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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各式各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不斷出現，填補傳統媒體因商業考量而捨

棄的內容空白，然而這些新創新聞媒體無不面臨永續經營的挑戰。本研究檢視三種

不同組織屬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新頭殼》、《風傳媒》與《報導者》，透過資

源基礎理論視角檢視其營運模式上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多數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產出利基新聞，部分媒體敢於嘗試數位

敘事報導。雖然三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資金規模不同，但大都用於新聞產製流程。

整體而言，這些新聞媒體具備調查報導能力、寫作能力、數位敘事與創新能力、有

效結合外部團體的能力以及經營社群媒體與鞏固讀者的能力，其中由於非營利媒

體的營收源自大眾捐助，故為三者之中最具創新實驗精神。此外，三家皆透過產出

的內容創造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而商業媒體仍然是以獲利為最終依歸，社會企業

與非營利媒體則重視對社會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關鍵字：網路原生新聞媒體、資源基礎理論、數位敘事 

 
 

Abstract 

Nowadays, the increasing appearances of the 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 fill the 
content gap abandoned by the legacy media with the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 However, 
these 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 have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this study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ree cases in which different 
arrays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re present and how they affect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It reveals that all cases produce niche news and some try to do digital storytelling. 
Three cases have different capital scale, but they all use most of i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general, these news media hav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apability, writing 
skills, digital storytelling capability, the ability to tie in with other communities, and 
know-how to manage social media. Among three 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 non-profit 
news media is likely to try any innovative experiments without considering page views. 
Three media obtain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by their contents, but there are some 
kind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Gaining prof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commercial 
media, while social enterprise and non-profit media put social impact in the first place. 
 
Keywords: 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 resource-based theory, digital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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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報紙即將不存在的預言在學界或實務界皆時有所聞，「2043 年春天，讀者將會

扔棄最後一份報紙。」此為美國新聞學者 Philip Meyer 在《正在消失的報紙（The 
Vanishing Newspaper）》書中對報紙未來的預測（Myllylahti & Thurman, 2009），近

幾年美國多家百年老報力求數位轉型，《紐約時報》與《衛報》呼出「數位第一」

的口號，優先將新聞內容放上網站（林照真，2014），有些平面媒體不堪營收虧損

因而吹熄燈號，2009 年《西雅圖郵報》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宣布停止發行實

體紙本報，改以網路版本為主 1，2016 年 3 月英國《獨立報》在最後一份報紙封面

正中央，印著鮮紅粗體字「紙本停刊」，隔天正式轉型網路媒體（李京倫，2016）。 
近十年全球經濟不景氣，紙本銷路下滑以及廣告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平面媒體

面對財務報表上的赤字苦不堪言，於是各家媒體為了生存無不縮減開銷，展開一連

串的瘦身計畫來維持營運生存 2，同時減少了地方新聞與調查報導的篇幅，靠著裁

員減少開支的做法更直接導致新聞品質低落，據報業調查指出，71%報紙主管認為

裁員直接影響報導品質（胡立宗，2009），而媒體的內容即是它最重要的商品，原

本的忠誠讀者有可能因此不再續訂，平面媒體的經營情況捲入每況愈下的惡性循

環。 
網路興起與行動裝置普及改變人們獲取新聞資訊的習慣，以台灣為例，目前讀

者接收新聞的方式主要是觀看電視為主（84.6%），其次是透過電腦（73.6%）、行動

裝置（57.3%），最後是報紙（31%）、廣播（22.1%），當比對前幾年的資料可以發

現，使用行動裝置接收新聞的比例正持續上升，相對地以電腦瀏覽新聞的人數逐年

遞減，進一步詢問從哪些管道瀏覽新聞時，大部分的使用者回答主要是新聞頻道網

站（72.5%，包含入口網站與電視台）及新聞網站（70.1%，包含四大報網站、ETtoday
與 NOWnews），其次是來自社群媒體（57.4%），以 20-34 歲的使用者居多，最後則

是論壇／獨立新聞媒體網站 3（20%）（創世際，2016）。當閱聽人日漸習慣透過網

                                                      
1 《西雅圖郵報》為美國第一家停止發行報紙轉型網路媒體，現在每個月約有 4 百萬的讀者瀏覽

網站，同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停止日報印刷改發行周報（紙本與數位版）及以網站與寄送新

聞郵件。 
2 早在 2005 年時《紐約時報》便裁減近 500 人（佔整體員工數的 4%），其中來自新聞部的約 45
人（新華網，2005），至 2013 年此波計畫仍持續進行中，美國 Gannett 集團裁員人數約 200 名，

無獨有偶台灣也無法倖免，2008 年中國時報遣散 600 名員工，主要是編輯部門、業務單位員工及

部分記者，同年聯合報開除 1000 名員工，對象主要是資歷 20 年以上的資深員工及生產力較弱的

單位，此後陸續有裁員的消息傳出2（關鍵評論，2013）。 
3 包含近幾年新創的網路媒體，如風傳媒、關鍵評論網、新頭殼、民報、上下游新聞市集、想想

論壇、端傳媒、苦勞網、台灣醒報、PeoPo 公民新聞、SOS 新聞募資平台、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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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瀏覽新聞時，廣告市場當然是緊追在後，據臺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2016）的

報告指出，2016 上半年廣告主投放在數位媒體的廣告量（111 億）首次超越電視廣

告量（110 億），其中投放在行動（67.28%）的比例也大幅高於電腦（32.72%）。  
因此朝網路邁進無疑是未來新聞媒體的趨勢，如今網路新聞媒體的版圖如果

以新聞產製來源界定可區分為三類（王智立、施翠娟，2004；McNair, 2009）：（一）

傳統媒體設立的新聞網站（websites of legacy media）：由報紙、廣播或電視台所經

營的新聞網站，將實體發行或播送的內容放在網路供大眾瀏覽，如聯合新聞網、三

立新聞網等；（二）網路原生新聞媒體（online-only / web-only /original/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為透過數位管道發行的新聞媒體，且沒有發行紙本，擁有獨立的編

採體系，依經營規模大小可再細分為組織運作的媒體與個人經營的媒體，前者如早

期的《明日報》、《NOWnews》等，後者包含專業新聞工作者經營的部落格，如獨

立記者朱淑娟經常在《環境報導》部落格上發表與環境議題相關的報導，以及公民

記者發布於部落格或公民新聞平台（如《PeoPo 公民新聞》）的社區新聞；（三）使

用其他新聞來源的內容集結者（online news aggregators），又稱策展型媒體（curators）：
該網站沒有聘僱專職記者實際跑線採訪，新聞主要是向其他媒體談內容授權合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入口網站的新聞網頁，另外有些網站會僱用專門的編輯，負責針

對特定新聞主題摘要出各家報導重點，如《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綜上所述，民眾改透過網路獲取新聞資訊的習慣、廣告大舉進攻網路市場、傳

統媒體大幅釋出的人才加上懷有對新聞理念的堅持，促使這群被平面媒體驅逐的

記者們展開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大遷徙，因著對現今媒體報導的不滿意與報紙已是

夕陽產業的預言，使得這群離職的新聞工作者紛紛投入創業的行列，沒想到這樣的

移居意外地目睹網路上各個新聞媒體花團錦簇美景，另外也有許多基金會開始關

心地方新聞／社區報導的不足，投注資金贊助新創事業，如 MinnPost 因獲得慈善

家與基金會捐助而順利成立（Naldi & Picard, 2012）。 
近幾年網路新聞媒體市場生氣蓬勃，由於平台建置成本低廉、高互動性、開放

等特性，提供許多無充裕資金的團隊創建新聞媒體的管道（陳秋婷，2014）。台灣

第一個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明日報》於 2000 年上線，出乎意料地竟遇上網路泡沫

化，資金未到位加上高昂的人事支出，隔年不得不宣布解散。直到 2008 年才又陸

續出現各具特色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包含綜合性新聞網站《NOWnews》與

《ETtoday 東森新聞雲》，強調專業與公民協力以及促進民主深化的《新頭殼》，關

心災後重建的《莫拉克新聞網》，擅長編輯整理新聞的《關鍵評論網》，側重政治調

查的《風傳媒》與《上報》，深耕公共議題深度報導的《報導者》等相繼成立。 
傳統媒體數位轉型面臨了舊有營收模式崩盤的困境，以往來自讀者的訂閱費

                                                      
料庫、《報導者》、立場新聞、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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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告收入到了數位網路時代變得困難重重。由於網路剛出現時就是希望能夠弭

平知識差距，加上傳統媒體數位轉型初期尚未對數位化內容有任何構想，大都複製

原本紙媒的內容，使得人們下意識便覺得網路資訊應該是免費的，且傳統媒體初來

乍到網路世界也難以跟龍頭老大（如 Google、Facebook）競爭流量，經過這幾年不

斷進行各種嘗試，如今僅少數專業財經分析媒體（如《華爾街日報》與《金融時報》）

能以付費牆方式向讀者收取費用（李欣宜，2015）。 
有趣的是，在台灣有各式各樣找到創業基金的方式，例如靠著集團資金成立的

大型商業新聞媒體，如《ETtoday》，也有在募資平台募得創業資金的小型新聞媒體，

如《眉角》、《問紙》、《knowing》4，還有一些是由創辦人自行找尋認同他們理念的

投資者，類似於捐款給他們創辦媒體，此種以低營利的社會企業或非營利媒體方式

經營的新聞媒體，在台灣有《上下游》、《新頭殼》與《報導者》。然而目前尚未有

任何網路新聞媒體找到適切可行的營運模式，不管是傳統媒體的新聞網站或網路

原生新聞媒體，皆絞盡腦汁地在尋覓可長可久的生存之道。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想聚焦於了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營運模式，將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定

義為，草創初期建立網站，完全以網路為其發行內容的管道，沒有實體出版品亦沒

有母媒體公司扶持，內部設置新聞編輯部門，聘僱專職記者實際採訪撰稿與專職編

輯，新聞呈現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影像或者輔以資訊圖表等，而新聞內容可以是每

日更新以達即時性或者更新周期較長但持續有新增內容。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排除從傳統媒體轉型的新聞網站，無論是仍保留紙本印刷抑或停止銷售紙本的新

聞網站，且不包括個人獨立媒體與直接轉引其他新聞內容的入口網站或內容集結

網站。 
近幾年台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洋溢著欣欣向榮的盛況，填補了傳統媒體的報

導空白，多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其規模可能根本不及傳統媒體，不過各自深耕特定

領域，促使不同聲音的對話，呈現新聞的方式也不斷推陳出新，幾年前潛伏於傳統

媒體嚴重的置入性行銷現象，引發多數中時資深記者離職以表達心中不能違背的

專業意理，《新頭殼》便是在此時創建，「堅持不受政治及經濟利益影響、遵循新聞

專業、守護台灣民主 5」，為台灣第一個以社會企業上線的媒體，2014 年初《風傳

                                                      
4 眉角是在 SOS（Sound of Silence）募資平台募得 500 萬元，遠超出原本預設的 400 萬；問紙與

Knowing 皆在 flyingV 募資平台上募得資金，分別募得 20 萬與 15 萬創業基金。 
5 取自新頭殼網站上的關於我們 http://newtalk.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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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挾其雄厚資本及資深的媒體工作者正式創立，強打在這裡有「最宏觀視野的國

際新聞、最強的政治調查新聞、最強的主筆群評論、最能廣納讀者回饋意見的平

台 6」，2015 年底有一群懷抱新聞專業理想的人們，在即時新聞當道的態勢下卻堅

持反其道而行產製慢新聞，著重深入和調查報導，這個媒體集結了資深媒體工作者

與剛從新聞所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彼此截長補短，它就是《報導者》，即使知道這

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路，他們仍願意大膽嘗試以公益基金會開創媒體。由此可知，網

路原生新聞媒體不僅關心的範疇不一樣，創立時的組織本質也是其一特色。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描繪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運作樣貌出發，希望了解不同網

路原生新聞媒體的主要內容定位為何，以及創立時的初衷與設立的目標為何？此

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一〉：不同組織特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包含商業、非營

利組織和社會企業媒體，它們的內容策略是什麼？ 
其次，本研究欲根據資源基礎理論探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內部所擁有的資源

與培養的核心能力為何，促使組織產製出新聞內容的根基是什麼，背後支持組織能

達成其設立的目標以及未能達成的原因是什麼？易言之，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二〉：

不同組織特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其所擁有的資源與核心能力是什麼？ 
    對於商業媒體而言，獲得營收利益也許是終極目標，畢竟一家新創的網路原生

媒體如果無法收支兩平甚至產生盈餘，將增加它在市場上經營的困難。但營收對於

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而言同樣重要，只不過對這些組織來說，營收僅是推動營運

前進的軌道，其所懷抱的理想與價值理念才是源源不絕的燃料，唯有實現創立媒體

時的使命與願景，才是媒體營運的真正目標。換言之，營收是為使命與願景而服務。 
  藉由分析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營收模式，本研究希望了解其資源與核心能力

是否真的能夠為該媒體在市場上創造競爭優勢，當一個媒體能握有競爭優勢時更

提升了其獲得實際報酬的可能性，不管是廣告與贊助抑或是社會捐款等，於是不同

類型的組織創立時的資金來源，後續經營的收入管道有哪些，非營利組織如何募集

資金等，構成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三〉：不同組織特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營收

模式為何？是否能夠憑藉其資源與能力創造競爭優勢？ 

  

                                                      
6 取自風傳媒網站上的關於我們 http://www.storm.m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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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一、國外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發展 

    自 2005 年起，美國每年平均約增加 30 到 40 家網路原生媒體，特別是在 2009
年有快速增長的趨勢，那年適逢全球經濟大蕭條，多家報紙縮減人力，據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s Editors 的資料紀錄當時有 5200 位記者遭遣散，同時當年有

103 個新創的網路原生媒體，於是傳媒新聞媒體工作者紛紛加入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的行列，這些新聞媒體包含具知名度的全國性與國際組織，以及為數甚多的小型新

聞組織；有商業新聞媒體，如《BuzzFeed》、《Business Insider》、《The Huffington 
Post》，也有非營利新聞媒體，如《ProPublica》、《Charlottesville Tomorrow》、

《The Texas Tribune》（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年的研究報告，整理了美國前 30 大數位新聞組

織與 438 家小型媒體發現，近十年新創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多以非營利組織方式

營運，規模不大又十分年輕，在 438 家小型新聞組織中近半數（241）僅僱用不到

三位全職員工。此外，在 402 個可辨識組織屬性的小型媒體中，約半數的經營模式

為非營利，其中近三成（120）小型媒體於 2010 年上線。 
這份研究同時發現，小型數位新聞組織多聚焦於地方、國際新聞與調查報導，

期許自己能填補傳統媒體因考量整體營運規劃而捨棄的內容，其中過半數（231）
的小型新聞組織認為自己主要產製地方或社區新聞，45 家自覺調查報導為其主要

內容，另外大型非營利組織也常與傳統新聞組織合作進行調查報導，如《ProPublica》、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與《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研究報告

指出，這群創業的記者們大都認為新媒體的出現為媒體市場增加額外的內容而非

與傳統媒體處於競爭關係，願意嘗試新的報導與運作方式，透過社群媒體、部落格

加強與讀者互動，凝聚讀者理性地提出想法與相互交流，以及針對社會議題提供更

多樣化的深入分析，清楚告訴讀者事件的重點等，以上嘗試似乎讓這些媒體成功地

從即時新聞的牢籠中逃脫出來（Nee, 2013）。 
 新創新聞組織大部分同時聘用曾待過傳統媒體的記者與不具傳統媒體經驗的

記者。為什麼需要具傳統媒體經歷的記者呢，那是因為進行調查報導的能力通常是

歷經傳統媒體身經百戰的磨練後所累積而成，The Investigative News Network 曾評

估其 92 個調查報導成員中至少有八成記者來自傳統媒體，《ProPublica》 的 41 名

員工中有 25 位具傳統媒體經驗。不過愈來愈多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媒體表

示願意僱用年輕人，因為不僅要顧及內容深度也需有合適的說故事方式來呈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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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年輕人通常具有較敏銳的數位直覺與技能，「傳統新聞科系的訓練並不能完

美呈現出數位遊民喜愛閱讀的方式」，《Quartz》總編輯表示（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關於內部員工雇傭關係，大型媒體因資源雄厚故可聘用較多正職員工，通常為

30 人以上，相對而言，小型媒體營運規模較小，大部分內部專職員工人數為 5 名

以下。惟無論組織大小，它們都有一小部分的內容是與兼職記者簽約合作，此點對

於小型新聞媒體尤其重要。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14）的研究，有 93 個組

織表示將近一半以上的報導由兼職記者撰稿，約七成五比例的非營利組織表示至

少有一部分的內容是由志工、實習生所產製，顯示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多半經費有限，

並注重在地社區報導，事實上，草根性的內容也最適合由當地公民挖掘議題撰寫新

聞。  
有些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內部編制包含專職記者與不支薪的部落客，強調原生

的評論內容，廣泛地在社群媒體上行銷推廣該媒體內容（Bakker, 2012），最著名的

例子就是 2005 年上線的《The Huffington Post》，當初以 100 萬美元的資金啟動時，

很難預測這樣一個以提供新聞和評論為主的網站未來發展會怎麼樣，現在它不斷

增加內容創作（content creation）與報導，成為集結各式內容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光編輯部就累計有 575 位國內及國外記者，除此之外，還與眾多部落客合作，雇用

了高達 9 千位不支薪的部落客，邀請具知名度的作者、名人與政治人物在此平台

上發表意見與評論，2011 年《The Huffington Post》被轉賣給 AOL，至今有 16 種

國際版本，不斷地向全球市場邁進。  
 網路上除了營利為主的商業新聞媒體外，還有一些是由企業或基金會捐款贊

助成立的非營利新聞媒體。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14）的研究，美國前 30 大

網路新聞組織中即有 7 家是以非營利方式營運，像是 2007 年成立的《ProPublica》，
現在編輯部有 48 位全職員工，2009 年成立的《The Texas Tribune》，報導德州州政

府為主的政治新聞，目前編輯部有 23 位全職員工。 
大部分新創公司，由於不擅長規劃商業模式，加上不易獲取資金，大多依賴各

式來源的捐助，卻難逃關門大吉的命運，創業老闆在新創的頭兩三年，因各種限制

時常需要適時調整營運計畫，然而新創公司也可能因為先進優勢、聯盟、獨特的銷

售主張（unique selling points）和有效的金融邏輯思維而成功（Naldi & Picard, 2012）。
套用在新聞媒體的創業來看，創業者需要有周全的計畫、足夠的資金、有用的資源

與有才幹的領導者來支持公司整體運作，此外還需要積極主動與外部組織建立合

作關係，而大部分的新創媒體仰賴創業者的投入，多數新創一到兩年的地方新聞媒

體，他們幾乎用罄所有的時間與精力在發展編輯模式，卻鮮少思考如何獲利、吸引

投資者或使網站能夠吸引廣告主，因此成功對於他們而言，不是以財務帳本上的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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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來定義，而是因著他們促成更多人關懷社區與公共事務以及存活下去持續推動

此目標（Naldi & Picard, 2012）。 
許多新創新聞媒體轉而向基金會爭取創業基金並以非營利的方式營運，以明

尼蘇達州為基地的《MinnPost》，截至 2016 年 12 月已累積超過 2700 名個人捐助，

贊助金額橫跨 10 到 20,000 美金，其中近一半為定期定額捐款戶與長期捐助的忠實

讀者 7，這些新創年輕小型的新聞媒體（營運時間從半年到六年，員工人數橫跨 2-
24 人）無不面臨如何存活下去的問題，所以所有受訪者皆表示當務之急即是募集

捐款資金與開發多樣化的收入來源，有些採取分層會員制（tiered membership），願

意成為會員的讀者可以額外獲得某些利益，有些開始與商業媒體兜售自己的內容，

還有人舉辦活動賺得企業贊助、開設數位訓練課程與提供分析資料的服務等（Nee, 
2013）。以下分別舉商業媒體《Quartz》與非營利媒體《ProPublica》為例說明： 
 
（一）商業新聞媒體：Quartz 

《Quartz》為 Atlantic Media 為朝數位化邁進的一個嘗試 8，為一個從開設時就

採數位發行（digital-only）、強調行動第一（mobile-first）的商業新聞網站，提供

嚴肅報導與分析，目標讀者設定為高教育程度、年長、時常旅遊且對國際商業議題

有興趣的全球讀者，符合這類的讀者也是重度使用數位內容的一群，利用各種載具

上網，尤其是行動裝置，所以《Quartz》的內容講究在各種不同平台上的最適呈現

（Küng, 2015）。 
創辦人之一 Jay Lauf 指出《Quartz》內部依循兩個撰稿原則，一是原生新聞媒

體必需成功地吸引到聰穎、年輕與對工作提不起勁的人（smart, young, and bored at 
work，簡稱為 SYBAWs），網站產製關於商業、科技、財務和設計類的內容給這

群人，二是新聞消費習慣從讀者主動「拉」（讀者購買報紙或主動瀏覽新聞網站獲

得資訊）轉變為「推」向讀者（新聞穿梭於社群媒體和應用程式推播自然地觸及讀

者），於是他們呼出「will it travel?」的口號，由於在網路世界中，讀者專注力是

個稀有資源，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抓住目光為關鍵因素，《Quartz》通常要求記者開

門見山道出重點，簡短的文章（300-600 字數的文章佔大多數，長篇分析內容的字

數通常超過 1000 字，盡量避免中間死亡地帶 500-800 字），簡明扼要地運用標題

指出重點（nuggets or atomics），確保其文章能在社群媒體中穿梭自如，另外也會

寄送郵件到讀者信箱，提示他們當日重要新聞（The Daily Brief）（Küng, 2015）。 

                                                      
7 參考 MinnPost 官網 https://www.minnpost.com/about 
8 2009 年 Atlantic Media 在大會上宣示三個要點，一他們想成為一個能成長的公司，而不僅是被

動從平面轉型到數位而已，二是數位應主導一切，三是他們應該聚焦於決策者和具影響力的人，

自此過後開創了數位版的 The Atlantic，還專設負責數位廣告與行銷的部門，工作包含分析社群媒

體與製作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Quartz 則為在此階段下的另一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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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也是另一特色，Lauf 曾說，「在和讀者訴說故事時，我們試圖用圖片和

影像，如果能夠用圖表或圖片取代的話就避免多餘的文字敘述」，《Quartz》的內

容彷彿悠游於社群媒體塗鴉牆中 9，讀者看完一個故事後再繼續點開下一個故事，

原生廣告則巧妙地成為讀者其中某個驛站 10，所以廣告內容不能太過突兀（Küng, 
2015）。 

《Quartz》用人標準為，具備文字能力、好奇心與熱情，不受限於某一路線新

聞，除了自己熟悉的範疇之外，能夠跨出舒適圈對不同事務感到好奇與感興趣，且

熟悉網路風潮偏愛的撰文風格，這群編輯部的員工與研發部門坐在一塊，大多編輯

部的成員甚至熟悉程式語言（Küng, 2015）。 
《Quartz》完全仰賴廣告收入，不像 The Economist 有計量式付費牆（meterd 

paywall），它結合展示型廣告（display ads）和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Quartz》
聘僱專責廣編稿與美術設計的團隊產出內容行銷（branded content），這個團隊同

時與廣告主合作，這個部門員工數與編輯部人數不分軒輊（Küng, 2015）。 
  因此《Quartz》整合目標市場、商業概念、寫作風格、視覺特色、僱人策略、

採納科技，共同編織出《Quartz》的核心能力， 以利基內容（niche player）為出發

點的《Quartz》，此初衷可能使其面臨兩難處境，仍需不斷擴張的營運考量之下，為

了獲得更多讀者與廣告的青睞，必需張貼更多內容與原生廣告，然而此行為可能會

與原始欲提供優質利基內容相佐，弱化編輯部的運作思維，未來也許可以增加其他

收入管道，或者提供付費產品來避免此危機（Küng, 2015）。 

 
（二）非營利新聞媒體：ProPublica  

《ProPublica》主要是由 Sandler 基金會於 2008 年資助創建的獨立、非營利新

聞組織，同年 6 月正式推出報導，辦公室位於紐約，由來自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等資深記者領航，目前聘用 48 位資歷豐富且專職的記者，堪稱陣容堅強的新聞團

隊。官網的創立動機提到，無庸置疑，網路世代來臨，許多各式各樣的出版內容爆

炸性地出現，但其中僅少部分為原生性深度報導，網路上有許多評論湧現，但評論

者討論的立基點—事實—卻萎縮了，所以 ProPublica 積極尋求引入正向改變，透過

產製具有「道德力量」的深度調查報導促進社會改革（ProPublica 網站；胡元輝，

2012a）。 
    《ProPublica》成立至今獲獎無數，2016 年再度獲得普立茲獎的殊榮 11，意味

                                                      
9 原文：Storied load automatically in a continuous ‘river’ 
10 創辦人之一 Kevin J. Delaney 說，”The ads must be high quality. They are in our news stream, not on 
the side. They are big and functional.” 
11 近七年來有七個網路原生新聞媒體（digital native）獲得普立茲獎殊榮，其中 ProPublica 就佔了

三個，分別在 2010 年與紐約時報合作獲得普立茲調查報導獎，2011 年以〈華爾街金錢機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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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在整個新聞內容版圖中日益嶄露頭角，而關心媒體內容的學

者們也覺得非營利組織運作或許是改善媒體產業現況的方法之一。Sandler 基金會

承諾每年投入 1000 萬美金維持組織營運，即便如此《ProPublica》仍需積極尋求其

他基金會挹注，爭取各種小額專案經費補助，2015 年度報告中顯示，獲得高達一

千七百萬的捐助，9 成來自基金會贊助、企業與個人捐款，而商業收入如廣告與內

容授權所佔的比例仍微乎其微，整體支出為一千兩百多萬，就產製新聞報導的資源，

《ProPublica》就投入七成五比例的資金，相較傳統媒體僅一成五的資金比例，

《ProPublica》將大部分的收入運用於內容產製（胡元輝，2012a）。 
    身為非政黨且非意識形態傾向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ProPublica》的新聞室遵

循嚴謹的新聞專業與倫理規範，贊助模式確保非營利組織高度問責的能力，捐助者

支持工作者的獨立性，堅決不影響編輯流程。官網上定期報告提及每月點閱量、不

重覆到訪人數、社群媒體粉絲數、捐贈者數目等現況，雖然這些數字逐年攀升，然

對《ProPublica》來說最重要的是「影響力」—真實世界因為他們的報導而發生的

改變（ProPublica 網站；胡元輝，2012a）。 
《ProPublica》產製的調查報導採取與平面報章雜誌或其他類型媒體合作模式

發行，前提是彼此對於議題的報導手法、意見或是內容需達共識，如果談不攏就另

尋合作對象，報導產出時會同時刊登於合作對象的網站或印刷紙本與《ProPublica》
網站（ProPublica 網站）。 

 

二、台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發展   

    網路數位浪潮席捲而來，不少網路新聞媒體前仆後繼地創生，一開始在網路上

有些小嘗試，如 1999年初 PC Home Online與新新聞合作共同發行「新新聞郵報」12，

《明日報》則為台灣第一個綜合性網路原生新聞媒體，2000 年 2 月中上線，第一

年集資 1 億 4 千萬，集結近 300 位工作者，內部分為 8 大新聞中心，18 個分版，

每天提供 1000 則中外新聞，《明日報》講究「平等」的工作模式 13，參與者平等地

集體決策，也因此網站每小時更換首頁，不只是政治、經濟等新聞掛帥，各個版的

內容都有「平等」露出成為頭條新聞的機會 14。好景不常上線後隔月就遇上網路泡

                                                      
導獲得普立茲全國新聞報導獎（第一個網路原生媒體獲獎），2016 年獲得普立茲解釋性報導獎。 
12 由擅長網路技術的 PC Home 與提供內容專業的《新新聞》共同發行，《新新聞》內部設立 7 人

獨立專案小組，每日提供 7~10 則政治新聞，為 PC Home Online 旗下電子報頻道。 
13 創辦元老黃創夏表示，「『明日報』最珍貴的文化，就是『平等』，『明日報』對參與的許多記者

而言，它的意義不該是限縮在它是個『網路』，而是一種記者與編輯檯、記者與讀者、記者與作者

之間『平等關係』的媒體實驗室。」 
14 每天早上 8 點 30 分出第一份電子報，內容以國際及財經相關新聞為主，晚上 9 點則更新當天

所有新聞，在這期間的每個整點，也都有即時新聞的提供，同時一天發送 3 次 Newsletter（陳珮

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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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化，使得後續創投投資者不願再投入資金，資金週轉不靈的情況加上高昂的人事

費用，迫使《明日報》於一周年時宣布停刊解散。 
 《明日報》的壯烈犧牲從未澆熄其他媒體人的躍躍欲試，無論是想先踏入網路

新聞媒體市場搶佔先進優勢的商業媒體，或者是默默耕耘特定議題、小型的、以網

路作為平台的媒體組織，分別各自在網路世界中遍地開花。其實早在《明日報》之

前，《苦勞網》就已經在網路上報導社會運動的新聞，創辦人孫窮理在座談上曾分

享說：「我們幾個朋友到現場，發現媒體報導的跟我們看到的不一樣，既然有一個

網站，就把看到的東西寫出來，其實動機非常簡單。……剛好 1998 到 1999 年是國

民黨上一次執政的最後兩年，那時台灣的社會運動有一個小小的高潮……多做一

些報導，其實就多了一些讀者和朋友，大概在 1999 年比較確定形成媒體的方向（陳

順孝，頁 41）。」經歷多年來持續報導社運與勞工議題，《苦勞網》在 2007 年時榮

獲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的肯定，直到 2015 年初，孫窮理認為《苦勞網》運作至

今已發展出固定的運作模式，每天跑線與報導，於是他選擇離開並創辦《焦點事

件》，嘗試花比較長的時間做專題報導，同時他覺得假使要獲得民眾支持進而實際

捐款的話，新聞媒體應有透明公開的財務資訊，讓民眾知曉他們捐贈的資金流向何

處。 
 成立於 2000 年，原為東森媒體集團成員的《ETtoday 東森新聞報》，是在當年

3 月發出試刊號，五月中正式上線，經過 8 年經營後轉賣給其他公司，改名為

《NOWnews 今日新聞》，變成當時規模最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不過，原本同

