（McDevitt,

Gassaway, and Perez, 00; Rauch, Trager, and Kim, 00）。顯然，公
共新聞學已放棄追求中立與客觀性。但這種未考量性別運作，僅以
「公共」為旨趣的新聞教育，是否有助於破除傳統新聞學在專業判斷
和新聞實務上的性別偏見，並協助學生創造友善、合作的新聞工作環
境？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從  學年度起，開始進行以公共新聞學為導
向的課程改革計畫，其實習報刊《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
（簡稱《小
世界》
）也在  學年度配合課程改革，轉型為以公共新聞學為理念、
社區關懷為旨趣的學生實習刊物，讓學生從事有別於主流的公共新聞
實踐。
《小世界》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檢視大學生進入以社區為
主的新聞室中，其性別經驗如何影響新聞實踐和自我建構。
過去，國內在新聞和性別方面的研究，較少使用個案和民俗誌研
究法，因而較少探討性別化的個人在專業化過程中，所採取的協商與
應對策略。由於《小世界》是一個新聞專業的「實驗」場域，不但階
層化程度較低，且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學生在《小世界》的活動，將
有助於我們辨析社會的主流價值、個人的性別經驗、組織的專業理
念、以及新聞的實務工作之間的複雜建構過程。
為此，本研究採用批判民俗誌，並挪用 Lois McNay 的「性別
化生存心態」
（gendered habitus）與場域（field）之間的關係來檢視
《小世界》新聞室的性別政治，探究以社區和公共新聞學為導向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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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運作，是否能協助學生意識其性別經驗與新聞實踐之間的關係，從
而改善新聞室的性別運作與現有的報導方式。

二、理論架構與研究問題
（一）性別與新聞室文化
有關新聞組織與性別的研究，早期多偏向調查組織的性別比例和
職務安排，以說明女性在新聞室內所處的不利位置。Marjan de Bruin
（000）指出，傳統研究只呈現組織的雇用模式，但未說明性別如何
（被）建構在組織的日常運作中。因此她建議，相關研究必須超越數
據，改探究性別特質如何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被具體化，且一再被工
作者所維持。
de Bruin（000）也開始關切新聞室的性別政治，發現記者一旦
進入新聞室，就必須持續與性別認同、組織認同及專業認同進行協
商。新聞專業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強調競爭、公共性、客觀標準及
超然立場，此與主流媒體的商業利益不謀而合，因而被嵌入組織的日
常運作，導致新聞室傾向男性化，不利於女性發展。婦女為了追求所
謂的「專業」表現，自然會認同組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
會化（a secondary ‘male’ socialization）
（Gallego et al., 00），並誤以
為新聞生產與性別無關。這也是為什麼當婦女成為資深編輯後，仍做
出與男性一樣的新聞判斷（Lavie and Lehman-Wilzig, 00）。
儘管新聞組織多自稱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但性別其實已
被併入組織的運作，而出現性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和性別階
層化的現象。前者指新聞工作仍採用性別分類（gender-typing），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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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區分男 女性的勞動參與，例如在路線安排上，男性負責硬
性新聞，女性則做軟性新聞。後者是受性別迷思影響，認為女性無法
勝任主管職務，加上有家庭牽絆，對工作較不投入，所以女性不易升
遷（Lofgren-Nilsson, 00; Robinson, 00）。
女性除了在勞務分配上容易遇到職業隔離與低薪待遇，在人際
互動上也須忍受男性對其外貌的指指點點或性騷擾（賴維真，00；
蕭蘋，00）。儘管婦女在新聞產業的勞動條件並不理想，但她們也
不是全然逆來順受，而會發展出各種應對策略，至少有三種（DjerfPierre, 00, 00; North, 00）
：
1. 採用競爭策略：婦女拒絕其女性特質，以「男性特質」為專
業的象徵，並採取男性的行事風格，努力累積專業資本。
. 善用女性特質：婦女肯定自身的女性特質，認為細心、敏銳
或善於溝通讓她們更適合從事新聞工作，或易擴展消費、環
保議題等新的報導類型。
. 出現女性主義的反應：受到性別平權影響，有些婦女發展出
性別意識，主動反抗宰制的男性觀點，並致力於呈現另類聲
音與意義。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目前有關性別化的新聞組織研究，已探討婦
女的雇用狀況（如數量與職務）、勞動條件，以及新聞室的男性文化
（如男性決策或性騷擾）等問題，但 Rhodes（001: 1-）認為，我
們仍須從女性主義的觀點進一步檢視新聞專業，尤其應擺脫過去的性
別極化模式，探討男 女性在新聞室內究竟如何取得主體位置，並與
組織的例行事務與新聞慣例進行協商，以尋求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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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主流的新聞室運作
現有的性別與新聞研究多針對主流商業媒體，發現女性加入新聞
業仍無法改變現狀，因為陽性化的專業意理已被併入新聞產製過程，
不利於婦女發展。
事實上，女性主義對新聞專業意理的抨擊一直不遺餘力：不僅質
疑其以「客觀」為「中立」，只著重表象的精確、平衡及公正，而忽
略事件背後的成因與脈絡，亦指出其無視於小人物的情感與經驗，導
致婦女和少數團體的聲音被邊緣化（Allan, 1）。近年來，由於新
聞品質日漸惡化，新聞學界也開始對客觀意理進行批判，並提出以社
區 社群為導向的公共新聞學來改善新聞問題。
在美國，公共新聞學被視為新聞業的內部改革運動，即面對報
業無法善盡「公共服務」之責而做出的變革─實驗性地開闢一個
版面或專題，探討社區公民關注的問題，並以公共審議的方式提出
解決方案，藉此促使公眾參與民主過程（Ahva, 01; Nichols et al.,
00）。美國目前已有超過 0 項的公共新聞學計畫，大致可分成三
類（Haas, 00, 00）：一是（選舉期間）擴大競選報導範圍，如以
問卷方式大規模調查地方居民關切的議題，再邀請候選人來回應；二
是針對特定社會問題（如貧窮、種族歧視），以焦點團體或公民論壇
的方式進行公民審議，並提出解決方案；三是將公共新聞實踐併入新
聞組織的常規，即要求記者關心地方議題，聽取民眾意見，並邀請民
眾一起參與新聞的產製（Ross, 00: 1-）。相關的研究亦發現，
從事公民新聞實踐的媒體在選用消息來源上，的確反映出一般公民、
婦女及弱勢族群的聲音（Haas, 00; Haas and Steiner, 00; Kurpius,
00; Masse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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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公共新聞學旨在促進媒體、社區與民眾之間的對話，因此
新聞記者不再是超然的旁觀者─只報導事實或陳述問題，而成為
積極的參與者或鼓吹者，能主動涉入社區，鼓勵民眾參與，並協助其
發現及解決問題（Rauch, Trager, and Kim, 00; Woodstock, 00）。
Theodore L. Glasser（1）因此認為，公共新聞學將有助於改變新
聞實踐和新聞室文化。
現有的計畫顯示，越來越多的地方報或社區報已採用公共新聞學
取向，這是因為兩者都以社區為重（Haas, 00）。不同於主流媒體，
社區報具地緣性，強調地理上的社群參與和近用，一般被視為「非主
流」媒體，因其規模小，僅能利用有限的人力和資源，報導被主流
媒體忽視的地方人物，並以週報或雙週報的形式出版，服務地方讀
者（Ali and Conrad, 01: -; Lowrey, Brozana, and Mackay, 00: ,
）。一旦採用公共新聞學，社區報將不再只有「地方性」，更強調
「參與性」，亦即協助地方居民成為公民，關心地方事務與問題，並
尋求解決之道（Lowrey, Brozana, and Mackay, 00: -）。
就此觀之，以公共為導向的社區報新聞室中，應該會出現不同於
主流媒體的新聞運作。女性在這樣的新聞環境中，是否不再感到女性
特質是負面資本，而能發揮所長？目前尚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
研究以《小世界》為例，檢視非主流新聞室的性別化運作與新聞實踐
的關聯。

（三）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
「性別化生存心態」是由 McNay 所提出，她挪用 Pierre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和「場域」概念，改從性別觀點重新檢視結構與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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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間的關係。
1. 性別化生存心態
Bourdieu（1: ）以為，
「生存心態」包含「被建造的結構」
（structured structures）和「建造的結構」
（structuring structures）。前
者是個人長久以來面對外在結構（如家庭的社經結構或階層化的性別
關係）的刺激，經不斷調適後所內化的產物，因此生存心態在某種程
度上也反映出個人所處的社會條件。在性別的社會化過程中，個人從
小便習得二元的性別分類，經過不斷體驗而掌握身為男 女人應有的
稟性與行為舉止，並發展出「性別化生存心態」，建立男

