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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這次報告研究主題的形成,一開始是希望大家各自先提出較有興趣的職業,然後

再來做討論與篩選,很巧的是我們都不約而同提到了與新聞產業相關的行業。因為有

感於近年來新聞媒體( 不管是電子還是平面)競爭似乎越來越激烈: 全天播送新聞的

電視台不僅快速增加也日趨商業化、每則新聞似乎都以聳動、趣味為主,至於完整事

件內容或新聞價值則居於次要。另外像是壹週刊或者蘋果日報等香港媒體進駐台灣,

像是「狗仔隊」的出現、挖醜聞八卦的風氣也逐漸盛行,大家對於新聞媒體從業人員

的批評日益增加。而先前從批踢踢延燒到三大報上的「劈腿事件」,又使我們將研究

興趣由新聞媒體聚焦至報紙產業上。於此,我們展開了初步的資料蒐集。在回顧既有

的文獻後,我們發現關於報社中勞動者的既有勞動研究中,絕大部分都是聚焦於報社

的第一線新聞從業人員記者上。關於報業組織的其他勞動者則相對而言較不受到重

視。 

然而在一份報紙產出流程中，除了記者必須付出勞動，四處蒐集新聞資料素材

以充實一份報紙—其勞動成果—的內容之外。尚且有一群較前者更不被注意的勞動

者，負責將記者所蒐集到的新聞素材剪裁處理，成為大家打開報紙所閱讀的一個個

版面，這樣的一群人就是編輯。而本研究便是以這些雖然在報紙產出中佔有關鍵地

位，卻較少為人所注意的報社編輯做為我們的研究對象。 
 
 

貳、問題意識： 

 
雖然相對於記者而言，編輯較少受到工作社會學的關注，但是編輯工作也的確

有它值得深究的特殊性。首先，是編輯在報社之中的矛盾角色。在馬克斯關於資本

主義的討論中，其實預設存在著兩個相互矛盾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勞動階級，

這擺放在報社的場域中，則可以相對應於擁有報社的生產工具之社長與生產新聞資

源的記者，然而編輯在其中卻處於一個頗為曖昧的位置，也就是 Eric O. Wright所謂
的「矛盾階級關係中的矛盾位置」（ Contradictory location in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一方面他們還是沒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為資本家所雇傭，於是與資本
家有著利益上的衝突；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與工人完全不同。記者在上山下海，櫛風

沐雨的採訪過程中，多半還要付出些許勞動力，因而在某方面尚與勞動者有某種程

度的近似性，那成天不必付出體力勞動、坐在辦公桌前，並且以取捨稿件的方式，

負責評量此場域中的其他勞動者—記者的勞動產出的這些白領編輯，其勞動經驗為

何，又會對應著怎樣的勞動控制？ 
除了在勞動經驗與勞動控制中，編輯這項工作或許有著值得探究的特殊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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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對報業相關文獻的回顧中，我們也發現在近年來，報業組織極強烈的受到以

下兩項外在環境變遷的影響：1.電子技術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油印與手貼版；2.報業大
環境因為有線電視、網路媒體的出現而有了衰頹之勢。而在報社在試圖因應調整社

會環境變遷中，又對報社編輯的工作內容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也是我們想討論

的重點。 
總結而言，我們的問題意識可以如此說明：「電子技術與報業市場競爭漸趨激

烈，是如何對報社編輯的工作內容與勞動位置造成影響與改變的？」 
 
 

叁、研究方法： 

 
針對我們的研究，我們選擇採用質化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深入訪談的

方式來進行資料蒐集。若取得訪問對象許可，將輔以田野觀察，以真實地了解記者

這個職業的勞動經驗。而在同時也將參考學到的或蒐集到的相關理論以及過去有過

的相關研究等文獻資料，以協助我們對田野獲得的訊息能有更深入且完整的認識跟

分析。 
編輯的勞動經驗，是由編輯主體感受、組織氛圍、社會環境等種種因素交織而

成。因此，研究編輯勞動狀況，是對於複雜的人身感受與經驗之探求，希望從每位

編輯勞動經驗的個別性與獨特性中，去理解編輯這職業的整體經驗，而這是無法以

量化方式貼切的呈現、深入的瞭解，所以在此我們採取質化研究方式。 
而由於勞動控制與工作經驗可能因為各個組織之不同而有著歧異性，受限於時

間與能力又讓我們無法全面性的去處理各個報社的編輯，於是在此我們選擇以聯合

報的編輯做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另外也將訪談一些非聯合報的編輯，由此對照出聯

合報編輯在各方面的特殊性。 
在進行質化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訪談前先搜尋針對編輯勞動經驗的相關研究，

甚至從記者的著書中，了解編輯的主觀工作經驗與工作場域。首先，我們針對資歷

深淺不同、工作位置不同的報業記者進行深度訪談，訪問內容涉及訪談對象的勞動

體制、工作經驗、主體認同以及工作與家庭的關係。此外，理想中我們能跟隨訪談

對象，進入他們的工作場域進行田野觀察，以了解他們的工作流程、工作情緒與態

度，以及與長官、同事的互動等。田野觀察能幫助我們在訪談對象的主觀敘述外，

能從立體的工作環境中去體會、觀察編輯這項職業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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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時移事往—淺介衝擊報業生態的力量： 

 
在本章，我們將從報業生產與報業市場環境這兩個面向切入，試圖介紹在近來

台灣報業發展過程中，外在環境對報紙產業本身的衝擊力量。在此主要以（1）報
紙生產的技術變革與（2）報業市場競爭漸趨激烈這兩股在九零年代更為重要的影
響力量，做為本章的討論重點。 
 
一、報紙生產的技術變革 

 

首先是報紙產業的生產技術變革，回顧報業的生產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貫穿

整個報業生產技術變革的，可以說是對電腦的漸次倚重，由此，報業生產的技術變

革過程亦可說是報業生產的電腦化過程。在民國七 0年代之前，報業尚停留在鉛字
排版時期，一份報紙的生產，尚須眾多印刷、撿字工人在充滿油墨的印刷廠中辛勤

的工作方能成就。國內報紙的第一波電腦化，當屬聯合報在民國七十一年率先採用

「電腦排版」替代傳統的鉛字檢排為濫觴，這一波的變革，主要的影響對象為報社

的印務部門。接著是中央日報於民國七十七年首先採用電腦全頁組排為第二波的變

革，它進一步的影響了印務部門的生產程序，本文的研究對象聯合報，也在民國七

十九年報社四十週年慶時啟用此系統。第三波的變革則是編採的全面電腦化，這部

分的變革仍是以聯合報率先啟用，其於民國八十年實施「編採全程自動化系統」，為

台灣報業的先驅。最後一波的變革發生在民國九十年代，除了對電腦更加倚重之外，

網路通訊科技也對報業產出造成相當的影響。表一是對報業自動化發展歷程的列表

整理： 
表一：報業自動化發展歷程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起始年代 民國 71年 民國 77
年 

民國八十年 民國九 0年代 

電腦化的程度 檢排電腦化、
人工貼版、 
印刷自動化 

電腦全

頁組版 
記者自行輸入

稿件、編輯自行

改稿 

編輯自行組版、電腦直

接製版、企業Ｅ化、 
整合性新聞網路系統 

影響層面 印務部門 印務部

門 
印務部門 
編務部門 

所有部門 

資料來源：廖郁毓，2002，台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以聯合報家父長的生產體

制為例」，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頁 44 

 
而這樣的生產變革，自然也造就了生產流程的大幅度改變，表二、三是電腦化

前後，報業生產流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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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電腦化前，報業的生產流程 
編採部門 檢排校對部門 製版廠 印刷廠 
寫稿 
排版 

 
 
 
 

 

檢排 
校對 
組版 
完稿 

 
 
 
 

照相 
分色 
拼版 
製版 
曬版 

 
 
 
 

鑄字 
彎版 
掛版 
印刷 
折報 
出報 

資料來源：廖郁毓，2002，台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以聯合報家父長的生產體

制為例」，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頁 46 

 
表三：電腦化後，報業的生產流程 
 

印前  印刷 印後 
製版前 製版 

新

聞 
打稿、校稿、分稿、

編輯、校對、組版 
廣

告 
打字、校對、編輯

組版 

底片輸出

曬版 
沖版 

 印刷 
裁切 
折疊 

 
點數 
打包 
分送 

資料來源：廖郁毓，2002，台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以聯合報家父長的生產體

制為例」，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頁 46 

 
這樣工作流程的大幅重新組構，自然免不了會對編輯的工作內容、勞動控制，

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對於生產技術變革造成的影響，D. Weaver and C. Wilhoit（1982）
卻擔心科技在提昇工作效率、報業的流程與正確性之餘，也會造成去人性化，失去

傳統工作之氛圍等非預期性後果。而另外，F. Lovinski（1993）則認為，新傳播科
技將迫使新聞從業人員成為控制電腦設備與可以獨力完成新聞產製的強人。（轉引自

林怡君，2004：2）而究竟在聯合報中，科技變革為新聞產業及其中的工作者帶來什
麼影響，這便是我們下幾章會深入探究的。 
但仍須注意的是，技術並不只因為其自身的演進而就自然的會被報社所採用，

其間還有社會的因素在發揮著作用。這點可以從技術演進在台灣的延遲看出來。美

國的洛杉磯時報早在 1962年就已經率先使用了電腦檢排，相形之下，台灣可說是足
足落後了 20年。綜合葉綠君與廖郁毓的研究發現，我們可得知，美國當年之所以採
用電腦化作業，與因應電視媒體的競爭脫不了關係。而在台灣，報業主之所以棄鉛