一批人汲取上次經驗於 2011 年捲土重來，開創《ETtoday 新聞雲》，這次格外重視

網路社群並期許成為訊息集合體，所以他們積極與網友互動，成立多個粉絲團積極

轉 po 自己的新聞，藉由網友分享轉貼觸及更多讀者，乃目前流量最大的商營網路

原生新聞媒體。 
除了較偏向傳統媒體運作模式，以聘僱記者撰寫新聞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之

外，網路出現與前者十分不一樣的媒體，組織沒有設置跑線的記者，但其十分強調

「編輯」的重要性，《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簡稱關鍵評論網）即是一個著重

「編輯整理新聞」的媒體。 
    《關鍵評論網》在 2013 年 8 月創立，初期先在臉書建立粉絲頁發表評論，後

來正式成立網站，為台灣第一個自行出資的新聞評論網站。《關鍵評論網》運作方

式十分特別，內部沒有記者，反之非常重視編輯，從原本 3 個人加上 3 位實習生的

小型組織，至今人力編制擴增為 30 位員工，其中 11 位是編輯，另外還有 19 位實

習生、500 位專欄作者和 15 位英文作者；從僅只有台灣版網站，後來接連往全球

市場跨出好幾大步，目前有香港版、國際版、東南亞版；從自行出資成立，到 2013
年底有國外資金挹注，短短兩年內（2015 年）營運狀況宣稱達損益兩平，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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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現況來看並不容易（INSIDE，2015 年 9 月 8 日）。 
    《關鍵評論網》把讀者擺在心中第一位，內部編輯負責整理各家新聞報導做出

新聞網摘，有時還需加點圖片、參考資訊、地圖或表格，為的就是希望能產製出扎

實卻易讀的內容。另外網站還有一個吸引人的內容就是多方觀點的評論，目前已有

500 位專欄作者，有些是邀稿，有些則是慕名投稿，編輯在此也扮演重要角色，每

天平均篩選出 12 則評論文章。在內容呈現方面，《關鍵評論網》不斷進行各種數位

新聞實驗，從靜態圖文到影音互動，由於人力精實，影音動畫製作成本又比較高，

主要都是精挑細選發酵期長的議題，如敘利亞戰爭，目前影音新聞佔 10%，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開發互動式遊戲「市長，安安，政見給窺嗎」，透過臉書轉載獲

得廣大迴響（INSIDE，2015 年 9 月 16 日）。 
    《關鍵評論網》是一個善用科技的媒體，持續開發多螢平台，至今有六七成的

讀者是透過行動裝置閱讀內容，五成流量來自臉書。至於其收入從哪裡來，總編輯

楊士範曾對外表示，現階段新媒體的商業模式無論再怎麼變形，都不出這四種：廣

告、活動、付費訂閱、電子商務，《關鍵評論網》仍以前兩者為主（INSIDE，2015
年 9 月 16 日）。 
 建置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平台的成本不像傳統媒體需投入龐大的資金成本，因

此在日益向下沉淪的傳統媒體環境，有許多資深媒體人決定在網路上試驗新創媒

體的可能，另外也是因為傳統媒體日漸凋零，網路必然是未來趨勢。2009 年成立

的《新頭殼》即是一群資深媒體人在置入性行銷橫行無阻穿梭於媒體組織，記者深

陷新聞事實與廣告之間掙扎的態勢下創立，網站上明示「堅持不受政治及經濟利益

影響、遵循新聞專業、守護台灣民主 15」，以此信念堅持至今；《公庫》則是在傳統

媒體報導公民行動時，新聞取材受限於報導篇幅或媒體立場上多選擇性地報導某

一面向，於是《公庫》決心以完整影音來紀錄公民行動，網站上表示「希望將台灣

社會中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公民行動，以影音形式紀錄下來。我們認為，公民

團體闡述理念與關懷的媒體空間經常不夠充分，因此我們在社運現場待到陳情者

說完話為止，而報導也相對主流媒體冗長許多 16」。 
 之後幾年陸續有不少網路原生新聞媒體蓄勢待發加入網路市場，其大都有明

確的內容定位，且皆有雇用專職記者實際跑線撰寫新聞，2013 年底上線的《民報》，

試營運期間成果便超乎預期（銘報，2014），2014 年初由張果軍獨資創辦的《風傳

媒》正式上線，定位為以政治、國際與評論為主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2015 年底

以非營利基金會方式成立的《報導者》，集結資深與多數剛從新聞所畢業的年輕記

者，決心試著走出一條以深入報導為其主要內容的路，持續報導與公共議題相關的

                                                      
15 取自新頭殼網站上的關於我們 http://newtalk.tw/about 
16 取自公庫網站上的〈我們是另類媒體：公庫！〉http://www.civilmedia.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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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報導，2016 年 5 月中上線的《信傳媒》，3 月中先在痞客邦試水溫發布第一篇

原生新聞，嘗試了約兩個月後，文章累積共 121 篇，有六萬多人次的瀏覽量，同時

也先透過經營臉書粉絲頁累積三千多個粉絲數（銘報，2016a），2016 年 7 月中成

立的《上報》，其資金來源是來自四位企業家集資 1.5 億至 2 億元成立，主打調查

報導與專題（銘報，2016b）。 

 

三、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內容策略 

新聞從 19 世紀末以事件為導向（event-centered）的報導到 20 世紀轉變為以記

者為導向（journalist-centered），更加強調新聞闡釋，對於讀者而言，記者如果僅告

知讀者新發生事件的資訊是不夠的，有時這個事件離讀者十分遙遠，所以 Barnhurst
與 Mutz（1997）認為記者撰稿時應將事件置放於完整的脈絡之下，內容包含更多

的現象解釋、分析觀點，將個別事件整合成主題式的報導，讓新聞與讀者產生關連。 
重視網路如何影響新聞產製的學者 Mark Deuze，以是否善用網路本身的「連

結性」（hypertextuality）、「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多媒體特性」（multimediality）
來評估各家網路新聞的表現（轉引自林照真，2014）。網路作為新的媒介平台，新

聞內容的發展是一點一滴實驗出來，日漸顯露出與傳統媒體不一樣的面貌，Pavlik
（2001）認為網路上的新聞內容歷經三階段演變：首先，新聞內容仍然是複製

（republish or repurpose）母媒體的內容；當步入第二個階段時，記者撰寫原生新聞

內容，輔以超連結供讀者延伸閱讀，加上互動式功能如網站搜尋、電子檢索等以及

提供多媒體內容，像是照片、影片與聲音檔，讓讀者可以客製化地主動選擇想看的

內容。  
最後一個階段才剛開始萌芽，目前僅少數新聞媒體大膽嘗試，這階段視網路為

一新的傳播媒體，記者撰寫的原生新聞內容是專為網路而設計，大部分的內容持續

關注某個特定議題，如《APBnews》僅提供犯罪與正義的報導，記者會去反思網路

社群的本質，也就是說網路上具有共同興趣的人聚集在一起構成的社群有時凌駕

以往以地區區分的受眾，不僅如此，記者同時意識到網路是一個新的傳播新聞的管

道，如同電視新聞影像之於報紙文字圖片內容，網路就其特性可以產出創新的多媒

體敘事，如沉浸式的敘事方式，讓讀者成為主宰者，徜徉於具脈絡化的新聞報導，

不再僅僅是像傳統媒體線性的新聞報導。 
李秀珠、彭玉賢、蔡佳如（2002）曾以區位理論來分析電視新聞、電子報與報

紙三者之間各自的競爭優勢，根據 Dimmick（1993）的觀點，他認為媒體最重要的

資源是廣告收入、閱聽眾與媒體內容，閱聽眾包括在特定情況下使用該媒體獲得什

麼滿足（gratification utilities and gratification opportunities）、消費者支出（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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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ing）、消費者花多少時間使用該媒體（time spent by consumers on the media）
（Albarran, Chan-Olmsted, Wirth, 2005, p. 351-352），其中媒體內容顯少被拿出來討

論，而此研究即是檢視三種不同新聞媒體平台上的內容資源來區分彼此的競爭優

勢，發現電視新聞與報紙競爭最為激烈，而且報紙優於電視新聞，居於較上風的競

爭位置。在結果分析對新聞內容編碼時，他們以報導方式、新聞主題、媒體豐富性、

資訊回饋互動四個類目來分析新聞內容。報導方式是指新聞呈現的方式，如新聞、

特寫／專訪、專題（欄）／評論、投書等；新聞主題包括政治、科技、社會、財經、

環保等議題；媒體豐富性指的是新聞是否用各種影像聲光呈現，如僅是文字報導，

其媒體豐富度低，如同時具有文字、影片甚至動畫，則媒體豐富性高；資訊回饋互

動性則指是否設計了與閱聽眾互動的機制，像是有讀者投書專欄、新聞檢索功能等。 
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14）的報告，研究人員訪問美國多家網路新聞媒

體，包含組織規模完整的主流媒體，如《The Huffington Post》、《ProPublica》以及

為數眾多的小型媒體，多位受訪的編輯均異口同聲的談到如何善用網路特性發展

新聞敘事的重要性，因此這些組織都僱用年輕記者，藉以編輯出能吸引年輕讀者閱

讀的版面呈現。曾任職於《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Quartz》總編輯 Kevin Delaney
認為，記者在數位時代需要新的技能，他進一步解釋，傳統要求 800 字的報導內容

在數位時代下根本不適用，傳統媒體記者正掙扎於速度與內容呈現方式。任職於

ESPN 的 FiveThirtyEight 部落格主編 Nate Silver 認為，他們想僱用對數位趨勢有一

定敏銳度（digital acuity）的人才，這些人擅長將資訊視覺化、對社群媒體有一定

黏著度且經常使用社群媒體。《Vice Media》編輯認為，他們極需要熟練紀錄片拍

攝手法讓觀眾產生共鳴的年輕製片人加入該團隊。當談及新媒體運用時，

《ProPublica》總編輯 Paul Steiger 說，《ProPublica》深刻理解網路繪圖與互動元素

可以強化報導內容又提高其影響力。 
網路特性如雙向互動、大型資料庫、隨時更新訊息、超連結、多媒體內容等對

於所有在網路上新創的新聞媒體來說，增加了新聞內容的豐富度，只要善加利用也

許能開創新型態的敘事文本，而網路原生新聞媒體除了靠內容差異化達到市場區

隔，還可以仰賴於內容品質（quality of information）（Chyi & Sylvie, 1998）。 
延續內容品質的概念，胡元輝（2012b）整理學界與新聞獎頒獎單位對於好新

聞的界定，歸納出在新聞專業主義的思維下，正確真實與公正獨立仍然是最核心關

鍵的品質標準，接著以此標準可再延伸出新聞的內容與功能兩個面向，內容包括報

導技巧與新聞取材的主題，功能則強調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與是否有助於健全公

共社會運作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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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成為優質新聞的條件 

 
 
 
 
 
 
 
 

 
 
 

資料來源：摘自《好新聞，大家踹共！》（頁 50），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編），

2012，台北：巨流。 

 
資深記者出身的美國新聞學教授 Philip Meyer（2004）在其著作《正在消失的

報紙》中提出了「影響力模型」。他認為影響力模型為社會責任論提供了一種商業

理論的基礎，為了對社會造成影響力，需先得到大眾的信賴，此時報紙需成為提供

可靠與優質內容的媒體，其中包括經常為新聞產製與編輯進行資源投資。較優質的

內容能博得更多公眾的信賴，進而促使愈多人看其內容增加閱報量，以及對社會造

成影響力，後續廣告主也會希望將自己的品牌與該優質媒體產生關聯而在其報紙

下廣告（Meyer, 2004；張衛平，2007，頁 1-30）。 
因此，報紙透過優質新聞報導所取得的社會影響力，成為其在經濟上邁向成功

的先決條件，長遠來看，民主體制中所要求的社會責任支持報紙實現其商業目標，

商業目標的實現，要透過獲取大眾信任與達到社會影響力的途徑，促使其完成更多

公共使命，創造了一個正向循環（Meyer, 2004；張衛平，2007，頁 1-30）。 
反之，降低內容品質可能日漸腐蝕公共信任、減少社會影響力，最終發行量和

廣告收入可能因此崩解，然而為什麼還是有人願意降低內容品質呢？如果一家公

司的管理方針是希望直接獲取市場定位，這還蠻合理，來自媒體擁有者和投資者的

壓力將引領管理部門這麼做，但其卻未思考降低品質雖然可能馬上看到實際收入

上的效益，然而品質損失的代價卻是長遠和不確定的問題。如果管理部門目光短淺，

專注於短期績效指標，如每季或每年收入，那麼他們採取此策略是可被理解的；如

果長遠的代價是比較具體以及可預見的，那麼管理者和投資者就可能做出不一樣

的決策（Meyer, 2004；張衛平，2007，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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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Philip Meyer 所提出的影響力模型 

 
 
 
 
 
 
 
 
 
 
 
 

 
資料來源：《正在消失的報紙》（頁 18），張衛平譯，2007，北京：新華出版社。 

 
如何利用「影響力模型」來實現創業新聞的成功呢？簡單地說，首先創業者應

想方設法產製出高品質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將優質內容推出去，內部成員

需具備吸引與服務受眾的能力，或者創業者應專注於某一專業領域、某一「利基」

或「主題」的優質新聞內容，在這方面深耕提供專業內容，就像大眾如果想要更了

解農業與食品安全的議題，會直接聯想到去《上下游》看，藉以上方式建立出屬於

自己的專業品牌，坐擁一群忠實的閱聽眾。接著是更具挑戰性的目標，網站能不能

夠賺取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其營運，確保觀眾能持續接收高品質的內容，上述兩點可

能是實現創業新聞成功的關鍵所在（史安斌，2014，頁 195-202）。 
奈特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從 2011 年開始調查美國非營利新聞媒體的

營運狀況，每兩年提出報告，認為對非營利新聞媒體而言，永續經營並不只是達到

財務報表上的收支平衡而已，整體來看，非營利新聞媒體的永續經營包含三個要素： 

獲得經濟價值（economic value creation）、創造社會價值（social value creation）與

不斷適應的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 
該報告指出，獲得經濟價值這部分，非營利新聞媒體必需能夠創造多元的收入

來源以及增加廣告、贊助、內容授權、開班授課（如傳授調查報導能力）的營收，

不能大幅依賴基金會或大筆捐款，應建立廣泛的小額捐款或會員制（給予額外的好

處，如開放閱讀特定內容與參與活動的權限）才能維持長久經營；至於創造社會價

內容品質 
Content Quality  

信任／可靠性 
Credibility 

發行量 
Circulation 

社會影響力 
Societal Influence 

獲利  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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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這部分，撰寫出獨特的內容，足以吸引讀者、了解讀者面貌，連結民眾甚至動員

他們以及對社會造成衝擊與影響是非營利新聞媒體關鍵目標，大部分非營利新聞

媒體追蹤網站分析數據（visitors, followers and page views）做為了解讀者結構的方

式，以及運用部落格上的評論與活動，視為一種組織動員；此外，組織能力方面首

先需達到短期目標，例如產製優質的新聞內容，同時隨著科技變遷與競爭環境更迭，

要敢於實驗、隨時處於可調整的組織文化以及結合不同專業的領導團隊為重要關

鍵，為了節省成本，多家媒體與外部團隊合作，減少編輯與產製新聞的費用，如 New 
England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CIR）與 WGBH（一家位於波士頓

的廣播公司）合作，WGBH 支付 NECIR 的員工薪水，NECIR 提供報導作為交換。 
因此成功的新聞創業者具有以下六種特徵：1. 擅於與資本打交道；2. 具有開

放的理念；3. 擅於推銷自己、產品和創意；4. 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媒介生態；5. 
擅於尋找正確的合作夥伴，並保持合作關係；6. 積極尋求方法上的創新。Briggs 並
且認為：評估新聞創業是否成功的標準有二：1. 網站是否具備高品質的內容，2. 是
否擁有吸引與服務受眾的能力，也就是能否賺取足夠的資金維持營運，確保受眾能

持續獲得高品質的內容（史安斌，2014，頁 195-202）。 
上述學者們的看法和實際網路新聞媒體概況不謀而合，現今網路上的新聞媒

體，大都專注於某一利基新聞。Pew Research Center（2014）的報告指出，當他們

分析這些媒體各自產製的內容時，不難發現其大都以地方新聞、國際報導與調查報

導為主。大部分小型組織以社區出發進行地方報導，大型組織因其有較豐厚的資金

與人力，能快速地在世界各地建置辦事處，得以供應國際新聞，至於調查報導則同

時為小型與大型組織所關心的內容主題。 
 除了上述的新聞主題、內容豐富度來區分新聞內容的差異之外，近幾年有一股

講究新聞不用快，沉澱之後愈沉愈香的潮流—慢新聞。例如 2011 年創刊的英國雜

誌《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自稱是「最後一個報導即時新聞」的媒體，

它願意花三個月的時間醞釀 120 頁長篇深度報導，探討的議題為這三個月內發生

的重要時事或者是更早的新聞事件，創辦人 Rob Orchard 認為，產製慢新聞的流程

希望能「提供新聞工作者在充足時間下擁有產製新聞應有的發揮空間，而不是被淹

沒在競速賽跑的比賽裡（端傳媒，2016 年 3 月 28 日）」，企圖為現今講求時效的新

聞生態中另闢蹊徑，在新聞週期愈來愈短的現況下，「第一」有時凌駕了「正確」，

「訊息」有時取代了「意義」，而《延遲滿足》想做的就是「在煙塵落盡後，替重

要事件作最後解析」（王健壯，2015）。 
 現今漫天紛飛的即時新聞充斥於我們的生活之中，近幾年也有一些強調慢新

聞的新聞媒體出現，慢新聞強調的是希望新聞能回歸「告知」在新聞學上的原始意

義—脈絡、分析、意見與專家意見（王健壯，2015），2015 年 5 月靠著群眾募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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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募集到資金的《眉角》雜誌正式創刊，每兩個月出刊一次，一期只處理一個公共

性議題，內容以輕鬆短文、豐富照片、圖表等翻轉以往以文字為主軸的報導方式，

以深入淺出的說故事方式讓大眾了解當代公共議題（眉角，2015 年 2 月），2015 年

底《報導者》以公益基金會的方式上線，欲在即時新聞當道、新聞媒體惡劣環境下，

毅然決然地選擇走一條未知、充滿挑戰的深度報導之路。這些新創的新聞媒體，反

其道而行，不求即時新聞而是以較長的時間撰寫出脈絡清晰、深入的報導，希望有

天能達到良幣逐劣幣之效。 
 因此，新聞媒體的內容可以區分成報導主題，像是政治、財經、社會等議題，

還有如何向大眾說故事的方式（媒體豐富性），像是強調文字報導或影像呈現（如

地球圖輯隊即是運用大量的照片說故事）或影音紀錄（如公庫就是以影像紀錄完整

的社會運動現場）或符合網路特性的數位敘事，以及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如會去就

一個議題做較全面性的報導）。根據 Meyer（2004）所提出的影響力模型，假使一

家媒體產製出優質的新聞，慢慢地就會培養出觀眾對他的信賴感，就會有愈來愈多

人願意看他的報導，並可能達到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之後獲得更多的廣告收益，便

可以再投入新聞報導的產出，創造更多優質新聞內容，所以對產製內容進行各式投

資將有助於整體組織。新聞媒體不僅只是奉經濟價值為圭臬，還應該回歸媒體告知、

守望與監督的社會責任，不管是促成公民意識、改變大眾認知或實質影響決策者的

決定，皆是新聞媒體的最終目標。 

 

四、小結 

網路原生新聞媒體近幾年百花齊放，依內容可以分為不同類型，有包山包海的

綜合性新聞網站（如 ETtoday、NOWnews）或者關注特定議題的利基新聞媒體（如

苦勞網、上下游），有以文字詳細描述新聞事件的媒體或者以影像呈現的媒體（如

地球圖輯隊、公庫），有專門產出深度／調查報導為主以彌補傳統媒體內容缺口的

新聞媒體（如 ProPublica）也有無記者編制重視編輯能力的內容集結者（如入口網

站新聞網、關鍵評論），依成立時的媒體組織屬性可以分為，組織規模龐大以營利

掛帥的商業媒體（如 BuzzFeed、Business Insider）或者是人手不多致力完成使命的

非營利組織（如 MinnPost），以上不同的分類新聞媒體類型的方式都只是透過某一

個視角去透視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綜合上述文獻，近十年新創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有一群異軍突起，這些以非

營利或社會企業創建的新聞媒體日漸嶄露頭角，從一開始就主打利基新聞為主，規

模雖然不大，但因長期深耕地方、國際與調查報導散發出不一樣的風貌，期許能填

傳統媒體因商業考量捨棄掉的空白，增添新聞內容的多元，與傳統媒體攜手拼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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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全貌，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就網路特性發展數位敘事內容，嘗試結合網路與

行動載具的特性，製作出能夠吸引閱聽眾的內容，內部除了招募資深記者之外，還

願意聘僱熟悉網路思維的數位原住民來負責這部分。欲憑藉優質新聞內容在讀者

心中建立信賴感，進而吸引更多人瀏覽該網站的內容，甚至促成社會影響力，最終

獲得大眾支持或廣告贊助，使其得以長久經營。 
而這些關注各式議題焦點的原生新聞內容，是否能夠填補傳統媒體的報導缺

口，近幾年傳統媒體日漸朝商業化、集團化擴大，思考方式轉變成商業利益優先於

公共利益與社會監督，而近幾年創生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是否能完成這個任務，更

是大家極度關心的事，新創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還有個棘手的難題，那就是眾多媒

體都在找尋永續經營的營運模式，不管是商業媒體抑或是非營利組織或社會企業

皆是，下一節將談到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不同組織特性與營收模式。 

 
 

第二節、媒體的組織屬性與營收模式   

早期成立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多以商業組織模式運作，如《NOWnews》，而網

路上除了這些提供綜合性新聞的網站之外，還有一群專注某一領域或議題的獨立

媒體各自生機盎然地盛開著，這些獨立媒體大都以非營利方式辛苦營運，向大眾募

款成為其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但募款需取得捐助者持續性認同本屬不易，加上經濟

不景氣或有災難發生時，人們捐助的意願就可能降低或者優先資助受災戶，使得贊

助資金處於不穩定狀態，於是非營利組織開始轉往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方

向發展，有些甚至在一開始成立時即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登記成立，如《新頭殼》與

《上下游》。 
    如何永續經營一直是每個組織持續在追尋的答案，商業媒體較關心的是各方

面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有沒有達標，能不能賺進足夠

的利潤，相對地，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出發點以公益目的為主，有些組織還將

自己的目標設為幾年過後就不再運作，因為他們已解決了欲改善的社會問題。以下

就不同組織屬性分別介紹商業媒體、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創立目的、特性與營

收模式。 

 

一、商業新聞媒體（commercial news media） 

    翻開介紹台灣不同時期新聞媒體的書籍時，不同階段的政經環境對台灣新聞

媒體的影響甚大，1988 年開放報禁之前，媒體環境壟罩在政府與政黨直接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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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之中，其後禁制的枷鎖雖然解開，嚐到自由的甜頭，惟因科技、政經與社會文

化的變遷，新聞媒體現今大部分遵循商業市場的遊戲規則，一步步落入「市場化」、

「財團化」的隱形牢籠，那隻看不見的手—商業力量，靜悄悄地竄入新聞組織與工

作者的腦袋，改變了新聞價值與產製流程的 DNA。新聞媒體商業化未必全然不好，

畢竟新聞媒體要先能夠維持基本營運的存在，才能不停的發布內容給閱聽眾，但是

要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媒體欲維持基本營運的營收來源是什麼？一般商業新聞媒體，可以是來自閱

聽眾的訂閱費與零售，但所占比例多半不大，最主要的收入還是源自數字龐大的廣

告，學者對此現象各自提出解釋，其中 Picard（1989）提到，媒體產品跟一般商品

不一樣，它流通於閱聽眾與廣告主的雙元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閱聽眾付出

時間與金錢閱讀新聞內容得知周遭發生了什麼事，廣告主便依據網站流量付費給

新聞網站，希望廣告資訊能順利觸及廣大閱聽眾，進而影響他們的認知與態度，做

出有利於廣告主的決定（馮建三，1994）。 
    商業新聞媒體最終的依歸是營利賺得利潤，這是所有策略最終欲達到的目標，

當新聞被視為商品、新聞組織將閱聽眾間接賣給廣告主時，新聞價值自然會發生影

響，從前嚴謹的專業意理慢慢動搖，如今刻意突顯新聞的煽色腥元素，而較嚴肅的

政治財經硬性新聞，被視為是不被看好的新聞商品，有些組織開始縮減硬性新聞的

版面，或者推出去政治化（depolitization）的報導 （林照真，2009）。McManus（1995）
提出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概念來解釋組織內部運作邏輯，

他指出媒體本身有兩股力量影響其發展：一是「新聞規範（norm of journalism）」，

指的是媒體有責任把重要消息或有趣的資訊，以準確、誠實及公正的方式，傳遞給

社會大眾，讓民眾可以對當前的問題做出判斷；另一是「商業規範（norm of 
business）」，是指媒體也是一門生意，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獲取利潤，回收投資。充

斥著這兩種思維脈絡的商業新聞組織，依市場導向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市場與新聞

理念並重模式」與「完全市場導向模式」，後者以市場為本，新聞理念為輔，確立

老闆賺錢掛帥的根本原則，媒體間的競爭不再是新聞市場（news market），而是吸

引更多大眾注意力市場（public attention market），《蘋果日報》即是一個鮮明的例

子（羅世宏，2012）。 
    網路新聞媒體收入來源可能是廣告、內容授權、整合行銷、電子商務等，以下

以《聯合新聞網 UDN》為實際例子說明。聯合新聞網目前的流量排名為第 8 名，

表現亮眼，於是基於廣大的讀者流量，廣告主在投放廣告時較願意優先考量 UDN，
而閱聽眾不僅可以直接瀏覽 UDN 觀看新聞內容，也可以在入口網站閱讀同樣的內

容，因為 UDN 已將自身產製的內容授權給沒有規劃記者人力的入口網站，除此之

外 UDN 本身也可以進行多角化的經營，既然都有專業架構網站的技術，於是 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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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發電子商務平台，讓前來閱讀新聞的閱聽眾也可同時在此平台上購買東西，

以上談到的作業場合大都是在網路，線下UDN也可以向政府標案或幫企業辦活動，

一方面賺取活動收入，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品牌曝光度，相對地，政府或企業則受惠

於媒體平台的專業背書。 
    學術界與業界近幾年持續討論數位付費新聞的可能性，目前《華爾街日報》以

其擅長的財經報導成功地向讀者收取訂閱費，總收入（紙媒與數位化內容）的一半

來自網路營收（付費訂閱、網路廣告與數位資訊產品服務），數位新聞訂閱制對組

織來說有很多益處，不僅能夠辨識忠誠讀者，還能進一步將所蒐集的讀者資料提供

給廣告主，利於廣告主精確鎖定目標消費者，於是付費新聞是各家網路新聞媒體未

來極欲推動的方案，無論是數位化轉型的新聞網站或是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皆是，但

放在台灣的環境脈絡，目前還不太可能向讀者收取費用，因為讀者普遍認為新聞是

免費的。 
  借鏡全力衝刺數位化內容且不再發行紙本的新聞網站的經驗，發現完全以數

位內容為主的新聞網站—芬蘭財經報紙（Taloussanomat），其獲得網路廣告營收比

想像中困難。由於讀者使用各種媒體的習慣不同，網路上充斥著免費且立即的資訊，

分散了讀者的專注力，網站停留時間或瀏覽的篇章數都減少了；另外是因新聞網站

缺少版面稀有性，有時版面過剩（surplus）甚至無上限（infinite），因此刊登網路

廣告的費用十分低廉（Myllylahti & Thurman, 2009）。 
  Dekavalla（2014）研究蘇格蘭媒體在數位化潮流之下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資

料中顯示蘇格蘭報紙面臨艱困現況時逐漸發展出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引進付費牆

的概念，二是開發平板或手機的應用程式。受訪者表示，絕對的付費牆（absolute 
paywalls，除非成為訂閱戶，才能觀看網站上的任何內容）將使得報紙的線上流量

處於危險態勢，並認為現在應該先找尋讀者願意為了獲取內容而付費的合適時機

點。McChesney 與 Nichols（2010）認為，付費牆策略可行的前提是市場上所有競

爭者皆採取此策略，然而這根本不可能，因為仍存在著公共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提供免費的新聞。除了絕對的付費牆，還有另一種計量式付費牆（metered 
paywalls），允許讀者瀏覽部分免費文章後再向他們收費，有部分蘇格蘭報紙採取此

解決辦法，台灣的主流雜誌（如天下、數位時代）大都採取計量式付費牆。 
  隨著近幾年日益普及的行動裝置，Taloussanomat 的總編輯認為，未來如想要

獲利的話，需要開發手機服務（mobile services）、客製化內容（tailored content）
和社群服務（community services），新聞網站的目標是產製數位化內容並將其販售

給任何平台，使讀者可在不同平台瀏覽內容或者授權給新聞集結網站（news 
aggregator），藉此充分利用內容的價值（Myllylahti & Thurman, 2009）。Thomson
（2009）爭論說即使人們不願意付費瀏覽網站內容，但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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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會願意付費給整合重要訊息，充滿便利性的（curation, integration & convenience）
新聞應用程式，特別是當這些新聞內容出自聲譽良好的新聞媒體（Dekavalla, 2014）。 

 

二、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  

    非營利組織有許多類似的用語，學術名詞如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實務上則常以基金會、民間組織、志願服務組織、協會等組織型

態出現（江明修、鄭勝分，2003）。其中，公民社會組織涵蓋的範疇最廣，第三部

門是學術概念而非法律名詞，非政府組織常指國際性、沒有隸屬於特定國家的公益

組織，非營利組織則常指涉某一個國家內的公益組織，歐洲學者較常使用「第三部

門」，而美國學者則偏愛適合其國情的「非營利組織」一詞（陳金貴，1996 & 江
明修、鄭勝分，2002；轉引自江明修、鄭勝分，2003）。 
    Wolf（1999）認為非營利組織以公共利益 （public service）為其使命，在政府