女性特質

（Chambers, 00; Wade, 011），例如女孩對藝文活動感興趣，男孩則
偏好運動項目（Devine-Eller, 00; Dumais, 00）。
「建造的結構」則指「被建造的結構」讓個人瞭解到成功

失

敗、可能 不可能的機會結構，並形成認知與期望，使其在特定情境
做出某種反應與行動。不過，行動並非預先被決定，而是充滿模糊與
不確定性─亦即個人對場域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做出策略性的
即興演出，此可能強化或修正「被建造的結構」。例如在男性宰制的
新聞室內，有些婦女會選擇成為男性的一員，藉由隱藏女性特質，並
以男性為前輩，加入硬性新聞的報導行列；有些則選擇成為女性的一
員，運用女性特質負責副刊或軟性議題（Lofgren-Nilsson, 00）。
對 Bourdieu 來 說， 生 存 心 態 並 非 決 定 性 的 結 構， 而 是 生 產
原 則。 在 場 域 內， 生 存 心 態 雖 能 衍 生 無 數 的 行 為、 思 考 及 表 達
模 式， 但 同 時 亦 侷 限 其 多 樣 性。 儘 管 個 人 當 下 的 實 踐 是 自 發 的
（spontaneous）， 卻 超 越 現 在 的 立 即 性（immediacy） ─ 亦 即 動
員了過去經驗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期，一併嵌入現在的客觀潛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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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a state of objective potentiality），並體現在身上（Bourdieu, 1:
1）。易言之，實踐乃是生存心態的產物，同時包含結構的限制和
個人的能動性。
McNay（1）認為，相較於階級，Bourdieu 較不重視「性別化
生存心態」，雖然他也曾探討男性宰制的問題，但並未將它放入場域
內分析，導致其性別概念過於僵化。Bourdieu（001）以為，性別差
異是象徵暴力的效果，而男 女性特質在這過程中，被視為正 負面
的象徵資本嵌進男 女身上，成為客觀的分類系統，並被知覺為理所
當然。這種認知效果（即 doxa）讓原本武斷的社會差異自然化，進
而鞏固社會上的性別分工，如男性主宰

女性附屬、公領域

私領

域。
根據 Bourdieu 的說法，性別運作似乎牢不可破，但這並不符合
現代社會的兩性發展。不過，McNay（1）也意識到，現今的性
別關係即使某些部分（如勞務分配）可以被重構，但某些前反身性
（pre-reflexivity）的面向（如母性）卻無法輕易被重塑，例如女性總
是習慣為他人著想。這也被發現在新聞室內，像是女性經常扮演安慰
同事之類的母性角色（mothering roles）。
McNay（1, 000）因此指出，Bourdieu 的生存心態的確讓我
們注意到性別認同中根深柢固（entrenched）的一面，但必須從場域
著手，才能瞭解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客觀結構內，不斷地協商其性別
認同。
2. 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
生存心態直接關係到場域。場域是關係性的概念，被定義為「位
置之間客觀關係的網絡或形構（configuration）
」，涉及位置的位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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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資本分配之間的關係（Bourdieu, 1: ）。每一場域都有自主
性，具有特別的內在邏輯，建立與其他場域之間的非同步且不均等關
係。
場域內總是蘊藏著各種形式的資本與價值（見表一），性別化的
個人會試圖奪取這些資本的控制權，以維護、改變或提升其地位，因
此場域也是抗爭的場所（McNay, 000: ）。雖然某些行動者擁有相
似的生存心態，但因所處位置有別，便會產生不同的實踐與立場。顯
然，場域讓生存心態有了動態性。
表一：資本的種類
象徵資本
被制度化公認、和被合法化的權威以及稱謂，對文化、經濟、社會
資本的交換與轉換是必要的
文化資本 形體化的資本 稟性、語文實踐及身體生存心態的再現
資源
客體化的資本 物品、文本、物質客體及能傳送給別人
的媒體
制度化的資本 學院的資格、獎勵、專業證照與證件
經濟資本 物質物品和資源可直接轉換成金錢
社會資本 近用文化、次文化制度、社會關係及實踐
資料來源：Carrington and Luke（1: 10）

Bourdieu（1: 1）指出，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存在著雙向模
糊的關係。一方面是制約（conditioning）關係：場域形塑生存心態，
生存心態成了某個場域的既有屬性，並體現在個人身上。另方面是知
識關係或認知建構（cognitive construction）的關係：生存心態賦予場
域意義，使其充滿感覺和價值，讓個人覺得值得投入精力。

12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由 此 看 來， 生 存 心 態 與 場 域 之 間 具 有 本 體 論 上 的 一 致 性
（ontological correspondence）。社會現實既在場域中，也在生存心態
內；既在行動者之外，也在行動者之內。當行動者遇到契合其生存
心態的場域時，會感到適得其所，並迅速掌握場域內的資本與利益
（Bourdieu, 1: 1-1）。以男記者為例，其生存心態符合主流新
聞室的運作，因此比女性更易獲得專業認同並掌握資本和利益，同時
也較少察覺組織內的性別歧視（Djerf-Pierre, 00: -）。
McNay（000: ）批評 Bourdieu 似乎只關心生存心態如何滿足
場域的要求，而忽略兩者間的衝突與分裂（disjunction）可能造成生
存心態的改變。由於每一場域各有其性別邏輯，性別關係未必以相同
的方式一再被複製，因此當行動者跨越不同場域時，必然會先展開自
我反身性（self-reflexive），試圖瞭解不同場域的規則、價值及資本
間的運作，並依據所在位置挪用適當資本，從事或調整活動。就此而
論，性別化生存心態與場域之間的關係，有助於說明性別化身體的象
徵過程如何連結至周遭的物質關係（McNay, 000: ）。藉由檢視兩
者的關係，可以解釋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特定新聞場域內協商並實現
其男 女性特質。

（四）研究問題
《小世界》的新聞室運作不同於主流商業媒體，其女性比例遠超
過男性，再加上以公共新聞學為理念、社區關懷為旨趣，發展出不同
形式的性別和新聞專業操作。
在此數位化、非營利（由學校資助）的新聞場域內，男 女學生
被允許自由選擇職務和新聞工作，這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檢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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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如何受到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影響，主動選擇其位置並挪用資
本與價值，從事新聞實踐和性別建構。
為掌握《小世界》新聞室的性別政治，本研究試圖探討下列問
題：
1. 兩性如何認知《小世界》的公共定位？又如何與此新聞專業
進行協商？
. 兩性在新聞室內分別佔據什麼樣的位置？性別如何被嵌進新
聞的生產過程？
. 兩性在新聞室中各自擁有和累積哪些資本？性別化生存心態
如何與其他面向交錯，影響其新聞實踐？
. 兩性如何察覺新聞室的性別運作，並採用哪些抗爭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批判民俗誌
由於新聞實踐和性別認同皆是特定權力運作下的產物，因此本研
究以《小世界》新聞室為研究的「場域」，並採用批判民俗誌進行調
查。批判民俗誌不同於傳統民俗誌，不追求科學程序或客觀證據，而
強調所有的調查或解釋都無可避免地只能提供主觀、局部和處境性的
觀點（Lather, 1）。作為一種方法學，它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旨
在揭露並批判某一社群的壓抑處境，故偏重在調查場域內的權力運
作、社會關係、物質條件、壓抑形式及反抗策略，以瞭解被壓迫者如
何建構意義、經驗和認同（Thomas, 1）。
在學校的新聞