字而就電腦檢排，乃是因為報禁開放，報業主預期到將來的激烈競爭，才積極投入

電腦化作業。由此可知，這樣的技術演進，還是要放在報業大環境變動的脈絡，也

就是報業市場競爭漸趨激烈中來看，下一節，我們就來介紹報業生產競爭在近幾年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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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業市場競爭漸趨激烈 

 

首先，這必須從報禁時期談起。在報禁時期，政府透過所謂的「報社五限」，也

就是「限證」、「限印」、「限張」、「紙張配額」、「限價」等行政命令的方式，對報紙

的產出做出了有效的箝制與控管。報社於是被限制在少數幾家，而這幾家報社在政

府的監控下求生之餘，也不忘培植良好的競爭力根基，以因應將來的報業解禁時期。 
台灣報紙在解嚴十年以來，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呂傑華在 1998年發表了他對

報禁解除後十年的觀察，指出下列幾項特色：1.財團涉足傳播事業，改變報業市場
的結構；2.媒體工會組織產生，爭取員工福只與新聞自主權；3.廣告競爭激烈，影響
報業收益及新聞內容取向；4.專業報紙尋獲市場利基，乘勢興起。另外就報社數而
言，截至民國 86年底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報社數已由解嚴前的 31家變成 344家，
不過自然，在其中獨占鼇頭仍多屬在解嚴前便已成立，政商關係良好且根底深厚的

傳統報業，即聯合報與中國時報。 
然而好景不長，在有線電視台開放之後，民眾對報紙的接觸率呈現顯著的下降

趨勢（詳見表四），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壟斷性地位，在由財團所成立的自由時報

與港媒蘋果日報先後崛起後，又已然不保。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報業市場

競爭於是越趨激烈，而首當其衝的，正是在報業的工作者，事實上，幾乎我們所採

訪的每一位受訪者，都會向我們發出”時代不同了，大環境不好”等等感嘆。而在報
業生態轉趨嚴峻的同時，在報業中工作的編輯其勞動過程與感受又有什麼變動，這

便是我們在下文中所要處理的另外一個重點。 
 
表四：四種媒體接觸率比較（民國 81至 86年） 
年代 民國 81年 民國 82年 民國 83年 民國 84年 民國 85年 民國 86年 

媒體類別 比率 比率 增減 比率 增減 比率 增減 比率 增減 比率 增減

電視 82.9 84 +1.1 86.3 +2.3 85.8 -0.5 87.3 +1.5 88.2 +0.9
報紙 76.8 72.4 -4.4 73.1 +0.7 70 -3.1 66.7 -3.3 66.1 -0.6
雜誌 42.8 44.1 +1.3 36.3 -7.8 37.4 +1.1 33.3 -4.1 35.7 +2.4
廣播 31 33.6 +2.6 30.1 -3.5 29.8 -0.3 29.1 -0.7 29.9 +0.8
總樣本數 7112 7171 7061 7181 7181 7173 
資料來源：AC Nielsen媒體大調查，《動腦》（1998，6月），第 266期，〈媒體調查新潮流〉，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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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組織與個人 

 
 
第一節  勞動過程 

 
受訪者A：「編輯是新聞的靈魂。」                                     

受訪者B：「當編輯是因為我喜歡體育、喜歡文字工作，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而且很有成就感--當日的成就感。比方說我今天把明天的報紙版面都

處理好了的一種成就感，就是我今天編好的報紙是你明天看的，就是

我怎麼引導你來看這件事情。」 

 
誠如Michael Burawoy在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所言，若要理

解一個職業或工作的意識型態形成過程，必定要回到工作現場，才能真正瞭解。我

們雖然受限於報社規定，無法直接參與編輯的工作過程，但仍試圖從五位受訪詳細

的訪談描述中，建立出工作現場的原型。在這一節中，我們將先對於編輯的勞動過

程做出描述，並說明勞動過程不同的些微變異性所在，再描述技術轉變和大環境不

景氣的外在因素如何影響編輯的勞動過程。 
 

一、編輯的勞動過程 

 
 報社編輯的工作，是把既有新聞與事實呈現在報紙版面上的過程。我們的受訪

者，不約而同的用「炒菜說」來說明編輯的工作。 
 

受訪者B：「編輯就很像主任給我菜單，你記者去買菜來，那我要再炒菜，

我炒一炒出來，就這樣端上桌。編輯的責任大概也就在這裡。」 

 
受訪者A：「編報紙就像做菜一樣，記者要外出採買，要挑菜色啊，挑的

菜好，編輯廚師才燒得出好菜。菜挑得亂七八糟，編輯就燒不出好菜來了。」 

 
 記者外出採寫，將各樣的資訊收集掌握變成文字與圖像。隨後，將新聞呈現在

版面上，就是編輯的工作。 
我們接下來由集稿、分稿、理稿到核稿的程序來呈現報社編輯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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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編輯的工作流程 

  

(一) 集稿 

  
集稿是等待記者把稿件送至編務的過程。一般編輯是下午六點左右進辦公室，

便可開始處理一些較早進來的稿件。但是大多數的稿件要到截稿前半小時才蜂擁而

至，那時才是編輯工作的高峰。在那之前，編輯常常可聊天打屁，或是處理一些靜

態版的版面。 
 
受訪者A：「新聞性的版面要看他來的稿子的早晚，那我們大概通常上班

時間是晚上七點鐘開始先開一個到半個小時的會，然後八點鐘開始做到位

子上等稿子，最遲半夜一點鐘要交版，六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當然在七點

鐘八點開完會到正式工作時間中間有一段時間，是等稿子，很可能就是沒

有事啦，因為稿子不一定那麼快來記者還要寫稿還要經過一關一關剛才講

的流程，所以這段時間有時候可以去打個小盹，吃個飯啊。但是九點以後

你就得乖乖坐在位子上等電腦上的稿來了，然後一點鐘交版。」 

 

 過去，「集稿」是等待手寫的稿件，藉由報社傳稿的人員，由採訪組送到編輯組。

當編輯舉手叫到：「拿槁！」時，工友就趕快跑來拿新稿給編輯。甚至還設有上下樓

互通的大管子，直接讓稿件由樓上溜到編輯部，以達到分秒必爭的效率。 

 

(二) 分稿 

  
 分稿是決定各個新聞分置於哪個版面、給哪位編輯處理的過程。「編前會議」一

般為分稿的決定時機。編前會議分別在下午四點鐘與晚上七點召開一次，四點鐘時

是由編輯與採訪部門的主管參加，進行比報檢討，並決定該日新聞的大方向，以哪

些新聞處理為重；七點的編前會議是由編輯們召開，討論該天的新聞稿擺放位置、

處理方式。但分稿的工作，一般到了截稿前，大約晚上十一點左右才會全部完成，

因為稿件在截稿前才不斷湧入。 

 
受訪者A：「我們編輯部，每天要開兩個會，是固定的，每天喔，下午四

點鐘一次，七點鐘一次，四點鐘那次，各單位主管開會討論當天的新聞，

有哪些新聞比較重要，要怎麼呈現啊，晚上七點再一個會，是馬上要進行

作業之前的會，讓編輯知道今天那個版有哪些新聞，記者為什麼要寫這些

稿子，大致啦，不是每條新聞都有時間討論。」 

 
 (三) 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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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稿工作包括了稿件閱讀、排版、下標。 
 
閱讀稿件過後，編輯要決定如何排版，排版的工作包括：配置版面的畫面、決

定新聞要如何呈現----是單篇呈現抑或多角度呈現、決定該新聞在版面的位置與份量
大小，將重要的新聞大做，把無關緊要的新聞小做，並顧及版面的美觀。 

 
受訪者Ａ：「編輯負責把各方面的來稿，譬如今天是編一版，今天記者來

的稿子，編輯要負責把他們擺在哪裡，像是擺在頭條、第二條，哪條新聞

要做大，哪條新聞可以擺的小小的，標題要怎麼下，照片要怎麼擺，這都

是編輯的工作。」 

 
尤其在蘋果日報來到台灣之後，報社在配置版面時，更加重視版面的美觀。 
 
受訪者B：「蘋果日報進來後最大的改變是美術編輯的重視。以前認為這

個版是編輯的版，美編是輔助。從蘋果進來後，變成共同合作，美編會認

為，版面設計非常重要，所以會要編輯配合美編。」 

 
在版面配置決定後，隨後再進行組版的工作。組版包括了「整併刪修」的過程，

即修改錯誤、合併稿件、配合版面大小刪文等流程。理稿的工作記者不會參與，版

面處理和新聞呈現是編務決策，編輯可以刪減記者的稿子，刪文主要是考慮版面的

配置，並仍努力在最精簡的字數中，呈現最多且最真實的訊息。 
 
訪談者：「請問編輯有修改記者稿件的權力嗎？」 

受訪者A：「有，但是要層層負責，要修改記者的稿子，可以，只是出了

錯你要負責。編輯本來就可以改編輯的稿子，記者的稿子寫出來本來就要

經過層層關卡，每個關卡都有人能來發現稿子裡面有沒有錯誤，有沒有跟

事實不符的地方，才到編輯手裡。編輯也可以改⋯但是改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把稿子弄錯，或是把重要的部分刪掉了。」 

訪談者：「所以編輯如果要改記者的稿子，大多是因為組版的需要嗎？」 

受訪者A：「是的，大部分是組版比較需要。但是不能以編輯喜歡怎樣來

改記者的稿子，因為記者出去採訪，他瞭解外面的情形，採訪對象跟他講

什麼，他最清楚，意思不能改，可以改文字，或可以改明顯的錯誤。」 

訪談者：「實際上而言，改動常發生嗎？對於稿子的刪減⋯⋯」 

受訪者A：「經常，幾乎每篇都要改。因為常常稿子（字數）都太多。現

在我們一個全版大概六千字，加上標題與照片。但是稿子常常是七八千

字，所以都要刪刪減減，併併弄弄。」 

 