立案並接受相關法令規章管轄，可以是非營利（not-for-profit）或者慈善機構

（charitable corporation），管理方針排除個人利益與增進私人收益，組織經營與捐

款贊助者均可享賦稅減免。 

 
（一）使命與策略 

  Drucker 在《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一書中，特別強調非營利組織的經營之

道—「以使命為先」。Drucker 指出：「籌款的目的，是支持非營利組織可以順利

實現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將使命置於籌款之下」。好的使命應該簡單明確，且能夠

付諸行動，因此使命宣言必須集中在組織真正努力要做的、而且實際可行的事情上。

確立使命後，下一步就是有計畫地實踐與提供服務，首先需要瞭解顧客心目中的價

值何在，不是從推銷自己提供的服務（產品）著手，而是從最終目的「令顧客滿意」

倒推回來思考，把捐助者當顧客對待，從對方的角度倒推回來看事情（余佩珊譯，

2015）。 
  接著組織必須發展出策略來整合顧客和使命，藉此將使命和目標轉化成具體

績效。Drucker 曾比喻，徒有意志力不足以移山，要用推土機才行。在非營利組織

的管理中，使命代表意志力，策略就是推土機。策略能將想法轉化成具體的結果，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尤為重要。策略能引領組織的努力走上正確方向，使意志力化為

行動。策略還可以為組織指點迷津，知道向何處尋找資源和人力，因此，策略應是

以行動為導向（余佩珊譯，2015）。非營利組織的策略是由使命衍化而來，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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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使命更具體化、更具階段性。策略是為了未來的理想，當前所必須採取行動的指

導原則（司徒達賢，1999）。 
    策略確立組織未來意欲達成的目標為何，並指出如何引導組織與資源投入以

達成目標。Barry（1997）認為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規劃，涉及的基本選擇包括：（1）
組織的使命、目標或願景、（2）服務的對象、（3）組織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4）
提供的計畫方案、服務或產品、（5）成功所需的資源—人力、資金、專業、關係

或設備等、（6）資源、計畫方案與關係網路的最佳組合，以達成使命（轉引自李

道霖，2007）。 
  策略的精華全在於執行（將使命、目標和市場合為一體）和掌握良機。策略規

劃也促使機構放棄已經行不通、失效和沒用的東西，如果仍執著於原本的計畫，很

可能會讓組織負荷過重，或是造成資源錯誤分配。執行結果則考驗策略的成敗，策

略從市場的需求開始，直到顧客滿意才算結束。非營利組織一定要尊重顧客和捐助

者，好好聆聽他們的價值觀和滿足感，絕不能強加己意於服務對象身上（余佩珊譯，

2015）。 

 
（二）分類與運作 

    非營利組織為了實現理念，需要許多資源加以促成，包括人力資源與非人力

（財產）資源，依這個概念可以將非營利組織分成以「會員」為基礎的人民團體（自

然人）與社團法人，如協會、學會、促進會等，以及以財產為主的財團法人，如基

金會、機構等。換言之，非營利組織成立時的理念宗旨，如果需要很多理念相同的

人投入力量，可以考慮以前者型態設立，相反地，若組織本身財源無虞或募款管道

暢通，就可以聘僱所需要的人力或委託其他機構負責及推動理念，這時可以設立為

財團法人。對於非營利組織而言，設立成法人有兩個實質意義，一是有助於增加大

眾對它的信任，以爭取更多資源加入，二是較利於爭取政府補助或承接政府委託案，

為非營利組織尋求更多額外經費（張明輝、周筱姿，2013）。 
  關於組織治理運作，以「會員」為基礎成立的人民團體與社團法人，組織內部

有重要事務需要決策時，便會召開會員大會共同討論，所有成員一起參與決策過程；

至於以「財產」為基礎的財團法人，創始時因無社員的概念，必須另外設置管理機

關（如董事會），進行決策時需要通過半數以上董事的同意（許崇源，2003）。 

 
（三）資金來源 

    有了崇高的使命與理想，還需要有財力的支持才能完成任務，非營利組織的經

費依賴政府補助、基金會贊助、企業與個人捐款、義賣活動等，其本著利他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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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去向社會大眾募款，那如何讓一般人願意掏錢出來贊助他們呢，關乎組織自

身的責信度（accountability），就像是募款財務的透明度，組織定期發布報告，說

明資金與工作的使用去向與成果展現，組織如何運作以完成階段性目標，台灣公益

自律聯盟認為責信包含組織的治理（governance）、募款誠信（accountability）、服

務效率（efficiency）與財務透明 （transparency），當責信度愈高時，就愈利於非

營利組織對外募集資金與人力。 

 

三、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運用商業模式來達成社會目的的組織，堅持使

命優先，所有一切賺取利潤的商業行為皆是為了完成原先設立的使命，而後續賺取

的營收將在投入組織運作，不會回饋給股東或員工。社會目的組織的董事會必須能

夠回應與使命有關的社會利益，並有能力達成；其員工對於社會問題具有專業能力

及敏感度；志工之所以參與，是因為此組織能夠對社會公益有所貢獻，而非增加個

人財富 （Young, 2001）。 
    近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各國政府縮減補助預算，企業與民眾收入減少，捐

款意願也就下降了，非營利組織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只好縮小編制、減少服務對

象、少辦活動，但這都只是節流的作法，更重要的是如何積極的開源，於是他們開

始思考能否引進商業模式的思維，為組織注入一股資金泉源，非營利組織可以同時

從事與使命有關和無關的商業活動，重要的是之後有效善用這筆資金達成使命之

下各階段的目標。    
    但是如果積極營利又有可能掉入商業化的格局，影響本身不營利的傳統特性，

使得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受到懷疑。是以非營利組織為了避免因過於營利，失去其原

有的任務，必須要維持其社會服務的本質，形成了要同時考慮使命任務和賺錢，或

是考慮社會目的和經濟目的的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 line）（Northland Institute, 
2001；轉引自陳金貴，2014）。 

 
（一）社會企業的內涵 

    在歐美國家非營利組織延伸出商業行為的現象十分普遍，學者們便提出社會

企業的概念。「社會企業」一詞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發展出來的新概念，該組織在其出版《社

會企業》這本書中指出，為改善歐洲社會日益劇增的社會疏離，歐洲各國內部出現

許多社會企業組織，雖然尚無統一的名稱，但其共同特質是企業的途徑與社會目的，

更精確地說，社會企業被視為透過生產商品與提供服務來彌補政府補貼的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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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特定的財政自主，主要是為了消除社會疏離，而不是為股東增加收益，任何獲

得的收益將再投入以達成此目的。經研究這些社會企業組織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商

業收入（銷售產品與服務）、非商業收入（政府補助與個人捐助）以及非財務的資

源（志願者付出的心力）（鄭勝分，2014）。 
    1996 年在歐盟的協助下創立了專門研究第三部門的歐洲研究網路（EMES），
台灣目前也是成員之一，社會企業組織普遍存在於歐盟各國，為了建立能夠共同接

受的概念，EMES 採用操作型定義，以經濟（entrepreneurial side）和社會（social 
indicators）兩個面向來解釋說明。經濟面是指：1. 持續性的生產商品與銷售服務；

2. 高程度的自主性；3. 有顯著的經濟風險；4. 支薪員工的數量降到最少。社會指

標涵蓋：1. 具有利於社區的明確目標；2. 由一群公民開始啟動；3. 決策權不是基

於資金擁有者（持股比例），反之每個人同等重要，一人一票；4. 重視參與本質，

包含每一位人受到活動影響的參與者；5. 利益分配的限制（OECD，1999）。 

 
（二）社會企業的類型 

  對於非營利組織商業化類型的討論，尤以 Dees（1998）提出的「社會企業光

譜」（social enterprise spectrum）最具代表性（張茂芸譯，2000）。Dees 以「交叉

補貼」的觀點詳細闡述美國社會企業的功能，並說明捐贈與商業營收之間，所有可

能的互補關係組合，他認為「社會企業光譜」依據主要利害關係人與非營利組織的

關係，將社會企業區分成三個類型，包含純慈善（purely philanthropic）、混和的

（hybrids）及純商業（purely commercial）三種類型的社會企業。具體而言，「純

慈善的」是指僅接受捐贈與志工服務的傳統非營利組織，而「純商業的」則是指以

股東為基礎的商業組織，而介於兩者之間，強調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兼具社

會與經濟混和動機的類型，才是指社會企業的商業化途徑，請參考表 2-1。 

 
表 2-1  Dees 提出的社會企業光譜 

                   純慈善的  ←————————————→  純商業的 

動機、方法及

目標 

訴諸善心 兩者兼具 訴諸個人利益 

使命導向 使命及市場並重 市場導向 

社會價值 社會及經濟價值並重 經濟價值 

主

要

利

害

受益者 免付費 
不同程度的輔助價格或

服務對象有的付全額、有

的免費 
依市價收費 

資金 捐助和補助金 資金成本低於市價，或捐 市場行情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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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人 

款與成本比照市場行情

的資金兼具 

人力 志工 
低於市場薪資，或同時有

志工及全薪員工 
依市場行情給薪 

供應商 捐贈物品 
特殊折扣，或物品捐贈與

全額贊助皆有 
依市價收費 

資料來源：《非營利組織》（頁 150），張茂芸譯，2000，台北：天下遠見。 

 
  Dees 認為，儘管非營利組織商業化面臨許多危機，許多非營利管理者依然喜

好透過商業途徑，以降低對於政府補助的依賴，並同時強化與使命相關活動的績效，

因此，非營利組織必須了解，組織若愈商業化，其對慈善的依賴就愈低。事實上，

很少社會企業是純慈善的及純商業的，多數社會企業兼含商業與慈善要素，也就是

混和的社會企業，而呈現交叉補貼的狀態，其又可再細分成五種型態，包含：完全

慈善支持（full philanthropy support）、部分自給自主（partial self-sufficiency）、資

金流自給自主（cash flow self-sufficiency）、運作支出自給自主（operating expense 
self-sufficiency）及完全的商業化（full-scale commercialization）。 
    1. 完全慈善支持，此型態組織基本上忽略或不賺取營收，接受各式捐贈，如

現金、物資、志工，對大部分組織來說，資金贊助讓他們能夠雇用更多員工與購買

需要的設備。2. 部分自給自主，此類組織接受資金捐助，同時採取賺取營收的方

式，部分承擔所需的運作支出，需要考量的是補助規模的程度以及商業收益與組織

使命的相關程度。3. 資金流自己自主，其所賺取的營收仍無法負擔成本，但優勢

在於其成本低於市場水準，故這類組織大都採取低於市價的方式銷售產品與服務。

其仍依賴非現金的慈善補助。4. 運作支出自給自主，這類組織所賺取的營收已經

可以完全負擔成本，即使完全依照市價計算也可以負擔。在草創初期或許仍部分依

賴捐助與低於市價的貸款，但進入穩定期時就不在依賴任何捐贈。5. 完全的商業

化，這類組織的營收已足以完全負擔成本，無需任何捐贈的協助。 
    從上述交叉補貼的分析可以發現，不同型態的組織都是源自利潤動機，其目的

在於彌補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財政缺口，也彰顯社會企業混和動機的內涵（James 
& Rose-Ackerman, 1986; Weisbrod, 1998；轉引自鄭勝分，2014）。 

 

四、小結 

  綜上所述，不同組織本質有著不同的營運目標，根據 Dees（1998）提出的組

織光譜，橫跨非營利純慈善的組織到純商業的營利組織，而社會企業介於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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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創立動機、目標與營收模式區隔出三者差異，非營利組織創立時即欲改善社

會現狀，訴諸公共利益的決心使其得以找尋到認同他們的支持者，願意以實際行動

支持他們，募得資金來源包含民眾小額捐款與企業大筆捐款、政府補助或辦活動賺

取商業收入等，商業組織通常是經濟價值至上，市場導向新聞學為一鮮明例子，收

入來源包含廣告、內容授權、付費內容、整合行銷、電子商務等，社會企業兼具上

述兩個特性，欲以商業手段達到社會目的，營運方針是社會價值優於商業價值，所

獲得的收益將再投入組織，優化組織運作與表現。 

 
 

第三節、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theory） 

一、策略管理思考的轉向 

  策略（Strategy）是公司為了達到企業使命和目標所採取的決策和行動，透過

有效地運用內部技能和資源，同時考量市場環境中的機會和威脅，進而獲取競爭優

勢（competitive advantage）。研究者常透過一個公司決策過程與實際內容的觀察來

了解該公司所執行的策略（Chan-Olmsted, S. M., 2006）。 
    上世紀 60 到 80 年代，外部環境被公司視為制定策略時的主要決定因素，故

公司欲進入某一產業時，會先評估其所身處的外在環境各項因素，再訂定策略並有

效執行，目的是為顧客創造價值，最終替企業賺進平均以上報酬（above-average 
returns），這種思維邏輯在學術上被稱為產業組織模式或 I/O 模式（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I/O model）。 
    I/O 模式強調產業特性為影響公司表現的關鍵因素，包括規模經濟、市場進入

障礙、產品差異化和市場集中度等，皆為影響公司決策成功與否的關鍵（Hitt, Ireland, 
& Hoskisson, 2009 與吳淑華譯，2004）。無論是學者提出的結構–行為–績效模型

（SCP model by Bain, 1968）或廣泛被業界運用的 SWOT 分析和五力分析（five-
forces model by Porter, 1980），企業皆能夠運用這些分析工具來了解產品與競爭環

境的關係。 
    然而，當制定策略時僅考量外部環境亦有可能有所受限。Porter（1991）曾指

出此思考方式僅考量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分析，只能表示現狀，未能解釋縱

斷面（longitudinal）的問題，也就是它可以提示企業進入一個生機蓬勃的產業，卻

難以解釋為何某些企業經歷一段時間能成功發展出產品定位，並在市場上屹立不

搖的原因（轉引自 Black & Boal, 1994）。 
    此外，全球化和科技變遷的浪潮不斷席捲而來，外在環境瞬息萬變，企業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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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日益劇烈，使得公司對於外在環境的分析與掌握更加困難，管理者認為先前

I/O 模式的分析過於靜態且有時緩不濟急，公司時常來不及轉換適當的競爭策略，

故有另一種思維孕育而生，認為應反觀企業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關鍵在於如

何有效運用兩者來為企業創造核心能力，達到策略性競爭（Collis & Montgomery, 
2008；宋兆賢、郭照榮，2008）。 
    自 90 年代開始，學者逐漸發現關注外在環境的 I/O 模式有時不足以完善協助

企業制定策略，故在策略管理領域內，有另一種聲音興起，專注於企業本身，挖掘

企業本身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再進行決策，隨著市場的起伏變化，適時地培養某些

資源與能力以因應外在環境。 

 

二、資源基礎理論的意涵   

    資源基礎的概念根植於經濟學的理論，解釋了在動態競爭的環境中，公司的資

源如何驅使其表現，資源基礎理論並沒有取代 I/O 模式，相反地它補足了 I/O 模式

所沒關注的地方，使策略管理的理論版圖更臻完善。 
    Penrose（1959）率先在《企業成長理論》一書中，將研究興趣聚焦於公司本身，

他認為存在於公司中的資源與服務為其之所以能夠成長（市場擴張）的來源，公司

是由一組用來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的資源之集合（Judge, Nair, & Trendowski, 2008；
宋兆賢、郭照榮，2008）。他將資源（resources）定義為公司藉著購買、租借或生產

提供本身使用的實體事物，以及有效操作這些實體事物而雇用的人力；服務則是致

力於使這些資源能在公司中生產運作（Penrose, 1959: 67），服務（services）的概念

類似之後 Grant（1991）提出的能力（capabilities）。Penrose 認為即使不同公司擁有

類似的資源，各公司間資源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仍然存在，因為各個企業採

取不同的資源組合亦產生不同的服務。因此，公司為了獲得利潤使之成長，不僅要

擁有優越的資源，也需具備獨特的能力來運用這些資源（Nair, et al., 2008；宋兆賢、

郭照榮，2008；林詩玟，2012）。 
    爾後，Wernerfelt（1984）延續 Penrose 的論點，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
based view, RBV）」一詞，開啟了後續相關研究，他認為資源和產品如同硬幣的正

反兩面，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大部分的產品仰賴資源的投入，且大部分的資源有效

運用在產品上，他強調企業進行決策時，應改以「資源基礎觀點」取代「產品—市

場觀點」，關注自身擁有哪些資源，利用分析工具來釐清本身的資源定位（resource 
position，即優勢與劣勢），並建立資源定位障礙（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使競

爭對手難以直接或間接獲取該資源，並讓企業得以在市場上獲得優於其他企業的

差異化績效（林怡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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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ney（1991）進一步深化資源基礎觀點的概念，有系統地將資源基礎觀點的

概念理論化，明確指出企業資源和持續性競爭優勢間的關聯性，他認為企業的競爭

優勢來自於有價值的策略性資源，其必須是稀少、無法模仿、沒有替代品，企業便

運用這些資源創造有價值的策略，而現存或潛在競爭者未能施展此策略時，該企業

即握有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基於以上概念，如果其他公司又不知如

何複製此獲利策略時，公司則具有持續性競爭優勢（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因此，企業的競爭績效不單來自產品的外部市場的競爭，更重要的是有效運用自身

資源，企業應長期累積自己的策略性資源，創造持續性競爭優勢。 
    此外，Grant（1991）首度以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theory, RBT）取代

RBV，顯示此學派研究的重要性。他尤其強調內部審視（introspective）的重要性，

認為資源與能力同時是企業發展長期策略的基礎因素與獲利來源，故首先需辨別

公司內部的資源與能力，接著分析其中具有獲利潛能的資源與能力，進而採取適合

的策略，最後實際充分利用這些資源與能力或者適時補足必要的資源與能力。經由

多位學者的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90 年代後對於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來源探討，從

原本的外在環境分析，拉回關注企業本體的資源與能力，並以之來建構企業策略。 

 

三、資源特性與競爭優勢   

    根據 RBT，公司進行決策時主要考量的是內部資源與能力，也就是說藉著深

入了解公司的資源與能力，來建立客戶對公司的認同並訂定策略，培養出競爭優勢

進而讓公司得以獲利。而那些具有獲利潛能或者是能賺進「租（rent，企業利潤）」

的資源與能力，通常能在市場上維持一段時間（durability），讓競爭者無法辨識

（imperfect transparency），並且在市場上不易流通（imperfect transferability）與不

易複製（not easily replicated）；也就是說，競爭優勢的持久性取決於資源與能力是

否供應充足？是否合乎時宜？如科技變遷會縮減實體設備和技術資源的生命週期，

反之，聲譽或品牌就相對不易被磨損或影響；另外，因競爭者無法辨別其核心資源

與能力，故不確定該如何模仿，代表公司能在市場上維持其獲利模式；還有那些不

能在市場上流通的資源與能力，有可能是資本設備、高度專業化員工、存在於公司

的能力，其他公司如想要擁有同樣的資源，可能需付出較高的成本支出；再者根植

於組織而非能夠用文字言語表達的組織常規，或者是潛移默化的企業文化等資源

與能力則是其他公司難以複製的（Grant, 1991）。 
    此外，Barney（1991）在深化資源基礎理論的概念時，提出兩個基本假設，第

一，即使在同一個產業，各個公司各自擁有不同資源與能力，也就是相較於其他公

司，不同公司各有各的能力來執行某特定經濟活動，此一假設呼應了 Penrose（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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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資源異質性（resource heterogeneity）概念；第二為「資源的不可移動性

（resource immobility）」，企業本身所持有的資源與能力的差異是長久且持續的，其

競爭者若要模仿某一資源，可能因為成本過高或沒有供給彈性而難以成功，也就是

說，屬於某企業的資源與能力並不容易被其他公司模仿或難以在市場上流通，因此

公司所採取的策略可在市場上維持競爭力（Barney, 1991；張雍昇、蔡馥陞譯，2011；
林艾潔、黃靜蓉，2014）。 
    然而並非所有的資源與能力都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且獲得報酬，Barney
（1991）指出策略性競爭力的來源為那些具有價值的資源與能力（Value），且在市

場上是稀少（Rareness），競爭者難以模仿（Imperfect inimitability）和沒有可替代的

資源與能力（Non-substitutability）。 
    價值性（Value）指的是公司利用有價值的資源執行策略時，使公司能有效爭

取外部機會並降低潛在威脅的影響；有價值的資源和能力為公司的優勢，當企業好

好運用此資源和能力時，能提升內部運作的效率和效能，使公司能好好抓住外在機

會並避免威脅。 
    稀有性（Rareness）則是當公司握有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所沒有的特別資源並

創造有價值的策略時，該公司就可享有競爭優勢；當公司握有有價值的資源且其他

競爭者也擁有，能幫助公司在市場上存活，為公司創造平等競爭（competitive parity），
然而，如果獲有該資源的公司數量不足以促成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時，

則獲有該資源的公司就具有競爭優勢的潛能。 
  不可模仿（Imperfect inimitability），當公司擁有有價值且稀少的資源，它可以

先行嘗到先發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的甜頭，但如果想持續保持先發優勢的

話，就不能被其他競爭者挖掘出其箇中道理。一般而言，造成其他競爭者難以模仿

的原因可能有三種：第一為公司因其獨特的歷史脈絡（unique historical conditions）
所獲得的資源，如初期選定的營業地點後來超出預期效益（實體資源）、公司投入

研究後有重大突破（人力資源）、早期形成的組織文化等；第二是因為資源與持久

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模糊（causal ambiguity），也就是說其他公司未能了解資

源與競爭優勢間的直接關係，有時連獲利的公司也摸不清，但其他公司也可雇用有

豐富經驗的管理者或投入研究了解獲利公司的運作以克服因果模糊所導致的難以

模仿；第三為資源是複雜的社會現象（social complexity），如內部管理者間的關係、

公司文化、公司在供應商和消費者心中的聲譽。此外，還伴隨無法輕易獲得該資源，

或者模仿成本代價過高，導致其他競爭者難以模仿。 
    最後，不可替代（Non-substitutability），指的是競爭者無法以類似資源或以完

全不同的資源，施展同樣的策略並產生相似的策略性競爭力。某個資源支持某個策

略的關係愈強的話，此策略就愈難被取代，通常並非單一資源就能促成某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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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多個資源組合起來（bundles of resources），且不同公司可以運用不同的資

源組合去發展同樣的策略，如果擁有替代資源的公司數量不多，就代表這些公司愈

有可能持有競爭優勢（Barney & Arikan, 2001)。 

 
圖 2-3  資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摘自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J. Barney, 

1991,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p.112. 
 

因此，RBT 認為公司的超常利潤—「租」是來自於其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

則是由公司的異質性資源所產生，並強調競爭優勢的持續性，而非短期的競爭優勢

（Barney, 1991）。資源基礎理論著重在公司內部的資源與能力，但並非所有的資源

都能為公司進一步導引出競爭優勢，唯有那些有價值的資源，且在市場上僅少數公

司擁有，以及難以模仿和無可取代，經由員工和管理者的實際運用執行價值性活動，

為公司開啟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潛能與維持策略性競爭力。 

 

四、資源分類與能力  

（一）資源（resources） 

    資源基礎理論以資源為探討之起點，惟資源的分類與定義，學者間目前尚無定

論。概括來說，資源是產製過程中所有的投入，包括資本設備、員工技能、組織運

作、專利、品牌、資金等，為分析的基礎單位，單一資源無法產生競爭優勢，它們

必須藉組織能力將其整合起來，執行具生產力的活動，換言之，生產力活動需要一

組資源的共同運作和相互協調，公司運用這些資源來執行策略，並提升整體的效率

與效能，進而在市場上展現優於競爭者的策略性競爭力（Grant, 1991 & 2010; Barney, 
1991）。 
    一般來說，資源大致可分成有形資源（tangible resources）與無形資源（intangible 

*異質性的公司資源 

*公司資源為不可移動 

價值性 

稀少性 

不可模仿性 

-歷史獨特性 

-因果模糊性 

-社會複雜性 
替代性 

核心能力 
持久競爭優勢 

策略性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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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並依此再細分出其他相關的資源。Grant（2010）將資源分成有形資源

（實體和財務資源）、無形資源（專業技術、聲譽與文化）、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即來自員工的專業與付出的努力，包括專業技能、知識、溝通以及團

隊合作整合）。 
    Hitt、Ireland 與 Hosiksson（2010）則整理學者們的概念，細分出有形資源與無

形資源的類目。有形資源為看得到和可以被計數的資源，如生產設備、製造設施、

配銷單位與正式的報告結構等；無形資源則包括深植於組織歷史，且須經長時間累

積的資源，如知識、主管與員工間的信賴關係、管理能力、組織常規（共事模式）、

品牌、企業的聲譽以及與消費者和供應商之間的社交關係等。由於無形資源較難以

直接觀察理解，不易讓競爭者分析研究與模仿，因此公司傾向依賴無形資源為能力

與核心能力的基礎。 

 
表 2-2  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的分類  

有 形 資 源（tangible resources） 

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 企業借貸資金的能力、企業產生內部資金的能力 

組 織 資 源 （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企業正式報告結構與正式規劃、控制及協調的制度、公

司內部和與外部的關係 

實體資源（physical resources） 企業工廠與設備，以及其建置的地點、原料的取得 

技術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 科技資產，如專利權、商標、著作權與商業機密 

無 形 資 源（intangible resources）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 員工的經驗、洞見、知識、信任、管理能力、組織常規 

創新資源（innovation resources） 想法、科學性能力、創新能量 

信譽資源（reputation） 

顧客心目中的聲譽、品牌名稱、產品品質（耐用性與可

靠性）、供應商心目中的信譽、有效用且相互有利的互

動與關係 

資料來源：摘自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concepts (p. 