教室場域裡，學生仍是較弱勢的一群，既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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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課程改革與規劃，對於改革方案也只能配合接受。因此，本研
究從學生的角度切入，並關注性別層面。Patti Lather（1: 1）指
出，女性主義者雖然主張性別在形塑意識、技巧、制度與權力分配上
佔有重要地位，但未否認階級、族群和性傾向也是有力的形塑勢力
（shaping forces），因此她們也調查性別如何與其他勢力交錯，對個人
處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就「生存心態」的概念來說，除男 女性
特質外，階級、族群及性傾向也會影響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形塑，並干
預個人對當下情境做出性別化、階級化、族群化的反應，所以在場域
裡可以看到多元、異質的性別表現（林宇玲，00: 1-1）。
為了說明壓抑形式和多元差異，批判民俗誌允許研究者根據其目
的，採用多元方法，以瞭解個人如何受制於壓抑結構，同時發展協商
策略。為此，本研究也根據研究旨趣，採用多元方法，包括參與觀察
（代號 PO）、半結構式問卷調查（見附錄一）和深入訪談（代號 I），
進一步掌握學生的新聞實踐與性別文化之間的關聯。 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學年度修習「小世界實習」課程
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 1 位（ 男、1 女）；此屆學生是大學部
第一批修過「公共新聞學」和「社區傳播」課程（大二必修課）的學
生。不同於學長姐，他們是在瞭解公共 社區新聞學的情況下，進入
《小世界》實習。來自三個班級的學生分成兩批，輪流在上、下學期
至《小世界》實習。
1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時， 若 引 用 參 與 觀 察 資 料， 文 中 將 標 示 PO 與 日 期， 如
PO-010/11/；若是深入訪談，則為 I-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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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配合新聞系的課程改革，從  學年度重新定位為以公
共新聞學為理念、社區關懷為導向的實習刊物，並改版成《大文山區
社區報》，報導範圍擴大為文山區和新店區。每期共有八個版面：頭
版為當週要聞，從其他版面擇取重要新聞；二、三版屬於公共議題，
如公共建設、交通、市政、醫療、教育等；四版為社區議題，針對社
區的公共議題進行專題討論；五版為世新大學的校園新聞；六、七版
分別為文山和新店的軟性議題，包括社區人物、藝文、地方風情、溫
馨關懷等故事；八版則是財經相關報導與分析，不同於其他版面，此
版是和財務金融學系（財金系）合作。
所有學生在實習前，必須先選定職務（包括副 總編輯、發行組
副 主任、編輯、召集人、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負責的版面，然
後開始一學期 1 週（出刊 1 期）的新聞實踐。本研究以各版為單
位，將學生依序編號，如 1M1 指第二版上學期（-1）第一位（M
表男性）
；F11 則指第六版下學期（-）第 11 位（F 表女性）。 2
研究者向《小世界》師生說明研究計畫並取得同意後，開始進行
研究。每學期聘請  位大三學生為研究助理，她們不僅是實習記者，
同時也負責研究的參與觀察（包含編前會、編後會和編輯室）、問卷
填寫和訪談工作。研究者並未直接涉入《小世界》，不過大三學生在
得知研究計畫後，經常主動分享跑新聞的各種經驗，讓研究者有機會
以旁觀者身分查核資料的正確性，並深入瞭解學生的實習狀況。



每版第一位為召集人，其餘學生為記者或編輯。編輯一職以八期為單位，可與
記者職務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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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和結果
（一）學生對《小世界》公共走向的認知與協商
問卷分析顯示，七成學生認為《小世界》屬於公共新聞學的典範
（paradigm），但有二成五學生以為，
《小世界》的實際運作仍未脫離
傳統的客觀新聞學（見表二）。女性似乎比男性更認同新聞系以《小
世界》作為社區媒體，發展公共新聞學的理念。
學 生 對《 小 世 界 》 的 認 知， 實 受 新 聞 系 相 關 課 程 影 響。1F
指出：「我以為《小世界》是一份社區報，因為老師和大二上的
社 區 新 聞 課 程 都 會 說《 小 世 界 》 是 以 公 共 新 聞 學 的 理 念 辦 報 」
（I-010/11/1）。在「小世界大三實習說明會」中，助理（AF）也一
再強調「
《小世界》以文山各社區為對象」，議題的發掘應圍繞在地
性。此外，指導老師（TF）也會在編後會上重申《小世界》的公共
導向，要求學生深入社區發掘更多問題。這些在在都影響學生對公共
定位與新聞專業的認知，並以符合《小世界》制度和運作的方式體現
新聞專業。
表二：男、女學生對小世界新聞定位的認知
新聞典範
客觀新聞學

男性
1

.%

女性


1.1%

總和

百分比



.%

小報新聞學



.%



.%



.%

公共新聞學



.%



.1%

110

0.%

其他

1

1.%



.%



.%

總和

1

100%

10

100%

1

100%

註：-1此題作答人數人；-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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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 -1 總編輯的 E1F1 表示，
《小世界》雖然屬於社區報，但
不太符合公共新聞學取向：
《小世界》的記者跟居民的互動不夠多、也不夠深。記者找線的
方式大多只是簡單問一下最近發生的事，而不是長時間關切社
區，也不是由記者本身投入，是透過里長或民代來轉述，感覺好
像很疏離，像是第三者或第四者。我想如果真的要走向更實質的
公共新聞學，同學就必須更投入。
（I-010/11/1）
由於學生時間有限，通常只有在找新聞線或採訪對象時，才會尋
求里長或民代協助，故不易與居民建立信任關係，遑論主動挖掘社區
問題。同期的副總編（E1M1）也認為，儘管《小世界》強調公共新
聞學的理念，但僅做到客觀報導，就連以公共新聞學為依歸的第四版
「社區大聲公」，議題的發想都是由學生自己集思廣益，而非落實到
社區參與去發掘議題（I-010/11/1）。
在參與觀察和訪談中，我們亦發現，認同《小世界》
「公共」理
念的學生，也常在實際運作中感到落差或無所適從。1F 說：
四版在小世界的定位是屬於公共新聞學的範疇，但實際跑線後會
發現我們比較是專題走向，沒有扮演公共新聞學說的民眾和官方
的橋樑。……我們這個團隊採取的是預想狀況，然後大家從不同
方向各自進行。雖然民眾表達的意見很多時候和我們預想的差不
多，但我們的運作和課堂上教的是不一樣。
（I-010/1/）
M 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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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和其他版不一樣，要找一個能夠符合社區公共利益的主題，
能夠分成不同角度去探討。通常我們都會固定在禮拜五檢討會開
完後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像是 00 期原本設定做巡守隊保
衛社區的議題，但老師臨時改成巡守隊年齡過高，唉，也不知道
是為什麼，寫的稿子都沒有被採用。
（I-011//1）
其他版的記者也有類似困擾，認為《小世界》強調「新聞性更
勝於公共性」。1F1 即抱怨，原以為《小世界》是社區報，應多報
導民眾的意見和關懷地方，但實際參與後卻發覺：「
《小世界》沒有很
社區報！我們跑的是行政版，還是要報問題，就和一般商業報紙差不
多，也是要採訪行政機關、鄰里長。事件越有重大性和時效性，就越
可能上報」
（I-010/1/）。
1F1 則直陳，
《小世界》的新聞選擇也不全然由新聞價值決定，
「新聞是由老師決定，有時可能因為重複性太高，或沒有畫面而被抽
掉。大家為了上報，最後考量的不再是公共性的表現，而是指導老師
對哪些議題、哪類新聞比較喜歡」
（I-010/11/1）。1F11 也說：
我認為老師是想像這些居民要什麼，而在老師之下的總編、召集
人、記者則是想像老師要什麼。在這裡，大家似乎都遺忘了原本
社區報的意義，感覺起來好像都在迎合老師，常聽到大家在討論
「不知道老師到底要什麼？」而不是「居民想看到什麼？這些訊
息對他們有幫助嗎？」
（I-010/11/）
大多數的學生坦承，
「小世界實習」是一門課程，原則上還是以
「及格」為考量。為避免新聞線被抽掉或被扣分，他們會盡可能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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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所好。參與觀察資料顯示，兩性對新聞被抽掉的反應截然不同：
多數女生會表現出緊張、難過，四處向同學抱怨；相對地，男生則顯
得平靜，但會追問事由，尋求合理解釋。
TF 也發現，學生只求過關而未確切履行公共新聞實踐：
《小世界》不只是社區報，也以公共為目標。但學生大多把它當
成一門課，只是每週交作業，很少人願意 follow up，認真思考
這個議題對社區居民有沒有用、重不重要？之前的問題是否有解
決？很可惜。但我們還是秉持公共新聞學的理念，所有的報導都
具有公共性，不像主流媒體充斥著八卦、消費的新聞，我們的新
聞都和社區生活有關，只是學生學的東西還只是皮毛，而社區的
問題也不是短期可以解決，所以要讓他們做到「解決問題」，的
確有難度。
（T-010/1/）
就此觀之，學生對《小世界》的「公共」認知，主要來自課程設
計和學校定位，但在實際新聞生產過程中，其認知卻常與新聞實踐產
生落差─學生除能確定採訪範疇是「社區」外，其餘的專業表現只
能在日常新聞產製中，不斷與組織內部進行協商。