下標的工作，更是編輯工作畫龍點睛的重點所在。受訪者表示，在當代工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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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閱報人大多沒有時間閱讀每一篇報導，因此，好的標題能使讀者清楚瞭解該

新聞的重點。 
 
受訪者A：「標題很重要。尤其現在是工商社會，大家都很忙，很多人看

報紙常常只是看看標題而已。也不可能每一篇文章從頭看到尾。標題告訴

你事件最主要的內容。好的編輯是讓讀者在標題中就知道這條新聞在做什

麼。標題要精簡就好，如果拖得很長，那還不如去看內容。標題就是用最

少的字，呈現最完整的意思，這就是編輯最主要的工作。」 

 
標題下達的精準與巧妙程度，亦可展現編輯的專業水準。 
 
受訪者B：「舉例說，體育版的編輯，有一天高爾夫的球后所羅斯坦，那

時候婚姻觸礁，那就是這麼一則小新聞，我們看那天同樣一則消息的，有

的就下婚姻觸礁，聯合報就叫他”婚姻boggy”，同樣一個標我們民生報

就下”O。B”。”Boggy”是高於標準桿一桿，”OB”是打球打出球道，

比方打到樹林水塘，就是出界的意思，同樣一個小小的東西，我覺得

用”boggy”已經不錯了。可是我們民生報用”O。B”。你看到他新聞的

標題就會會心一笑，我為什麼講這個，這個運動某些術語用在一些事情上

剛好恰如其分，這是需要了解的。」 

 
一般而言，大約到了晚上十一點多稿子才會發完，編務處理時間需要半小時，

拼版理論上只有半個小時，要在一點鐘時全部完成，工作時間十分緊湊。 
 

(四) 核稿 

 
 報社注重的是求真，也就是所報導的新聞沒有錯誤。因此設計了嚴格的作業流

程以控管品質。記者交稿前，採訪中心已對稿件做出審核----記者稿子的刪減主要是
組長、召集人、採訪主任、中央台(總編輯身邊的幾個副總編輯)的責任。除此之外，
編輯在編輯過程中，也會檢查稿件的錯誤，編輯的主管亦有檢查機制，給核稿人核

稿，直到最後交版後，編輯還要互相交叉檢查其他版的錯誤。在層層關卡下，確保

出報的品質。 
 

受訪者A：「編輯的另一個工作就是不要出錯，第一個當然是不要有錯字，

第二個就是事實要對，不要三個人去搶劫，下標題的時候下成了五個，那

就不對了，絕對不能有。現在報紙幾乎天天都有錯誤，但聯合報很重視品

管，我們現在除了作業流程中有一關一關的來減少錯誤，每一關都會仔細

看內容、標題有沒有錯誤。最後交版之後，（也就是組完版，準備要印出

的狀況）編輯要互相交叉檢查，看有沒有錯誤，要簽名負責。編不同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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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互相檢查，因為常常自己編的版會有盲點。有錯的話還趕快來得及換

版。把錯的換成正確的。這樣才完成一天的工作。」 

 

受訪者D：「我們每一個版面都有一個上游，在排我的班表的同時，會有

一個核稿人，就是核我的版面的，那我把一個版編好組好之後，還要再回

頭給他檢查。核稿人有可能是組長，有可能是副主任，他在報社的職稱是

不一樣的，可是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我們的核稿人。像比方說，以前他是跑

社會新聞，那現在轉內勤，有可能他就是負責檢查社會新聞，就是在排這

個核稿人的時候，還會針對他以前跑的是哪些新聞。」 

 
 以上是編輯「集分理核」稿過程的概略說明。只是，不同版面的編輯，以及不

同工作投入程度的編輯，其勞動過程又有細微的不同。 
 
編輯工作流程之影響因素 

 
(一) 版面不同 

 
 隨著版面不同，編輯的工作內容也會有些許的差異。例如在我們所訪問到的編

輯中，副刊編輯與體育版編輯，便由於所編版面不同，而在工作內容與一般編輯有

所差異。 
 
副刊編輯較少經驗到時間壓力，邀稿的過程取代了集稿，編輯上也更講求版面

的美化，甚至連編版的軟體也不同。 
 
受訪者C：「報社另外有記者，供稿應該是記者供稿，如果在副刊的話通

常我們也不必供太多，因為編輯不太需要供稿。編輯的話就是邀稿、審稿、

發稿、清版，其他像是下小標，這些都是在發稿的階段處理。」 

受訪者C：「我們的版，靜態版其實是講求版面更美化，他不像新聞版，

新聞版就是比較簡單沒有什麼條紋修飾，那靜態版做法還是不太一樣。」 

 
民生報體育版的記者是採編採合一，編輯與採訪的關係密切，較多直接的互動，

不像一般版面的編輯與記者，透過主管來溝通。因此，其勞動過程也有所不同。 
 
受訪者B：「我一直很喜歡編採合一的感覺。比方說，攝影記者照片回來，

我還要找文字記者幫我寫圖片說明。別人要，我不用。我自己寫。我不曉

得第幾局，打電話叫記者幫我看看score，看版面需要什麼東西，我自己

配圖說。比如說我跟攝影記者說你去幫我拍，我需要徐生明沉思的表情，

那他說好，他試試看，我們就可以先溝通啊。我甚至連我標題都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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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下好之後，我就可以請美編先幫我做版面。我大概可能會這樣子擺，

那我照片還沒有進來，我們都可以先處理好。可能九點半比賽結束我這個

版可能也編好就等你記者把稿子傳回來。」 

 
因此，並非所有編輯的工作流程都是一致的，其工作流程又因所處理的版面不

同而有細微的區別。 
 
(二) 工作投入程度不同 

 
 作為一個編輯，工作內容比記者靜態許多，也較為穩定。編輯也可以上下班打

卡，把版面編完就回家。 
 

受訪者A：「有些人準時來上班啦，也不會遲到早退，七點鐘來開會，編

的速度不管，自己編完就好，不會再多幫忙，兩點鐘下班就馬上走，但有

些人會留下來幫忙到三、四點，或七點鐘上班，六點半就來看看有什麼要

幫忙的。」 

 
但若工作較投入的話，編輯的工作內容又有所不同，可能一早起床就開始注意

新聞脈動，投入更多的時間在新聞的瞭解上。 
 
受訪者A：「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是二十四小時，無論是記者或是編輯。

我就算回家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就是你們所謂的下午），過去是先

打開收音機，現在是看新聞台，看看今天有什麼突發的事件，什麼事情比

較重大。記者和編輯都一樣，要知道今天有什麼事情發生。」 

 
即使同樣是編輯工作，但若對工作的認同程度不同，其勞動過程與經驗也將有

所差異。 

 

在我們瞭解報社編輯的勞動流程之後，我們要來看編輯工作，在生產技術變遷

與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如何受影響。 

 

二、受技術變遷與報業競爭影響之編輯工作 

 
 在生產技術變遷與報業市場競爭激烈的背景下，我們在訪談中可將其對編輯勞

動過程的影響歸類為下列四項：(一)工作流程的轉變、(二)工作範圍的增加、(三)人
手減少、工作版面的增加與編版不固定、(四)過度重視資訊能力。以下將逐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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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流程的轉變 

 
1。 電子化之稿件處理 

 
 受到電腦技術發展的影響，編輯的稿件處理方式完全電子化，使得工作流程與

過去不同。像是，收稿、讀稿、組版的過程都在電腦上進行，和過往的全面紙本方

式很不同。 
 

受訪者B：「現在的電腦作業，我隨便要什麼字在電腦上選個十級，畫下

去你組版要多大就把他放大，在電腦上都可以作業了，相較來講你精算的

能力就越來越差了。」 

 
若要刪除稿件，過去是丟到竹簍子裡，現在只要滑鼠輕點保留即可，被保留的

稿件能隨時被叫出，稿件的管理方便清楚許多。 
 

受訪者A：「⋯⋯過去如果覺得記者稿件內容有誤，或寫些雞毛蒜皮，毫

無天際的事，稿子就被丟到紙簍子中。現在就是在電腦上壓保留，這個稿

子就不會到編輯那邊去了，編輯就可以專心處理手上的稿子。電腦有個好

處，像過去紙張的稿子會丟掉，現在都還可以存在電腦上，如果採訪組或

記者覺得稿子重要，還可以來討論，講理由。」 

 
除了工作過程的改變化，在電子化的背景下，編輯與記者或同事的溝通方式也

都數位化，或是透過主管進行。勞動的形式與過去不同。 
 
2。 修稿記錄 

 
技術變遷之後，修稿的狀況也有所不同。過去編輯用筆修改記者的文稿，若把

記者的文稿修錯，責任是可以推諉的，因為並無確鑿的證據證明在層層的檢查程序

中，文稿是在哪一個環節改錯的。但在稿件電子化之後，編輯在電腦上修改記者的

稿子，每一個動作與指令都被電腦詳實的記錄下來，因此，若把稿件改錯，電腦能

馬上叫出修改資料，讓修改人無所遁形，無法推諉責任。電子化作業在此變成了一

個相當有效的控制機制，誰在工作上出了甚麼紕漏因此而一覽無遺。 
 
受訪者A：「現在都是用電腦來工作，只要你修改一個標點符號或是一個

字，他都會留下記錄，等事後發現有錯誤時，就可以去找原稿，從流程中

知道是誰修改的，所以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以前是文字稿，你不知道是誰

修改的，不知道這筆跡是誰的，所以會有責任筆，主任用紅筆，副主任用

綠筆，記者用藍筆，用責任筆，把原稿調出來，看到紅筆就知道是主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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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會用責任筆，所以可以賴啊。現在不會，電腦上清

清楚楚，三個人改過，游標一點，三個人的名字都出來，誰修改，誰刪除，

誰再修改，都出來。」 

 