78), by M. A. Hitt, R. E. Hoskisson, and D. Ireland, 2010,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Coyne（1986）曾研究無形資源與持續性競爭優勢間的關聯性，並進一步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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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源分成兩類：資產（assets）和能力（competencies）／技能（skills）。前者為

公司所擁有的事物，包括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版權、已登記註冊的設計）、

合約、商業機密和聲譽 17；後者則包含能夠造就出獨特能力，讓公司達到市場區別

的員工技能、經驗與知識（skill/experience/know-how），以及散播於組織中的集體

智慧、組織文化與慣習／常規。 
Hall（1992）認為持久競爭優勢源自於各種能力，而這些能力又是基於內部所

擁有的資源，公司的能力可以是源自於內部所持有（having）的資源而衍伸出來的

能力（capability differentials based on assets）以及運作過程中發展出（doing）的能

力（capability differentials based on competences）。前者（having）包含兩種，一為

公司過去行為的結果所形成的定位（positional differential），例如長久下來在顧客

心中建立的聲望（reputation）18，另一個是受法律保障合法持有的事物（regulatory 
differential），例如智慧財產權、合約、商業機密等；後者（doing）囊括兩類，一是

源自於員工的知識、技能與經驗展現在特定活動上（functional differential），二是

由員工間做事的態度、方法、信念與價值演變成公司整體文化（cultural differential），
例如對高品質標準的理解、應對挑戰、改變的能力、視顧客第一的原則等。 

隔年 Hall（1993）又再度從不同特色對無形資源做界定，包括該資源是否受到

法律保障以及是否仰賴員工或可以獨立出來。Fernandez、Montes 與 Vazquez（2000）
接續 Hall（1993）的觀點，將無形資源區分為是否存在於員工個體（people dependent）
或可從員工獨立出來（people independent），人力資源屬於前者，包含員工擁有對

任何公司都有同等價值的一般性知識以及公司內特定活動需要的獨特知識或技能，

由勞資雙方契約保障；後者包括組織資源、技術資源、關係資源。組織資源包含組

織規範、工作守則、常規（下意識的工作模式，從集體學習中習得，提升運作效率）、

企業文化（藉由成員之間觀察與分享無形中慢慢形成的，如面對不同事件時採取的

應對、價值理念、做事原則），組織資源的形成通常是因果模糊的（causal ambiguity）；
技術資源包含專利、商業機密、著作權等，皆是不易在市場上流動的（imperfect 
mobility）；關係資源可能是藉由先進優勢而獲得，舉凡聲譽、品牌、長時間培養出

的顧客忠誠度、行銷管道等。 
假使企業在市場上成功發展出競爭優勢，但其他公司都能參透其獲利模式，此

時其他公司必會爭先恐後地效法，期望透過模仿來分一杯羹，所以不可模仿性尤其

重要。於是 Miller 與 Shamsie（1996）專注於資源不可模仿的特性，研究 1936 年

到 1965 年期間，美國電影公司其內部資源如何影響公司表現，依不同保障資源免

                                                      
17 Coyne（1986）認為智財權、合約、商業機密為無形資源，而 Hitt, Ireland & Hosiksson（2010）
則認為其為有形資源。 
18 將聲譽視為資產的一種是因為它屬於公司（belongingness）的特質，不因外在誹謗或謠言就輕

易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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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模仿的方式將資源分為財產基礎資源（property-based resources）和知識基礎資

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s）。前者受到法律保障，使得其能佔用某個獨特的資

產，讓競爭者難以模仿與學習，如合約、所有權、專利等，後者則受限於不易察覺

或隱形的知識障礙，競爭者難以理解生產過程與技能，或者不清楚資源與公司表現

的因果關係，如技術、創意和整體協調合作的能力，知識性資產並不是讓公司操控

市場或避免競爭，反之，賦予公司不斷調整產品或服務的技能，來滿足市場需求並

解決外在挑戰。因此作者認為，在穩定或可預測的環境中，財產基礎資源能為公司

造就良好表現，然而知識基礎資源則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發揮最大功用。 
    Miller 與 Shamsie（1996）結合 Black 和 Boal（1994）的概念，以個別性（discrete）
和系統性（systemic）進一步細分財產基礎資源和知識基礎資源。個別性資源能夠

獨立存在，能從組織脈絡中獨立出來，而系統性資源則鑲嵌於網絡或系統中。結果

顯示，個別的財產基礎資源（指的是法律保障的權利，稀有且具價值的投資，如設

備、營運位址、專利，媒體產業中內容資料庫為其重要的個別性財產基礎資源，

Miller 與 Shamsie 指出電影公司與影星的長期合約也屬於這類）和系統的財產基礎

資源（指的是設備、流程、系統結構的整合是很獨特的，難讓競爭者模仿，如掌控

電影通路管道，也就是戲院）的確在穩定的環境中為公司帶進營收；個別的知識基

礎資源（奧斯卡獎項代表公司的技術和創意技能、長期與外部自由工作者的合作關

係）和系統的知識基礎資源（意味著整合於公司內部，有時演變為公司的核心能力，

如迪士尼可以利用其創造出來的卡通人物在不同產業間獲利，電影公司經過浩大

複雜的製片經驗發展出的團隊技能）則在不可預測的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Küng, 
2008）。 

表 2-3  財產基礎資源與知識基礎資源的細項 

財產基礎資源

property-based 
resources 

個別性 所有權、合法條約、商標、著作權、專利（受到法律保護) 

系統性 
在系統的形式裡，比較像是交雜的成分物組成；包含實體

的設備和設施結構。其不能模仿性是來自團隊如何有效

地在內部進行整合統理的能力 

知識基礎資源

knowledge-
based resources 

個別性 特殊技術性、創意性和功能性技能 

系統性 
整合性或協調性的技能形式，需多學科的團隊合作，好比

組織中的研發部門，使得組織能夠有效地統合個體技能、

才華與創意 

資料來源：參考〈科學新聞之資源基礎觀點分析：以台灣主流媒體為例〉，林艾潔、

黃靜蓉，2014，《傳播與社會學刊》，28，頁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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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s 與 Montgomery（2008）在其文章視公司為實體（physical）、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如品牌、實際知識與技能）和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鑲嵌入於公司內部的常規、流程、文化）的集合體。他解釋任何公司都是相異的，

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同樣的經驗、資產和技能，甚至不可能有相同的組織文化；這些

資產和能力決定了公司在功能性活動上的表現，以及其有效達到組織目標的程度。

依這個思維邏輯來看，如一家公司在市場上成功定位，代表他們適切的運用資源並

施展有價值的策略。 
Naldi 與 Picard（2012）曾研究新創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在創業初期擁有的某

些條件如何影響它的後續發展，他們運用創業與管理的文獻作為研究基礎，描繪三

家不同組織屬性的新聞媒體以及敘述頭三年的營運狀況，指出「組織短視

（formational myopia）」，也就是創業者過去經驗所形塑出對未來新創媒體預先懷抱

的期待與組織目標，會影響後續發展的過程，而組織如果想要存活下去，其內部調

適應變的能力將扮演重要角色。 
 內文中提到創業之初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包括先前創業的經驗、管理經驗、

年紀與教育，知識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資源，包括瞭解各式資訊、know-how、如

何使用科技的知識與技能（skills），在某些情況下，先前的知識有可能阻礙實踐創

新，然而新創的公司擁有對新事物學習的優勢，因為通常他們的工作環境較彈性，

較無僵化的工作模式。 
 人力資源、財務資源與社會資本為作者認為創業之初重要的資源，人力資源包

括創業／經營公司的經驗 （prior entrepreneurial and business experience）、先前與

媒體業相關的經驗以及在其他產業的經驗（prior experience in related industries, i.e. 
media, or in other industries），社會資本指的是，與其他人、團體或組織的連結，不

管是透過參與融入或管理他們（engaging and managing ties with other people , groups 
or organizations），可再細分為與有能力工作者的連結（ties with high quality workers）、
與新聞消息來源的連結（ties with news sources）以及與商業人士或公民／社群團體

的連結（ties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community organizations）。其中，三個社

會資本造成的影響難以分開去談，例如說招募到優秀記者與接觸新聞消息來源雖

提升了媒體組織的合理性（legitimacy），同時也限制了他們一些行為，像是他們可

能會傾向去複製以前的組織形式，而非嘗試實驗新的形式。 

 
（二）能力（capabilities／competencies） 

能力是一種整合運用各式資源來完成任務或執行活動的才能，為發展競爭優

勢的關鍵因素，而公司的能力可從其執行各個具功能性的活動來辨別，通常是由企

業的人力資源身上發展而得，組織中擁有不同技能與知識的員工，彼此互相刺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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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資訊逐漸發展出來的能力，日後形成組織知識（Grant, 1991；Hitt et al., 2010；
吳淑華譯，2004）。Hamel 和 Prahalad 使用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來描繪最

重要且具策略性的能力，核心能力為存在於組織中的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 
in the organization），尤其是如何協調整合不同的技能（Grant, 1991）。 
    不同學者對能力的概念有不同的名詞定義，但指涉的概念其實大同小異，其中

技能（competencies）和能力（capabilities）這兩個名詞可以相互替換 19。Snow 和

Hrebiniak 在文章中將能力視為獨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對於大部分公

司來說，最重要的能力是整合各個不同功能的能力（Grant, 1991）。 
    因此，能力為組織成員間的協調整合，即如何協調不同成員間的技能和協調技

能與其他資源間的複雜模式，經由組織成員反覆學習並熟練，Nelson 和 Winter 將
其稱為組織常規（organizational routine），組織常規為反覆的行為模式，透過組織

成員間的相互學習和組織文化的感染，使組織成員無須詳加思考，經由下意識即可

完成日常活動，是一種非正式潛在的規範（Grant, 1991 & 2010）。 
    吳思華（2000）認為企業擁有或創造的核心資源能夠強化組織的能耐，深具策

略性價值，他整理多位學者的想法，將資源分為「資產」與「能力」。資產是企業

所擁有或可以掌控的要素，可細分為「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有形資產通常

能透過財務報表顯現出來，包括實體資產的廠房、設備，以及金融資產的現金；無

形資產像是智慧財產、契約、聲譽等。能力是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力，可區分

成組織能力與個人能力；個人能力像是專業技術、管理能力、人際網絡，組織能力

像是業務運作、技術創新、組織文化、組織記憶與學習等。 

 

五、運用於媒體產業的相關研究  

 資源基礎觀點為企業管理學常用到的理論，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組織時

而來不及變換招式以因應科技變遷、新競爭者進入市場等突發狀況來襲，不過組織

可以蹲好馬步檢視自己的優勢劣勢，以最佳化組合方式來面對各種情況，於是組織

可以先檢視自己富含哪些資源與能力，進而不斷放大自己的優勢以及降低在市場

上的威脅。以往，國內雖有不少研究運用資源基礎觀點來解釋各式產業的競爭優勢

與企業成長情況，但有關媒體產業的研究卻不多見，以下詳述幾個相關的研究。 
    Huang 與 Dai（2015）比較兩岸不同市場經濟思維下，台灣與中國新聞網站的

競爭優勢為何，根據 Miller 與 Shamsie 提出的資源分類來闡釋各個新聞網站具備

的競爭優勢，研究對象包括入口網站（portals）、網路原生新聞網站（online-only news 

                                                      
19 Hamel & Prahalad 在文章中曾爭論說，「技能（competencies）和能力（capabilities）僅存在語意

（semantic）上的差異。」（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92: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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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和傳統媒體設立的新聞網站（websites of legacy media），結果指出新聞採訪

權和來自母媒體的支持為系統性財產基礎資源，內容授權、品牌特色與人才流動為

個別性財產基礎資源。 
  中國的新聞採訪權僅開放給依附於黨的媒體，特別是報導政治類新聞時（如人

大、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會)，完全不同於台灣媒體環境保障新聞採

訪權，其中入口網站並無自己產製的原生內容，但它可以向其他媒體購買新聞版權，

入口網站供應讀者一般新聞網站較缺乏的國際新聞；而母媒體的支持為傳統媒體

的獨特優勢，傳統媒體網站上的新聞源自母媒體的數量相較新聞網站自行產製的

數量，整整高達三倍；而新聞內容具體展現了品牌特色，中國入口網站如騰訊備受

肯定的「每日話題」專欄，用理性的口吻來解釋社會現象、網易提供的「有立場的

新聞（news with an attitude）」頗負盛名，然而少數網站正致力於建立品牌認同，聯

合新聞網不希望只是聯合報的附屬品，極力朝樹立獨特的品牌特色目標前進；不同

媒體間人才的流動為常見的現象，特別是從傳統媒體轉職到新媒體或離開新媒體

到入口網站。 
  至於知識性基礎資源方面，系統性知識基礎資源包含開發 app 及製作出符合

不同螢幕大小的最佳閱讀版面等創新能力與管理風格，在台灣的媒體市場，採行自

由放任的自我管制，深信來自政府的管制將扼殺創意與創新能力；而在中國深深受

到政黨監控；個別性知識基礎資源包含社群媒體的使用和網路專業，現今網站紛紛

開始經營臉書粉絲頁，持續與讀者互動，網路專業不僅利於產製新聞也助於行銷新

聞，入口網站在此有優於傳統媒體的表現，如新聞不只在 MSN 新聞頁面上露出，

還可在即時通和信箱的頁面上看到。 
林怡臻（2012）比較傳統媒體（報紙與無線電視）與新媒體（有線電視與網路

新聞）在新聞產製上各自的競爭優勢為何，以資源基礎觀點分析兩者的核心資源，

檢視兩者在市場上的媒體表現，並討論核心資源與競爭優勢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傳

統媒體的核心資源在於高成本的實體資產、嚴密的組織架構、經年累月建立的品牌

口碑以及主管經驗等，且有較多財產性資源可以運用；新媒體側重策略聯盟合作，

偏重產品內容創新、技術創新能力與行銷能力等資源的運用，較著重無形的知識性

資源。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競爭是互補大於替代，大眾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特定

的媒體內容。 
陳泳霖（2012a）以資源基礎觀點分析壹傳媒集團多角化經營策略，他參考Hitt、

Ireland 與 Hosiksson（2010）將資源分成有形資源（財產、組織、實體與技術）與

無形資源（人力、創新、信譽），結果分析先描述壹傳媒在台灣所擁有的資源為何，

發現壹傳媒在進行相關多角化時，無形資源扮演了重要角色，壹週刊創刊時吸納自

明日報遣散的記者，爾後發行蘋果日報時，壹週刊內少數管理階層被調派到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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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然而在進行非相關多角化時，像是拓展壹動畫公司時，這時需要的是實體、科

技與資金等有形資源。 
    近幾年數位匯流趨勢使得大眾不再需要坐在電視機前守候節目開播，反之人

們可以自行選擇空閒時刻在網路上瀏覽內容，2015 年大陸愛奇藝正式進軍台灣，

而台灣的 OTT 產業也早已蓄勢待發準備開戰，陳弘軒（2016）以資源基礎觀點研

究民視與三立電視 OTT 平台的發展策略與競爭優勢，整體來說，兩者都以「內容」

與「品牌」的優勢踏進 OTT 市場，結果顯示民視主要是從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轉移為內容整合商（content aggregator）的目標前進，而三立則強調以服

務粉絲為核心，提供民眾跨平台的收視習慣，民眾可以在 OTT 平台上觀看獨家未

公開的內容，達到行銷宣傳效果；兩者皆擁有平台建置的有形資產，自身品牌形象

及自製內容為其無形資產；兩者擁有三種組織能力，一為在節目中置入商品的業務

行銷能力，二是創新能力，民視強調平台技術的創新，三立自認為其在市場上已打

出亮眼的內容表現使得多家想進軍台灣的網路公司優先考慮與三立合作，而其所

憑藉的優勢即在於內容多元化與商業模式的創新開發能力，三是組織溝通與資源

整合能力，內容從產製到行銷需多部門間協調；內容的重要性以及品牌形象是他們

的競爭優勢。 

 
 

六、小結  

全球化、科技變遷、快速變動的外在環境，學術界意識到 I/O 模式不足以解釋

動態競爭環境下，公司何以能持續擁有競爭優勢，故自八○年代開始，策略管理理

論興起另一波向內審視的思維，既然外在環境無法掌控，不如先審視內部擁有的資

源與能力，善用自身優勢以爭取機會與創造價值，同時避免威脅。假如將資源基礎

理論套用在一家實際的公司運作，可以發覺出公司哪些資源有助於驅使公司優異

表現。資源被視為是「原因（causes）」，也就是說公司的表現為其「效果（effect）」
（Hinterhuber, 2013），資源基礎理論進一步解釋甚至能夠預測資源與公司外在表現

的關係，然後了解為何某些公司的表現優於其他競爭者、為何其他競爭者紛紛凋落

而它仍然在市場上存活。 
網路興起對媒體環境造成大震盪，使得傳統媒體集體朝網路邁進，進行各種數

位轉型，也因網路特性促使諸多懷抱新聞理念的創業者，不間斷地加入網路原生新

聞媒體行列，日漸茂盛的網路新聞媒體同時也意味著步入激烈的競爭環境，如今國

內外媒體皆不斷地嘗試各種符合網路特性的新聞敘事，因此基於競爭激烈的媒體

環境，以及各家新聞媒體仍處於摸索商業模式的過程中，本研究認為可以資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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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來審視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現況。 
新聞不僅是商品亦是民眾獲取重要訊息的管道，新聞除了能塑造媒體品牌，還

需肩負起守望、監督的社會功能，而內容產出又與新聞工作者息息相關，可見媒體

組織中的「人才」十分重要，又網路世界大者恆大，欲透過網路平台創業需熟悉相

關網路技術與網路行銷，新創業者如何配置資源以及將其發揮最大效益等創業的

能力亦是關鍵，因此新聞媒體組織能否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往往在其工作者的「能

力」以及由之而建構的「核心能力」，此為本研究試圖憑藉資源基礎理論以掌握網

路原生新聞媒體營運模式的主要思考所在。 
於是本研究係根據 Miller 和 Shamsie（1996）將資源區分為財產基礎資源與知

識基礎資源的大架構，再參考 Hitt、Ireland 與 Hosiksson（2010）對有形資源與無

形資源的分類細項，建構財產與知識基礎資源的內部分類。依據上述原則，財產基

礎資源包含財務、實體、技術資源、組織結構，以及與其他媒體的契約關係；知識

基礎資源則涵蓋人力資源（員工的經驗與知識）、組織特色（包含新聞產製過程中

所有可能影響內容產出的要素）以及品牌形象（包括該媒體在社會上建立給人的感

覺以及如何累積讀者信任與培養忠實讀者的能力）等。由於創新資源著重在三家新

聞媒體各自有無獨特的內容產出（內容策略），所以不放在資源能力中討論。 
Barney（1991）提出資源與競爭優勢的關聯性指出，公司的資源首先必需能夠

為公司帶來價值，使其能夠好好把握機會並降低威脅，且這些資源必需是稀少，無

法模仿與取代的，唯有符合上述四個特性才能夠成為核心能力，為公司在市場上創

造競爭優勢，更進一步獲得實際營收報酬或創造社會價值，本研究將檢視不同網路

原生新聞媒體的資源與能力是否符合這四種特質，歸納出不同網路原生新聞媒體

的核心能力。 

 
表 2-4  本研究資源分類細項 

資源主分類 財產基礎資源 知識基礎資源（包含能力） 

資源項目 

財務資源（公司內部資本額與營收來源） 
實體資源（設備器材與網站後台管理） 
技術資源 （著作權、商業機密） 
組織結構 
與其他媒體的契約關係（發行管道） 

人力資源（經驗、知識、洞見、管理能力） 
組織特色（新聞編採方針、常規、組織文 
     化、工作模式） 
品牌形象（聲譽、品牌、顧客忠誠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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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深度訪談與訪談大綱設計 

Crabtree 與 Miller（1992）將質性研究的訪談視為一種「對話之旅」，在對話過

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是基於平等立場的夥伴關係，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與情

感交流，達到對話的目的（潘淑滿，2003）。因此深度訪談為一種有目的的對話過

程，透過雙方談話取得受訪者對特定議題的具體認知、看法與意見，取得研究議題

的資料再做後續分析。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又稱為半標準化訪談

（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s）或引導式訪談。訪談前研究者會先有個訪談大綱，

不過過程中研究者不需依照訪談大綱上問題的順序問問題，而是依實際狀況做調

整，在訪談大綱的輔助之下，讓受訪者自由發揮看法暢所欲言，依據受訪者的回答

在臨場提出新的問題，並適時地追問（probing），將問題聚焦於某一範圍內（潘淑

滿，2003）。 
  本研究旨在探索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營運模式以及釐清媒體內部支持其策略

的來源為何，訪談大綱係根據Miller與Shamsie（1996）以及Hitt、Ireland與Hosiksson
（2010）有關組織資源的分類架構，並考量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特性加以修改後所

擬定。整體而言，研究者所擬之訪談架構係希望先了解受訪者所服務媒體的組織結

構與營收模式，並引領受訪者針對內容特色、人力資源、組織特色三方面做深入探

討，以期了解不同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在這些方面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試圖釐清組

織屬性或所有權結構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訪談細部問題如下： 

 
表 3-1  本研究訪談大綱（○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 

財 產 基 礎 資 源 

財務資源 

1. 成立時投入的資本額有多少？資金來源為何？後續有再增資嗎？投入

在新聞產製方面，哪種類型的新聞擁有較充沛的資金？ 
○如何募集資金成立新聞平台？投入在新聞產製方面，哪種類型的新

聞擁有較充沛的資金？ 
2. 目前有哪些營收來源？成立至今，每年收支情形如何？如果要預估未

來收支趨勢，請問您的看法為何？ 
○目前的收支情形如何？未來有考慮任何擴增財源的方式嗎？ 

實體資源 內部有哪些設備器材？有無專職工程師控管網站？其工作內容為何？ 

組織結構 組織編制，有哪些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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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媒體的契約合作 

發行管道有哪些？有造成任何影響嗎？ 
○目前讀者除了瀏覽網站來閱讀文章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方式也看得到

內容？未來有打算和不同媒體或入口網站合作，以內容授權的方式增加

露出機會嗎？如果真的這麼做，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知 識 基 礎 資 源 

內容特色 

1. 有哪些主要內容和服務？自認為與其他媒體不同的特色是什麼？ 
2. 呈上題，請問這些內容的產製過程為何？如何提供服務？針對的目標

市場與群眾為何？ 
3. 產製新聞時如何確認新聞主題？編輯室的氛圍如何？確認新聞主題時

考量的重點為何？ 

組織特色 
組織屬性或所有權結構對其內部組織的影響是什麼？自認為有別於其他

媒體的組織特色是什麼？ 

品牌形象 
1. 如何行銷推廣網站內容給讀者以及如何吸引廣告主？ 
2. 如何塑造自己的媒體形象，與其他網路新聞媒體品牌形象的差異為

何？（○☆新聞網站服務如何達到當初所創立的宗旨？） 

人力資源 
如何招募人員？是否有什麼標準？請問您覺得內部員工所具備的能力與

特質為何？與其他網路媒體員工的差異為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研究對象的選擇 

    由於本研究是從不同組織屬性為出發點，比較營利公司、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

業三種不同的組織類型，其各自產出的內容為何，以及各自擁有哪些資源與核心能

力，最後觀察擁有的能力能不能夠在競爭市場上創造優勢，期望能帶給未來新創業

者一些觀察與建議，因此研究對象係從不同組織屬性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中予以

選定。 
綜觀台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現況，2009 年開站的《新頭殼》為台灣首度以社

會企業方式經營的媒體，內部約有 14 位專職工作者，2015 年底上線的《報導者》

則為第一個以非營利基金會方式營運的媒體，目前約有 27 位專職工作者，考量組

織規模不宜相差太大，從網路上眾多商業新聞媒體選擇 2014 年初創立的《風傳媒》

為研究對象，其創立初期僅提供新聞與評論，直到一年後才開發軟性生活新聞，擴

充至 51 位專職工作者。因此研究對象依組織規模橫跨迷你型（新頭殼）、小型（《報

導者》）與中型（風傳媒），組織本質包含非營利（報導者）、社會企業（新頭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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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業媒體（風傳媒）。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以上三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主管與基層記者，除了從管

理者的角度審視整體營收和經營策略，更進一步訪談記者的實際工作現況與其對

組織目標的了解與認同，藉此同時比較兩方資料，確保組織妥善發揮與運用內部資

源與能力。 
表 3-2  本研究受訪者 

新聞媒體 訪談對象 職稱 受訪時間 訪談地點 

新頭殼 

蘇正平 董事長 2016.4.22 辦公室 

A 記者 2016.8.4 咖啡廳 

B 記者（已離職） 2016.8.7 咖啡廳 

C 記者（已離職） 2016.8.14 咖啡廳 

風傳媒 

溫芳瑜 媒體事業部營運長 2016.5.4 會議室 
夏珍 新聞部總主筆 2016.5.4 會議室 

D 記者 2016.8.15 餐廳與文字訪談 

E 記者 2016.8.17 咖啡廳 

報導者 

何榮幸 執行長兼總編輯 2016.5.6 會議室 

F 記者 2016.8.8 咖啡廳與電訪 

G 記者 2016.8.16 咖啡廳 

H 記者 2016.8.16 咖啡廳與文字訪談 

I 記者 2016.8.21 咖啡廳與電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次級資料分析 

 次級資料包含各種形式，從政府機關與團體組織所蒐集的龐大統計資料，到獨

立研究者的非公開觀察結果，將以上這些資料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就是次級資料

分析，其優點是省時與降低研究成本，研究者實際蒐集到的原始資料與次級資料有

互補作用，而非以替代形式出現（黃儀娟、董旭英，2000）。本研究除了透過深度

訪談，還希望以專訪、新聞、碩士論文、網站公開資料、媒體公開活動等作為輔助，

協助訪談時未能觸及或未深入討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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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 

第一節、新頭殼  

 2009 年九一記者節蘇正平、胡元輝、莊豐嘉等幾位資深媒體人共同宣布創建

《新頭殼》，那時候的媒體環境遍布置入性行銷，這群資深媒體人深感媒體環境每

況愈下，與此同時藉網路多媒體、互動等特性，欲建立一個專業新聞工作者與公民

協作的平台，於是《新頭殼》創生了，蘇正平憶起創立源起時娓娓道出，「之所以

會想要辦這樣一個媒體，主要是，當然一方面我們對於那個時候的媒體環境其實並

不是很滿意，那二來就是說因為整個網路時代的來臨，似乎開創了一種新媒體的空

間，那這種媒體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可是不需要那麼大的資金，這樣技術上

的可行，我們覺得假如有一個運作還不錯的編輯部，那不需要很多的資金，就可以

辦一個也許還不錯的媒體，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想像」。  
定位為社會企業（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頭殼》，內部章程

明訂「尊重新聞專業、培育優秀記者、推動媒體改革、促進民主深化」，即使在艱

困不景氣的媒體環境下，至今仍堅守不接受置入性行銷，這讓他們少了不少財源，

卻也為他們建立報導真實可靠的品牌形象，深受大眾肯定。《新頭殼》規模不大，

僅十幾位專職員工加上約聘記者與工讀生，撐過七年風霜的《新頭殼》，在這趟未

知的旅程中始終揚起風帆朝著目標前進。 

 

一、內容策略：綜合性專業新聞 

當前的媒體環境，不少記者被迫撰寫來自廣告業務部要求的置入新聞，新聞專

業自主深受老闆意念的影響。《新頭殼》創立的時候即以社會企業之姿進入市場，

期許自己為每況愈下的媒體環境注入一股正向改變力量的清流，首先有本質上的

取捨，堅決不做羶色腥的新聞報導，以及絕不接受置入性行銷，重視公共價值且關

注主流媒體較不碰觸或刻意忽略的新聞事件，至今仍秉持一開始創立時的初衷，不

過也可能因此少了許多資金收入，組織規模小無法擴編人才。 

因為我們基本上沒有那麼大的資源配置，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些選

擇，……，譬如說我們不做羶色腥的新聞，這是主動的一個選擇，跟其他

的譬如說像 ETtoday、NOWnews，甚至說蘋果即時來講，因為點閱率跟這

些很有關係，假如說純粹商業媒體的話，影劇、八卦是能夠帶來最大的流

量，這些我們不做，這是我們主觀上捨棄掉。（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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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這一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不做置入，沒有在做置入性行銷

這個東西，可能因為這樣就少掉很多財源，我猜啦，所以我們媒體組織一

直不是這麼龐大，沒有辦法維持像其他大的新聞網站那樣龐大，我們就一

直維持這種比較迷你的組織。（A，2016 年 8 月 4 日） 

 網路新聞媒體蓬勃發展，填補了主流媒體在報導某些議題上的空白，身為綜合

性新聞網站的《新頭殼》，新聞主題包含國際、政治、財經、司法、生活、媒體、

中國、科技、環保、娛樂、藝文及地方，但主要還是以硬性新聞為主，尤以政治新

聞的比例較高，其一開始就設定關注環保、媒體、中國（兩岸、人權議題）、公民

社會等，相對主流媒體來說是比較特別的一塊內容，此外就當時主流媒體時常疏忽

的國際新聞，《新頭殼》也有約聘兩位國際編譯，每天供應重要的國際時事報導，

即使流量不高，但也算是特色之一（莊豐嘉，2013）。 

對我們人力來講，環保啊、社運啊、政治，其實已經算是我們很主要在做，

我覺得都做得很不錯。我覺得從不同角度，一個事情的多元面向，《新頭

殼》的豐富性會比較好一點，露出的內容角度都蠻不錯，這是蠻好的。（B，
2016 年 8 月 7 日） 

一開始的時候，基本上還是界定在國內政治，在新聞網站上相對來講我們

算是做很多國際新聞，當然不是我們自己派國際記者出去，因為現在資訊

太發達，而是在取材方面，我們國際新聞做很多，兩岸、人權，這個東西

我們都做的很多。（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新頭殼》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關注主流媒體所忽略的議題，像是苗栗大埔徵

地事件，當時是名叫做大暴龍的公民記者在 PeoPo 公民新聞網上播放現場紀錄影

片，《新頭殼》不畏地方派系勢力左右，持續追蹤該事件發展，引發其他媒體跟進，

類似這種攸關土地正義的環保新聞，為《新頭殼》的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新頭殼》也特別著重報導關於媒體相關的議題，雖然現今政治人

物無法直接經營媒體事業影響內容產出，但許多深陷商業媒體遊戲規則的主流媒

體在面對敏感議題時，因擔心被抽廣告的風險或頻道可否上架的危機，多選擇避開

此議題或採取選擇性報導。像是 2011 年旺中併購中嘉事件，多數媒體因害怕報導

了之後蔡衍明不讓該頻道在中嘉有線電視系統上架而選擇噤聲，此時《新頭殼》全

面報導此議題，告知大眾事件的癥結點。 

我們報導很重視那些比較弱勢的社運的議題或是媒體，反媒體壟斷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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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通常主流媒體它比較不會去注意到。（莊豐嘉，轉引自曾凱暐，2014） 

 《新頭殼》定位自己為社會企業，雖仰賴商業模式，但更重要的是達到其創立

時的宗旨、目標，所以報導的內容著重公共議題。在面對可能威脅到台灣未來發展

的事件時，《新頭殼》希望自己肩負社會使命，主動積極追蹤報導，提供多元觀點

培養大眾思考事件的能力，而不是僅激起民眾的怨懟，製造話題熱度，藉此增加網

站流量。 

社會企業概念通常是對公益公共的社會有一點責任，所以它提供了一些

公共財，那我們提供這種新聞基本它也是一種公共財的概念，其實大家都

可以使用，因為你看這網路新聞也不用錢。（莊豐嘉，轉引自曾凱暐，2014）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存在許多傾注心力在改革社會事務的民間團體，使得台灣

的民間團體處於蠻活躍的狀態，這漸漸地影響到台灣的政治，像是一些遊行示威的

社會團體成功影響決策者的施政決定，當時傳統媒體卻很少注意到這塊，《新頭殼》

在一開始就注意到公民社會這一塊。 

早期一開始只有我們做其它很少處理到的是，公民社會這塊，只有我們剛

成立的時候，對於一些公民團體的活動、社會團體的活動，我們算是所有

媒體裡面最重視，也發揮一定效果，那現在大家都在做，當然我們還是繼

續做，可是就變成…不敢講那是我們的特色。（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新頭殼》網站的內容除了新聞之外，還包括評論、專欄（接受各式主題）、

讀者投書等，此外並於創辦時致力成為專業與公民互動的新聞資訊平台，前總編輯

莊豐嘉認為，「網路的發展不能只是傳統的專業直接單向的對話，它必須要跟公民

互動，而且必須跟公民互動還不是說，我們做什麼他來對話而已，而是讓公民也參

與這個網站（轉引自曾凱暐，2014）」。因此開台時也有一些創舉，包括公民記者、

線上辯論和開放編輯室等。他們雖提供專業新聞，但更希望達到 Web 3.0 的境界，

也就是說，不只有互動，甚至是讓民眾自行參與網站運作，報導自己關心的議題（莊

豐嘉，2013）。公民新聞發展至今仍不是非常完善，可能是由於並沒有特別投入時

間培育公民記者。 

他會想去引進一些像公民記者的部分的資源，私下講我覺得這塊沒有做

到很成功，應該是說他的資源媒合還沒有辦法做到……（C，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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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線上辯論」預先是希望正反雙方提供文章，讓網友投票，後因考量時效性與

內容觀點上的平衡，曾經停擺，後來微調成由編輯蒐集正反論述，不定期推出一個

新的主題，至今仍然持續在運作（莊豐嘉，2013）。 
《新頭殼》為了樹立自己專業形象及推動媒體改革，以身作則設立「公評人

（ombudsman）」與製播「開放編輯室」節目，《新頭殼》邀請學者擔任公評人，當

讀者對內容有異議提出申訴時，由學者以第三方角度來審查《新頭殼》的表現，《新

頭殼》願意接受民眾監督，強化媒體自律，不過後來發現申訴案件很少，設立公評

人也需要資源的投入，對於規模不是很大的《新頭殼》來說，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故一年之後就暫緩了。 
「開放編輯室」的想法在當時算是非常新穎的創新，對閱聽眾而言，開放媒體