（二）陰性化的新聞室運作
在  學年度《小世界》實習的學生中，男性只佔 .%。由於
男女比例懸殊，因此在各項職務分配上，女性所佔人數遠超過男性
（見表三）。不論是決定新聞方針的前端作業─即由助理、副

總

編輯和各版召集人所組成的編前會，抑或影響新聞產出的後製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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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在編輯台上進行編排、審閱），男性的人數皆屈指可數，3 加
上《小世界》的上位者又都是女性，導致《小世界》呈現陰性化的新
聞室運作。
1. 版別選擇受同儕情誼左右，對女性影響尤劇
儘管《小世界》允許學生自由選擇職務和版別，但因八個版面是
由三個班級一同實習，學生為了避免「無法共事」，在挑選版別前，
或先各自招募組員並選出 1 名召集人，或由每班直接推出  名召集
人，再與其他班級進行搶版。 4 因此，對多數學生而言，同儕相處的
重要性遠勝於版別或路線的自由選擇。以 -1 抽到行政版的乙班女
生為例，雖然她們一致回應行政版相當棘手，但因好友都在同一版，
就算跑線遇到困難或瓶頸，也能馬上尋求協助，應該比「單打獨鬥」
更有利。
整體來說，女性選版時，不論在同儕互動或新聞屬性方面，更
偏向以「情感」為依據，男性則會多加考量「興趣」和「專長」。如
-1 選擇二、三版的男生多表示，選擇行政版是出於好奇和興趣，
1M1 說：



編前會由 10 人組成（扣除發行）：-1 有  名男性（副總編和二版召集人），
- 只有 1 名二版召集人。後製編輯工作每期 0 人：-1 男性有 10 位；-
只有  位。



小世界有八個版面，頭版是重點新聞彙總，只設「編輯」一職；八版是財經
版，記者必須經由財金系老師認可，所以三班學生能自行決定的只有六個版
面，每班大致可分配兩個版。 學年度上、下學期的選版方式有些不同：-1
允許學生先行招募組員，再選出 1 名召集人；- 改變規定，每班各推出  名
學生擔任召集人，直接和其他班級進行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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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新聞人社團採訪時，比較沒有接觸到行政性質這塊。我覺
得行政版應該挑戰比較大，雖然有壓力，怕會用詞不妥或出錯，
但是硬性寫作對我們男生來說應該不難。
（I-010/1/）
不同於男性，女性的首選幾乎都是藝文版（五至七版），這些版
面的召集人也都是女性。1F1 解釋：
私底下大家已經討論過了，都不喜歡行政版，覺得文藝類的大家
跑起來比較好討論，也比較好找線，不會像行政版那麼麻煩，要
配合公務人員的上班時間。藝文版的話，記者們都是六日比較有
時間可以採訪，對女生來說也比較好寫，當然稿子也比較好改。
（I-010/10/0）
表三：學年度小世界實習課程的學生職務分配
學期
- 1
職務
男
副 總編輯
1 (1.0%) 1
正 副發行主任 0 (0.0%) 
召集人
1 (1.0%) 
小計
 (.0%) 10
編輯
10 (10.%) 0
文字記者＊
 (.%) 
攝影記者
 (.%) 
小計
 (.%) 
總和
總計人數

- 
女
男
(1.0%) 0 (0.0%) 
(.1%) 1 (1.1%) 1
(.%) 1 (1..1%) 
(10.%)  (.%) 10
(0.%)  (.%) 
(.%)  (.%) 0
(.1%) 0 (0.0%) 0
(0.1%)  (1.1%) 

女
(.%)
(1.1%)
(.%)
(11.1%)
(1.1%)
(.%)
(0.0%)
(. %)

45 (46.3%) 78 (80.4%) 30 (33.3%) 88 (97.8%)
1/ （1.%）

11/0 （11.1%）

註：《小世界》的職務有些是兼任，如發行主任兼記者，八版召集人兼編輯；
編輯一職也採輪替，即前八期擔任編輯、後八期記者或相反。-1有10名男
記者、1名女記者職務和編輯重疊；-則有名男記者、名女記者職務重
疊。職務複選導致總和超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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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來說，以人情趣味為主的藝文新聞比較好發揮，也不易
出錯。因此，一旦沒搶到藝文版，女生的反應也相對激烈，一面感嘆
「運氣欠佳」，一面抱怨「制度不公」；男生則多抱持隨緣的心態，如
M 說：「雖然有些可惜，但只要新聞方向說清楚，就會盡量配合版
別屬性去採訪」
（I-011//0）。
2. 召集人的性別化風格
在兩學期七個版面中，各有  名女性召集人，她們充分發揮「他
人導向」的女性特質，包含心思細膩、關心他人及人際協調─不僅
在實習前「找人組隊」，進入實習階段後，她們除了幫忙記者找線、
提醒須知、加油打氣並為其爭取分數外，也會居間協調同學或師生間
的衝突。如 F 在編輯室內常抱怨召集人害她們拖版：「F1 想讓大
家（記者）都能上版，有上版分，我們好不容易排好的版，到最後她
又要硬擠上一兩條稿子，整個又要重編」
（PO- 011//）。
相較之下，男性召集人則傾向「公事公辦」─要求記者先做好
分內之事，若真有問題，再給予協助。例如 1M1 強調：「想要來行
政版的人自然會成為組員，一切隨《小世界》的作業模式進行……我
對組員，都只交代跑線工作和協調配線」
（I-010/10/1）。M1 的作
法則是訂下版規並公平對待每位記者，該版不僅作業流程順利，組員
之間也不像其他版，並未傳出猜忌或分數的爭議。
觀察資料顯示，男、女召集人在面對壓力時，也有截然不同的
反應。011 年  月  日的編輯室內，二至四版的召集人都被要求補
訪，F1 和 F1 忙進忙出地打電話，也一直拜託其他版召集人提供
線索，神情顯得非常緊張。F1 甚至把受訪者的名字寫錯，在編後
會上，她因錯誤報導而被扣分，當場難過地哭了。反觀二版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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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雖然也要補訪，但 M1 並未呼朋引伴，只是默默在一旁完成電
訪。編後會上，M1 因把關不嚴─旗下記者將里長的名字寫錯，
導致發報當日所有人必須以立可白塗改頭版頭題，他也因此被扣分，
但他並沒有顯露太多情緒（PO-011//）。
整體來看，男性召集人在陰性化的編輯室內，可能因為孤身一人
而在待人處事上表現得較為理性，既不熱衷結黨，也不認為私人感情
有利於新聞運作，反而以完成工作為目標來執行職務和與人應對。
3. 人際交情和權力關係
《小世界》雖是學生的實習刊物，但非由學生全權負責，TF 和
AF 仍主導重要議題的選擇和落實獎懲制度；其中 AF 更是直接對應
學生，其工作包含參與編前會、改

退稿、協助編輯審大樣、挑錯

字、規劃版面、定稿及計分。
觀察編輯室發現，
《小世界》新聞室的運作比較「講情面」，以
-1 二版召集人的表現為例，原本 TF 認為 1M1 在前四期的報線狀
況不佳，未盡到召集人的責任而擬撤換，但在 AF 和總、副總編輯
不斷說情下，決定保留其職務，僅將報線形式改由同學自行向 TF 說
明。此例多少顯示《小世界》新聞室內的人情味─處理問題時，並
未完全就事論事，而以「和諧」為考量。
正因如此，新聞室的決策程序也相對主觀。以編前會為例，即
使其用意在審核新聞線，但因 TF 未列席，副