 
 (二) 工作範圍的增加 

 
 在技術進步、報業不景氣的背景下，編輯的工作範圍增加了。不僅是原先的編

輯知識與經驗運用，更跨足到其他原設有專人來輔佐編輯的工作內容，如打字、校

對、美編等。 
 

受訪者C：「在電腦化的過程，以前所謂的美術人員，現在其實都是編輯

人員在做，譬如說編輯現在要自己組版。手貼版就是如果版有任何錯，我

就退回去，美編他會改，他就是用打字他會貼他會改；現在變成這個系統

完全在電腦裡面，所以這些事情變成是文字編輯要做。在中間的流程工

作，因為電腦化的關係，有些美編的工作、有些打字的工作、有些校對的

工作，現在都變成編輯吸收。相對的編輯在這部份的工作增加很多。」 

 
 在訪談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樣的循序漸進的變化過程： 
 

受訪者D：「就是以前就是一個編輯配一個組版員，現在報社的規劃就是

組版員的工作編輯來吸收，所以現在沒有組版員。因為你一定要並行，不

能說一下子全部怎麼樣，這個沒有。」 

訪談者：「而且先讓電腦有一個組版員在旁邊，等大家都⋯」 

受訪者D：「對，而且你必須是逐步的，比方說一區一區區塊都穩定了，

因為電腦必須有測試階段嘛，比方說先推五個版進去然後十個版，你才可

以全部都推嘛。」 

訪談者：「等到大家都進入電腦化，再把組版員拿掉嗎？」 

受訪者D：「我覺得這個是趨勢耶，很難免，幾乎都是這樣。」 

 
 深究工作範圍變廣的原因，可推知----在技術進步之後，電腦加快了、亦簡化了
編輯的作業流程，佐以大環境的競爭，企業無不以壓低成本為目標，因此，人力成

本的縮減首當其衝，當編輯能夠在技術簡化的狀況下勝任打字員、組版員的工作，

進而取代之；而技術加快作業流程的狀況，使編輯有多餘的時間，取代校對部門的

工作。這都造成了報社編輯工作範圍的增加，工作內容的變廣。 
 

受訪者A：「過去有組版員來組版，編輯旁編配置了組版員，後來就是都

在電腦上，編輯在旁編跟組版員說要怎樣擺放。現在我們老闆希望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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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希望編輯自己就能夠組版，所以我們現在很多都是編輯自己組

版，電腦也很方便，在電腦下好標題，字距、級數都調好，就能自己組版。」 

 
受訪者E：「自動化造成很多東西的節縮，導致很多管理和防範錯誤的機

制被裁撤了，舉個例子校對這個部門就被節縮了。」 

 
受訪者A：「記者的稿子寫出來本來就要經過層層關卡，第一關經過採訪

中心的召集人、組長、副主任、主任，如果稿子是重要的話，要到中央台，

給副總編輯看，以前還有改稿部，現在因為人力精簡，所以取消了，由副

總編輯分給核稿人看，核稿人再交給編輯。」 

 
 根據以上受訪者的回答，可以佐證----從打字、組版、改稿、校對的工作，都在
技術化與報業不景氣的影響下，收編到編輯的工作內容中，擴大了編輯的工作範圍。 
 
 (三) 人手減少與工作版面的增加、編版不固定 

 
在工作範圍增加的同時，由於人手減少，編輯工作的版面也增加了，所編版面

變得不固定，具輪調性。以下分項探討之。 
 

1。 工作版面增加 

 
由於大環境的不景氣，以及技術進步所精簡的人力，使得報社大多採取遇缺不

補的策略來精簡人力。所裁撤掉的人力，其工作就由在職的編輯來分擔。所以，編

輯的工作版面在技術轉變後有顯著的增加，成長了一倍。每位編輯所負責的版面從

一個版變成兩個版。 
 

受訪者A：「以前原則上一個編輯編一個版，後來就慢慢加重，一個人編

一點五個版面，一大一小，現在有時候甚至於編兩個版，那有的呢就讓他

責任制，除了你編當天要作業的新聞版面，還讓你編一個預發的版。」 
 
所謂受訪者 A所提到的預發版面，即靜態的版面，並沒有時效性，可以使編輯

在等待記者進稿的時間內，仍有事可做，使之完全沒有人力閒置的狀況，讓資方完

全利用員工的勞力。 
 
受訪者E：「在現在的社會環境，報紙會開出很多非正規的版面，這些非

正規的版面增多了，版數增加了，但是編輯沒有便多，所以還是大家輪著

share掉。於是你就每天下午四點鐘就可以來上班去編規劃過的版面，這

部分沒有時效性，編完六點鐘去吃飯，七點編前會，在接著新的版，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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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你不就慘了嗎？平常是八點辦開始，神清氣爽、摩拳擦掌，但現在你八

點來已經編完一個版了，而且你還沒有休息。」 

 
 工作版面的增加，並不代表薪資的增加。技術的進步，並沒有使得工作因此而

更輕鬆。除了每日必須編輯較過去更多的版面外，更指派編輯預發版，更進一步的

利用員工的每一點時間。根據一位受訪者所說，目前編輯的勞力還可以在壓榨出二

點五倍的能力。因此，在編輯真的無法消受工作量前，資方很可能會繼續加重編輯

的工作重量，試探員工的底線，這使得勞動過程循環加快，同時間內的工作強度也

較過去多。 
 
2。 編版不固定 

 
除了所編版面增多之外，報社彈性運用人力的政策，使得編輯所負責的版面不

固定。 
 

受訪者D：「我每天接觸到的版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我禮拜一禮拜二休假，

那我都不知道我禮拜三要做什麼版，我幾乎都是來才知道要做什麼版。像

我今天六點來，十二點交完理財版之後，我還要支援前面一個小版，像我

們五版七版九版，這都可能是半版嘛。等於說我理財版做完再去做前面一

個小版，再去把這個版搭配完。」 

 
 由於報業不景氣，與技術進步的支持，報社開始試著彈性運用人力，一改以往

編輯固定做某一版的傳統，採彈性、流動的方式，依報社該日需求決定如何配置編

輯人力至各版，以經濟地利用最少的現有人力達成所有任務。 
 
除了工作內容流動之外，甚至連編輯座位也變得流動。民生報在被聯合報收購

後，編輯中心新的概念是編輯沒有座位，要就版而坐，視當日編輯負責那個部門的

新聞決定要坐在那裡。 
 

受訪者B：「在五月二十號我們民生報編輯部整修完畢本來在九樓臨時的

編輯部搬回來七樓，新的概念裡面，編輯沒有座位。」 

訪談者：「啊？？？」 

受訪者B：「叫流動編輯。就是編輯就版面去找位置坐，有點像K書中心

的概念。你東西放著之後我今天要編體育版。我就坐到聯合報的體育中心

那邊的編輯的座位。」 

 
 就整個組織而言，聯合報系在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一日正式收購民生報後，除了

使編輯座位流動，接下來主要就將是整合編輯平台。讓不同報紙、不同版面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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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互相支援工作。 
 

受訪者B：「那再過來他要整合的就是編輯的平台，他的想法就是，因為

我們聯合報系喔。我現在從民生報開始算給你聽，假設我們現在從四點半

民生報作業到十一點半，啊聯合報可能是八點到兩點，那歐洲日報可能一

點到四點，那可能還有世界日報從早上五點到下午四點，那他整個時間都

是24小時在工作，他就開始算我在某個時段可能沒事情就可以做聯合報

的某個版面，或者是比較軟性的可能⋯副刊，這些東西可能就拿出來變成

一個平台讓編輯處理。」 

 
 過去的編輯大多固定編某一版面，且對該版面的內容長期耕耘，很有經驗。但

在現在輪編的趨勢下，編輯可能要負責編輯不符合專長的版面，受訪者皆表示這將

對報社的新聞產出品質會有負面的影響。 
 

受訪者B：「一個編輯什麼版面都可以編，我們編輯部的編輯進入報社的

時候就是輪編，輪編就是沒有固定版面，今天你是體育版的休假，我就代

你的體育版，你是文化版你休假話我就換我去編文化版，明天婦女版我就

編婦女版⋯可是你有那麼大的能耐什麼都會嗎？」 

 
 總而言之，由於人力緊縮，企業多做談性的人力運用，因此，編輯所編之版面

不再固定，甚至座位、所編報紙都不固定，編輯被視為流動、彈性的勞動力，而非

在各版不可取代之專業人士。輪編的後果，不僅讓編版品質令人存疑，更常剝奪了

工作者的工作滿足感。 
 
 (四) 過度重視資訊能力 

 
在電子化的潮流下，許多報社重視編輯的資訊能力，常常用資訊能力作為適任

與否的判準，而忽略了編輯的能力常常不只是電腦運用能力而已，還包括了對於新

聞的歷練與經驗。 
 

受訪者B：「其實，就像前面說的，越新的一批人，在學校學的東西越多。

現在到底重視的是技術取向呢，還是經驗取向？我可能在外面電腦呱呱

叫，新來的人，可能因為電腦操作非常厲害，長官非常重視你，就變得倫

理就不對了。而且你歷練不夠，新聞的歷練不夠，你只是版面設計、電腦

操作很厲害而已，有一陣子報社對這種東西有點迷思。有一些資深的工作

人員，因為跟不上時代，就被當成廢物一樣，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根據我們民生報的受訪者舉例，該報有兩名優秀的專業人才，分別是台灣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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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講解的第一把交椅，以及 ELLE雜誌的美術創意總監，在對於新聞的概念與編
輯上的能力無庸置疑，但卻因為資訊能力不佳的因素而被民生報解雇。這都是報社