的編輯會議就像是揭開其神秘面紗，讓大眾進一步了解媒體內容產製過程，當初是

希望透過網路直播編輯室會議，讓大眾參與此過程，甚至是主動提供想法，讓編輯

部在決定新聞議題時更能夠考慮到公民想法，然而這個嘗試卻未成功，原因有三，

一是通常時事議題繁雜，若資訊不夠充分，本來是想促進社會大眾溝通交流，反之

可能會誤導大眾；二是剛開始這個做法十分新鮮，過了一陣子之後熱潮下降，且登

錄有門檻使得參與者愈來愈少；三是記者為了準備開放編輯室的內容，壓縮到其實

際採訪時間，對於以提供即時新聞為目標的新聞網站，這是很大的損失（莊豐嘉，

2013），所以後來約在 2012 年 10 月時改為邀請來賓受訪，名稱改為「星期話題」，

但這對在外跑新聞的記者來說仍然是額外的工作量，不僅由記者自己決定當周主

題，通常是鎖定當周熱門議題，還需要由記者自己善用人脈尋找最適合的受訪者上

節目接受訪問，紛紛讓記者備感壓力，這個節目持續兩年後停播。 

那時候開放編輯室有個問題，他是叫線上記者輪番回去播報、主持，最剛

開始是將編採會議公開，那時候我還沒進去，可是我聽說反正那時候開放

大家還是沒人看，後來就變成邀一些來賓當話題性節目，到後來都要輪番

回去當主持人，通常記者找來賓居多，很累，後來我離開之後就沒有這個

制度。（C，2016 年 8 月 14 日） 

為了實現為弱勢發聲以及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培力大眾，《新頭殼》上線之

後籌備了另一個節目─「幸福報報」，邀請社會上許多推動改革的公民團體到《新

頭殼》辦公室，免費提供場地、錄影設備和內容發布平台，讓這些公民團體學習如

何自製節目，曾參與的公民團體包括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原住民部落、動物保護等



 

46 
 

超過四十個以上團體，對公民團體來說，給予他們一個發聲的機會與平台，能夠傳

播其欲推動的事物與社會改革的理念，透過《新頭殼》網站與各個入口網站的合作

關係，強化了該節目的露出機會與被瀏覽的機率，而對《新頭殼》來說，同時也增

添了網站內容的豐富度，彼此互利互惠。後來因內部設備更新、製作品質的考量，

此節目維持了三年半在 2013 年 6 月底暫告一段落。 

 

二、資源與能力   

（一）小而美的精簡組織  

 《新頭殼》是由幾位資深媒體人共同討論與創建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適逢網

路興起的時代，且當時傳統媒體大都尚未推廣數位化內容，加上網路上僅少數幾家

原生新聞媒體出現，因此《新頭殼》握有先發優勢，醞釀了一年多且擷取早期明日

報的慘敗經驗，找尋願意贊助的投資者在 2009 年創立了。成立時投入約一千萬的

資本額，至今增資兩次，累積五千萬資本額。 

畢竟媒體還是必需要有一定的人在那個地方，操作、採訪，還有一些基本

的配備，所以我們一開始投資大概一千萬，不過很快就會發覺，新媒體雖

然投入的資金不需要太多，就可以開始運作，可是運作下去就曉得，新媒

體其實收入很少，他開銷不是那麼大，可是收入更少，假如你是長期要經

營，因為媒體必須要累積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發生影響力，所以我們就決定，

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必須要增資，中間大概經過可能是兩次增資，我們現在

資金是，資本額是五千萬。（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而資金大部分是用於新聞產製，創立初期還需要購置相關設備，幸運的是當時

有一個企業願意免費提供頻寬給《新頭殼》網站使用，所以《新頭殼》只需再添購

主機等器材，就可以維持網路新聞媒體的運作，於是當時有聘僱網管來處理這個部

分，近幾年《新頭殼》改租借雲端，目前則無網管一職，由董事長特聘 TonyQ（王

景弘，曾協助柯文哲競選網站）為《新頭殼》網路顧問。 

網管的部分，本來因為我們是跟人家借用它們的機房，然後我們有自己的

主機，大概在一年前，我們就決定，因為現在雲端的費用也低的很多，所

以我們現在就不再使用別人的機房，我們就直接用 Amazon 的雲端，我們

現在網站是架設在 Amazon，每一個月付 Amazon 的費用，因為現在網路

降的很多，我們就覺得不需要再投資那麼多的錢到硬體上面去，就直接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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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新頭殼》的組織編制小巧玲瓏，所有專職員工約 14 位，內部分為行政業務

部與編輯部，前者（約 3-5 人）負責尋找贊助商，對外拉廣告以維持《新頭殼》的

開銷支出，後者全權負責《新頭殼》網站內容的產出，編輯部有總編輯（目前暫時

懸缺）、副總編輯、主編、晚班編輯、記者（4-6 人），分線為社運、民生、政治，

政治線人員配置主要是分成執政黨跟在野黨，細部會因政黨輪替而些微調整。 

（為什麼當時會多出台北市政府這條線？）公司需要，選舉到了，2014 六

都選舉，那你台北市政府不能沒有人跑台北市政府選舉啊，所以就增派人

力。（B，2016 年 8 月 7 日） 

執政黨不一樣的時候也會有一些調整，看你現有的人力多寡或是他的專

長也會有所調整，其實《新頭殼》單位比較小，所以基本上路線都很好

喬……（C，2016 年 8 月 14 日） 

可以觀察到記者大多布置在政治線上，故《新頭殼》產出的新聞以政治新聞為

主。約聘的部分為國際編譯（2 人）、地方記者（4 人）、工讀生（數名，每天固

定有 2 位工讀生）。專職記者平均一天至少撰寫 4 則新聞，國際編譯一天約處理一

到兩則稿子，主要是瀏覽外電或外國媒體的原始報導，然後翻譯成中文新聞，故國

際編譯相對地要有不錯的外語能力以及需對各國政經脈絡有基本認知，工讀生負

責處理國際新聞與突發新聞為主，主要是改寫中央社的新聞或改寫外國媒體的中

文版（網）及負責主管交代的事項，畢竟《新頭殼》仍然是即時性新聞媒體，由於

記者人數不多，故需要工讀生協助改寫一些記者無法顧及但又重要的新聞，通常是

參考中央社或者其他家媒體（如四大報）的內容，最後以綜合報導形式刊登，維持

一天約 30-35 則新聞稿量，曾擔任工讀生後轉記者的受訪者談到，「人力不夠，不

管是什麼類（新聞），通常你看到需要就會改寫一下。那時候我（工讀生）一天負

責八則（B，2016 年 8 月 7 日）」。  

一天的話，以我啦，我剛入行不久，我也不太敢一天就這樣沒什麼產出，

所以我一天基本上大概維持四篇。四篇的話也不是說四篇都是從新聞現

場下去生成，畢竟現在科技在變嘛，新聞的消息來源可能有時候不一定是

在一個現場，有時候是他們自己發發臉書，就是一則新聞，比方說那些立

委，他可能上網發個臉書，他有時候不選擇去開記者會，或是不選擇讓媒

體訪問，因為太多家了，他就乾脆直接用臉書發布聲明，一方面也可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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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者講這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媒體人都知道，就不用再那邊要去

堵他，其實有時候一天要生產四篇，我覺得還 ok，以即時性媒體來講是

還 ok，我基本上會維持這樣的稿量。（A，2016 年 8 月 4 日） 

會有即時性的壓力，因為《新頭殼》是網路新聞，既然是網路新聞，那麼

即時性會是網路新聞媒體中蠻重要的因素跟環節，當然對新聞來講更注

重的是內容的豐富性跟多元性，角度要多、角度要廣，一天不強調說至少

要幾則，但如果以活動來看，早上、中午可能可以出一到兩則新聞，以時

序來看，那下午大概也是兩則左右，其實一天可以出到三四則新聞是沒有

問題。我一天在台北市政府，如果很忙可以出到八到九則新聞，少也有三

則，多一定有七八則。對我來講重要的我會先出，那次要的跟我線上有關

的、民眾也會注意的，沒有寫的我就會用補的。（B，2016 年 8 月 7 日） 

（二）與外部媒體合作向外推廣 

獨家契約包含兩種，分別是與其他組織合作，付費或免費獲得內容，藉此增加

網站內容豐富度，另一種是推銷自己產製的內容，授權給其他發行管道，提升自身

內容的露出機會。 
《新頭殼》內部向中央社購買新聞，當超出線上記者工作量但又十分重要的新

聞就交由工讀生觀看多家媒體以及中央社去改寫成綜合報導，另外也有付版權費

給美聯社、法新社，可以直接引用他們的照片，此外內部也積極向外邀稿，包括專

欄、評論、書評等皆是，身為綜合性即時新聞網站，蘇正平董事長不只希望內部只

做政治新聞，更希望能包含國內外藝文活動等軟性內容，同時平衡主流媒體長期重

北輕南的編輯方針，呼應其一開始提到關注主流媒體所忽略的議題內容。 

我們還是會處理一些，包括國外的、國內的藝文活動，你很難講那個東西

會變成你主要的成品，因為還是不夠多，可是有好的東西，譬如說我們也

跟高雄的三餘書店合作，他們固定每個禮拜會有一個書評，那個跟政治無

關，可是我們會覺得那個跟文化有關，而且跟南北平衡，我們會希望多一

點南部的東西也出來。（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新頭殼》剛創立的時候為了在短時間內讓大眾認識它，一開始免費提供內容

給入口網站，希望藉入口網站的高流量與強大觸及率，將《新頭殼》的內容迅速地

推出去，後來營運三、四年上軌道之後，許多入口網站慢慢認同《新頭殼》製作的

新聞內容，《新頭殼》便開始向他們談內容授權合作，爭取授權費用，目前《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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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和 HiNet、Yahoo、MSN 等入口網站維持合作關係。 
2014 年初蘋果即時新聞首度與多家網路媒體合作，對象包括《上下游》、《新

頭殼》、《苦勞網》、《公庫》、《環境資訊中心》，基本上蘋果即時提供一個類似入口

網站的平台讓這些媒體產出的內容多了個露出機會，彼此之間無金錢利益交換，對

網路媒體而言，也許可能因此擴展不同族群的讀者來閱讀，同時當讀者連回媒體網

站時，亦增加網站流量，對蘋果即時新聞來說，則為其提供較為嚴肅且硬性的新聞

內容，稍微平衡其以往給人的印象，前總編輯談論到此曾表示，「它可以讓蘋果日

報的新聞比較有一點質感，可是我們就增加流量也增加曝光的能見度（轉引自曾凱

暐，2014）」。 
實際觀其效益發現，至今營運七年多的《新頭殼》目前已站穩腳步累積一定的

能見度，也有和多家入口網站合作增加內容曝光度，所以與蘋果即時新聞合作的效

益不高，然而對於那些尚未與入口網站穩定合作或曝光度較低的網路媒體來說，這

次與蘋果即時新聞的合作就極具有意義，它們可以藉蘋果即時新聞的高流量來觸

及更多閱聽眾，不過也需考量的是蘋果即時之所以流量如此高就是因為內部要求

記者一天發到一定則數的即時數量來衝網站流量，所以重要資訊有可能淹沒在漫

無邊際的即時新聞資訊海中。 

我們比較少把我們的新聞貼到那個地方去，它（蘋果即時)開放後台可以

貼到那邊去，並不是他們選的，他這個做法是有一點把他也變成入口的概

念，因為他也不願意花錢買，可是他提供給一些相對來講比較小的媒體或

者是社會團體，讓他們的新聞有曝光的機會，對我們來講，那只是很多出

口之一，因為我們的新聞不是非得在那個地方出現不可，我們自己本身網

站也有一定的點閱率，再加上幾個大的入口網站都有我們的新聞，其實那

個曝光度是夠的，所以他們當時在談這個合作，我們是有同意，就是每天

沒有那麼積極把我們新聞 po 到那邊去。（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三）新聞室尊重記者專業自主 

 《新頭殼》的組織規模很小，約莫由十幾名員工組成，每天記者在外跑新聞，

寫完稿子後回傳給編輯台，經主編審稿，仔細檢查有無錯字與內容完整性，如有看

不懂或需要補足的地方，便直接聯絡記者並稍微討論一下，直到最後定稿後才上架，

身處在網路新聞媒體的戰場，《新頭殼》算是少數幾家有審稿機制的新聞媒體，有

些家媒體甚至由記者寫完直接上稿，伴隨而來的風險是內容出錯機率變高。由於

《新頭殼》編制不大，每到假日需由記者輪流值班，所以假日新聞便沒有額外人手

審稿，且假日的新聞稿量也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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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值班的時候是沒人幫你看稿，以前的編制是說，禮拜六禮拜天大家正

常休假，可是有一個人要上班，那上班那個人就是要負責 hold 所有的新

聞，我們有值班制度，所以說這樣的話出錯率會比較高，平日的話，我們

的運作方式就是記者，上去主編，再來就出去，總編有時候也會看，如果

比較重要新聞的話，或是說總編跟主編分頭看，基本上的話就是記者出去

之後，上面編輯台（主編或總編)會幫你審過一次才會上去。（C，2016 年

8 月 14 日） 

 經過多道守門來到編輯台時，有些報紙媒體也許會因媒體經營者的政治色彩

擅自對記者寫的新聞稿「加工處理」，更有甚者直接以版面限制為由不刊登該報導，

歷經旺中併購中嘉事件，新聞室控制與記者專業自主權以及經營者的適格性等議

題終被拿出來詳細討論，而《新頭殼》在這方面被認為表現不錯，新聞內容的產出

不會因主管（總編、主編與董事長）或投資者的個人喜好或私人利益而在新聞撰稿

上有所偏頗，內部編輯台更不可能擅自決定不刊登記者撰寫的新聞稿。 

（投資者會干預內部運作？）我覺得應該不會，一來編採會議也不會請他

們來，那些人贊助就是金主的概念，再加上可能也認同我們的立場，我是

覺得不至於會影響，因為到現在為止，我覺得我自主性還蠻高的。（A，

2016 年 8 月 4 日） 

每周二（編輯部）固定開一次編採會議，會中由記者分別說明各自線上的最新

狀況，舉凡線上發生的重要事情、後續發展、可觀察的焦點等，訪談時記者提到，

「我那個時候在跑立法院，跟他說下禮拜要預算表決，這種就會特別提醒長官，也

會跟他講說我們要注意哪個環節，那長官可能也會跟我講說，也許我們可以再注意

哪些點，基本上還是討論未來新聞的走向。」通常主管會在編採會議上討論說內容

在哪些部分可以補強，提醒記者在撰稿時角度要更全面，同時勉勵大家多寫自己的

觀察、看法等特稿，不過以上這些並非硬性要求，通常是給建議與期許，決定權還

是在記者身上。 

內容的部分，除非說是錯的非常離譜，他不會預設框架，他不會說因為我

們是比較偏綠的媒體，可能你寫一些批評政府的報導他就不讓你上，他不

會這樣，他通常都絕對會讓你上，可能事後在編採會議上面會檢討說，你

這則新聞，你可以處理的方式，他還是會希望說你朝著，也不是說維護政

府，他會有一些他們自己比較偏好的取向，會跟你講，但也不會指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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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給你一些建議，只是說你之前寫的那些稿子，他還是會幫你上架，不

管怎樣。（A，2016 年 8 月 4 日） 

他不會修改內文，幾乎不會，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會，百分之一可能是他認

為是不是這個地方有疑問，那他會請你去查證，這段寫得有沒有問題，是

不是真的是這樣，你聽到的是不是這樣，別的報紙寫出來不是這個角度，

為什麼你寫出來的是這樣，是不是你有聽錯，……，就是尊重記者自己在

現場採訪的內容為主，不會說因為媒體立場的關係而修改他認為應該怎

麼引導新聞內容，不會，這是《新頭殼》真的不錯的地方。（B，2016 年

8 月 7 日） 

（四）即時性潛移默化至記者心中 

 最初決定在網路上創辦新聞媒體，一來網路門檻較低，二來網路本身多媒體、

互動性，讓《新頭殼》敢於創新嘗試製播節目與公民產生交集，同時也需適應網路

即時特性，這讓多家傳統媒體費盡心思想著如何成功數位轉型，於是記者面臨了工

作上的轉變，彷彿聽到鳴槍聲響便開始奮力奔跑，加入永無止盡的即時新聞競賽。

《新頭殼》記者紛紛表示，通常會要求自己在事件發生後半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內完

稿傳回編輯台，因為愈快發出去愈有可能搶時效與點閱率。又《新頭殼》記者的資

歷約資深資淺各半，剛工作幾個月的記者表示，「資淺有資淺的好處，比較適應現

在這個即時的媒體生態」，也許是因為現今剛畢業找工作的社會新鮮人本來就習慣

觀看即時新聞，加上其未經歷過報紙的工作環境，所以較易融入當前工作環境。 

我們通常是這樣，一篇就完整的啊，希望是這樣，你早上十點的活動，十

點半採訪結束，十一點至十一點半以前，至少一小時內產出一則新

聞。……自我要求啦，你看自由、蘋果、聯合、中時大概那幾分鐘內出，

就大概在他們那個出的五到十五分鐘內把它寫完。（B，2016 年 8 月 7 日） 

可能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把內容丟回去，時間上我覺得還蠻緊迫的，因

為還要跟其他的網路媒體競爭，例如說 NOWnews、ETtoday、中央社、風

傳媒之類的，還是要跟其他媒體競爭時效性，因為有時候你愈早發真的點

閱率會比較高，還有 yahoo 新聞、三立新聞這些，他們現在都在做網路新

聞，所以有時候為了點閱率還是會盡量搶快，基本上時間壓力會來的比其

他媒體大。（C，2016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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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以社會企業方式號召認同《新頭殼》理念的投資者，即代表《新頭殼》

要以商業手段達成社會目標，故其仍需和其他網路新聞媒體競爭廣告收入，通常廣

告收入是根據網站流量而定，雖然主管們較重視報導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於編採會

議上也不會刻意談到點閱率，且在網站上也未公開點閱率數字，不過流量多少會影

響記者個人內心感受，但不會影響實際寫作撰稿，在進行新聞資料蒐集、撰稿上，

記者仍遵循新聞專業價值。 

我覺得很現實的角度，我們新聞網站也是有 TOP5，我們網站還是有把這

禮拜（幾天)流量 TOP5 列出來，所以我覺得雖然嘴巴上不說（流量)，實

際上他是覺得說，你如果寫到一些比較有流量的東西的話，他們會覺得還

不錯，我是覺得就像我們有時候，我們自己心裡面對新聞重要性的評估或

衡量，有時候難免啦，會以流量為主，當然不是完全以流量為主，最重要

的還是說這新聞有沒有報導價值，如果有報導價值，就算沒有流量還是會

報導。（A，2016 年 8 月 4 日） 

通常點閱率會是大家好像沒那麼 care 的事情，但其實你心中會默默 care
說，這一條點閱率可能不高，或者是說你可以從標題或內容，想個辦法讓

他點閱率可以高一點，這是我個人。……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業績）考核

什麼，點閱率其實不是我們考核任何內容項目之一，都不是。（B，2016 年

8 月 7 日） 

（五）充分授權的扁平化組織 

 當談及組織氛圍時，記者不約而同地覺得在《新頭殼》工作，同事之間的相處

如一個橫向團隊，與主管比較沒有上對下的關係，反之，比較像是工作夥伴，整個

組織因人數不多，屬於扁平化組織，有位記者聊到此說，「縱使說還是有長官，譬

如說上面還是主編、總編、董事長，但是不會那麼覺得，他們是長官所以我要...就
不會覺得特別畏懼他們是什麼人，比較像是朋友關係」。組織內部平常透過社群媒

體互相交流意見，平日如到了傍晚時刻稿量卻只有十幾不到二十則時，編輯台就會

在臉書社團上提醒大家今日稿量不夠，以柔性化管理叮嚀記者多丟一些新聞上來，

非依恃主管權威責備記者，記者幽默地認為，「我都戲稱…《新頭殼》根本就是新

聞界的幼稚園，就是養成班，很多菜鳥記者，都在這邊發跡，一來這個環境比較友

善一點，編輯台的氣氛比較溫馨一點，所以有時候難免還是會稍微...比方說你寫東

西寫的東西亂七八糟，有時候難免編輯台就會苛責你一下。但比較不會說是用飆罵

方式在罵，比較溫和一點」。另在編採會議上往往討論的是某位記者這周表現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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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的切入點或觀點獨特，分析那些表現不錯的背後原因，以讚許鼓勵取代指責。 

（編採會議上）不會特別去指說，欸 XX 你怎麼寫這些東西都點閱率都這

麼低，可是會指說，欸你今天寫的東西點閱率很高，他可能會講好的，可

能也有講，也許你這個東西是因為有寫到什麼還是因為我們做到什麼事

情，例如說我這篇就是寫的比別人快，還是我這篇東西抓的點就是比別人

還要犀利，所以我才有點閱率，基本上我們會討論到好一點、比較正向的

案例，比較不會去點說欸你今天點閱率怎麼這麼慘，不會。（C，2016 年

8 月 14 日） 

比報的話，我們通常都是會覺得說，比方說哪一家，他做了一些比較獨家

的報導，有時候會在會議上面提出來，說這個報導很重要，那我們要去

follow 他的後續，但我們不會去苛責說，你這條線的人怎麼沒有去跑到這

條獨家，我們比較不會去這樣做，就給我們比較大的空間，自主性跟空間

都還蠻大的。（A，2016 年 8 月 4 日） 

 扁平化組織不像嚴密的科層制度組織，組織成員的關係如隊友，彼此互相協助

照應，主管與下屬間的溝通直接、有效率，因無縝密的科層，主管充分授權給記者，

相信記者本身的專業，給予他們極大的自主空間，多位記者表示，在撰稿時一定要

附上照片，有時如果能額外拍攝影片的話能讓新聞內容更加豐富，但這並沒有硬性

規定，因網路本身就無版面限制，故撰稿時無字數篇幅限制，在內部的主管給予記

者極大的信任，通常依記者自身經驗或平常編採會議上的討論凝聚出對新聞議題

選擇的敏感性，平日跑新聞時，從新聞議題的選擇到實際採訪撰稿，相信記者第一

道守門，當編輯台確認事實無誤時，最終定會讓記者撰寫的內容露出。 

就組織上來講，因為我們不是大的媒體組織，媒體沒有那麼大，當主管就

不會太威風，基本上我們不會是一個很…所謂威權管理，不太可能是那個

樣子，可是就是說跟不同的主管，每一個主管他的個性啊，還是會有一些

差別，基本上我們是讓記者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不會把記者限的死死的，

這個不能寫那個不能寫。（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雖然有時候他們還是會說，也許我可以處理哪些角度、哪些重點，或是我

可以提及哪些內容，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做的很好的是，他們基

本上都還算蠻相信第一線記者，就是我們的判斷，因為有些媒體長官它是

會寧可相信其他家寫的東西，而不相信自己旗下記者寫的東西。（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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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4 日） 

《新頭殼》雖然沒有正式的培訓新成員的機制，不過由於大部分資淺記者都是

從工讀生做起，累積一段時間後熟悉《新頭殼》的新聞規範、組織運作等，對《新

頭殼》來說，也方便就近觀察工讀生的工作態度，所以往往過了一段時間內部如有

開缺的話，會優先詢問工讀生的意願。對新進記者來說，在編採會議上他們像塊強

力吸水海綿，藉實際個案的討論，汲取資深記者基於過往經驗對類似新聞事件提出

的洞見與觀察，除了協助記者找尋新聞的切入點，也有助於彼此代班。 

我們公司也有兩三位很資深的記者，有跑數十年的記者，他會跟我們分享

很多，編採會議的時候...因為編輯也是很資深的前輩，所以都會跟我們分

享在跑新聞的時候該注意的內容，其實對我們來講，對我們新進的同仁來

講，是蠻重要的，他會大概指導你說在某些議題上該怎麼處理，我覺得這

蠻重要的，在這點其實是蠻不錯的。（B，2016 年 8 月 7 日） 

《新頭殼》除了要求記者負責每日新聞之外，董事長期盼記者能夠撰寫更多較

深入的觀察、專訪、特稿等，所以如當天沒什麼重要新聞事件發生時，記者就可趁

此去做專題新聞，或記者事先跟主管報備某天要專訪，當天主管便會請內部其他記

者或工讀生協助報導，《新頭殼》因組織規模迷你，工作內容彈性分工，主管給予

記者蠻大的包容與願意承擔責任，甚至有時主管也會協助處理每日新聞，維持每天

約 30-35 篇稿量露出，畢竟《新頭殼》仍自許為即時性新聞網站，需要有少部分的

廣告收入支持《新頭殼》持續前進。 

他們（資深記者）可能有他們自己想要跑的路線，有他們自己想要做的專

題，想要訪的人，那公司會給他們比較大的彈性，你一天其實你如果想要

做專題，你跟我們講，那你就可以不一定要跑這麼多則，你可以比方說挪

一些時間去做你想要做的東西，一些比較表面的即時性的新聞，就丟給內

勤的工讀生或編輯，包括主編跟總編，他們都會自己跳下去處理新聞，有

的時候。（A，2016 年 8 月 4 日） 

（六）真實可靠的新聞適時產生影響力 

 《新頭殼》本身提供較嚴肅的硬性新聞，雖定位為綜合性新聞網站，但其主觀

性的作出取捨，不報導羶色腥的新聞，於是在網站上找不著娛樂八卦、社會新聞，

反之，強化政治、社運等關乎公共事務的議題，關注公民社會、民間團體，一群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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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主流媒體遺忘卻其實十分活躍的人們，他們並非靜默不語，而是主流媒體從未賦

予他們傳播權利。因此蘇正平董事長自己覺得《新頭殼》給予人的印象是「可靠的，

是可以相信的」，當記者錯誤報導時，《新頭殼》也會勇敢承認並更正，「你來看《新

頭殼》的新聞，不需要去懷疑《新頭殼》大概有什麼目的，故意發這條奇奇怪怪的

稿子，我相信很多人他會在看其他媒體的新聞有一些疑問的時候，會到《新頭殼》

來看看《新頭殼》到底是怎麼報導這個事情，所以我們不是點閱率最高的一個新聞

媒體，可是基本上我們新聞的可靠度、受信任的程度，我想是還是 ok 的」。 
《新頭殼》期許自己能成為一個專業與公民互動的資訊平台，所以在創立初期

即有規劃記者跑公民社會、社運這個路線，2010 年由公民記者拍攝「當怪手開進

稻田中…」的影片在 PeoPo 公民新聞網上播映時，《新頭殼》從不畏懼地方派系的

威脅，立馬派記者去採訪，後來大埔徵地事件在網路世界不斷被轉載、發酵，使得

主流媒體也加派記者跟進報導，此事件報導實現了《新頭殼》對自己的期許─成為

能夠發揮影響力的獨立媒體。 

我們那個時候有專門的記者跑這些，我們那個時候跟一些社會團體，共同

在這個地方設置一些有關公民團體、公民議題的節目，所以我們在一開始

投入非常多在這一方面，其實很快在一些事件上她就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譬如說大埔事件，大埔事件雖然說最早是部落格去發表的，可是我們在很

早的階段就去抓了這個議題，我們有派記者到當地去採訪，然後把這些團

體都帶到我們攝影棚來拍攝，然後連續一個禮拜報導這個東西，因為我們

在所有入口網站都看得到，所以事實上，雖然沒有在主流媒體，可是在網

路世界已經都引起很多的討論，之後主流媒體才看到這個東西，在三立大

話新聞裡面開始整個禮拜討論這個議題，就變成很大的議題，我們在那個

事件裡面，多少好像有點中介的角色，把一個本來是很地方的、個別部落

客的一個議題，經過我們把它傳輸到一個更多人討論的範疇，然後進入主

流媒體，然後變成重要的政治事件，然後對台灣整個政策也產生重大的變

化。（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另外，《新頭殼》長期關注媒體報導，那個時候媒體環境長期接受置入性新聞

的狀況逐漸浮出檯面，內部新聞室任憑付費購買新聞的商人凌駕記者的專業意理，

實違記者專業自主權，當遇到涉及媒體併購事件時，多數主流媒體都選擇噤聲，深

怕報導了之後就面臨被封殺通路的風險，而《新頭殼》因社會企業的組織屬性與創

立宗旨，大幅報導關乎媒體第四權發展的新聞事件，希望能促進媒體實質上的改革，

舉個例子來說，2012 年中時接受福建省來台行程的置入性新聞，林朝億記者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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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建置入中時 陸官員：發票來了 錢就匯過去」新聞揭發中時欲掩蓋的真相，

成為獨家新聞，讓《新頭殼》一炮而紅。 

我覺得我們最有名的一篇報導就是，林朝億在報導中時，他用反串的方式

去問說福建省政府有沒有置入到中時，他就反串說他是中時內部的人去

問他，福建省的人就證實到時候會把錢匯給他，這篇報導就很有名，我記

得讓我們《新頭殼》大曝光的一個獨家，其實揭發中時置入，而且還是中

國政府置入中時，也是引起軒然大波，這一件事情我覺得就算讓我們《新

頭殼》有能見度。因為都報導這種事情，代表說自己沒去做置入。（A，

2016 年 8 月 4 日） 

 《新頭殼》因很早就有佈置社運這條線，故記者從很早開始就慢慢累積人脈與

觀察，在經歷幾次社會運動後，實際發揮影響力，使得愈來愈多人認識《新頭殼》，

甚至願意轉貼《新頭殼》的新聞，有位記者侃侃而談地聊到，「我覺得《新頭殼》

會崛起的最大關鍵是太陽花學運，……，因為他們之前就有在經營社運這塊，所以

他們的觀點跟其他媒體比起來會比較稍微獨特一點點，比較不會像是其他媒體，新

聞（偏)傾向保守，觀念比較保守，再加上在社運這塊也累積一些人脈，所以我們

也是可以訪問到一些人，在太陽花學運，我記得我們流量變得比較好，也不是說比

較好，我覺得我們網站從比較默默無名到現在稍微好一點，稍微能見度高一

點。……在 PTT 也好，在臉書也好，從學運之後開始，願意轉貼我們新聞的人數

變得比較多了，要不然之前大家都還是習慣去看 ETtoday、NOWnews、Yahoo 奇摩

新聞，自從那個事件開始之後，發現說我們臉書粉絲團按讚人數比較（多）」。 

 
（七）欲從事深度專題，然資源有限 

 《新頭殼》內部記者約 4-6 人，編輯台約 2 人（副總編與主編），創立初期曾

製播星期話題節目，每周邀請來賓共同討論各個社會議題，加強網站內容的深度與

廣度，後來因流量不高不符合成本效益便停播告結，改由記者撰寫專題來強化這塊，

而專題指的是比較深入、以議題為主、較不因時效性影響新聞價值的報導，專題主

題可能是從記者平常累積的消息來源的口中得知，亦可能是記者長期跑線培養出

敏銳的觀察，所以良好的人脈關係與專業的洞察力是寫出一篇深度專題的基礎技

能，亦是資深記者用時間與經驗去換得的能力。 
 當訪談到內部記者的經驗背景時發現，《新頭殼》的記者資深資淺各半，年輕

記者有一部份是從工讀生做起，畢業後直接加入《新頭殼》團隊，不過因《新頭殼》

社會企業的組織屬性，難以提供較優渥的薪資，故多數年輕記者待不久便跳巢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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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媒體，人才頻繁流動相對地為組織帶來更多的溝通成本。 
 主觀上《新頭殼》想做深度、調查報導，但實際情況囿於資金有限、人力不足