總編輯又只是學生，

AF 遂成為決策者和仲裁者。會議時間訂在每週二中午，開會氣氛相
當輕鬆，也容許遲到，各版召集人並未按照順序報線，報完的人也可
逕自離去。1F1 坦言：「AF 是審核定稿的人，聽完她的意見就可以」
（I-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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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強調工具理性的科層制度，
《小世界》的權力運作方式比
較彈性化，但也隱微許多，主要受情感因素影響而出現「攀關係」的
情形。例如 -1 四版召集人經常買咖啡和點心慰勞 TF、AF 及該版
編輯；而 - 的四版召集人原與同班的 EF1 較少往來，但因 EF1
當上總編，兩人變得異常熟絡，在編後會上甚至同坐一張椅子。學生
意識到在《小世界》新聞室內，缺乏友情或感情交流是不利的，因為
交情、關係及配合度是《小世界》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條件，不僅會加
速作業流程，也會影響新聞的最終呈現。
訪談資料顯示，學生普遍認為，召集人如果與權力核心的關係
友善，對其報線和編輯有加分作用；反之，若召集人被邊緣化，則
整版在實習過程中較難得到奧援。M1 即察覺：「如果你和 AF、總
編或副總編的感情一般，在報線時，其他版的召集人不太會提供意
見，因為沒有感情基礎，當然也沒有什麼幫助。不過，如果你和他們
感情好，AF 就會仔細聆聽，大家也會熱烈討論」
（I-011//）。這
與編輯室的觀察吻合，AF 對待平日與她熟稔的召集人和編輯，態度
比較親切也會給予協助，如版面規劃、標題建議、版面用色、檢查錯
誤等，讓版面更為完美，並降低其被扣分的風險；但對其他人則較
常用命令的口吻，如「不改那就不用拿給我看」。1M 曾質疑此作
法：「可能是女性比較敏感吧，容易把別人的回答解釋為不滿。」他
以為，AF 會將他的排版意見曲解為挑戰權威，但 TF 其實允許學生
依照各自的版型概念去排版（PO-010/11/10）。
除交情深淺外，學生的能力和配合度也會影響 AF 的協助意願。
1M 即坦言：「助教對我和 1M 比較好，那是因為我們的動作快、
錯誤少，配合度比較高」
（I-010/1/0）。其實 AF 之所以要求學生
配合，原是為了加速《小世界》的運作，但看在學生眼裡，卻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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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高＝乖巧」，用以形塑權威。
在一旁協助《小世界》運作的大四學姐 HF 也說：
在協助小世界的過程中，我遇到真正棘手的問題並不是稿件，而
是得去幫忙解決衝突，像是召集人之間的衝突、召集人和記者、
編輯、或是總編之間的衝突，有時甚至是和老師之間的衝突。這
些都讓我很詫異，因為我比較期待大家在寫作或製作議題上有進
步，而不只是將這個實習單位當作發揮人際關係或同儕競爭的場
域。
（I-011/ /）
由於人情介入新聞室的運作和成績計算，學生之間不免對此產生
微詞，甚至經常發生衝突。由此看來，小規模、非正式的新聞室雖然
講求和諧、人情味，但也易涉入個人情緒，進而影響新聞實踐。