被資訊能力蒙蔽的例子，未見編輯專業的其他核心內涵。 
 

受訪者B：「舉例來講，聯合報那時開始優惠離職、優惠退休，請何常發

趕快領一領錢離開，他說，能不能再給我待半年，但就硬要他走。你知道

他走了一年之內，發生了多少事情？他是民生報的資深足球記者。這一

年，歐洲盃足球賽、美洲盃足球賽、世界五人制足球賽，這樣一個人，TVBS

全程作講評，主播根本不會講，全部都是他在說，這樣一個人才，就因為

你認為他電腦操作比較不行就被放棄。以前ELLE雜誌，他的美術創意總

監，是我們民生報體育版的美編，但他跟不上時代、電腦不會操作，報社

覺得你這個人都不配合的。但這只是你的電腦操作而已，而不是很多實務

經驗，他是報社的人力資產⋯我們都一直覺得這種東西很浪費、很可惜。」 

 
 若單單就資訊能力與發稿數量來評斷一個編輯的好壞，這就大大的小看了編輯

的專業性，但同時這傾向卻是趨勢。 
 
 
 
第二節 勞動控制 

 
一、科層組織的控制方式 

 
  新聞報紙的產出，在報社裡面的作業，不論在外在環境改變的前後，都是固定

的。而編輯在報紙製成的流程中，就儼然受到制度化的工作內容規範著，以及組織

層級的垂直控制。以聯合報的組織結構來看，編輯部下面有編輯中心，編輯部的主

管為總編輯和副總編輯，編輯中心則是主任和副主任，以下有各組組長，各版面的

主編，以及各個編輯。也就是說，以直接層級來看，由下而上各是，編輯－主編－

組長－副主任－主任－副總編－總編，簡單說以編輯來講，他所面對的直接上司就

是主編組長或是主任這一層級的。 
  在工作內容中，編輯在做排版組版的工作時，他便需要與他的「核稿人」做溝

通討論。通常這位「核稿人」就是組長或副主任、主任，他所要負責的工作就是與

編輯討論後，編輯去組版，再把成果給核稿人審核、挑錯。也就是發稿前，是經由

編輯組版後，與核稿人討論過後，一起完成，共同簽名負責背書。而評鑑的工作就

是屬於各單位的主管，像是編輯就是由主任或副主任來執行。 
 

訪談者：「請問一下你的工作是由誰來監督呢？」 

受訪者D：「我們每一個版面都有一個上游，它在排我的班表的同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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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個核稿人，就是核我的版面的。新聞版的流程比較複雜，社會政治

生活地方這麼多單位的記者，他們的稿子到了報社以後，然後他們的上

游，就是各個組的組長會去分類，地方如果有大新聞會提到全國版，下午

會做一個新聞規劃，什麼新聞在什麼版，規劃完之後。記者到記者主管，

分配到哪一個區塊，到編輯手上之後，編輯有一個主管，編輯的核稿人，

編輯的核稿人看過那稿子之後才會到我手上。」 

 

  Edwards提到的科層控制，是將控制鑲嵌在勞動過程的社會和組織結構中，運

用的是制度化的權力。在報社的組織結構中，有工作的分層與權力的層級分隔，制

度化的權力是上對下的直接監督，工作內容也是在制度中固定來規範組織員工的。

在組織層級中運用權力對員工進行控制，以及勞動過程工作中，透過固定的工作流

程來進行勞動控制。在上述的組織結構中，控制的方式透過層級間上對下的垂直監

督評鑑，以及對工作內容的即時審核。在工作過程中，工作內容也以制度規定，每

層級人員所擁有的權力也制度化。像是在四點時，報社內有主管級的會議，先做比

報工作以及討論今日的新聞重點，七點多時，各主管則就回來與編輯開會，同樣進

行比報及編前的討論。 

  編輯版面的好壞，壓力也是層層相扣。編輯的工作成效多以版面來決定，而版

面的好壞，市場的接受度，會反應在報紙的銷售量及閱讀率。而市場競爭的壓力下，

高層會給予中階主管級壓力，主管會再將壓力施予基層員工。基層編輯不會感受到

的壓力是來自於主管的壓力，而不會是總編輯直接把壓力給你。所以整體上的勞動

控制是層層相連的。 

 

  編前會議的比報制度，是編輯們與主管開的會議，而這是組織內一種協同控制

的方式。透過團隊工作，個人擁有對自己及別人評比的自主性，因此會更內化監控

的機制。 

 

受訪者D：「我們的比報是必須跟蘋果、中時、自由四份報紙一起比，我

們是排值日生嘛，就是第一落全國版的編輯必須做比報的動作，今天輪到

你，你必須比較一下今天日報的版面呈現。」 

 
  比報的過程中，認真檢討各報新聞的處理，對於新聞的使用，以及版面的編排

等。比報前要先看各報紙都看完，要有口頭及書面報告，也有其時效性。可能有時

候自己同事編的版面的確不如其他報紙的處理，也會在比報會議中提出來。這是一

種互相砥礪並監督的過程，透過比報會議，編輯會以各報各版面做比較，若被提及

表現不如其他三報，會有所改進與成長，透過彼此的監看或說是一種競爭，不僅是

跨組織的競爭，亦是一種同儕間的內部競爭；自我也會在團隊中給予更高的要求，

使得個人決定自己成長，而達到提升勞動成果的協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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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在環境改變，技術的改變帶來的是組織內部結構的衝擊。在電腦化普遍運

作後，組織內一些部門機制被裁撤了。同時也造成人力的減縮，相對地，編輯的工

作因此範圍加大，淘汰的人員的工作編輯都要負責，因此更加繁重。組織更在工作

內容上，因為技術的轉變，利用勞動過程的工具來擴大編輯工作的範圍，從前只需

要排版即可，現在還更要做到自己在電腦上校對及組版。在這個部份，勞動控制透

過更多的制度性工作納入編輯的工作範圍，而權力結構仍在同樣的科層體制下運行

著勞動過程的控制。 

 

  在技術轉變之後，記者不再需要回到辦公室，他們只需在外採訪新聞，將稿子

打好，傳回報社，便完成他們的工作。編輯要與記者互動就要透過組織的層級關係。

像是以前記者的稿子有問題，會直接去找該記者互動；而現在因為記者都不會出現

在報社，就變成去與記者的主管做溝通討論，再由主管來跟記者作協調。雖然編輯

與記者直接互動的機會減少了，但是在科層體制中的層級關係，反而從非正式的溝

通轉回到正式的交流管道，更加強化編輯在報社內的科層位置，而使得主管有更直

接的機會來控制編輯的工作；透過各單位間與層級間的溝通管道，編輯要將成果處

理好，要與不同單位的主管多做協調溝通，編輯所要面對討論的人更能決定且控制

編輯成效的評估。 

 

二、師徒制 

 

  除了以科層體制來遂行勞動控制，尚有許多生產規範，是在生成編輯的過程中，

被潛移默化進新進編輯的價值觀裡的。編輯的工作是有很大一部份是難以言傳、相

當需要經驗的，一個剛從新聞相關科系出身的社會新鮮人，不見得馬上就能在作業

流程中上手。編輯工作的過程是實務取向，因此通常在編輯的培訓過程中，會有一

段「師徒制」的過程或是另外先有一段訓練的時間。由經驗豐富的資深編輯來帶領

資淺的編輯，藉由實際工作過程學習補充學校訓練的不足。新進編輯就在每天實戰

中學習如何楚力新聞。因為新聞很能用同一的標準來加以判斷，所以很需要有帶領

者角色的師父，來用經驗告訴學生，什麼樣的新聞用什麼樣的方式處理。 

 

訪談者：「那些學生，是你訓練他們的？」 

受訪者E：「對啊對啊，編務本來就是師徒制，跟採訪部一樣，採訪只要

把人介紹一下把應該知道的事情說一下就要放你單飛了，編務不可能這樣

啊。因為就是不會啊，修改文、編版等技術性的工作都是要人帶的。而且

很多新聞處理都是一念之間，這很難直接教又很重要，處理的技巧、思考，

甚至於包括下標、版的位置、照片呈現，裡面都有編務思考，這需要人在

旁邊直接教育。」 

 

  所以在師徒制的培訓下，帶來更多的是一對一的非正式規訓方式，先是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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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哄騙，剛開始帶領他們做簡單的編務，漸漸地做出信心後，再直接獨自實做，

算是給他們震撼教育，讓他們在時間緊迫下，自己尋求最好最快最佳的處事之道。

等於說透過「師徒制」的機制讓編輯漸漸的感受到編輯工作的種種，像是工作的急

迫、時效的壓力，也慢慢的受到組織對於編輯的要求與規定，來監控他的勞動產出。

師徒制最重要的是，老師讓學徒「默會」知識的存在，在實做的過程中，沉默的領

會編輯的工作，即從做中學，更能讓新從事編輯的人員很快能夠上手。另外，師徒

制潛移默化了新進編輯對於工作價值的認同，讓他們在編務中慢慢了解並適應編輯

工作的甘苦；也同時引領他們體會組織的意識與理念，在將來進行編務工作時，能

夠就此發揮，能夠做為組織的發聲者，也因此控制灌輸他們對於組織的忠誠。 

 

三、內部勞動力市場（薪資獎懲制度） 

 

  一個編輯的勞動成果是難以評量的，我們很難去評斷一個編輯的好壞，對於版

面的要求也是憑主觀感受評論。在報社仍有這樣的評鑑機制，來決定編輯工作後的

考績。主管亦是有權力決定考績的審核，在薪資制度中，能決定考績評比的等級進

而影響年終獎金的多寡。 

 