與記者能力而難以達成，其實這三者環環相扣，《新頭殼》受限於資金有限，不能

雇用更多的記者或者以高薪聘請有經驗的記者，而專題對資淺記者而言有一定難

度，因尚未累積豐富人脈與培養洞察力，能去挖掘消息來源隱藏於背後的意思或針

對某一議題進行全面多樣化的角度觀察，再者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平常光跑線、代

班就可能佔據記者大部分時間，怎麼可能擠出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做專題報導，所

以在一開始《新頭殼》便考慮多和外界組織合作，目前有和 weReport 合作，《新頭

殼》提供平台，同時也增加《新頭殼》內容豐富性。 

我覺得我們公司還是希望能夠讓整個網站的品質提升，它還是希望說內

容方面能夠盡量的深入，林朝億大哥專門在負責維持說我們網站的深度，

畢竟其他三個在跑線的人都是比較資淺，可能剛入行不到一年的人（菜

鳥），林朝億大哥他已經跑了二三十年有了，所以他會有很多的，跟民進

黨那邊或一些媒體同業，他會有很多人脈，所以他會有很多消息來源，有

時候會請他寫一些對於政治生態的評論，評論也好或是一些觀察，比較獨

家的觀察，深度那塊可能就是靠他在維持，其他人都是比較資淺一點。（A，
2016 年 8 月 4 日） 

我們主觀上也許會非常想做，可是沒有辦法做到的，譬如說深度採訪或者

調查採訪，……，藉由 weReport 平台，有人願意資助可以鼓勵人家做這

個東西，包括 NewTalk 在內，我們可以提供平台讓這些報導可以發散出

去，所以我們自己本身沒有做很多的深度報導，調查報導更困難。（蘇正

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另外，媒體內容如未能觸及閱聽大眾或是政策決策者時，將難以撼動社會凝聚

共識，所以組織除了默默耕耘每日新聞之外，還需要積極地將內容推出去，《新頭

殼》內部人力資源有限，故沒有聘僱專門的社群小編，通常是由記者身兼社群小編，

董事長在訪談時說，「我們粉絲團是一個自然成長的粉絲團，大概是由編輯台那邊

每天也會選幾則新聞就把它在粉絲團裡面分享出去，純粹從經營的角度來講，我們

這部分的工作做得還不夠，這主要也是因為編輯台那邊兼職做……」。 
網路不像報紙有不同版面（不同版面、篇幅有重要性之分），讀者大多瀏覽標

題便決定要不要閱讀該則報導，因此多數媒體習慣在標題上下功夫，然而《新頭殼》

的下標中規中矩，所以為了讓更多人願意瀏覽報導，當在臉書轉 po 新聞時，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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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以較為生動活潑的引言來帶出新聞，激發讀者的興趣。   

 
圖 4-1  記者於《新頭殼》粉絲頁轉 po 新聞時的前言 

 

資料來源：《新頭殼》臉書粉絲頁截圖 

 

三、營收模式 

 閱讀《新頭殼》網站的讀者面貌長什麼樣呢？受訪者表示，最多是分布在 25-
50 歲，平常習慣上網，對公共事務比較關心的一群人，也許跟《新頭殼》處理的

內容有關，閱聽眾通常是比較高年齡層、高知識涵量、比較高所得的族群。 

我覺得我們閱聽眾，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可是這樣講好像有一點偏見，應

該說我們讀者比較不會是，單看標題就會想要轉發，你會發現現在很多新

聞網站都喜歡下內容農場標題，比方說林全今天又說了什麼？他們有時

候會下這種標題讓人點進去看，可是我們這一家不會，我們的標題都比

較...沒有那麼吸引力這樣，所以相對我們的流量可能就沒有那些新聞網站

那麼高，但我們的讀者，可能就會比較...教育水平稍微高一點，經濟能力

可能稍微好一點。（A，2016 年 8 月 4 日） 

 身為社會企業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兼具商業模式與公共價值，當初創立時，

蘇正平董事長覺得，新媒體可能很難完全單靠傳統媒體的收入支撐內部運作，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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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採取分散收入財源的做法，目前收入來源包括廣告、授權收入、代委錄製費

用、股東贊助與新頭殼之友等。 
無庸置疑，廣告仍然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不過《新頭殼》相對其他網路新聞媒

體，點閱量屬於弱勢，所以業務部積極地向外直接找尋廣告主，通常被說服或願意

在《新頭殼》投放廣告的業者，認為《新頭殼》是個不錯的媒體，在這登廣告是有

助於業者形象，對《新頭殼》是比較有認同感的。 
 內容集結者，如入口網站新聞，往往沒有自己的編輯部以產製新聞，所以他們

會直接向內容供應者購買新聞，《新頭殼》初期想在最短時間內讓大眾認識它，所

以曾免費提供內容給入口網站，幾年之後《新頭殼》站穩腳步開始和入口網站談合

作，至今授權內文讓大眾可以直接在入口網站看到完整新聞，當談到內容授權可能

因此減少網站流量時，蘇正平認為首先還是希望這個媒體有比較高的曝光度，希望

藉入口網站匯聚的高流量，讓更多人看到《新頭殼》的內容，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第二，就經營面考量，少了授權收入而增加的流量，能讓網站廣告收入大於授權收

入嗎，目前仍打個問號。 
 最後一個商業收入是《新頭殼》有時也會接受委託製作節目，之前曾幫屏東縣

政府、雲林縣政府拍攝當地深度旅遊節目。除了上述商業收入，《新頭殼》還有另

一種收入來源─捐款贊助，社會企業組織有一部分散發出非營利的氣質，社會上散

布著支持與認同《新頭殼》的閱聽眾，經濟能力較高的就可能成為股東，相對地也

可以成為新頭殼之友，以每年一千元方式持續支持《新頭殼》，目前股東約有三十

位，基本上是小企業家、教授、醫生、律師等。 

我們把這個事業定位做社會企業，基本上大家並沒有說一定要營利賺取

利潤的想法，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這個理念基本上有受到很

多人的認同，那很認同而且有能力的他們可能就變成我們的股東，有一些

人他也是認同，可是他沒有這麼大的經濟能力，或是他願意貢獻的沒有那

麼多的話，他變成我們的新頭殼之友，……，事實上它是一種，欸我覺得

你們這個網站不錯，我願意支持的那個意思，多少是表達一種認同、一種

協助，甚至於就是說對於鞏固一定的受眾，也是有它的功能存在，所以我

們有推動新頭殼之友。（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 

四、小結 

在多數媒體深陷商業媒體遊戲規則的時候，幾位年過半百的資深媒體人，冀望

透過網路媒體為當時候的媒體環境激起不一樣的漣漪，於是他們在 2009 年九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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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節吹起響亮號角正式上線，本著社會企業的光環，極盡所能欲達到創立初衷─

「一個強調專業與公民互動的新聞資訊平台」以及「一個有思考力的獨立媒體」。

整體來看《新頭殼》的核心能力有以下三個： 

 
（一）提供專業可靠的新聞，欲產出深度報導但囿於資源難達成 

從《新頭殼》人員配置來看可以發現，主要是以政治新聞為主，初期曾聘僱一 
些較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後來有些目前已離開，營運至今內部記者資深資淺約各半，

這些曾待過大媒體的主管 20依其過去累積的經驗在編採會議上提出專業洞見，協

助新進記者在採訪撰稿時能夠快速抓到新聞點，且內部主管和投資者不會因個人

利益而影響新聞操作，主管充分授權給第一線記者，全然信任記者在現場的觀察，

除了內容看不懂或直覺有誤，便會跟記者再次確認或請記者再次查證，待內容確認

無誤後才上稿，是少數有審稿機制的網路新聞媒體，當報導錯誤時，《新頭殼》也

願意承認並更正。 
 一開始的「開放編輯室」，後來改為「星期話題」，但因當時知名度未建立起來，

普遍流量都不高，後來考量成本效益暫時停播，近幾年《新頭殼》改以專題報導來

強化內容的深度與廣度，蘇正平董事長鼓勵大家多寫觀察、專題，不過以上部分並

沒有硬性規定記者定期產出，記者有時會進行專訪撰寫專題新聞，董事長偶爾會寫

評論。另外，《新頭殼》本來是想做深度／調查報導，但因資金、人力不足，目前

與 weReport 合作，提供平台供其調查報導露出，《新頭殼》曾首播李惠仁拍攝的紀

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發政府欲掩蓋禽流感疫情的真相。 

 
（二）填補當時主流媒體忽略的議題，如社運、媒體、中國人權 

《新頭殼》創辦之際，一般人接收新聞的管道主要是以報紙、電視新聞為主，

網路新聞的選擇較少，如 ETtoday、NOWnews 等，《新頭殼》試圖在這些主流媒體

當道的環境下，主動積極地去關注不被主流媒體重視或忽略的主題，如關於土地正

義的環保議題，《新頭殼》曾全面報導與直播國光石化環評會議（2010 年 4 月），

透過多次採訪與節目訪談，最終促使政策轉向，此外當年（6-7 月）《新頭殼》持續

追蹤大埔農地徵收事件，使得其他媒體跟進，成功地讓這個事件受到重視，內政部

因此修改土地徵收條例內容，此役為台灣公民運動新里程碑 21。 
 多數媒體較少追蹤自身媒體的議題，《新頭殼》為少數將媒體列入報導主題之

                                                      
20 前總編輯曾任《台灣日報》總編輯、《中央通訊社》副總編輯；主編曾是《自立晚報》副總編

輯，《自立捷運報》總編輯；林朝億記者曾擔任《台灣時報》採訪主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

副理。 
21 參考《新頭殼》臉書粉絲頁中的「新頭殼的成果（2009-2011）」網誌。 



 

61 
 

一的新聞媒體，關注做為第四權的發展，希望能促進媒體改革，如旺中併購中嘉案

時《新頭殼》大幅報導此事件，另《新頭殼》多次報導獨家新聞，如中時總編輯因

A 咖 C 咖說而下台、中時為中國福建省置入性行銷新聞、公視董監事提名問題，

《新頭殼》皆持續關注。另外《新頭殼》也是少數關心中國人權議題的媒體，當前

的主流媒體在報導中國新聞時都以政治或奇異的社會新聞為主，較少關注中國岌

岌可危的人權問題。 

 
（三）鼓勵公民參與媒體內容製作 

公民參與媒體內容製作為《新頭殼》在媒體界的創舉，首度納入公民記者，讓 
一般大眾能實際報導自身周遭發生的事，一開始前總編輯極力推廣公民參與媒體

製作，也辦過幾次培訓，但後來因人力、資金有限，未能持續將公民記者匯聚起來

傳遞媒體識讀概念，隨著前總編輯離職，公民記者這部分變成無人主持的荒地，目

前任其自由發揮（未發展的很好），蘇正平董事長表示，未來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和

串樓口（莊豐嘉前總編輯創建的公民新聞平台）合作，《新頭殼》提供平台協助內

容露出。 
 上線初期（2010 年 1 月）《新頭殼》便與公民團體合作製播「幸福報報」節目，

由《新頭殼》免費提供場地設備讓他們可以製播節目，完成之後在《新頭殼》網站

上播放，莊豐嘉前總編輯致力於連結公民團體這部分，與多數公民團體保持不錯的

關係，此節目不僅讓多數民眾參與媒體製作，也讓多元聲音被放送出去，節目曾邀

約南洋台灣姐妹會讓民眾了解新移民文化，也曾邀請原住民團體到節目裡訴說古

老的神話故事以及探討原住民政策，亦關懷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由多個社福團體聯

手來談銀髮族、身障者、盲人的生活點滴，後來因設備待更新緣故暫時停播。 
目前《新頭殼》網站比較像是綜合性即時新聞網站的面貌，內容包括新聞、評

論、投書、線上辯論等，堅決不報導羶色腥的新聞準則，讓《新頭殼》網站宛若一

朵清新的蓮花，雖然開台時的創舉現在都暫告段落或發展的不是很成功，至今《新

頭殼》仍穩健地運作，2015 年 3 月《新頭殼》網站頁面改版後，整體排版變得更

容易閱讀。 

 
整體而言，《新頭殼》原本是在專業型網路原生媒體尚屬荒原的利基上所建構，

期望憑藉專業與公民結合的能力走出自己的路，惟因資源受限、人事流動與新設網

路新聞媒體的蓬勃發展，致使該能力無法發展成取得足夠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

《新頭殼》的主事者確實具有堅定的專業價值信念，並觀察到網路資訊生態系統公

共性薄弱的缺陷，因此原先希望透過他們的專業價值與能力，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

形成小而有力的資訊平台，但網路世界變化快速，而且缺乏穩固的商業模式，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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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頭殼》雖然品質穩定、精神不變，但在激烈競爭的網路世界裡，似乎面臨「不

進則退」的挑戰。 

 
 

第二節、風傳媒 

繼《新頭殼》、NOWnews、ETtoday，2014 年 1 月 15 日前富邦證券董事長張 
果軍獨資（59,976,000 元）創建了《風傳媒》，由前《中國時報》社長王健壯擔任

發行人，因王健壯曾在多個媒體擔任要職，藉其人脈延攬到其他資深媒體工作者，

總編輯為前《壹周刊》副總編輯謝忠良，總主筆由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夏珍擔任。

內部組織人數從一開始 38 人至今增加到 51 人，目前持續擴編人才，處於新一輪

的擴張階段（Inside，2016 年 9 月 1 日）。 
網站介紹明示「以宏觀的視野、掌握國際、兩岸的政經脈動及生活態度，提供

優質的原生新聞及犀利的觀點評論，並反映我們所處社群的多元意見及思辨對

話 22」，其實早在上線之前就先成立臉書粉絲頁與讀者互動，《風傳媒》期許自己能

產出類似《ProPublica》的調查性報導，同時以美國哈芬頓郵報為努力前進的目標

（李若冰，2013）。 
 身為商業新聞媒體（《風傳媒》隸屬於國風傳媒有限公司），組織以獲利為其最

終目標，張果軍在開台記者會上表示，「我們一開始當然做很多調查採訪，政治這

方面的，但是我們不可能只是做一個小眾媒體，我們還是希望變成一個大眾媒體，

變成一個主流媒體，希望在一、兩年內我們的努力，能夠變成一個大眾媒體（公視，

2014）」，隱約透露《風傳媒》最終目標仍然是吸引到愈多讀者前來閱讀，創造更大

的影響力，亦可能以此做為向廣告主談判的籌碼。 
 據 Alexa 新聞網站流量排名 23指出，《風傳媒》目前排名第六，如果以網路原

生新聞媒體的流量來看，《風傳媒》在這兩年多來突飛猛進，目前僅次於 ETtoday
與 NOWnews。  

 

一、內容策略：政治新聞為主 

在傳統媒體極力朝數位化轉型、新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網路新聞媒體市場雖

一直不乏新競爭者加入戰局，卻未必代表網路新聞的多元化。影劇、八卦、社會新

聞等內容雖然較容易吸引閱聽眾的眼球，進而獲得廣告主的青睞，如蘋果日報、壹

                                                      
22 《風傳媒》網站上關於我們 http://www.storm.mg/about 
23 Alexa 新聞網站流量排名（2016 年 11 月台灣所有網站排名）：ETtoday（6）、自由時報（8）、
NOWnews（10）、蘋果日報（17）、聯合新聞網（24）、風傳媒（41） 



 

63 
 

週刊、ETtoday、NOWnews 等在做的事，但對《風傳媒》來說，如果再做一樣的事

就沒有任何意義，夏珍認為，「我們必須要重建一個，我們認為 What’s news，真正

的 news，什麼是我們社會關心的，我們特別強調政策的新聞（2016 年 5 月 4 日）。」 
訪談時她憶起以前報禁未開放的戒嚴時期，報紙多報導政策新聞為主，當時人

們往往只能無條件接受政治人物提出的施政方針，現今雖然媒體走向自由民主，但

民眾似乎不再關心身邊周遭的事物，政治無力感成為攪和其中的因素，譬如輕貧族

假使想改變自身工作權益，卻又深感背後龐大利益結構的問題，此逐漸對政治議題

冷漠的現象是《風傳媒》極力想挽救的，夏珍表示，「現在人家根本連說 yes or no
都不關心了，都冷漠掉了，那我們的政治文化，政府就無法脫離這惡性循環，這個

一定要把它…我們認為是把這個挽回（2016 年 5 月 4 日）。」 
 網路的出現，一方面弭平了資訊、知識的門檻，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搜尋想知道

的資訊，另一方面也因社群媒體興起，促成臉書上同溫層彼此相濡以沫，所以網路

造就出分眾化的觀眾，夏珍指出，「網路時代是一個很奇特的，它是一個分眾的，

網路時代特性就是 free and share，你連新聞都靠朋友分享，因為是分享，所以我們

一定是小眾，你不可能普及，因為每個人的喜好、興趣差異太大了，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想，我們可能做不到第一，也不想要做到第一，因為當你要做到第一的時候，

所有元素都要包含，影劇、八卦、貓貓狗狗，甚至怪力亂神，你要全部都包含，那

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想要（2016 年 5 月 4 日）。」 
 《風傳媒》開創時期許自己「以宏觀的視野、掌握國際、兩岸的政經脈動及生

活態度，提供優質的原生新聞及犀利的觀點評論，並反映我們所處社群的多元意見

及思辨對話」，在開台記者會上宣布，未來將主打政治新聞、調查揭弊、國際兩岸、

觀點評論，訪談時夏珍指出，《風傳媒》希望用新媒體網媒的技術，但是基本上還

是乘載新聞，至於什麼是新聞呢，《風傳媒》採取傳統的新聞專業意理定義之。 
《端傳媒》（2016 年 10 月 5 日）分析《風傳媒》各類型新聞內容的比例發現，

《風傳媒》的新聞著重在國際、國內新聞與調查報導，國內新聞又以「政治新聞」

為主，其政治新聞主要關注的是政策議題，從人力配置就 可以發現，記者大多跑

府院黨為主，部分國內新聞由工讀生改寫其他家內容成為綜合報導，《風傳媒》雖

沒有配置社會線記者，但當遇到重大災難事件，仍會調派記者到現場採訪撰稿，財

經新聞也是關乎財經政策面向的議題才會加以報導，本身擅長財經的張果軍，他曾

在開台記者會上說，「財經需要的是透過專業分析提供決策參考，故先在論壇邀請

分析師提供專業評論，與精誠資訊合作提供一般財經訊息，到第二階段才會做財經

新聞（公視，2014）」，夏珍接受訪談時則指出，「這（財經新聞）是我們今年（2016
年 3 月規劃開始做）努力的目標吧！一般人對財經新聞真的看得非常少，產業的

東西又太細，現在工商經濟產業報導都形同置入，那根本不算新聞，都算是行銷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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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6 年 5 月 4 日）。」 

 
圖 4-2  《風傳媒》網站各個內容比例 

資料來源：《端傳媒》（2016 年 10 月 5 日） 

 
2015 年 7 月《風傳媒》開闢新的內容─「風數據」，也就是資料新聞（data 

journalism），近年政府資訊逐漸公開，民眾可自行瀏覽取得公開的大型資料，再利

用免費的電腦軟體分析大量資料，而媒體工作者可藉其專業知識推敲出箇中含意，

並輔以視覺化圖表呈現 24，夏珍指出，「你不可能用數據分析政治人物的口水，一

定是分析他們的政策（2016 年 5 月 4 日）」，吳典蓉則認為，「公共議題的討論不能

缺乏事件現況、背景等資料，希望藉由正確的數據資料，提高社會整體的討論層次

（轉引自李蘇竣，2016）。」 
 「國際新聞」是其十分重視的一塊，雖沒有駐外記者，不過相較傳統媒體，《風

傳媒》國際新聞（包括中港澳）的產量算是蠻多的，就國際新聞表現，訪談時夏珍

指出，《風傳媒》國際新聞很多，如果從點擊率來看的話，戰爭、暴力、災難都還

是很強，然而台灣人對中港澳的新聞不太關心（點擊率低）。 
「調查報導」也是其創立時突顯自己跟其他新聞媒體不一樣的特色之一，2014

                                                      
24 例如〈《風數據》那些被都更趕走的人…房子蓋好了 家卻沒有了〉文章中，風傳媒曾針對北市都

更處的公開資料進一步發現，住在台北市的居民，有高達 13%的居民因都更關係被迫搬離原先住

處，都更地區多集中在市中心繁華地帶，推測是建商為賺取都更後被分配到的房屋，之後再炒高房

價賺取利潤，兩個月之後，〈《風數據》金字塔底層的悲鳴 公辦都更搶走他們的家〉又再度指出，

都更之後如原本屋坪未達 14 坪的居民需要額外補貼差價才能住進新房子，而影響的人高達九成以

上，社會中經濟或生活起居位於弱勢的人，生活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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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18日《風傳媒》開台茶會上，編輯部陣容一字排開時便可察覺得到，多位資

深新聞工作者聚集在《風傳媒》，奠定後續調查報導的根基，《風傳媒》網站上有一

個類別是「調查」，初期由調查記者撰稿，後來改由一般平日跑線的記者平均一周

產出一套由兩三篇新聞構成的專題報導，主題也因更換總編輯後有不一樣的著重

點，從原本比較政治內幕性的報導轉而詳實地清楚解釋政策。 

一個禮拜要交一個專題，通常這種專題比較像是獨家那種感覺，它比較是

你覺得你的線上有沒有什麼獨家或是內幕可以寫，至少要切中要點，然後

那個點長官也不希望你把它做大，他會希望你能夠做小就做小，把那個點

講清楚，它比較強調時效，你要在我確定可以出的時間，在那個事情的風

潮過去之前趕快出。……後來《風傳媒》換了總編輯之後，我覺得他沒有

那麼強調非要很內幕不行，他有時候其實會比較 care 說你有沒有把一個

政策或某一個問題好好講清楚，他會希望你把某一個大家都疑惑的事情

講清楚（I，2016 年 8 月 21 日）。 

 「多元的觀點評論」同樣也是《風傳媒》極力推廣的另一塊，《風傳媒》的投

書與評論廣納各式意見聲音，期盼自己成為一個讓大家在這裡比武論劍、百家爭鳴

的平台，夏珍認為，「我們是希望做一個平台，真的讓意見都可以來這邊，所以《風

傳媒》成立第一年很好笑，那時候太陽花的時候，有一篇我們講西藏，有講維吾爾

的，有講香港的，我就想說，完了，我們這一天，疆獨、藏獨、台獨、港獨，四獨

聚集，《風傳媒》要垮了，那時候我就開玩笑地講，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人要有

不同的聲音進來，但是你不可以讓太極端的聲音全部壓過去，只剩下一邊，我不能

說因為我登了這些我其他聲音就沒有了，不會的，你要盡量讓各方意見都要進來，

還有一點，意見在這個平台上可以大家一起看，讓讀者一起去評斷我喜歡誰（2016
年 5 月 4 日）。」 

此外《風傳媒》希望能推動社會大眾對弱勢族群的關心，以及對進步價值能給

予更多的重視，例如同志、廢死、能源政策、中國人權等內容，皆是《風傳媒》認

為重要的議題，夏珍指出，「非核這個事情我們認為是進步價值，當然能源政策的

討論，大概支持核能的投書，在我們這邊大概見報率可能是各報（媒體）之冠，反

正已經沒有救了，就讓你們講，反正你們講的也是事實，你不用核能之後碰到的問

題還是很多的，Anyway 你需要很多替代能源，一定要去想，電價是不是要去想，

這個聲音要讓大家聽到，有進步價值這部分是我們希望能夠特別的重視。人權的東

西當然很重視，所以我剛講說，別人看可能看不出來，大陸維權人士的文章在我們

這邊真的很多（2016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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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營運滿一周年（2015 年 1 月 29 日）時進行網站改版，整體介面改

以區塊方式分類不同新聞，網站正中央相當於報紙的頭版，可以左右翻頁專題報導，

整體介面更加方便閱讀，同時改善在不同載具上使用的流暢度，更重要的是網站決

定發展軟性內容，積極開設「風生活」與「風謎（Quiz 隨堂測驗）」，並預告未來將

不定期推出「專題新聞」與「卡片新聞（懶人包）」（風傳媒，2015）。 
風生活的內容不像傳統平面媒體的生活版，比較不是消費情報或健康養生資

訊等，反之傾向與讀者聊聊生活中會談論到的話題，偏向輕鬆、兼具娛樂與知識性

的新聞，如旅遊、美食或國內外趣聞，比如說有一篇很火紅的內容是在探討技職生

與大學生畢業後，為什麼老闆都不想要錄用 25，類似這種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訪

談時夏珍指出，「你要符合媒體，但是要有點不同，就是你化的妝要跟人家不同，

講白了，不能都跟人家…擦胭脂抹粉，擦成那個樣子太可怕了，我們就淡妝，像我

們風生活，我們就提供品味高一點的，娛樂是需要的，我們品味高一點，類似像這

樣，有點不同（2016 年 5 月 4 日）。」未來風生活可能會以頻道的方式去經營，比

如說旅遊、文化、歷史相關的內容各自歸類到不同頻道。 
《風傳媒》之所以會有卡片新聞主要是希望以簡單明瞭的方式讓讀者迅速知

悉某個社會議題或法案，藉淺顯、篇幅不多的文字搭配影像與圖表，提升文章的可

讀性，溫芳瑜認為，「網路原生跟傳統新聞寫作最明顯差異之一，就在於能不能『即

時』引起讀者討論，甚至到共鳴的程度。這並不是指稱網路讀者喜歡什麼就寫什麼，

像年金改革、法案更動等題材較嚴肅，或是結構較複雜的新聞事件，《風傳媒》就

會力求『懶人包』策略，盡量用清楚易懂的圖表或是用更白話的調性呈現（Inside，
2016 年 9 月 1 日）。」 

 

                                                      
25 風生活裡其中一個類別是學長姐說，這篇「大學生與技職生搶工作，老闆卻兩個都不要。這篇

文章一針見血說出事實...」高達 480374 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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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2014 年剛開台時網站版面 

資料來源：《風傳媒》網站截圖 

 
圖 4-4  2015 年改版之後的網站版面 

資料來源：《風傳媒》網站截圖 

 

二、資源與能力 

（一）財力雄厚，初期採精兵策略 

2013 年 7 月張果軍以個人名義獨資創立了「國風傳媒有限公司」，創立初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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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六千萬資本額，累積至今增資兩次，目前資本額為一億六千萬 26。《風傳媒》

相較先前創立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挾著雄厚資本進入網路新聞市場，而《風傳媒》

內部裡最大的支出是人力資本，《風傳媒》成立初期的雛形有編輯部、行政部、媒

體事業部，約 38 人，至今已擴編到 51 人。 

記者需要實際外出採訪的新聞，像是政治新聞這種，真的有記者在外面跑

的這種新聞，需要比較多的預算，因為你出去有交通的費用，然後有時間

的費用，然後有人力的費用，但是你可能採訪一條新聞回來，就是一篇文

章，所以他其實成本是很高的。（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開台記者會上，《風傳媒》內部成員一字排開時受到矚目，而《風傳媒》之所 
以可以將這群人匯聚在一起共事是因為出資者與資深媒體人熟識27，出資者早在一

年半前就開始構思籌備，初期重金挖角《中國時報》、《壹週刊》的資深主管，採精

兵策略。 

比如說因為，張果軍找了謝忠良，那謝忠良再找王健壯，那基本上這些人

都是比較資深的，所以他們就比較有能力去找到各媒體比較資深的記者。

（吳典蓉，轉引自閻雲襄，2015） 

網路門檻雖低（無紙張印製費用），但初期如要達到營利的可能性也不高，

所以剛開始須嚴格控管成本（人事規模小）。(夏珍，2016 年 5 月 4 日) 

（二）人力專長與產出內容吻合 

《風傳媒》的調查報導由總編輯謝忠良帶領記者蔡慧貞、朱明等28，負責政治

與軍事調查報導，他們皆出身《壹週刊》，謝忠良曾多次揭發政治內幕與弊案，1996
年在《亞洲週刊》擔任台灣分社總編輯時，以「國民黨捐給白宮一千五百萬美元？

捲入政治獻金醜聞」為題，揭發劉泰英向柯林頓政府提供政治獻金的醜聞，後來劉

泰英以誹謗罪嫌告上法庭，2000年底《亞洲週刊》勝訴，他本人也因此榮獲CPJ國
際新聞自由獎，2002年在《壹週刊》擔任記者時揭露前總統李登輝非法挪用國安局

                                                      
26 據經濟部資料《風傳媒》現在累積資本額為 164,976,000 元 
27 據新新聞（2013.8.20）指出，出資者張果軍與總編輯謝忠良為當年同袍，私交甚篤。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08141413182G0 
28 謝忠良在 2014.1~2015.4 擔任《風傳媒》總編輯，2015.5 升為《風傳媒》社長，2016.7 與蔡慧