（三）性別化生存心態和新聞實踐
1. 性別化的資本挪用
問卷調查顯示，僅有近四成學生（.%）認為「性別」會影
響其新聞表現。但從深度訪談中，我們發現性別以隱微的方式左右
男、女性的新聞實踐。
（1）女性的資本利用
對女生來說，採訪技巧、編輯排版、溝通、找新聞線等新聞
專業的獲得，主要來自相關課程的學習和老師指導。1F 指出：
「 不 管 是 報 線 或 寫 作 方 式，TF 都 會 告 訴 我 們 該 從 哪 些 方 向 去 做 」
（I-010/11/1）。除了聽取師長建議外，上網找尋相關資料，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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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全準備也是必要的。財經版的 1F 強調：「平常找議題，除了看
《天下》、
《商周》、
《今周刊》等財經雜誌外，也要看財經相關的書
籍……我們的版比其他版更強調問題點，找受訪者一般都偏好有專業
背景的人，報導才有分量，當然事前就要做充分準備，才能問深入的
問題」
（I-011/1/10）。女生不僅從課程取得專業知識，也會廣泛蒐集
相關資訊來增強自己的新聞資本和專業表現。
但有些女生也表示，她們因缺乏某些客體化資本，如手機上網功
能或單眼相機，而造成採訪上的不便。沒有機車的 F 說：「當初運
氣好搶到文山區，可是有些地方像是老泉街、萬芳社區，這些地方就
算把地圖畫下來，還是會遇到路標不清、找不到路人等狀況，然後就
很笨跑錯方向差點遲到」
（I-011//1）。F1 也抱怨：「廢除攝影記
者，實在太不人性化！沒有單眼相機拍的效果又不好，而且採訪當下
也找不到適當的時機拍攝，或是剛好活動正在進行，民眾擋住鏡頭而
沒有拍到畫面」
（I-011//1）。擁有單眼相機的女攝影記者 1F 則
說：
我們對單眼的掌握可能還不夠純熟，在《小世界》的攝影檢討會
上，女生拍的照片最常被拿出來檢討，像是取景角度不對、沒
有新聞重點。然後，男生又會說：「女生的攝影知識不夠是很正
常，可以拍出這樣的照片已經很不錯。」雖然有時被指正是對
的，但偶爾我還是會懷疑「會不會女性攝影取材的角度不同？」
（I-011/1/1）
在形體化資本上，多數女生也不諱言，採訪過程中會利用「女
性特質」，包含乖巧形象、柔順姿態、委婉語氣等形體化資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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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建立良好關係，累積社會資本。根據訪談資料，在女性的採
訪經驗上，不少受訪者會主動提醒她們維護女性形象。1F 憶起
第一次採訪新店市代會秘書的經驗：「她告訴我『女生打扮應該簡
單清爽一點』。」之後的採訪，她不僅穿著樸素，也會卸掉指甲油
（I-010/11/1）。削著一頭短髮、穿著中性的 F10，也曾被受訪者指
正「男性化的打扮不吃香」，導致她不太敢採訪中年男性，怕他們會
批評其穿著打扮（I-011//）。而 F1 則有自知之明：「我平時的
裝扮可能會讓人覺得很騷、不正經，所以採訪時我會注意，就是褲
子搭襯衫，也會刻意不上妝或只塗淡妝，讓別人看到我專業的一面」
（I-011//）。女生普遍發現，
《小世界》是社區報，受訪者主要是
0 歲以上的里長或居民，他們看待「女學生」就如同父母一般，因
此「不化妝、不過分打扮、禮貌專業」便能營造好形象，同時也讓受
訪者留下好印象。
不只是乖巧形象，柔弱亦是女性採訪的利器之一。1F 即坦
言：「雖然女性在男性擅長的攝影領域常被貶低，但身為女性隨著文
字記者出去時，受訪者多半還是願意讓我拍攝。」她習慣以女性柔弱
的一面，請求受訪者協助，
「這是一種女性的優勢，是另一種溝通技
巧吧！」
（I-011/1/1）
自認善用女性優勢的 1F11 也笑談其克服拒訪的「法寶」，
「就
是低聲下氣、不斷道歉或用撒嬌來討好對方」。她回憶當初為了採訪
捷運施工的問題，苦苦哀求原本拒訪的店家，最後老闆終於心軟接受
採訪，還主動提供後續消息。1F11 發現這招對異性受訪者似乎特別
管用，
「以女性無知的態度去討好或迎合男性，好像可以建立男性的
自信心」
（I-010/11/）。
顯然，
「女性特質」在採訪過程中並非負向資本，也能為女性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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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訪機會和建立人脈，但有時也會為她們帶來困擾，特別是在採訪
異性時，容易被調侃或刺探隱私（如問及「有無男友？」
）。1F1、
1F、1F11 和 F1 皆指出，採訪中年男子時，對方都曾試圖為其
介紹相親對象，她們只能尷尬婉拒。
在《小世界》新聞室內，女生同樣也會利用與生俱來的資本，像
是裝可愛，來為自己爭取機會，或央求男生協助、或博取師長同情。
在 -1 學期，攝影記者尚未廢除，1F11 為了行動方便，便常以嬌嗔
的語氣拜託攝影 1M 順道載她去採訪或發報。另在 - 分配職務
之際，原抽到六版記者的 1M 被要求禮讓給一位女生，因為她的男
友在六版。1M 事後說：「雖然沒什麼大不了，但因為對方是女生，
大家就不忍心，所以我就要當羔羊，當時真的很嘔！」此外，編輯
F1 也曾為了頭版扣分之事，私下找 TF 幫忙，她不斷哀求，最後
終於討回一分（PO-011//）。
除乖巧、柔弱外，女性的細心和順從也讓她們在《小世界》內更
易生存。女生的書寫比較謹慎，較少因出錯而被扣分。當她們被要求
改稿時，通常也會揣摩或順從上意而修改內容。一旦發現分數不足，
她們會主動拜託召集人或好友協助，增加交稿機會，所以女生通過
《小世界》實習的比例自然也提高。
（）男性的資本利用
不同於女性，男性在訪談中較少提及形體化資本，反而多著墨在
如何利用新聞資本（如專業知識）和象徵資本（如記者身分）說服對
方接受訪問。1M 強調，實習記者應具備採訪技巧，且須視不同對
象隨機應變：
採訪時，當然裝扮都會稍加留意，就是不會穿夾腳拖，看起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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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整潔，這是表達對受訪者的尊重。……怎麼採訪會視情況而
定，像是公務人員比較適合電訪，因為公務繁忙，要先打電話
詢問對方「方不方便講電話」，再表明來意。在電訪時會用敬語
「您」；結束時說「不好意思，打擾了」；如果是用面訪，會先禮
貌說明自己是「小世界實習記者」，然後遞名片，如果對方是里
長就用台語先打招呼，增加親切感。
（I-010/1/）
多數男生表明自己雖然只是「實習記者」，但受過專業訓練，對
受訪者的態度不必卑躬屈膝，而是互相尊重。M 道出其策略：「採
訪時，就不要表現出太強勢，要客氣、有禮貌，用『請問』開始，提
出的問題也要半開放，不要預設特定答案」
（I-011//）。1M10 也
說：「從大一到大三的新聞課程中學到新聞稿必須實事求是、客觀報
導，所以如果採訪對象回答不清楚，會繼續追問」
（I-010/1/）。
1M 也提及「追問」和「確認」對新聞報導的重要性：「如果受訪者
沒有聽懂問題，或我對他們的答案存疑，就會再三和對方確認。除非
他們表現出很匆忙或不耐煩，才會停止追問。」他甚至談起早先被拒
訪的經驗：「對方（公家機關）一直拒訪，所以我就改變態度，我覺
得面對政府單位，採訪態度要嚴肅、正經，並且要加快說話語氣，讓
他們有壓迫感，就不會拒訪」
（I-010/1/）。
訪談中發現，跑行政版的男性遇到拒訪時較不會放低身段，反而
會據理力爭，再尋找更上層的受訪者，如 1M 曾被受訪者投訴「不
禮貌」，原因是當初和他接洽的受訪者請他「休息時間過後再打」，
他誤以為是拒訪而向上級反應，導致該單位的負責人受到責難。
顯然，兩性的採訪策略極為不同。女生以為，
「實習記者」的象
徵資本較不具專業意義，所以選擇「放低身段」，要求受訪者體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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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習生」，以期獲得回應；「學生」身分確實能降低受訪者的心
防，但易淪為下對上的關係。相反地，男生則以「記者」身分自居，
強調雖然在實習但能運用新聞專業，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和受訪者相
處，取得可靠資訊。
在《小世界》新聞室內，男性同樣也不易屈服於權威或組織規
範。多數男生指出，副 總編輯和召集人都是同屆同學，新聞能力和
自己不相上下，
「位階高低不代表新聞專業度不同」。M、1M1、
1M10 都曾聲明，
「所有跑《小世界》的同學都是實習生，他們的建
議不見得就正確」。1M1 曾寫一則「清查未立案寺廟」之新聞，被
總編要求修改，但他堅信其寫作方式與立場很好而未修改；在被告知
無法上版時，1M1 將此報導直接拿給 TF 看，最後成功在 1 期
刊出。另以 M 的「先斬後奏」為例，召集人抱怨 M 常以「先
採訪，後報線」的方式挑戰制度─等新聞跑好後，再要求召集人
「一定要上報」
（PO-011//1）。
除此之外，男生在《小世界》新聞室內，也常主動或被迫扮演
「英雄救美」的角色 ─禮讓或提供女性協助。例如同樣是攝影記
者，1F 以不會轉檔照片為由，請 1M 從旁指導，最後 1M 被哀
求直接為她轉檔，並整學期提供此服務。大抵來說，男性將數位科技
等客體化資本應用在新聞工作上，似乎比女性略勝一籌。當攝影記
者在 - 學期被廢除之際，女生對此的「不便」反應明顯比男性嚴
重，如 F 抱怨：「攝影要眼明手快，當你要採訪又要拍攝，時間真
的很趕！」男生則將此規定當成實習的一部分，並未對此特別表態
（I-011//10）。
其實，不僅是「攝影」，男性在硬性新聞的整體表現上也優於女
性。以四版專題為例，F1 發現兩性對新聞議題的敏感度和興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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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導致其在議題發想和尋找路線時有明顯差異：
男生的線比較符合老師的期待，因為他們對政策和硬性主題比
較感興趣，所以報線比女生更容易通過……以 00 期我們做的
「網路領養」來說，女生會想報導領養人的善行，男生則會關注
網路領養所衍生的問題。
（I-011//）
F1 指出，四版剛開始因抓不到方向，讓她很擔心：「我們原本
發想的主題都是軟性面向，類似報紙的生活版、消費版。但老師說：
『四版是八個版中，唯一開放給民眾發聲，希望能夠形成公共論壇。』
所以她很重視主題有沒有符合社區利益，我們才朝向政策面思考，像
是探討政策的缺失或問題。」相較於女性，版內的男記者不僅願意
尋找主題，也會協助她完成四版的任務，
「我們版的女生患有『公主
病』，每天都打扮得光鮮亮麗，遇到很多事都不會思考，希望有人為
她們解決，好像那種有臉蛋不做事的公主」
（I-011//）。由於該版
的女記者開會常無故不到或拖稿，導致男生不得不扛起重責，並以
「不計較」的心態體諒女生；而女生雖然被戲稱「得了公主病」，卻
也不以為意，反而落得清閒。在此過程中，男性似乎也從女性的依賴
獲得某種自信，從而建立其威望。
正因為社會對「男性」的期待，男生也比較願意堅持己見、挑戰
權威、獨當一面，甚或不拘小節。但這些男性特質有時反而阻礙他們
通過《小世界》實習，如 1M1 曾努力爭取讓新聞上報，卻因出錯
而被倒扣，他悻悻然說：「
《小世界》只有兩學分，卻需花許多額外的
課餘時間去採訪和發報……投資報酬率不高，每期交稿也不保證一定
會過。」導致他興趣缺缺，最後選擇放棄（I-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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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在採訪過程中，女性善用形體化資本，不僅
不易被拒訪，也能和受訪者建立關係，累積其社會資本；相對地，男
性則多抱怨自己缺乏女性的「外在」優勢而被拒訪，只能以新聞和象
徵資本說服對方接受訪問。另在寫稿方面，女生的書寫比較謹慎，也
願意順從上意修改內容；男生則比較粗心，較常出現錯字、弄錯單位
名稱，對所寫的內容比較堅持，會據理力爭。TF 也察覺此現象，她
以為學生的寫稿能力普遍有待加強，不過女生比較認真，採訪的內容
相對豐富，但邏輯卻不如男生，所以經常需要重組段落或整篇改寫。
她強調：「整個新聞流程其實和性別沒有多大關係，因為不管你是男
生或女生，新聞的要求都是一樣。不過，學生現在都還只是初學者，
女生因為比較細心又耐得煩，所以才會比較 OK」
（I-011/1/）。
2. 性別化生存心態與族群面向交錯
《小世界》是社區報，經常需接觸底層年長的民眾，因此不論
男、女生，若能說台語或有地緣關係，自然比其他人更具優勢。-1
本省籍的攝影 1M 常陪同文字記者前去採訪，他發現許多女生不會
說台語，因而無法拉近和居民的距離，
「我就幫忙她開場、問問題，
讓對方感覺輕鬆一些，這樣他們比較願意講」
（I-010/1/1）。
本地生尚且如此，何況僑生。
《小世界》有  名僑生，因僑居地
的生活用語、口音和文字應用不同於台灣，故在採訪溝通或新聞寫作
上，除了性別因素外，文化差異也加深其新聞實習的困擾。如前述
1M 曾被投訴「採訪不禮貌」，1M11 也遭遇相似的責難，兩人同樣
是馬來西亞僑生，後者因向 AF 詢問扣分理由而被斥責「不禮貌」；
兩人都對此反應：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不當的行為。
此外，社區版的 1F1 也指出，文化風俗的差異讓她無法理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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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的問題：「雖然同樣都是華人，但是彼此的文化習俗卻大不相
同，像是中秋節烤肉，我們根本不會這樣做，而且我們也比較隨性，
更不會去討論在哪裡烤肉是違法。或是像騎樓路霸之類，這些在馬來
西亞都不會是問題」
（I-010/10/）。同版的香港僑生 1F 也表示，
除了生活差異外，自己更擔心粵語音調過重不利於採訪，加上又聽不
懂台語，所以每次只能央求攝影 1F 陪同採訪，適時給予協助。這
也凸顯僑生在《小世界》新聞採訪上有語文隔閡，遑論具備在地意
識。
3. 性別化的新聞實踐
從訪談資料來看，學生普遍喜歡採訪中年婦女，因為她們有媽媽
的感覺，態度溫和也比較不會拒訪。此外，學生在挑選消息來源時，
也會受他們對議題認知的影響。1M 提及他在〈走路上學計畫〉的
採訪：「那期我必須採訪家長的意見，很奇怪一提到家長，我腦中自
然浮現一位中年婦女。」他表示，家長雖然是中性詞，但只要想到接
送上下學，便不自覺坐入「男主外、女主內」的迷思。身為編輯的
1M 也坦承，四版受訪者的性別常因主題而異。議題如果偏向硬性
新聞，如碧潭改造、台北好好看系列等漏洞探討，記者在採訪時會偏
好男性受訪者；反之，若是軟性、居家議題，如走路上學、家醫制度
等，則以女性為主（I-010/1/）。顯然，學生在採訪時還是容易受
到文化價值影響，而有刻板的選擇。
至於書寫風格，問卷調查顯示，學生普遍認為男性書寫特性是
理性、少用形容詞、內容較制式化；女性則相對比較感性、多用形容
詞、議題比較多樣且具關懷面（見表四）。在訪談中，許多男性也指
出，新聞應符合字數限制，故其寫作原則是把握重點、簡短扼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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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卻持相反的論點，認為字數應由編輯控制，新聞稿應提供豐富的
內容，所以她們偏好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
表四：《小世界》學生對男、女記者的新聞寫作特質之認知
男記者的寫作特質