訪談者：「想請問一下，編輯的工作成果是誰在審查考核？是您嗎？」 

受訪者A：「我只是其中之一，每年年底打的考績，主要打的是主任，但

是主任會找副主任、組長大家來開會討論，一起提意見。針對一個個編輯

來討論，怎樣好怎樣不好，我們都提供意見，給主任彙整。主任彙整後，

還要往上送所以我們不是最終的決定者，主任也不是，我們只是提供意

見，因為我們和他們最熟，上面的人不瞭解，只有大略的印象，只瞭解某

部分的印象。所以各方面的意見彙整，給總編輯」 

 

  在科層體制之下，編輯的主管擁有審查考核編輯成效的權力，而對於一個編輯

的表現，基本上還是以版面呈現為最主要的考量，像是下標、版面編排的位置，這

些都是決定主管審核編輯的績效。在這種主觀的評鑑之後，就是年終的考績審核，

也就是組織內部的薪資獎懲制度。 

 

訪談者：「編輯獎懲會是怎樣？」 

受訪者A：「獎勵的話，就是對某個新聞的處理特別好，好評很多，或是，

這個標題下得真的好，很吸引人，版面真的很漂亮，或是得獎了，像是過

去的金鼎獎，報社都會給鼓勵。懲的話就是錯誤，遲到早退又是另一回事

啦，有些編輯該開會不來，該來不來，都是考績的標準。」 

 

  聯合報社聞名的，便是員工待遇好、福利佳、重視人情味，也因此造成人事上

的穩定，人員流動率低，對組織內的個人來說，企業文化變成一種組織對員工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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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種規範控制。報社以優渥的薪資及照顧下屬、提供好的待遇的制度，來同樣

要求員工，能為組織奉獻付出，辛勤工作，像是聯合報的獎懲制度基本上是獎多懲

少，很多記者或編輯表現佳，馬上會有立即獎，年終的獎金在考績評比上也都會相

當高。並且盡量是獎勵多，懲罰少，懲罰方面鬆一點，獎勵方面多給一點。用這種

制度讓組織員工除了工作外，更有依附在組織企業的扎實感，而不輕易選擇離去，

繼續為組織效命。 

 

  但是在外在環境改變下，報業市場競爭更形激烈，大環境的不景氣，人力縮減

之後，獎金變少，從過去的立即獎，到現在不僅少發，還希望員工多休假，控制年

終獎金的額度，對於流失的人力也是遇缺不補。 

 

受訪者A：「⋯現在因為不景氣，還有網路的發達，大家都上網看報紙，

所以原則上不發加班費，鼓勵能休假的盡量休，不鼓勵加班，工作時間也

拉長，只要不違反勞基法。現在因為財務壓力，所以沒什麼加班費。如果

表現好的話，尤其是記者，如果採訪到有價值的新聞的話，就會發獎金，

叫做立即獎，如果你今天寫一條新聞獨家見報，當天就發五百塊，一千塊，

特別好的話兩千塊，就馬上發。用獎金的方式鼓勵。內勤比較少，外勤比

較多。」 

 

  因此，聯合報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特色，在於穩定的人事結構以及重年資被輩分

的組織文化。聯合報以高的基本薪資策略，配合彈性的績效獎與年終，和制度化的

考核制度。薪酬制度也因此穩定了內部結構，顯示組織成員對企業文化的認同，也

藉此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發揮一定規範性效果。 

  聯合報是以一種「家父長體制」對於組織員工的照顧，給予如同家庭般的感受，

將聯合報視為一個大家庭，高水準的優渥薪酬來建立組織認同外，更全面性的提供

各層面的服務，加深員工對組織企業的依賴，也為願意為組織打拼的誘因。這也是

從薪資結構層面以及組織文化來對於工作者進行的規範控制。組織內員工感染到企

業家族式的人情味，會願意留在工作崗位上，流動率低，對組織有認同，內部勞動

力市場穩定，將組織文化內化為個人生涯奮鬥的目標，也就全心全力為企業付出。 

 

 
四、將消費者納入監控機制 

 

  由於編輯工作成果難以被精準衡量的特性，在報業亦有一種引進消費者作為監

督的機制，這個機制可以很明顯從銷售率閱報率以及讀者投書來反應出。在聯合報

內，有民意調查中心，會作經常性的調查，包括哪一個版的閱讀率最高，哪一個文

章的閱讀率最高，就如同電子報的點閱率一樣，每一個版面的狀況都會呈現出來。

都會作為主管機關的參考，一部分思考如何突破設想讀者所期待的內容，一部分作



 24

為評估一位編輯工作成效的考量。 

 

受訪者A：「當然啊⋯我們有一個民意調查中心他經常會做調查，就是說

哪一個版的閱讀率最高這個版哪一區閱報率最高，她們會做經常性的調

查，你這個編輯如果表現的好做的夠細膩，點閱就會高啊.這個通常作為

我們內部的一個參考，就可以反映出大家喜歡的依照閱讀比率知道讀者的

喜好怎樣，對編輯也是很重要的參考，就會知道哪類的新聞人家比較喜歡

看，因為這個都是新聞啊，你每天都要選擇嘛，你要選出『最好看的最有

價值』這種新聞來給人家看。」 

 

  而當閱讀率下降的時候，或是今天編出來的新聞立場偏離或沒有做嚴格的把

關，讀者也是會打電話進報社抱怨的；而老闆就會對員工有立即的壓力，如同之前

所述的，透過組織層級，一層一層的命令下來，就可能會要求編一些大眾所喜歡閱

讀的東西，至少是執行者預期會受大眾歡迎的成品；或是以聯合報來說，讀者會偏

向對聯合報有比較高的期待，而編輯就需要做最後篩選把關的動作，將自己的新聞

道德弄在新聞呈現中。當然可能還需要再做調查，而編輯本身就要有這種敏感度，

能夠再做摸索再做調整，才能呈現出更好的版面，也同時能立即在銷售量上見效。

雖然編輯的內容終究是由編輯人員自行決定，但是那外界的壓力無疑是另一種勞動

控制的手段。透過外面來的監督機制，組織不用承擔對員工的壓力來源，而會將所

有的要求外部化，視之為那是大眾對於組織所期待的，對於基層編輯所要求的。所

以這種引進消費者作為監督的機制，編輯會盡力為了達到符合外界期望的成果，同

時也是組織利用外界壓力給予控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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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勞動經驗 

 
  在上一個部分，我們將在「歷經電子技術化以及整體報業環境劣勢」之後，編

輯工作的勞動過程與勞動控制的改變做了細緻的描述與討論。而在這一個章節我們

便要進一步地將焦點放在勞動者的身上，探討這些勞動過程與控制的改變對於勞動

者在主觀上以及客觀上的勞動經驗來說，究竟帶來了哪些影響？ 
 
一、編輯地位的改變 

 

    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在談到編輯這份工作本身的專業性時，有一個部份是所
謂對於文字字體字數與版面調配的精確性，在手貼版的時代，由於編排版面的工作

程序是：先大略設計出要的字體大小及樣態，然後將版面印出來之後才能再做實際

版面的調整，如果字體有問題，再重新修改，再印，再修。因此在這樣的過程中如

果編輯對於文字沒有一種精確的判斷力以及長久掌握版面的經驗，就會難以在文稿

印出來之前想像版面，導致修改工作一再重複，而影響工作效率。 
  但是在電腦化之後，即使一開始版面排的不好，或者字體大小數量沒有拿捏好，

也可以快速的重新在電腦上刪改調整，修改工作在時間上與過去相比可以說是大幅

減少。因此，編輯工作在此部份的專業性慢慢被電腦取代了，任何一個有基本訓練

學習的人都可以具備這樣的能力。同時，過去一個人編排一個版面的時間現在可以

處理兩個版或更多，因此在面對整體大環境不佳的狀況下，單就成本節省的考量中，

編輯自然不需要那麼多，於是編輯被裁員淘汰的機會也因此增加。 
  因為電腦作業後的方便，方便性的話變成說以前我的工作可能是一個晚上處理

一個全版，現在來講我可能要處理兩個到兩個半版，因為以前那些作業的時間都節

省下來，所以在人力上的精算的時候，他就會先用編輯來算有沒有需要那麼多人，

所以說相對來說被淘汰的很多是編輯，所以感覺上編輯的地位就逐漸的滑落了。 
  而新進的年輕一代比起待了十幾年的老編輯來說不僅對新技術的涉略廣泛，對
於電腦技術的運用掌握也快，使得老編輯自己便會產生「趕不上時代的憂慮與自卑

感」。加上電子技術的快速蓬勃發展影響到整個報社看待「專業技術」的觀感，報社

過分重視對於技術的掌握而忽略了編輯本身對於新聞邏輯與新聞脈動的專業部分，

這也使得主管不再重視對掌握技術較弱卻對新聞本身較具敏度的老編輯，而不斷說

服或暗示其走路。 
 

受訪者B：「其實，就像前面說的，越新的一批人，在學校學的東西越多。

現在到底重視的是技術取向呢，還是經驗取向？⋯有一陣子報社對這種東

西有點迷思。有一些資深的工作人員，因為跟不上時代，就被當成廢物一

樣，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樣一個人才，就因為你認為他電腦操作比

較不行就被放棄。⋯..跟不上時代、電腦不會操作，報社覺得你這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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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的。」 

 
而除了在專業性消失的失落感以及實際上在勞動現場上面臨被裁員的危機感之

外，在編輯工作空間的安排上也使得編輯在主體感受上有了負面的情緒。過去編輯

通常能夠擁有其固定的辦公桌椅，不論是一般編採分離或編採合一在工作空間上都

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也使得編輯本身會對於自身的工作有一種安定感成就感。但在

面對整體大環境的不景氣之下，報社對於空間也有了縮併，就如民生報編輯部整修

後，編輯的工作位置採用跟著編版跑的「流動編輯」方式，沒有固定的座位，同時

還面臨了配合休假與編務內容而與另一人共用一個位子的情況，使得編輯認為地位

低落而產生負面的情緒，尤其資歷深的編輯會產生一種失落感： 
 

受訪者B：「在這邊工作16年，我會想說如果我在外面工作的話到現在可

能都能有一間辦公室，結果我現在在這邊連一張自己的辦公桌都沒有，那

種失落感⋯，所以最近的編輯的工作情緒都非常非常差。」 

 
二、工作負擔的增加 

 