貞（曾在中國時報擔任政治記者，後到壹週刊開始進行調查揭弊）、朱明（曾在自立早報、聯合晚

報、台北之音、台灣日報、明日報、壹週刊、蘋果日報就職）共同離開到《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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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35億元到秘密帳戶（蔡玉真，2002），因此《風傳媒》可以憑藉總編輯謝忠良

長期以來與消息來源經營的人脈關係以及對政治議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做出符

合《風傳媒》調性的調查報導。 

他（謝忠良）就是人脈很廣那種，認識蠻多高層，那時候他很多應酬，那

些應酬雖然看起來也都是在吃飯沒有在幹嘛，可是那本身就是一個你可

以聽到最多不同消息的方式。謝忠良想給政治上面的…我覺得謝忠良是

care 那種獨家來講…有沒有那種會讓高官害怕，假如說他今天發現一個

弊案，他就會喜歡這類的東西，那個東西出來是能夠直接影響到政治上面

的政局……他是比較 care 能不能達到政治上面的影響力，例如說誰誰誰

被弄下來。（I，2016 年 8 月 21 日） 

除了延攬壹週刊的調查記者外，還僱用了多數中時報系的資深媒體人，這些人

大多具備25年以上新聞媒體經驗，包含發行人王健壯、總主筆夏珍、副總主筆呂紹

煒、執行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吳典蓉與副總編輯兼國際編譯中心主任閻紀宇。王健

壯深耕新聞媒體逾三十年29，是媒體界的代表性人物，早年曾在《中國時報》擔任

政治記者，爾後憑藉自己的專業表現，晉升擔任總編輯與社長，也曾與《中國時報》

同事共同創業，發行《新新聞》政治性周刊並擔任社長。夏珍曾任職於《中國時報》

總編輯、《時報周刊》社長，因長期經營政治線，培養出對政治議題的敏感度，曾

有學者如此形容她，「她是快筆而且思路精確、縝密，在政治敏感度上跟一般女生

是不一樣的，這是她特別的地方」，曾經共事的同事也表示，「她不僅在新聞方面很

專業，經營層面也是很強」30，吳典蓉31也是位資深媒體工作者，曾任職於自立晚

報記者、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時報周刊總主筆，從政治線記者開始跑一路升遷到報

社主管，閻紀宇曾為中國時報國際中心主任。 
 因此《風傳媒》初期以高薪聘僱這些資深政治記者與了解國際情勢的資深編譯，

藉由他們的聲望與人脈形塑出新聞專業形象，王健壯作為內部的精神領袖與顧問，

其本身對新聞理念的堅持，引領《風傳媒》的報導風格，當讀者眼花撩亂於網路上

不斷湧現的新聞媒體時，《風傳媒》因這群資深媒體人而能樹立自己的品牌，相對

容易爭取讀者的認同，在後續實際營運時，《風傳媒》亦憑藉這些資深媒體人的經

驗與人脈，而能擁有相對寬廣的新聞觸角與銳利的新聞敏感度。 

                                                      
29 參考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http://www.yucc.org.tw/carousels/footer-2/carousel/738b506558ef 
30 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與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現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倪炎元談到夏珍

時表示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59225 
31 2015 年 5 月升為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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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新加坡李光耀最後重病的那段時間，新加坡的青少年弄了一個網路

謠言說李光耀死了，結果是在一個晚上，我還記得，因為我們都用 line 在

工作嘛，24 小時都可以監控新聞，大家就在上面討論這件事情，因為好

幾個台灣的報紙都出了，但是我們壓著只有我們沒出，各大媒體那天晚上

都出了，因為我們的副總編輯，他（閻紀宇）長期耕耘國際新聞，他新聞

人的直覺就覺得這個怪怪的，因為他去查證，發現完全找不到任何一條可

以查證這個事情正確性的證據，完全沒有，就是只有從新加坡的有一個報

紙報了，就這樣而已，所以他直覺有鬼，就叫大家壓著不要發這條新聞，

結果後來果然就被證實這是一個假新聞。（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資深主管各自依靠各自的人脈，對編輯部來說更有可能撰寫獨家新聞，如夏珍

指出，「只要你看到《風傳媒》的即時是搶先的話，原則上都是我們的獨家」，主筆

室也因總主筆與副總主筆的豐富資歷更有機會邀請專家學者為《風傳媒》撰稿，藉

此提升《風傳媒》的曝光度與影響力。 

總主筆就夏珍她來邀稿或是什麼，風評就會，就是她也很夠份量，她邀人

家來寫專欄，邀那些夠份量的來寫專欄或是她自己寫風評就會很夠，就會

基本上是水平以上了嘛。（吳典蓉，轉引自閻雲襄，2015） 

 由以上訪談得知，謝忠良帶領調查報導的撰寫，夏珍依其人脈對外邀稿，增添

專欄與評論的多元性，吳典蓉與閻紀宇分別負責政治、國際新聞的產出，初期聘僱

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皆符合其欲產出的內容，得以塑造出《風傳媒》專業形象。 
 
（三）政策轉向漸進式達成衝量目標 

營運一周年之後，《風傳媒》出現了重要的轉捩點，從2015年一月底開始開闢

風生活軟性新聞內容，同年春天在全體大會上正式宣布未來的目標是衝高網站流

量，多個舉措都顯示出《風傳媒》商業媒體的營運思維，收支平衡甚至獲利毫無疑

問地成為重要目標之一。 

他（張果軍）其實有時候也會蠻強調說，「We need to survive」，他會一直

想要嘗試各種不同的 business model，我們雖然說想要有影響力，可是我

們還是要賺錢。（I，2016 年 8 月 21 日） 

因為現在《風傳媒》是營運長比較大，所以營運長某個程度來講，就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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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考量優先。（F，2016 年 8 月 8 日） 

 《風傳媒》營運一年多稍微累積一些品牌之後，從原先專攻調查報導與政治新

聞的小眾市場，轉戰開設以軟性內容為主的風生活，欲藉此擴大《風傳媒》的讀者

群，一方面可以增加《風傳媒》網站的整體流量，當愈來愈多人因風生活而點進來

閱讀《風傳媒》的內容時，這些新的獨立訪客有可能回流到《風傳媒》其他內容，

如原先產出的硬性新聞。 

風生活開闢時，《風傳媒》臉書粉絲不到七萬，所以希望增加那些對於嚴

肅新聞沒興趣讀者想看的東西。（H，2016 年 8 月 16 日） 

他覺得說是不是我們增加一些更軟性的新聞可以吸引更多人來看，他想

要吸引更多不同族群的人來看。因為那些比較軟性的文章，有些點閱率會

衝蠻高的，他當初會創那個應該也是為了以增加流量做為考量，《風傳媒》

的確就是因為他很需要追求營利模式，所以必須要成立像風生活這樣的

單位，來盡量的衝點擊率。（I，2016 年 8 月 21 日） 

我個人會覺得，這麼多頻道的開闢，無非就是一個目的，就希望讀者可以

更多時間停留在《風傳媒》的網站上，開這麼多頻道的目的，當然是希望

更多的讀者可以看我們的新聞，這用意，第一個除了擴大《風傳媒》的影

響力、市場佔有率以外，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要吸引廣告商，因為

廣告商一定會看有多少讀者點閱《風傳媒》的網站。（D，2016 年 8 月 15
日） 

而流量增加就更利於與廣告主談判或者善用讀者結構去做更多的事，如規劃

內容行銷，新聞媒體的收入來源不僅僅是雙元市場（訂閱費與廣告），還有可能是

多元市場（各種善用讀者結構進一步獲得營收的可能）。 
另一方面就出資者張果軍的想法，他認為媒體本身的影響力與點擊率可以畫

上等號，愈多人來看《風傳媒》的內容即代表著《風傳媒》的影響力愈高，所以流

量增加意味著獲利與影響力的潛能。 

他（張果軍）有時候會員大會就會說，他覺得媒體追求的還是影響力，所

以他就會說，他要點擊率，他不是說一定要賺很多錢或什麼，可是對他來

講，他覺得這個點擊率代表著我們的影響力，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報導有

更多人看到造成更多影響力的話，那我們就應該要想辦法拉更多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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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報導，讓我們點擊率更高才能更證明我們是有影響力的媒體。（I，
2016 年 8 月 21 日） 

老闆的意念展現在編輯部與媒體事業部的實際作為即是無不以量取勝，如受

訪者表示，「（2014年討論的）原先改版方向，是希望讓網站變得更精緻、文章數目

更少，但編輯台主管無法跟著調整，在單篇文章點閱率普遍不高的情況下，文章數

目只能不斷增加，就雞生蛋、蛋生雞那類的惡性循環（H，2016年8月16日）。」 
對編輯部的影響是，為了達成老闆冀望編輯部撰寫一些流量較高的文章，然而

這個目標對編輯部來說實際上稍顯困難，因文章流量不僅僅是產製端，還關乎內容

推廣團隊、讀者偏愛的內容類型，有太多不確定因素，於是編輯部在自己能力所及

的範圍內，祭出更多的即時新聞與專題為對策。 
從內部員工編制可以發現這個現象，工讀生人數從一開始1、2位到後來擴編增

加到10位，專門負責記者在現場無法負擔但有十分重要的新聞，以及瀏覽其他新聞

網站改寫成綜合報導，正如受訪者所說： 

那個時候就會要求希望記者一來可以多產出一些稿子，然後這些工讀生

也去把那個量做起來。（F，2016 年 8 月 8 日） 

他原本改版的用意是希望可以更往專題走，整個趨勢來講，大家會很在乎

點擊率，對於即時的要求提高。（I，2016 年 8 月 21 日） 

 由以上訪談得知，《風傳媒》一開始推出調查報導與政治新聞，期望能快速在

市場上發揮影響力，爾後推出風生活，希望能拉大讀者群，打開《風傳媒》的知名

度，為了衝高流量，聘僱多位工讀生負責改寫新聞，以上舉措使得《風傳媒》的流

量增加，得以增加其與廣告主談判的籌碼，然而網路世界很現實的是，如果流量沒

有衝到前段班，獲得的廣告收入仍然有限，即使網站流量排名進步，仍持續努力。 

 
（四）調查報導人力養成不易 

早在改版之前內部就在醞釀說未來朝專題報導發展，所以隔年改版之後，網站

版面變成以區塊式呈現內容，每一個區塊裡有一個特定的主題，將相關的報導置於

同一個區塊裡，即時新聞原本是在網站下面正中央隨時間更新，後來改版之後位在

網站左上方（最新報導列表），因此當時改版有部分是為了利於專題報導的呈現。 

 



 

73 
 

圖 4-5 未改版前的整體網站頁面 

 
資料來源：《風傳媒》網站截圖 

 
圖 4-6 2015 年 1 月 29 日改版後的網站頁面 

 

資料來源：《風傳媒》網站截圖 

 
自網站改版之後，記者亦不再區分調查或跑線32，原本跑線的記者開始要身兼

產出調查報導，而原先的調查記者也要開始跑線上新聞，編輯部從原本分工明確到

後來轉變成每位記者全包，主管雖未強制規定每天要交稿的則數，但對原本跑線的

                                                      
32 開辦初期內部記者分為調查組記者、資深記者、一般記者，調查記者專職跑調查，資深記者約

每周企劃一個題目撰寫專題，一般記者負責每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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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而言，無疑增加了工作量，同時也壓縮撰寫調查報導的時間，加上後來陸續有

人離職，內部記者資歷以五年為分界點，以上以下約各佔一半，後來有人離開後才

又再招募年輕記者加入。 

以前的調查報導跟調查記者是謝忠良總編輯自己一個人帶，可是後來調

查報導記者也要去寫採訪的新聞。（H，2016 年 8 月 16 日） 

改版之後的做法，你這邊一塊那可能這一塊是整個專題，所以你可以的話

最好交專題，你就交一整套稿，這樣我就可以全部放在同一個區塊，好像

是從改版會議完之後，我們就變成每週要回去報題目，突然變成即時身兼

調查。（I，2016 年 8 月 21 日） 

要求線上記者同時撰寫偏向調查性質的專題時，記者的資歷與經驗就扮演重

要關鍵，通常調查報導的來源有兩個，一是專線記者的專業，二是告密者主動洩漏

消息給記者，而這兩種都需要靠長時間的培養累積獲得，長期投入報導某個路線，

培養出與消息來源的信賴關係，累積特定路線的新聞敏感度，通常在資深有經驗的

記者身上可以看到這些特質。 

一開始他都是用資深的（記者），因為你要做調查報導，像我這麼菜鳥的

人是很難跑出來，後來是因為有些人陸陸續續離開再讓新人再進來。《風

傳媒》有時候希望你去問到內幕，所以有時候會變成他好像是給你他自己

聽到的什麼東西，想要你去幫他問出來，但是這個有難度在於，如果你的

人脈沒有他那麼強，你就很難…。（I，2016 年 8 月 21 日） 

其實我們的即時新聞都輔助我們可以在調查報導上有比較深入的報導，

比方說人脈培養這塊。（D，2016 年 8 月 15 日） 

此外，因流量優先的思維，使得內部有些創新的內容暫時擱置，直到2015年下

旬風數據的出現，《風傳媒》才又開始嘗試結合工程、設計與記者，爬梳與分析公

開的大型數據，試圖從中找出新聞線索，後續輔以工程與設計，協力製作出易於閱

讀的內容與視覺化圖表。 

一切以衝流量為優先，然後一些比較實驗性、沒有流量的東西就不做。海

闊專題，它就是外掛在外面的一個網頁，它不會是在原本的架構內，那個

東西有設計有工程，再去改裡面的東西去做，這個就是很花成本，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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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要花三個月，很明顯你三個月如果換算成以量來衝點擊率，三個月大

概要產生九百篇文章，但是我們只做一個東西，很明顯你不可能達到九百

篇的點擊率，所以自然就不會再做。（F，2016 年 8 月 8 日） 

（五）新聞媒體與內容平台的十字路口 

 媒體事業部的改變大概是從2014年底營運長加入《風傳媒》，此後《風傳媒》

開始大量與各式各樣外部單位合作，原本風生活的內容一天之內從未破百過，至今

每天產出約250則以上的內容，整體網站因開設風生活軟性內容後，不再只以產出

新聞報導為最主要的內容，網站逐漸轉型成以提供廣泛內容的內容農場，新聞轉眼

成為眾多內容之一。 

溫芳瑜 2014 年底到職後，不斷增加網頁內廣告刊登面積、與內容農場網

站交換內容……，一些快速增加流量的作法，在基層記者引發很大反彈，

當初網站改版的目的，也跟後來發展越走越遠。（H，2016 年 8 月 16 日） 

人家後來就說《風傳媒》愈來愈像內容農場，就是因為風生活的關係，因

為他們會有人去專門在寫，他們也有工讀生幫忙寫，他們寫的東西多半是

網路上面已經紅過一段時間的文章或者影片，他把它寫成報導，他們也是

有跟部落客合作，可是他們自己原生內容比較少，就是自己實際去採訪實

際去得到的內容比較少，很多是改寫或者是看影片自己把她寫成文章。（I，
2016 年 8 月 21 日） 

而風生活慣以較幽默的下標方式多少影響了新聞標題的下標 ，不過內容部分

沒有直接影響。 

我覺得那有點變成兩者（新聞跟風生活）之間要競爭點擊率，他們的主管

會議應該會看兩個部門之間點擊率的差異，自然就是在編輯部來講，他會

愈來愈希望，自己的東西會愈來愈想點，後來很多《風傳媒》的新聞標題

都愈來愈長，因為它的確是有一點點在用比較會吸引人的那種下標方式

在下標，比較不是那麼正規的新聞下標方式，多少會有一些影響。（I，2016
年 8 月 21 日） 

目前是風生活一定是內容農場標，新聞後來也開始跟著學，因為那樣方式

的確會讓點閱率變得比較高。後來她每天會出到一百則以上，你寫的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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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新聞都會被自己（所屬媒體）洗版。風生活每週都要檢討點閱率，若

沒很快超過 5000，就會被點名檢討，檢討的方式與內容完全無關，就是

逼報導人怎樣改標、換圖、選熱門題材、或是自己用力轉發。（H，2016 年

8 月 16 日） 

爾後《風傳媒》成功地因開設風生活軟性內容，臉書粉絲數從一開始五萬多大

幅提升到朝三十萬大關邁進，2014年底營運長剛加入《風傳媒》時，臉書粉絲頁累

積有五萬五千多位粉絲數，隔年底以214%的成長幅度，臉書粉絲數衝到十七萬多，

下圖為從一開始至今臉書粉絲數數量的轉變33。 

 
圖 4-7 臉書粉絲數歷年成長變化 

 
資料來源：參考〈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臉書專頁統計〉，張約翰，2014、2015、2
016。取自卓越新聞獎網站 http://www.feja.org.tw/search.php?query=%E5%BC%B5

%E7%B4%84%E7%BF%B0&mid=24&action=showall&andor=OR 
 
（六）善用社群媒體與網路技術 

 《風傳媒》正式上線之前，就先在臉書建立粉絲頁（2014年8月成立）試水溫，

不定期貼出報導，上線那年適逢318太陽花學運，當時主流媒體刻意標籤化大學生

的報導方式，以及忽略民眾訴求的社會氛圍，加上年輕人紛紛在臉書上不停轉發

                                                      
33 參考〈台灣綜合類新聞媒體臉書專頁統計〉，由張約翰歷年整理粉絲數資料，《風傳媒》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26118、2014 年 12 月 31 日：55778、2015 年 6 月 30 日：105928、2015 年 12
月 31 日：175192、2016 年 5 月 31 日：223681、2016 年 12 月 1 日：29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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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報導並透過臉書集結到場靜坐等新型態傳播與聚集群眾的方式，《風傳媒》

遂乘著此波風向在初期成功地將自己的內容推廣出去，讓讀者認識到《風傳媒》這

個新興媒體。 

那時候正好碰到 318 學運，所以那個時候的粉絲人數有不錯的成長，而且

我們的名聲也在那時候打出去，應該知道嘛，因為那個時候只有我們的記

者進去，那個時候等於是第一波有打起來。（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現在《風傳媒》操作社群的方式是廣泛經營各個社群媒體（主要操作FB粉絲

團與Line），在臉書上成立了五個粉絲頁，分別是「風傳媒」、「風生活」、「風

傳媒看世界」、「風傳媒觀點」、「風傳媒影音粉絲團」，由身處於網路世代的年

輕人擔任社群小編，考量臉書的演算法，每天會將類似的新聞集結在同一篇貼文，

向使用者推播內容。目前也會透過line固定時間跟讀者推播幾則重要新聞，如夏珍

說，「我們想做的是─海量資訊的淘金者，我幫你淘出這幾則就夠了（2016年5月
4日）」。 

我們現在文章一天大概 70 篇左右，包括新聞類加生活類，大部分都會上

臉書，因為臉書如果間隔太近發文，他會給你比較不好的觸擊，所以有些

可以把它 group 起來成為一個主題的文章，我們盡量讓所有的新聞都有機

會上臉書，因為臉書還是現在一個所有網路媒體曝光的一個很重要的通

路。（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當談及推廣《風傳媒》的過程，溫芳瑜表示，由於網路呈現新聞的方式是線性、

條列式以及民眾媒體識讀能力不足，《風傳媒》本想做的事是呈現多元觀點的內容，

讓持不同立場的人在此相互交流，不過有些讀者有時因僅涉獵某幾篇立場較為偏

頗的文章，便誤以為《風傳媒》是某一政黨的打手，此事著實讓《風傳媒》傷透腦

筋，可以看得出來《風傳媒》欲藉廣納各式意見的方式，成為網路世界中大眾化新

聞媒體，呼應開台記者會上張果軍對《風傳媒》的期待─網路世界的主流媒體。 
《風傳媒》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目標，階段一是要做出優質內容建立品牌知名

度，階段二是用科技的力量去做媒體，於是後來張果軍聘僱曾擔任 Yahoo 內容企

劃部經理的溫芳瑜，同時增加媒體事業部的員工，未來《風傳媒》欲結合產品與技

術，非以傳統媒體擴編記者、佈線的方式，讓內容得以向外走，當談及張果軍在《風

傳媒》扮演的角色時受訪者指出： 

比方說網路媒體要注重什麼、社群行銷要怎麼打……他做的是屬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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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的是”New” media，他覺得自己在辦一個網路公司，屬於網路技術面，

他比我們進入狀況快。（夏珍，2016 年 5 月 4 日） 

現在大部分網路媒體是一個裝內容的容器，然後把內容放在裡面讓網友

看，可是我們覺得今天你的新聞生產出來，一個新聞的價值頂多 24 小時，

明天就變舊聞沒有人看，那就變成一直產新聞，新聞就這樣一直流掉，所

以我們有在想一些方法，讓這些新聞可以用主題把它聚集起來，而且要

leverage 別人的東西，不能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各式各樣的方法一定要

往外尋求合作。老闆比較是帶領整個公司方向上，比如說我們要從媒體公

司轉型為比較技術導向，我們要更 focus 在產品跟技術上面，像這樣子整

個公司營運的方向，都是他會主導。目前內容仍然是我們最重要，一定要

把它好好做好的事，只是在這個之上，我們的策略並不是無限擴大內容，

而是把現在的內容做的更好、更深，其他的我們要用產品跟技術讓這個內

容往外走，更多、更好，這個是用技術的手段去達成，而不是用一直加記

者加人的方式去達成。（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三、營收模式 

《風傳媒》的營收模式和其他網路商業新聞媒體類似，主要還是廣告，廣告收

入主要還是由業務積極去拜訪客戶，包括直客（直接的客戶）或是代理商，也有一

些是客戶主動前來下廣告，因為喜愛《風傳媒》，覺得《風傳媒》的媒體形象符合

該公司的產品或企業形象。然後有小部分是來自內容授權收入，像是提供新聞給

Yahoo、MSN、台哥大 match 生活網等，不過這部分比例不高，選舉期間有些微置

入性新聞，但有明確註明來自某某候選人競選總部。 
 然而台灣的廣告費用在不斷削價競爭的環境下，廣告價格變得十分的低廉，新

創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除了要靠內容差異與同業競爭外，還要跟網路世界存在已

久的入口網站與近年十分活耀的社群媒體較量流量，對於廣告主而言，他們下廣告

的準則即以流量排名去分配廣告費用，希望能夠將錢灑在愈多人匯聚的網站，廣告

訊息得以觸及更多閱聽眾，據 Alexa 的資料顯示，《風傳媒》的網站排行至今位居

41 名，如真要跟前幾名的入口網站競爭，實屬困難，先前在 Yahoo 工作的營運長

溫芳瑜對此特別有感觸，她表示：「（在 Yahoo 時）當為他（廣告主）下廣告我有

一筆錢的時候，我就從流量第一名的、第二名的、第三名的下一下，然後如果還有

剩錢，代理商你在幫我看看哪幾個，挑幾個媒體隨便幫我下一點，所以（風傳媒）

如果流量不是ㄍㄧㄥ到最高，就會變成只能分下面的屑屑，不管你再怎麼用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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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內容，因為廣告市場的情況就是這樣，所以變成我們很難去跟前幾名的去搶最大

筆的生意（2016 年 5 月 4 日）。」 
綜合訪談資料指出，《風傳媒》的目標讀者是社會菁英與決策者，張果軍希望

來看《風傳媒》的讀者是政治／知識菁英與具社會影像力的人，如社會上的意見領

袖，藉這些人士轉載吸引更多讀者閱讀，而有影響力的人甚至可能去做一些實質的

改變。 
至於《風傳媒》實際的讀者結構為何呢，溫芳瑜表示，大致是高知識分子，學

歷很高、收入很高、專業人員（律師、醫師等）的比例很高、企業負責人或高階主

管的比例也很高，並認為自己應該是台灣所有媒體裡，網友的知識水準最高的媒體，

基本上達到原先的目標。既然廣告收入不易取得，《風傳媒》便開始發展新的收入

來源─內容行銷 34，掌握《風傳媒》既有的讀者結構優勢、業務積極開發客戶的能

力與從企劃、採訪到撰稿的編輯能力，發展出其他公司難以複製的新的收入來源。 

內容行銷的精神，它的精髓是這個文章不是廣編，我們想要做到的是，對，

雖然這是一個廣告，讀者看出來他是廣告也沒有關係，但我們要讓讀者覺

得這篇是有用的，他雖然覺得是廣告，但是覺得知識是很有用的，這篇文

章是好看的，內容行銷它是一個很需要客製，然後需要真的…就是我們的

企業去幫客戶想東西的一種廣告形式，它很難複製，它沒有辦法像 banner，
banner 你就一個坑，你就把素材在那個坑吐出來就好，但是內容行銷是你

每一個客戶你都要為他客製去想，要做什麼樣的文章，才能達到客戶的目

的，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跟別人比較大的區別，因為別人做不出來。（溫

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 

 目前《風傳媒》的規劃是先把媒體做好，透過風生活內容擴展更多的讀者，再

從內部資料去分析讀者面貌與使用行為，未來善用這個部分去開發新的財源之路，

如閻紀宇在座談 35上說，「在廣告之外能夠開發出其他的生存模式，這是《風傳媒》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當談及如何評價傳媒至今的表現時，溫芳瑜認為，「目前我

覺得是在軌道上，是可以看到後面的路，持續往上發展，後續有幾個重大的計畫也

都 on track 在執行，成長的速度其實都是看得到的。」 
身為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一員，《風傳媒》也希冀自己在眾多網路原生媒體找

                                                      
34 內容行銷是近幾年新穎的行銷手法，提供優質、有實質用途的內容給讀者閱讀，進而幫顧客解

決問題、滿足客戶對資訊的需求，如部落格貼文、指南、影片、播客(podcast)、資訊圖表（infographics）

等，內容必須有附加價值，如教育性質或娛樂性，且客戶可以免費取得該資訊。 
35 2015 年 2 月 16 日 犢講座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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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獲利模式的過程中，盡一份心力，未來將不斷嘗試各種可能的方式，溫芳瑜指出，

「除了廣告之外，也會嘗試像訂閱贊助這樣子的模式」，希望明年（2017）能推出

「贊助形式的募資」，由讀者直接贊助他覺得好的內容作者，作者不限組織內部記

者，專欄作家和讀者投書也包含在內（Inside，2016 年 9 月 1 日）。 
綜合來看，《風傳媒》至今的外在表現，雖然尚未達到收支平衡，但《風傳媒》

本身的媒體能見度與影響力算是站穩腳跟，網路媒體門檻比紙媒、電子媒體低很多，

但尚在摸索出跳脫廣告思維的營運模式，至於虧損的部分目前仍在負荷範圍內（營

運長溫芳瑜接受訪談時曾經談到目前將擴編人才 36），《風傳媒》臉書粉絲人數逐

年遞增，網站排行挺進新聞網站類第六名，能見度與知名度算是有建立起來，影響

力的部分，一開始以獨家、調查報導的方式，很快地成為政府各部門蒐集輿情資料

的來源之一，符合《風傳媒》內部原本預設的目標讀者類型。 

 

四、小結  

 《風傳媒》開辦之初敲出響亮的鑼聲，除匯集了中時報系與壹週刊的高層主管，

更希望能在網路世界傳播嚴肅的政治調查報導，同樣是商業媒體，但其有別於以往

依靠影劇八卦社會新聞為主的原生新聞媒體（如 ETtoday、NOWnews），初期階段

內部分工明確、人力配置合適，由總編輯帶領調查組資深記者負責產出內幕調查報

導，其他一級主管負責《風傳媒》政治、國際、評論的內容產出，由經驗豐富的主

管帶領以及資深記者到位，足以讓《風傳媒》在市場中達到政治調查報導的競爭優

勢。 
 後來出資者評估商業媒體仍需獲利的考量之下，逐步強調流量的重要性，編輯

部無法應對老闆給的理想目標─產出流量較高的文章，於是在同樣的流量 KPI，編

輯部嘗試以增加篇數的方式來衝高整體流量，另一部分則是健全媒體事業部的組

織架構，目前兩個單位的人數差不多，張果軍聘僱曾任職於 Yahoo 擅長操作內容

行銷的溫芳瑜擔任營運長，負責產出風生活軟性新聞、善加利用社群媒體推廣內容、

分析讀者結構開創新的收入來源，不可諱言地，《風傳媒》自風生活出現後，整體

網站流量與臉書粉絲數皆有明顯的成長趨勢。 
 《風傳媒》初期曾因即時報導 318 學運而在年輕世代中闖出一些名號，以專業

的優質新聞塑造出媒體專業形象，初期把品牌做出來，後來的確因風生活成功地衝

高流量，雖然還不足以和傳統新聞網站匹敵，但在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中以其驚人的

成長幅度稍微站穩腳步，而經營者的經營理念在其中扮演不容小覷的關鍵原因。 
 整體而言，《風傳媒》在豐厚資金的支持下，得以聘僱資深政治記者與主管，

                                                      
36 Inside（2016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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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單一的「政治調查路線」逐漸往社群化、多樣化的道路邁進，日復一日累

積出握有大量讀者的優勢，讀者對於他們而言從 dual market 擴增為 multi market，
進而利用內部技術與讀者結構，開創不一樣的營收來源，試圖開發出永續的營運模

式，然而顧此失彼，產製調查報導的核心能力，後來隨著內部多位經驗豐富的員工

因理念不合紛紛出走而被削弱了，經營者以經營網路公司的思維邏輯日漸浮現出

來，因此《風傳媒》從原本主打優質新聞的媒體轉型成集結各式資訊的內容平台，

似乎與創立初衷漸行漸遠。 
    《風傳媒》與其他網路原生媒體相較，擁有相對雄厚的資金，加上能夠號召一

批具豐富經驗與能力的傳統媒體新聞工作者加入，形成網路競爭上的相對資源優

勢。但優勢所在，也是弱勢所在，這批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能力強項並非網路經營，

以致經營者後來決定轉換競爭策略，企圖透過資深網路人才推進的流量與影響力。

此一策略確屬有成，但此一能力與資源的轉換遭遇若干人才的流失，以致削弱兩種

人才相輔相成的更大潛能，此外，現有人力資源是否能在網路新聞領域發展成致勝

的核心能力，一方面有賴持續成長的具體成果來印證，另方面則是對經營者資金是

否足夠長期抗戰的考驗。 

 
 