女記者的寫作特質

理性

11

.1%

11

.1%

感性



.1%

10

.%

較少形容詞



.10%



1.1%

善用形容詞

1

1.%



1%

多煽動性

0

1.1%



1%

多關懷性



1.%



1.%

文字口語化



1.%

0

.10%

較文言文

1

.%

1

.%

內容制式化

0

.%

1

10.0%

內容多樣化

1

.%



1.0%

嚴肅



.%



.%

有趣



.%

1

1.0%

總合



.%



.%

註：此表為複選題，共1人作答（位男性、10位女性）。

兩性對新聞寫作的不同認知，也反映在實際書寫上。1F1 說：
男生寫稿通常很少有情緒性的形容詞出現，我在看稿時就會很清
楚知道事情的原因和結果，但缺點就是很容易出現文言文的感
覺，或是很容易用字遣詞像鬼打牆地一直重複，畢竟少了形容詞
的通順。而女生就相反，形容詞比較多，容易有主觀的用詞，但
是好處就是，比較有故事性，我比較看得懂，缺點就是太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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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刪稿就會刪掉一段這麼多！（I-010/1/）
儘管學生以為性別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新聞書寫，但「版面特
性」才是真正左右新聞表現的關鍵。由於《小世界》有行政、社區
專題、校園、藝文及財經等不同性質的版面，因此學生在決定新聞
主題、消息來源、書寫方式或排版風格時，都必須符合該版的「版
性」要求。例如行政版以馬路施工等公共工程為主，消息來源自然
是公家機關和專家，記者在寫稿時也採用平鋪直敘的方式，不像藝
文版可以採用軟性書寫（如以疑問句開場），強調人情趣味。1F1 即
表示：「相較於其他版面，我們版的『新店風情畫』新聞常會讓人
在採訪或寫稿的過程中非常感動，也就是感受到人間處處有情！」
（I-010/1/）她覺得七版的寫作格式不像行政版，既可抒情也能敘
述細節，非常適合女生，所以該版的女記者自然有成就感。
由此觀之，
《小世界》對各版的專業規範，直接影響記者的專業
表現。一旦記者的性別化生存心態不符合該版的專業屬性，實習過程
中便會出現較多的掙扎與適應問題，例如行政版的女記者多反映「在
找線和寫稿時特別辛苦」，因為無法掌握行政版的新聞重點，她們會
開始揣測「老師比較喜歡這個……」，而且也多提及「寫稿時必須採
用文言文，不能太口語」
；相對地，男記者則較少有這方面的困擾。

（四）兩性發展出性別化的對抗策略
由於陰性化的新聞室運作容易受「關係」影響，因此有關「交
情影響分數」的耳語四起，被扣分的學生自然質疑分數的公平性。
參與觀察和訪談的資料顯示，女生面對「沒上報」或「大幅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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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比較會私下抱怨，但為了分數，最後還是會按照上面的指
示努力配合。如 F 曾抱怨：「有次大樣出來，文稿出現『某某表
示』，TF 希望改成『某某說』，但這篇稿子原來就是『某某說』
」
（I-011//1）。
女生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上層的作為，一旦發現自己或好友的
權益受損，便會同仇敵慨，甚或群情激憤，要求上位者重新考核。
以 E1F1 私自代替五版記者去採訪校籃比賽為例，五版記者質疑她是
公器私用，並戲稱其為「搶分狠角色」，女記者們甚至連署杯葛，要
求上位者說明：「這是內部運作的新條例，還是總編個人行為？」有
趣的是，該版的男記者雖不滿 E1F1 的作為，但未加入討伐，他們選
擇「做好記者本分就好」；當事過境遷，他們也不像女生仍耿耿於懷
（PO-010/10/）。
另外，同期的 1F1 要求該版記者交線，但又擔心被退線而事
先做了篩選，當她向 TF 匯報新聞線時，聲稱這些是自己發想，導
致 TF 在檢討會上斥責該版記者。女記者們知道真相後，雖然未罷免
1F1，但已私下撻伐此事並形成輿論，要求上層保住記者的報線分
數；1F1 的職務也因此形同虛設，眾人已無法再信任她，只是維持
表象的和諧（PO-010/11/）。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 -，F1 因報線情況不佳而讓 TF 有些微
詞，總編 EF1 於是私下告知三版記者：「以後我會接管三版，你們
如果斷線或想跑線可以來找我。」此舉引發三版女記者們的困惑與
不平，認為三版之所以線不足，是因為人手不夠（如 F 被調往七
版），而非召集人的問題，EF1 不應乘人之危，試圖藉此贏得 TF 讚
賞。儘管女記者們埋怨 EF1 的作為，卻沒人願意對 TF 反應，只是
在臉書上砲轟；F 笑說：「幹嘛鬧到提著頭去找老師，想想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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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
（PO-011//1）。
不同於女性，男性對扣分或新聞處理感到不滿時，比較不會群起
發難，而是直接詢問上位者，試圖瞭解箇中原委。如 1M 曾因錯誤
報導而被扣分，但他拿出錄音資料，直接向 TF 證明確有其事，
「我
不會找 AF，因為很多人說她會誤解我們的意思，我不想讓雙方變得
尷尬，所以直接發信給 TF，請她幫忙」
（I-010/1/1）。
除了「分數」之爭，-1 也發生一起「發報」的性別爭議。負
責發行的 1F 和 1F1 接獲 1M1 在臉書上投訴，認為「發報有男
女不公」的問題，他質疑「為何有機車的男生就須多負責一百份報
紙？」並控訴兩位發行主任有性別歧視之嫌，故意刁難男生。此事引
發臉書筆戰，多名女記者加入聲援，強調「男性應該大方，體恤無機
車女性的不便」。由於其他男性並未提出異議，1M1 孤掌難鳴，最
後便不了了之（PO-010//）。
1M1 其實提出一重要課題：在性別平權的今日，兩性在新聞室
內是齊頭式平等─即不論體態、資源多寡，任何職務或工作分派都
應一視同仁；還是該考量性別差異而有不同要求─如男性因擁有強
壯特質和機車、相機等客體化資本，就應多付出一些？這樣的問題在
講求人情的《小世界》新聞室內，並沒有被充分辯論，而是直接被貶
抑為「自私」行為。
總結來看，在陰性化的新聞室內，兩性發展出不同的抗爭策略。
在人數上，男記者是少數，加上文化對男性的期待與個人的性別化經
驗，他們傾向單打獨鬥，並採用公事公辦的策略；反之，佔多數的女
記者們不但善用女性特質，有時也採用女性主義反應，如主動反擊，
要求男性正視生理差異，試圖以女性群體的力量扭轉情勢或取得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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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小世界》社區報為個案，試圖瞭解準記者在非主流
的新聞室內，如何協商其性別認同和專業實踐，結果有四項發現。
首先，在以女性為主的新聞室內，不會讓女記者感到女性特質是負
面資本，反而強化其信心，使其認定「兩性在新聞表現上沒有太大
差異」。但就兩學期的參與觀察，我們亦察覺人際關係和交情易滲入
《小世界》的實際運作，造成上位者和同儕間的拉攏與排擠，雖然女
性經常彼此支持、情義相挺，但也不時傳出口舌與衝突。這也說明陰
性化的新聞室雖然顧及眾人需求，不像傳統科層制以「專業競爭」、
「職責分明」為尊，但也易因私交而衍生其他問題。
其次，
《小世界》雖然允許學生自由選擇職務和版面路線，但因
三個班級一同實習，學生傾向以同班兼好友為選版依據，這似乎擺脫
傳統「性別」對記者的限制，如女性不適合跑行政版。不過從反向來
看，此亦似女性特質使然，
《小世界》以女生居多，女生又喜歡和好
友在一起，因此放棄自由選版的機會，而這種運作透過口耳相傳，也
形成某種慣例。
這顯示性別特質並非固定不變，而會在場域內 外持續被建構與
建構。此與 Monica Lofgren-Nilsson、Gertrude J. Robinson 等人的發現
吻合：新聞室是性別化的場域與過程，不是個人帶性別到組織裡，而
是性別被整合至組織的過程，包含個人的性別經驗、組織的勞務分
配、社會的性別角色，以及文化的性別迷思。性別不再是生理屬性，
而是一連串的社會實踐，是個人在新聞場域內，衡量其處境並挪用適
當的資本，不斷地「做」出性別，同時也產出新聞。
從《小世界》的個案分析，不僅可以看到新聞室的組織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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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如何影響兩性的新聞實踐和性別認同，同時也能察覺兩性在結構
限制底下，如何利用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其他資本，為自己增加優勢或
進行反抗。例如有些女性以「柔弱」的形體化資本，要求受訪者或師
長給予協助；表面上，這似乎是本「性」作用，但其實是「策略性挪
用」─個人運用其所擁有之物去因應場域的要求。儘管每位學生採
用的策略不盡相同，但在新聞生產過程中，我們發現兩性的資本挪用
大致符合主流文化和性別意識型態的要求，此可能強化性別刻板，長
久也不利於女性成長，像是女生發現「放低身段」可獲得採訪機會，
而繼續採用此法。
第三，儘管《小世界》社區報以公共新聞學為導向，但實際運
作（包含版面規劃、版性定位、跑線和新聞生產流程）仍未脫離傳
統的專業規範；學生為了順利跑線，傾向採用傳統作法。這和國外
的一些研究發現相符：學生傾向支持傳統新聞實踐更勝於公共審議
（McDevitt, Gassaway, and Perez, 00）。Tanni Haas（00: 1）指
出，美國的新聞課程 % 以新聞實務為主，僅 1% 的課程內容涉及
公共新聞學的主題，學生並未充分瞭解如何落實公共理念，導致學生
普遍不支持公共新聞學的激進實踐（如促成市民會議）。
其實不只學生，美國新聞組織內的記者也傾向以傳統方式報導
在地問題，更甚於促成審議論壇（Haas, 00: 1）。公共新聞學因
此被視為一種保守的改革運動（Schudson, 1）或專業意理的擴張
─即由記者設定議題，再協助居民瞭解問題所在（Ahva, 01）。
《小世界》的個案也說明，新聞組織雖然採用公共新聞學，但其理念
若不能併入新聞生產過程，反而會使實習記者無所適從，最後只能採
取他們熟知的傳統作法，甚至為了上報而不惜揣摩上位者的偏好。
第四，
《小世界》為了讓新聞如期出刊，仍以傳統的新聞生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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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行政 硬性、藝文 軟性。兩性在實習期間，其性別化生存心
態若能符合各版的專業屬性，便如魚得水，如跑藝文版的女記者；反
之則須經歷更多協商，例如女生進入行政版便開始學習「理性」思
考與書寫，透過「認真」
（努力跑線和盡力修改）來彌補所謂「專業」
的不足；而男生則不須經過太多掙扎，便能掌握硬性新聞的特性。
就此觀之，未考量傳統新聞生產的缺點與性別運作，僅以「公
共」為旨趣的新聞實習，似乎仍無法挑戰傳統新聞學在專業判斷和新
聞實務上的性別偏見，例如《小世界》的社區版雖然給予民眾更多機
會發聲，但實習記者仍習慣依主題的硬