(一)工作量未減反增 

 
  先要釐清的是，首先在電腦的技術化之後，新技術的發展，讓版面在「安排」

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從版面文字與標題修改到文稿的審查校對也都比以往更快速

地進行，但必須分清楚的是這種工作時間的減少是加速「報紙整體產出的過程」而

不是「編輯工作的減輕」，因此造成最大的影響是原本擔負這些工作的組版員，當組

版員被電腦取代後這種編版工作就落到編輯身上。 
  同時在整個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報紙要有更多的版面吸引讀者，在此同時，編

版的技術提升了，從版面的配置到字體邊框的設計再到圖片表格的運用都比過去手

貼版或甚至更早的鉛板印刷有更多樣豐富的可能性，編輯需要更大的腦力與時間來

生產創意。但是報社並未因此增加人事成本而招聘編輯人員，於是編輯的工作除了

先前提到的要承接原本組版員的業務以及充分利用多樣的編排技術外，也要多接下

更多版面的安排工作，以創造「人事成本更低」與「產品價值更大」的競爭力。 
受訪者 E：「報紙會開出很多非正規的版面，這些非正規的版面增多了，

版數增加了，但是編輯沒有便多，所以還是大家輪著share掉。於是你就

每天下午四點鐘就可以來上班去編規劃過的版面，這部分沒有時效性，編

完六點鐘去吃飯，七點編前會，在接著新的版，但這樣你不就慘了嗎？平

常是八點辦開始，神清氣爽、摩拳擦掌，但現在你八點來已經編完一個版

了，而且你還沒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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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壓力變大 

 
但是對於編輯工作來說花最多時間的其實是看稿子跟下標題，都是腦力的勞動

部份而無法被機器所取代，將文稿從頭看到尾並消化融匯的時間無法因為電腦技術

化而減少。 
  在這樣的結果之下，雖然我們會以為編輯的工作時間長度並沒有改變，但是編

版的「版量」是在增加中，這種增加的勞動是屬於難以衡量跟計算的「腦力勞動」，

且以「責任制」的形式分配給編輯，不僅增加的是編輯認為其實最花時間的工作，

也在預發版的責任分配下，形成了更多的工作壓力。過去編輯壓力只是存在工作現

場每日的趕出報紙的時間壓力，現在的壓力開始延伸到下班之後了。 
 

受訪者 A：「以前原則上一個編輯編一個版，後來就慢慢加重，一個人編

一點五個版面，一大一小，現在有時候甚至於編兩個版，那有的呢就讓他

責任制，除了你編當天要作業的新聞版面，還讓你編一個預發的版⋯你就

可以在早一點之前譬如禮拜一交完版之前，自動留下來先把他作好啊，降

子我們就節省了一個人力」 

 
(三)速度感的增加與時間的壓縮 

 
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動者的主體經驗感受又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在訪談中

可以發現，報紙編版的工作內容並非停滯不變動，相較之下新技術帶來更多新的工

作，而自動化過程中的快節奏使得工作得以更順利地擠壓，讓新的工作更能無所不

在地填入每一工作程序中省下的時間中。電腦化帶來的是速度感，快速地傳遞資訊

快速地更改、安排、生產，緊湊的節奏加深了勞動者的工作壓力。 
 
受訪者E：所有工作的調整，自動化作業不會變得比較輕鬆這點很重要。

自動化過程造成的是時間的速度感加快。過去用人力跑的稿件，現在按一

個鍵就送過去了。過去寫錯了要撕掉重寫，現在打錯了刪改一下就好了，

傳輸作業非常迅速。它會讓你的速度變快，但是你的壓力並不會減輕   編

輯要花更短的時間處理版面，大家看到你花了兩小時就把版面處理好，就

會想說可以在分擔更多事給你作。編輯固然不會被裁員，但是會遇缺不

補。首先是把休假人力壓縮嘛，再來就輪著share編一個版，接著就有一

必有二，繼續遇缺不補，直到編輯們不行了，就幫你補個新人，但是新人

也不大管用。所以整個工作的loading是增加的。 

 
(四)工作密集度(勞動強度)增加 

 
    此外，當新技術運用在資訊的傳遞上後，也改變了編輯工作中與其他工作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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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關係，如前所提，編輯的工作時間分配是累積在等待記者的稿件送達後到印出報

紙的那一段時間，等於是將大部分工作量壓縮在最後的幾小時內，是實際勞動時間

短但勞動強度強的一種工作。而當傳遞新聞稿變的快速之後，記者便往往拖延到最

後的幾分鐘才將採訪稿送達，當所有的工作量都同時累積到最後一段時間上，勞動

強度便會增加。 
受訪者E：原來傳輸作業，因為慢，所以所有記者都在晚上十點以前乖乖

的把稿傳進報社，但是現在因為傳輸作業慢，所以大家都不急，不等到十

點鐘整絕不按發送鈕，自然而然更拖。但是對編輯而言截稿時間並不會拖

延。把這種事情梳理清楚了你就會知道，所謂的自動化帶來的只是傳輸的

便捷。 

 
(五)對身體造成的傷害 

 
另外，而在電腦技術進入整個勞動過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電腦技術介入整個

編輯技術，編輯的作業系統電腦化，過去走稿的流程也完全線上作業，此外連勞動

現場中勞動者彼此面對面的溝通以及工作現場發生的人際互動也都得使用電腦。因

此勞動者整天長時間集中精神在線上閱讀文稿，校對文字，對於勞動者的視力有很

大的傷害。而更嚴重的是在工作量增加，壓力增加的情況之下，勞動者長時間處在

速度感高的工作節奏中，除了心裡主觀感受上的影響外，更造成勞動者身體的客觀

傷害。 
 

訪談者：「請問你覺得編輯工作哪部分讓你覺得壓力最大？」 

受訪者 B：「時間。編輯常常會胃痛。到最後我們要交版的時間，很趕很

趕，有時覺得走路都很浪費時間，都用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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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缺席的反抗 

 
 
  在探討了整個組織如何對整體大環境的競爭市場與電腦化技術作出回應以及對

於勞動者所造成的勞動經驗改變之後，我們也想要問，勞動者在經歷這樣的改變之

後，究竟怎樣去回應這些作用在他們身上的改變？我們發現到，我們的受訪者對於

這樣的技術轉變與大環境改變的觀感大多表現了感嘆但仍舊順應的態度，即使對於

工作待遇與地位下降有所不滿仍舊會表示他們對於工作的愛好或對於組織的認同

(當然也有可能只是表面功夫)。此外並未在受訪者身上聽見因為這些改變而萌生轉
換工作的陳述，或者也並未發現他們產生什麼整體性的反抗行動，我們試著從個人

與集體兩個方向來做一些解釋。 
 
一、主體勞動意識的建構 

 
(一)趕工遊戲 

 
  新聞工作的特色本來就具有一種「追逐即時、追逐快速、追逐變化」的特性，

因此報紙產業中本來就存在一種「無法預期」的狀態，因此就必須面臨各種即時的

突發的狀況，這是這項工作本身就具有的一種特性。這有點類似我們過去在文本中

讀過的方德琳(1997)「專業科技雇員的勞動體制研究」中所做的分析。報紙編輯這
份工作本身也含有一種要達到時間表的志願性行為，採訪最即時的新聞，掌握到最

新的資訊，然後接受到這些資訊的編輯就要在最快的時間做出最立即的回應，並且

在天亮之前產出。這不僅是新聞文化中的一環，也是編輯對於其工作成就感的主要

來源之一，這與 Burawoy談到的趕工文化有類似的意義。而這種工作所帶來的時間
壓力似乎不是一種「資方」加在勞方身上的壓迫，而是工作本身的性質造成的。 
  我們當然也會問，編輯工作壓力雖然是工作本身的特性但是在技術革新之後工

作壓力的加增就似乎不是純粹「工作本身」的問題，那為什麼編輯還是願意接受工

作量與時間壓力更加增但勞動條件反而下降的工作待遇？我們在訪談的結果中發現

到「如何用各種方式快速掌握資訊且又能清楚呈現每一個新聞事件」對於編輯來說

也構成一種遊戲，同時不僅是公正、不偏誤更要有趣、有其專業性，我們會看到有

經驗的編輯對於自己如何使用更多的方式來調配工作時間與版面的規劃感到自豪與

滿足，因此他更關注的是「自己身為一個資訊的掌握者與專業者」，他如何因應這種

「越來越具挑戰性的工作」而非「越來越不合理的工作條件」。 
 

受訪者B：「我可能前五局的時候我大概對整個版面有個底了，像他今天打

的好，我可能就會準備去做他的什麼東西，就會開始去構思，⋯就去聯絡

攝影記者，比如說我跟他說你去幫我拍，我需要徐生明沉思的表情，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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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表達某些東西概念，⋯甚至我連標題都想好了，標題下好之後我就

可以請美編先幫我做版面，我大概可能會這樣子擺，那我照片還沒有進來，

等照片來我們就連照片再一起處理，我們都可以先處理好，可能九點半比

賽結束我這個版可能也編好就等你記者把稿子傳回來，」 

 
(二)共識的產生 

 
角色認同 
 
在我們的訪談中，受訪者面對緊迫的工作壓力雖然也表示了負面的感受，不過

卻同時表現出了對於壓力的默許接受，編輯對於自己的工作角色本身有極高的認

同，除了是自己的興趣、工作中自我成長外，同時也在這個工作中獲得許多滿足感

與成就感：在面對壓力要趕著天亮前將能夠取得到最即時的資訊整理出來，並且經

由自己的手中將所謂的權力(及資訊)有意識地分給讀者，同時引領著讀者如何去看
待這些資訊，還有一種叫做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很有成就感，當日的成就感，