軟屬性來尋找男

女受訪

者。此顯示，公共新聞學雖然察覺專業新聞的菁英導向，而要求記者
反映少數族裔和婦女的需求與聲音，但未反思主流社會和新聞運作的
性別問題，導致記者仍以公 私領域、硬 軟議題來尋找受訪者，從
而強化性別刻板。
為此，本文呼應 Kelley（00）的主張：新聞教育應發展一套具
有反思力和反身性的課程，亦即實務課程不僅應重視新聞的「公共
性」，更應協助學生以批判方式，尤其是培養性別意識，反思性別經
驗和新聞實踐的關係，以瞭解二元性別觀如何影響新聞室的性別運作
與現有報導，尋求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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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針對不同職務，詢問選擇職務動機、新聞流程（採訪前、中、後）、
性別經驗及《小世界》的人際互動。
1. 請問你選擇當記者（或召集人、攝影）的原因為何？
. 在採訪前，你會做哪些準備？
(1) 如何收集資料？
() 如何選擇問題或主題？
() 如何選擇採訪對象？特別針對年齡、性別、職業？
() 如何決定採訪形式？
. 在採訪過程中，你會如何應對？
(1) 如何穿著？
() 如何和受訪者互動？是否會因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或職業而有不
同態度？或選用不同的採訪技巧？能否以具體例子來說明？
() 採訪時，若被拒絕、誤解或打斷，你會如何面對？能否以實際經
驗來說明？
() 你覺得自己在採訪過程中，最擅長哪種議題？和什麼樣的消息來
源互動？
. 在採訪後，你如何處理新聞？
(1) 你如何理解自己所選新聞版面的版性？（如適合什麼樣的新聞？
什麼新聞容易上版？）
() 你覺得自己適合寫什麼性質的新聞？面對自己的版性，至目前為
止，你一般都怎麼做？
() 你會依據哪些標準來撰寫或修改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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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稿子被退或刪改，你都如何面對？為什麼？能否以實例
來說明？
. 在擔任記者（或召集人、攝影）時，你覺得自己的性別對新聞工
作有無影響？
(1) 你覺得身為男（或女）性，對你目前的工作最有利的地方是什
麼？可否舉實例來說明？
() 你覺得身為男（或女）性，對你目前的工作最不利的地方是什
麼？可否舉實例來說明？
() 在《小世界》的學習環境中，女生人數比較多，你對此有沒有什
麼想法（如對自己版面或對整個《小世界》的新聞運作）？對你
跑新聞有沒有什麼影響？
. 在《小世界》，你和其他人是如何互動？
(1) 你和召集人（或總副編輯、TA、老師）是如何互動？有沒有愉快
或不愉快的經驗？
() 召集人（或總副編輯、TA、老師）有沒有給你一些幫助？有無發
生讓你印象深刻之事？
() 你和其他男女記者之間是否互動？你們之間的關係是競爭性或合
作性？有沒有什麼具體實例？
. 最後，能否分享一些在跑《小世界》的特別經驗（如失意、煩躁
或衝突）？
PS 如果職務是編輯，在新聞流程則改成問：編輯前、編輯過程、編
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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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Politics in a Non-Mainstream Newsroom:
A Case Study of the Shih-Hsin University Publication
Newsweek
Yu-Ling Li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L. McNa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gendered habitus and its location of
activity. It examines the gender politics in the newsroom of Shih-Hsin
University’s Newsweek, which is a non-mainstream and communityoriented local publication, and explores how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public journalism influences the gendered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of
journalism students.
The study has produced four findings. First, female reporters in the
female-dominated newsroom do not feel that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re
negative capital, 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tend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o lead to some
conflicts and controversies.
Secondly, the majority of the newsroom participants are female, and
they tend to choose journalistic roles based on relations with classmates
and friends, and thus to reinforce the impact of peer relationships on their
news practices.
Thirdly, the newsroom holds ideals of dedication to the public benefit,
but the actual operation follows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norm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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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 to accept the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norms in order to get
their articles published.
Finally, if a student’s gendered habitus does not meet th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required by the news section, she/he would likely
experience more frustr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the internship process.

Key words: p ublic journalism, gender and journalism, gendered
habitus,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journalism, journalist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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