比方說我今天把明天的報紙版面都處理好了一種成就感，就是我今天編好的報紙是

你明天看的，就是我怎麼引導你來看這件事情。 
 

受訪者A：「編輯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呈現新聞，把新聞呈現在報面上。當

你拿到一份報紙，最吸引你的是什麼？這就是編輯的工作。編輯要怎麼把

最吸引人的東西呈現在報紙上。」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如Edward 所提出的規範控制，文化意識形態變成組織行
使控制的機制，編輯工作從整個社會觀念或者其工作圈中以及編輯工作一開始的師

徒制訓練等等都傳遞了一些對於編輯角色的期待，也使得編輯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些

各種關於編輯角色的規範。而在我們的受訪者中也多如 Kunda 在「Self and 
Organization」一文，在談論個人對於組織文化以及被規範的角色是接受或排斥時，
屬於對被規範的成員角色採取「角色擁抱」態度的類型。 
 

受訪者A：「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是二十四小時，無論是記者或是編輯。」 

 

受訪者E：「三個月之後他就正式上編輯台，我就跟他說『大將要從容，

絕對不要急迫，急迫是小兵。鎮定從容。』一個編輯進編輯台就像一個

戰士上戰場。那個時候你很難去做什麼其他事情。所以密集壓力永遠在

那最後兩小時。」 

 

受訪者E：「新聞編務體系常態來說都是吃苦耐勞，在編輯養成中都會學

著去默默承受壓力、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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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現身 
 
首先同樣是參考方德琳(1997)在文本中提到的產品現身，由於編輯對於這份工

作的特色與工作的喜好，編輯很自然的會將版面的產出視為個人的產出，或者是個

人的成就，”報紙也是類似知識勞動是商品從無到有的概念，”他們雖然不能夠完

全照自己喜歡的模式跟立場來寫，但是比起工廠勞工來說似乎有許多的自主性與發

揮空間。 
 

訪談者：「那你絕得你工作最大的滿足感是什麼？」 

受訪者 A：「編輯的話是每天看到自己編的版可以呈現出來就好像看到自

己的新生兒出來就是最大的滿足啊⋯。」 

 
二、集體勞動意識的建構 

 
組織文化 

 

  另外，對於整體大環境的體認也似乎扮演了另一個重要的角色讓他們願意接受

變差的勞動條件。我們在訪談中發現，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會提到「由於現在景氣

不佳、大環境不好」所以報社怎樣怎樣調整…等等，似乎他們自己與報社是共同承
擔這種大環境不佳的狀態。這可能就是因為受訪者中多為聯合報系的受訪者，他們

在對於組織的認同感上比起其他的報社似乎又再高一些，其原因可以用過去讀過「聯

合報系的家父長制」以及我們訪談內容中對於聯合報系不隨便裁員且重人情味的組

織文化，還有其組織制度來解釋其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感，一來，他們會表示與其

他報社相比，覺得聯合報已經好很多。二來，可能也會很自然而然的會對報社有某

種忠誠而自然地與組織共同面對大環境的艱難，而不太可能與資方有所對立。 
  現在會有壓力是因為現在的因為現在報社不論是薪資待遇或是資源支援都不如

以往，所以很多編輯就會覺得沒成就感沒有尊嚴了。但是比較其他行業還是優渥，

只是沒那麼優了。 
 

訪談者：「那聽這樣講下來這麼多年來聯合報以前是說帶員工很有人情

味，但是從你的口中好像也慢慢變了⋯. 」 

受訪者A：「像聯合報他的優點是比較有制度，那員工福利非常好⋯.可能

也是現在環境沒有以前好，可是就同業比較起來的話，跟中國自由蘋果比

起來，聯合報還是待遇最好福利最好的，制度最健全的，像蘋果他剛來他

待遇也很好，問題是他沒有什麼制度，你不行他馬上就請你滾蛋，那像我

們的話不能隨便叫我們走，除非你犯什麼很重大的錯誤，那我們就還是在

維持一個制度大家也還能夠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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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種組織文化也不容產生衝突性，其包容力能夠減緩工作廠所中的緊張

關係。(在我們的研究中對於此部分並無法取得太多資訊，但可參考過去文獻，有關
聯合報家父長制的討論) 
 

受訪者 B：「聯合報是一個非常和諧的地方，可是也是一個非常冷漠的地

方。因為大家太和諧了，所以某些問題發生時，你完全沒有想到要去爭。

其實以前聯合報的工會，完全沒有力量。」 

 
 
 
勞動特殊性 
 
  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編輯這項工作的特性本身就處在一種高度的時間壓力

下，編輯一天的工作從下午四點開始進辦公室，但似乎到六七點開編前會議前都沒

有強制到報社，因此編輯必定要在報社的時間也就是在編輯會議開始時，而在之後

便開始了一整個等文稿編輯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時間壓力，而雖然也許等稿的時間有

些許空檔但是每個版面的編輯空檔時間又不相同，端視各版面記者送稿進來的速

度，因此編輯要有共同相處的時間似乎不太容易，而其也多為各自顧版面而非強調

編集團隊工作，唯一要共同討論的「編前會議」也是由主管下達命令。尤其在先前

提到的電腦化以及所編版面增加之後，時間的壓力更是提早開始，因此在一天工作

結束之後，往往疲累沒有時間一同聚會。因此在這種勞動狀態之下，編輯並不容易

有太多共同相處的時間，更不可能進一步形成一種集體的意識。 
 

受訪者 E：「編務很少抱怨，因為他沒有時間抱怨，你記得我剛才講的那

種工作節奏嗎？那樣你根本沒時間抱怨，連安慰人的時間都沒有了。」 

受訪者 E：「沒辦法啊，我們那段時間是速度很快啊，連講話都沒太多時

間耶。所以我叫她趕快哭不是笑話，是跟她說我沒有太多時間看你哭。在

那樣的速度裡面，只能作到就是這樣。其實新聞工作者有時候滿辛苦的，

同事之間沒有從容談事情的時間，只剩下吃宵夜。」 

 
人際互動疏遠 

 
  就結構功能學派所談到，結構形式會影響行動者的行為模式，而在電腦技術進

入整個勞動過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電腦技術介入整個不止編輯技術更包含了整個

報社現場的互動型態。走稿的流程完全線上作業，加上記者步在固定進入辦公室，

勞動現場中編輯與記者的意見溝通跟聯繫都用手機或MSN，整個工作現場發生的人
際關係也因為電腦的使用而少以實際面對面的互動方式發生。所以在這種情形之

下，員工間是疏離的，比起單純是報紙產業的特殊性的原因來說，在電腦技術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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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勞動者相互信賴、結合、發展集體意識的機會似乎就更難以期待了。 
受訪者 B：「那我們編輯以前還會直接在他的位子就找那個記者跟他討論

稿子有什麼問題，那現在沒有啊，記者不回來你就找採訪主任啊，找他副

主任也可以找他組長，召集人，你說跟你們記者聯繫啊，有什麼問題，他

會去聯絡然後答覆你。所以說你跟記者接觸面對面的機會減少，就跟他們

主管，等於說就是透過主管，」 

 
受訪者 A：「因為見面三分情啊所以如果距離不遠就盡量過去跟他講兩句

啊⋯盡量就是用電腦就是一個溝通，MSN也是會用，電腦的話好處就是方

便那壞處就是人際關係比較淡薄，因為不見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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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經過前面一連串的分析與討論，我想，現在是時候回答一開始我們所提出的問

題：「電子技術與報業市場競爭漸趨激烈，是如何對報社編輯的工作內容與勞動位

置造成影響與改變的？」在田野經驗中，我們發現在聯合報中，隨著近年來閱報人

口下降、新對手的出現，報社的經營於是越形困難。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管理者對

於編輯的剝削與控制也漸次加深，然而很諷刺的，這些剝削與控制之所以成為可能，

其實正是因為新生產技術的出現。在工作內容上，新的電子化編輯技術原先預期能

夠簡化工作程序、加快工作流程，降低工作壓力。然而在工作現場的實作上，我們

卻看見電子化編輯技術的出現，帶來了全然非預期的負面效果。的確，有許多受訪

者表示，新技術的確使得工作程序簡化，但是工作程序簡化結果卻帶來工作份量的

增加以及工作範圍的擴大，甚至讓工作彈性化成為可能。 
此外，工作流程固然加快了，但是由此卻讓編輯工作的時間緊迫感更為增加，

以上種種非預期性的後果到了最後便都指向工作者壓力的大幅提昇。除此之外，新

科技讓彈性使用編輯人力變的可能且常見，這使得編輯無法固定在某一個版面上累

積其工作經驗，進一步造成新聞產出素質的低落以及工作滿足感的喪失。而在勞動

位置的部分，新的編輯技術使得編輯的專業門檻與不可替代性降低，進而讓受訪者

感到，在技術變革之後，編輯的專業性備受質疑，而在報業組織中，編輯的地位也

下降了。 
回顧前文引述的兩位國外學者關於新技術對於報業影響的預期，我們當可以總

結，無論是：D. Weaver and C. Wilhoit（1982）或是 F. Lovinski（1993）都對科技造
成的影響有過多正面的期待。在工作場域中，科技演進始終沒有單單只依循它的內

在技術理路，對工作經驗造成獨立的影響。科技影響始終不能夠脫離社會脈絡下加

以討論。就像在我們所討論的案例中，由於報業生態環境的脈絡影響，原先應許了

更好工作環境的電子生產技術，到最後終究成了編輯人員肩上沈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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