第三節、報導者 
我只相信那些穿著磨損的鞋的人。鞋面上的擦痕和塵土、磨平的鞋跟，所有的這些都是

進行調查的證明。 

— Samuel Freedman37  

 台灣首度以非營利組織運作的新聞媒體─「報導者」，於 2015 年九一記者節成

立，該年底正式上線，僅其以基金會方式成立與產製深度調查報導，就明顯刻畫出

與其他媒體十分不一樣的面貌，創辦人為前《天下雜誌》總主筆何榮幸與前《號外》

雜誌主編張鐵志（現已離開《報導者》，擔任閱樂書店總顧問），因曾經歷媒體最美

好、豐碩的年代，對比現今每況愈下的媒體環境，壟罩在即時、吸眼球、記者去專

業化的工作條件下，他們傾盡心力想開闢良好的工作環境，給予記者充足時間深入

探究公共議題，而時下商業媒體作戰守則在這通通不管用。 
 上線一年，臉書粉絲人數高達 14 萬多，文章轉貼數甚至高於按讚數，顯而易

見地，《報導者》已逐漸靠著優質的深度調查報導，在閱聽眾心中累積信任，透過

                                                      
37 原文“In our field, journalism, I trust only those with scuffed shoes. The nicks in the polish, the 
ground-down heel, the mud and dust on the instep, all of these attest to the act of reporting.” 出自《給年

輕記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一書，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紐約時報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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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轉貼分享持續進行議題發酵與建立口碑，參與公開活動的讀者，更是將在臉書

上的支持化作實際捐款，這條未曾開發的非營利媒體道路，陸續有愈來愈多支持者

加入，過程雖然艱鉅卻不孤獨。 

 

一、內容策略：公共議題深度／調查報導 

 《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先前在《天下雜誌》時曾創立「獨立評論＠天下」，

以及與同事協力推動調查報導，在這過程摸索新媒體平台，以及社群媒體作為一個

公共論壇的可能性，直到邁入知天命之年，持續作夢的他這次想做承先啟後的事，

於是他邀請長期寫政治／文化評論、關注國際與中港議題的張鐵志，共同為台灣打

造一個新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中年大叔們的逆襲」就此展開（何榮幸、張鐵志，

2015）。 
和其他媒體最不一樣的特色展現在產出的內容與組織屬性，《報導者》以調查

報導及各類深度報導取代即時新聞當道的網路新聞環境，以公益基金會（財團法人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彰顯其獨立自主、不受財團或政治勢力干預的決心，於是

點閱率從來都不是他們的目標，而現今各家媒體為爭取閱聽眾眼球速度至上的工

作方式，其後遺症早已悄然到來，舉凡內容過於淺碟、煽色腥、娛樂化，電視台充

斥諸多三器新聞 38，時常有錯誤報導等，新聞媒體在大眾心中的地位大不如前，閱

聽眾對媒體的信任跌到谷底，因此《報導者》就是要在這個嚴峻媒體環境之中開闢

藍海，不追逐即時，反之，願意花時間深入探究公共議題，並嘗試各種多媒體寫作

形式，在網路新聞媒體世界創建一個「新」媒體。正如何榮幸所說： 

我想要成立的新媒體，它不只以多媒體的方式說故事，對我來說，它更需

要去回應當前即時新聞氾濫，以至於所有的訊息都破碎化，都輕薄短小，

以至於無法用整體脈絡的方式來了解社會發生什麼有意義、值得關心的

事，所以這個新媒體，除了「多」媒體說故事方式之外，第二個就是希望

說，用各個類型公共議題的深度報導，能夠彌補當前新聞界，沒有辦法做

深度議題的追蹤，還有去追查新聞真相的這部分的一個重大的缺口。……

我覺得新媒體跟舊媒體的差別是在於，你能不能走出舊媒體現在面臨的

困境，試著去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如果你有做各種努力，都算是這種定

義下的新媒體。（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38 包含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和街邊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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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及《報導者》內容特色時，記者指出，《報導者》時常透過鮮明的個案去

透視整體結構性問題，向讀者訴說動人的故事去打動讀者，讓讀者感同身受，進而

使讀者願意去了解背後結構性原因。 

點閱率對我們來說本來就不是重點，因為我們就是希望一件事情我們好

好的說，好好的說包括把它講清楚跟把它講的有感情，我覺得我們要做的

是這件事，然後它的東西是比較有深度。（F，2016 年 8 月 8 日） 

除了強調描繪個案故事之外，《報導者》採取的是比較偏向報導文學的書寫方

式，如何榮幸所說，「《報導者》的議題設定跟我們書寫的方式文學性比較強（2016
年 5 月 6 日）。」 

此外《報導者》切入議題的角度往往是傳統媒體忽略的部分或者會重新以不一

樣的視角看待同一問題，希望讀者閱讀之後能反覆咀嚼他們的文章，甚至願意和身

邊朋友聊上幾句。 

我們其實是要做那種，你讀完了，你想一想後覺得這篇文章有必要存在的，

我們才會去耕耘，因為我希望我跟現在的媒體有分工，現在媒體做爛的題

目我就不去做，我不認為我跟他們是互相競爭的關係，我認為我們是彼此

合作的關係，所以我就會去挑一些題目，第一個，很重要但是國內不做，

它有各式各樣的理由國內不做，第二個就是，他們寫了很多但沒有搔到癢

處，所謂搔到癢處是它沒有把新聞事件跟台灣人本身的視角連接上，那些

東西會被我優先挑進來，第三個是真的很有趣，即使沒有關係，但它也可

能帶來一些思考……，我們跟其他媒體其實用的都是相同的素材，唯一不

同的就是怎麼樣去分析相同的素材。（H，2016 年 8 月 16 日） 

由以上訪談得知，《報導者》從「新聞議題的選擇」、「切入的角度」、「撰寫方

式」都與其他媒體做出明顯區隔，他們自覺與其他媒體處於相互補足、合作的關係，

所以傳統媒體已關照到的議題他們就盡量不再重複，然而如果傳統媒體只是泛泛

的談，《報導者》就會從中挖掘關乎公共利益、重要、需要被檢視的部分，更深入

的去討論，藉著訪談多個個案從中找到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再透過雋永的文字向讀

者訴說，希望能進一步感動讀者，引領讀者去了解複雜的結構性問題。 
除了在地議題的深度調查之外，《報導者》的觸角並不侷限於台灣發生的事件，

也會積極跨出去關心國際與中港議題，與散布在全球各地的自由作家合作，每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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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勢變動時，就可以適時提供最貼切的國際新聞，國際新聞的來源還包含《報導

者》記者出國採訪以及由國際編譯撰稿的專欄。 

國際報導的部分，目前比例還不夠高，我們未來會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再提

高，可是在目前為止已經盡力地致力於不同類型的國際報導，譬如說我們

同事張子午他去巴爾幹報導去探討二十年前巴爾幹半島的最大的種族屠

殺，探討二十年之後轉型正義的問題，……，我們也致力於像醫療保健這

些類型的國際時事議題的處理，所以現在我們有個專欄叫做「國際時事星

期二」，希望用可信的國際調查的數據，再加上相關的訪談，整合成有用

的資訊以及深度的國際新聞的報導。（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此外，如果談到創新的話，《報導者》的影像與文化新聞開創出一種清新獨特

的韻味，以及其嘗試結合多媒體說故事方式也是一大創新。綜觀新聞產業，攝影在

媒體組織中的地位往往不如文字，然而《報導者》卻不這麼認為，在《報導者》網

站中可以看到影像標籤被分類出來，正如記者所說： 

我們要傳達影像的概念跟影像的作品，不僅要告訴你影像的概念是什麼，

包括你看到影像會有更多的作品可以看，我們是有那樣的 team，所以我

們的東西不是只有作品或我們自己產出的東西，我們也會邀稿，也會有評

論，也會有一些觀察，幫助你在影像…。（F，2016 年 8 月 8 日） 

 文化新聞的內容則不像常見的書摘、藝文活動介紹，〈在路上〉這個系列訪談

諸多藝術工作者，〈聲音地圖〉邀請有知名度的公眾人物唸一段書中文字，取代過

往的書評或書摘，由來賓自行決定對他有意義的場景，然後朗誦影響他生命中最重

要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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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在路上〉與〈聲音地圖〉的例子 

 
資料來源：《報導者》網站截圖 

 
當被問及為什麼要做數位專題時，記者指出，「有的題目很硬讓人家覺得

很難消化，你就會覺得要讓它變得更有趣讓人家比較容易讀，這種會做多媒體，

另外一種是你希望人物可能可以帶入那個角色，像急診人生就是（I，2016 年

8 月 21 日）」，何榮幸則補充還需考量行動裝置普及這件事： 

因為這些多媒體的說故事的方式，提高他們更高的興趣來了解公共議題，

所以最重要是行動裝置這件事情，是因為因應行動裝置時代來臨，多數人

現在都是在行動裝置上面看新聞，而不是直接去看傳統的媒體，所以最重

要的意義是這樣。（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由此可知，製作數位專題時，一方面是考量議題艱澀、資料龐雜，故需要製作

出互動式的多媒體專題，以淺顯易懂的互動式內容向讀者解釋事件來龍去脈，如土

地汙染大調查 39，另一方面是希望藉由新聞遊戲讓讀者彷彿身歷情境，融入當事人

角色，勾起他們的興趣，進而想了解該議題，如新聞遊戲 40，最後是為了符合行動

裝置的版面，整體而言，數位專題是為了勾起讀者興趣，藉多媒體、互動式的呈現

方式，降低讀者進入文章的門檻。 

                                                      
39 【互動專題】台灣土地汙染大調查：第一站，高雄廠菸下 中油工人的最後一天

https://www.twreporter.org/i/fifth-plant/、第二站，旗山找「碴」當農地變成掩埋場

https://www.twreporter.org/a/steel-
slag/?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 
40 急診人生 http://0media.tw/p/ergame/、【互動專題】零安樂死政策

https://www.twreporter.org/a/animal-protection/ 

https://www.twreporter.org/i/fifth-plant/%E3%80%81
https://www.twreporter.org/a/steel-slag/?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
https://www.twreporter.org/a/steel-slag/?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
http://0media.tw/p/ergame/
https://www.twreporter.org/a/animal-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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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除了產出彌補傳統媒體的深度／調查報導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希望

藉著每一篇完整深入報導，重新拾回大眾對媒體的信賴感與公信力，回歸身為第四

權應有的守望、監督的能力。 

我們這些在新聞媒體已經奮鬥一二十年的人，想要去跟當前社會對新聞

媒體不信任，認為記者都是小時候不念書，長大當記者的這種標籤，去扭

轉這樣的印象，想要重新建立媒體的公信力，可是我們又知道，舊的媒體

跟傳統媒體已經難以去乘載社會信任跟期待，所以我們希望用新媒體的

形式跟工具，來重建媒體的信任。（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綜上所述，《報導者》欲在商業媒體競逐流量的紅海中，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

從以基金會方式創辦，內部員工僅對董監事會負責的工作模式，就樹立出自己的獨

特風格，再仔細端詳其產出的內容，堅持推出深度／調查報導、創新的文化新聞與

數位專題，關注的面相涉及國內外等，深信「好的文字、說故事的能力、紮實的內

容與好看的版面，可以真的打動讀者（張鐵志，2015）」，《報導者》一方面將自己

定位為填補傳統媒體的報導缺口，另一方面希望能重新奪回新聞媒體的第四權，進

而重建媒體的公信力。 

 

二、資源與能力 

（一）初期招募的記者符合媒體定位 

人力資源在媒體組織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說報導是擺在讀者面前

豐盛的菜餚，那媒體組織內的撰文者就是廚房裡忙進忙出的專業大廚。《報導者》

在初期籌備階段，何榮幸依自己的人脈尋覓不少在媒體界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記者，

其擇才標準為，記者須具備「調查的精神」，「《報導者》更需要的是，有一些調查

的精神，然後把你看到、花了一段時間之後看到的更多訊息，整合轉化成一般讀者

比較看得懂的語言，然後讓讀者了解發生什麼事情（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第一批加入《報導者》的記者們個個擅長文字運用，擁有自我風格，有位透過海選

被找進來的記者指出： 

《報導者》第一批 41（可能我們總編輯去挖角過來的）找進來的真的都是

                                                      
41 第一批《報導者》編輯團隊成員包括：何榮幸（總編輯）、張鐵志（總主筆）、黃哲斌（顧

問）、房慧真、汪宜儒、廖芸婕、王立柔、簡永達、余志偉、 殷子衿、彭筱婷、陳貞樺、蔣宜

婷、鄭淑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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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很強的人，第一批有房慧真、王立柔、廖芸婕、汪宜儒，寫作方式比

較不是傳統的新聞寫作，寫東西有時候形式比較像是小說，可能都是稍微

有一點名氣，然後已經跑新聞跑一段時間，算是有名氣的記者，有個人品

牌的記者。（I，2016 年 8 月 21 日） 

 另一位第一批加入《報導者》的記者談到此時，覺得自己當初是因為擁有某一

特長而被挑選進來，他說： 

我之前做過一些數位的東西，所以我才被找進來，另外一位記者，可能簡

永達他待過中國，因為中國專長被找進來，所以其實內部會根據你的專長

去跟你交流。（G，2016 年 8 月 16 日） 

 還有一位也是在草創時期就參與《報導者》籌備的受訪者，他從內部記者所擁

有的特質與懷抱的理想去說明《報導者》員工的特色： 

記者大概都有一種公益性跟正義感，這邊的人又特別有公益性跟正義感，

他們對很多事情都很關心，還有一點大家對新媒體的想像都比較前進，他

們會期待來這個地方是可以落實他們所看到的東西。然後大家比較想要

自我突破、不按照常理去走，可能比較不在乎薪水。（F，2016 年 8 月 8
日） 

另一位受訪者亦覺得《報導者》記者大都有各自關心的社會議題： 

像立柔，她就對性別很有興趣，瑜娟的話就財經，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

興趣。（H，2016 年 8 月 16 日） 

 由以上訪談得知，《報導者》招募記者的標準為「具調查的精神」、「有各自關

心的議題範疇」、「具備特殊專長與經歷」，以上擇才標準優先於記者實際在的媒體

經驗，當進一步檢視上述記者們的過往經歷時，發現各自的經驗與能力與《報導者》

初期定位相互吻合。 
舉例來說，擅長人物特寫且同時身為作家的房慧真帶出《報導者》文學性質的

寫作手法；曾擔任五年以上中國時報文化線記者汪宜儒，現在負責文化新聞的產出；

憑藉其 14 年擔任攝影記者經歷的余志偉，經營影像標籤下的內容；24 歲離開蘋果

日報展開全球壯遊、花一年時間完成「遙遠人聲」的廖芸婕（現離開《報導者》，

為一名國際獨立記者），為《報導者》提供具獨特國際視角的報導；甫從台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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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畢業的彭筱婷、陳貞樺、蔣宜婷，將她們在學校所學到最新知識技能在這裡實際

運用，開創出創新的新聞遊戲與資料新聞。 

 
（二）新聞編採方針貫徹於產製流程 

《報導者》剛創立的前三個月尚未摸索出一個工作節奏，處於一個較混亂的時

期，經彼此溝通協調後，研擬出基本的工作模式，目前內部將文字記者分成三組，

分別由三位主管（總編輯、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總主筆）帶領小組討論，大幅縮

減初期全體共同討論題目時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新聞是走在時事浪潮的最前端，用此形容《報導者》的話算是說對一半，自許

為產製慢新聞的新聞媒體，當社會上發生重大災難，急需媒體向大眾更新最新救難

狀況時，講究慢工出細活製作深度報導的《報導者》該如何隨機應變呢？何榮幸舉

〈0206 台南地震專題〉的例子說明之： 

一些重大即時新聞，尤其是重大災難，我們的看法是，慢一點沒關係，真

相比速度更重要。舉〈0206 台南地震專題〉來看，我們就沒有搶時間要

去報導這些即時新聞，我們報導的是當時地震發生了幾天之後，然後我們

來關心的是這些受災戶，逃出了維冠大樓之後，他們的生活要怎麼辦，我

們在追蹤的是這樣的新聞，那我們在處理的是，經過了幾天之後，到現場

去修護這些遺體的這些大體修護師，他們的心情〈我願意待到最後一刻〉，

那我們在處理的是跟著這些受災戶一整天去報導這個圖文故事，讓讀者

了解他們現在最新未來的需求跟困境是什麼，這個都不是在當下發的即

時新聞，可是我們都持續觀察拍照之後去做出我們認為最應該要慢一點，

可是讓讀者知道更多的內容、知道更多的現況、還有知道更多的真相，也

包括所以我們去訪問了台南市的副市長曾旭正，讓他完整地去談災後重

建要怎麼進行。（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而要不要報導重大即時新聞也成為《報導者》成立半年來持續在討論的重要課

題，對於主打慢新聞的《報導者》來說，有些可預測、即將到來的事件他們可以提

早策畫，但重大災難發生時，需要考量的是，要不要報導以及誰要去報導，受訪的

兩位記者指出： 

比方說華航罷工，可能就會比較趕，可能一個禮拜就搞定，一些比較時事

我們還是會做，但實際上我們人太少，有的時候等到要反應的時候可能時

機點已經過了。（F，2016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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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說那時候地震、華航罷工，這種社會很關注，可是他是很突然之間發

生的事情，然後大部分的記者手上都還有自己做到一半的題目，這就變成，

到底誰要去做這件事情，還有哪些新聞是重要的，哪些新聞沒那麼重要不

用去處理，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還在持續討論跟在想要怎麼

做的一件事情，就等於說可能我們大部分做的題目都不是即時，所以我們

平常也不太追即時新聞，可是因為有些即時新聞太重大，重大到你如果不

做別人就會覺得這樣還算媒體嗎，所以就變成可能真的如果到了有這麼

重大的新聞，變成我們臨時要調派人力，然後目前的做法都比較像是真的

自己很有興趣的記者就趕快去做，可是我是覺得在調度上面沒有那麼明

確，沒有那麼明確說，假如今天發生什麼事情誰要去處理，通常有時候是

記者自己很熱血覺得這個題目我一定要做，就跑到現場去開始做。（I，2016
年 8 月 21 日） 

由以上訪談得知，《報導者》在面臨重大突發災難事件時，他們仍然會即時趕

到現場，不過他們會先仔細觀察周遭現況，經沉澱之後理出報導重點，試著從更具

同理心的角度出發，去撰寫出富含溫度的文章，或者補足其他媒體沒有注意到但又

十分重要的議題，但是內部尚未研擬出明確的工作流程，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

比較是由記者發動，有興趣的記者會直接到現場，然後主管得知後會根據自身經驗，

建議記者可以觀察的面向，至於要不要到現場則取決於記者本身，主管並未強制規

定一發生事件記者就得直奔現場。 
關於該不該報導重大社會議題，身為非營利媒體的《報導者》為此感到十分掙

扎，自認為是網路上的公共媒體，如果不報導如此重大的社會議題，堪稱為全台灣

人所共有的媒體嗎？於是《報導者》透過總主筆對外邀稿去平衡來不及即時推出報

導的狀況，如記者所說： 

其實《報導者》一開始的評論有點是拿來平衡即時新聞的壓力，因為我們

不是走那麼即時的路線，當我們碰到很多重大事件，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馬

上有回應，所以某部分來講，我們就是用評論來中和這樣的壓力。（I，2016
年 8 月 21 日） 

每個禮拜七天，等於是五天，我們大概可以產生三個單篇的深度報導或者

是一套專題（一個題目兩三篇以上），然後再加上兩三篇的評論。（H，2016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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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稿機制之於媒體組織，就好比品質管理之於工廠，由於《報導者》認為真相

大於速度的新聞處理方針，相較於其他強調即時新聞、有時甚至由記者直接上稿的

網路新聞媒體，《報導者》擁有完善的審稿機制，正如受訪者所說： 

有兩層審稿機制，初核的人會看得很細，會細到除了修改一些句子之外，

他如果希望你結構去做調整，它也會在初審那關就把所有結構、查證問題

全部都解決，第一關它就是基本比為品質管理，然後品質管理初審的人完

全 ok 才會到第二關，理論上還有第三關，就是凱琳（網路部主任），最後

編輯在上的時候，編輯會用可讀性再檢查一次。（H，2016 年 8 月 16 日） 

 另外多數記者提出，《報導者》的內容除了奠定於事實查證、全面完整的基礎

之上，主管更在乎文章的動線，也就是文章結構是否能夠讓讀者願意閱讀下去： 

《報導者》比較會 care 你的寫作有沒有很吸引人，或者你的結構這種，

《報導者》有時候他可能看完，覺得你這篇文章的動線不是很明確，或者

結構沒有很好，他有時候會給你更多文章的排序或者是組織的部分。他會

更在乎你的文章是不是很吸引人，會不會讓人家看不下去。（I，2016 年 8
月 21 日） 

把一個複雜的東西講的很直白，讓一般的人都可以了解這個複雜的東西，

因為畢竟你寫出來的文章如果沒人看得懂或是根本不會很想看的話，就

等於沒有寫。（G，2016 年 8 月 16 日） 

各小組組長的審查，他就會用讀者的可讀性再做一次審查，最後才去文章

潤飾整個審查一變。如果我覺得我寫的東西太複雜，我就會在以他們…在

想像他們需要，在冷靜一下再把文章變淺，深度我們會有一定的要求，深

度要更深可是文字要更淺，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浪費時間是在這塊，就是不

太希望他是只有專家或懂這批人才才懂得的範圍。（H，2016 年 8 月 16
日）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得知，《報導者》的新聞編採方針─「真相比速度更重要」、

「文章要能感動讀者」貫徹於產製新聞流程，《報導者》願意給予記者長時間去挖

掘重要議題的不同面向，但當重大災難發生時，《報導者》面臨了要不要報導的抉

擇，在民眾最需要依賴媒體傳布消息的時刻如果靜默的話，是不是未合乎媒體守望、

監督的職責，對於《報導者》這是一個有待深思的重要課題，另外當《報導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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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要報導重大災難議題時，大多是由記者自發性的到現場觀察，持續與主管討論可

以切入的角度，《報導者》又希望自身的報導帶有溫度與同理心，此種新聞編採方

針形塑出《報導者》獨特的寫作風格，往往以生動的個案去帶出問題，或者以紀錄

者的身分去描繪傳統媒體所忽略的人事物，最後在審稿過程時，主管依「可讀性」

去衡量報導的最終產出，有時甚至會為了可讀性去調整整篇文章的結構或者請記

者補充不清楚的地方等。 

 
（三）深度／調查報導的定位吸引人才匯聚 

 其實即時新聞並非壞事，取決於你如何善用它，《報導者》當初創立時深切地

反思傳統媒體濫用此特性去作為壓榨記者的工具，以及為了提升吸睛率製作出海

量、同質性高的淺碟內容，於是《報導者》決定反其道而行，推出關乎公共議題的

深度／調查報導，後來社會上如發生什麼重大議題，長期追蹤關心該議題的自由作

家便自告奮勇前來供稿： 

我們那個時候在徵才的時候有接受一些毛遂自薦的人，他們會挑幾個跟

他們談下一個階段，就像我們有一個比利時專題，就是林禹瑄自己來提，

因為他現在剛好在比利時，他剛好可以寫一些題目。（H，2016 年 8 月 16
日） 

 這些自由作家如果在初次合作結束後，《報導者》覺得其內容不錯的話，

有可能就會進一步談往後的合作，變成《報導者》的特約記者： 

比利時發生恐攻之後，我們有特約記者馬上在當地去處理比利時為什麼

是布魯塞爾成為恐攻焦點，那香港知名戰地記者張翠容也跟我們合作，成

為特約記者去緬甸，探討翁山蘇姬現在即將執政面臨的問題。（何榮幸，

2016 年 5 月 6 日） 

 由此可見，定位為產出的深度／調查報導的《報導者》，初期海選記者有

諸多媒體工作者前去應徵，也有一些旅居於全球各地的自由工作者，當他們所

處的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時，他們得以在場獲得第一手消息並撰寫即時報導，於

是他們向《報導者》毛遂自薦，如果此次合作後《報導者》覺得他的內容豐富、

完整、不錯的話，就可能展開長期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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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扁平式與開放溝通的工作環境 

 《報導者》的創新與另類體現在很多面向，前面提及的內容是其中一部分，《報

導者》的組織氛圍也是一大特色，雖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普遍來說規模都不大

（ETtoday、NOWnews 除外），垂直的科層制度較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較扁平的

橫向組織，易凝聚出開放溝通的組織氛圍，如果與《新頭殼》、《》比較的話，《報

導者》扁平化組織的氛圍是三者之最，可以從「內部決策方式」、「組織溝通」、「新

聞議題的選擇」略窺一二。 
 首先，何榮幸比較傳統媒體和《報導者》在決定任何事物的過程中指出，《報

導者》具體地展現了組織成員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說： 

我們很平等，沒有太多資深跟資淺記者之間的差別，我們在這邊開編輯會

議的時候，是所有的人都參加，那有的傳統媒體開重要的會議是只有資深

的記者有資格參加，資淺記者是沒有資格參加的，我們任何重要的會議都

是所有的記者一起參加，而且都有平等的發言權，他都可以透過他的意見

來對《報導者》某個重要的決定去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第一個，決策上

面是相當平等的。（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再者，受訪者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報導者》內部溝通的氛圍是很活潑、歡樂

的，隨時都處在一個討論、溝通的環境，組織編制分成六個部門，包括編輯部、行

政部、行銷部、技術部、攝影部與社群部，每個部門之間、部門旗下成員之間也較

無層級之分，只有在特定時刻為了確認《報導者》文章內容的表現，才會突顯主從

之分。 

平常不太有階層，都會開玩笑，想到什麼題目就提出來，今天採訪什麼發

現就直接講，其實不會很像那種老鳥、菜鳥那種分別，會比較有這種階層

在的時候，只有在寫稿跟改稿的時候，你平常歸平常開玩笑，發現什麼，

分享什麼，但是在寫稿跟改稿，畢竟比較資深的記者他是比較有經驗的，

所以這時候一定會尊重他們的想法，但是平常相處不會。（G，2016 年 8
月 16 日） 

我們這邊其實不互相隸屬，我雖然是寫文字的人，可是我沒有資格去告訴

畫插畫的設計他要怎麼畫，我只能夠把故事講給他聽，他一直不停地發問，

他自己去做個研究之後，她做一個東西出來。（H，2016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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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導者》之所以可以較徹底地實踐扁平式組織的管理風格，部分也有賴於主

管們的領導風格。 

我覺得我們整個組織蠻扁平，也跟主管認人的風格有關，因為有些主管就

是很 free，對他來講那個東西有點變成下午茶討論會的感覺。（I，2016 年

8 月 21 日） 

《報導者》真的是每個記者他都有一定的發話權，比較有趣的是說，剛開

始即便是我們的記者並沒有想要做到那麼沒大沒小、不上不下，可是因為

會有幾個記者它對這件事情比較敏感，他會適時的發言去抗拒，或是說會

有一些個人的堅持，所以我們基本上還是能夠維持那個樣子，這個部分還

是有賴於三個主管願意退讓。（H，2016 年 8 月 16 日） 

 《報導者》的主管大多擁有開放心胸，在決定參與《報導者》這個新媒體就決

定褪去過去傳統媒體的包袱，願意完全投注在「新」媒體的產製，這裡的「新」不

僅代表著網路多媒體的敘事風格、製作出有別於傳統媒體不一樣的深度／調查報

導，同時也意味著「新」的工作模式。 

因為榮幸是《中國時報》，曾經它是一個允許沒大沒小的組織，後來他到

《天下》，《天下》是比較講究道統；採訪主任是來自《今周刊》，她個人

是覺得還好，德琳說她當初決定要來這裡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放棄所有

過去媒體交給她的一切，比較最年輕的是總主筆，可是我們還是會不停的

挑戰她，但是這些挑戰都不是沒有意義的挑戰，不是純粹的鬥氣，都是在

摸索怎麼樣讓溝通變得更有意義。（H，2016 年 8 月 16 日） 

第三個新聞議題的選擇的面向，《報導者》的題目大多是由記者發動，主

管次之，其中比例約七比三，可見超過半數以上的主題是由記者自身關心的問

題出發，正如多數記者指出： 

我們其實就是以議題來分，我們沒有所謂的路線，有些記者當然他們有自

己喜好的領域，他們可能就往那個領域去找議題來寫，我們其實蠻尊重每

個記者他們自己出去的風格，在題目方面沒有任何限制。（G，2016 年 8
月 16 日） 

其實我覺得是蠻自由的，大部分都是記者自發想做的題目，然後跟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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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主管報告。（I，2016 年 8 月 21 日） 

大部分的題目大概七八成都是記者本身有興趣，然後透過討論確定可以

變成一個題目再去執行，所以我們這邊是比較由下而上，它不太是像以前

是有分什麼線。（F，2016 年 8 月 8 日） 

 剩下三成由主管指派記者採訪的議題，一為《報導者》主動想長期追蹤的議題，

如〈土地汙染大調查〉，二是考量事件優先緩急而決定之，比如說即將預見的事情，

如選舉、奧運、法案立法等，主管會審核記者各自關心的領域範疇，交由與此相關

的記者去採訪。 

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記者個別提出他關心、他想要做的議題，另外一

種是我跟其他主管，也就是編輯台，自己設定我們想要去做什麼議題。我

們比較多數題目決定不做，是因為他沒有那個優先性，它這個東西重要，

可是現在有沒有找到比較新的突破點，讓讀者看了以後覺得現在做這個

題目他有新的收穫，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先放著，決定什麼東西是優先緩急，

他擁有是動態的考量。（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大部分是記者自發去想題目，可是有一些題目可能是現在的重大議題，假

如說像收費員，如果說收費員這個時候突然有個爭議解決的事情，其實主

管也會想說裡面有誰感覺是跟勞工這一塊比較有關，如果他們覺得有需

要做可能就會把題目派給那個記者。（I，2016 年 8 月 21 日） 

前面我們的磨合期，養成一個比較民主的狀態，所以他會在編輯會議間提

出來，就說他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很民主的先問看看有沒有人對這樣的題

目有興趣，那如果沒有的話，他可能就進一步，他還是覺得很重要，他就

會請比較空閒的記者試著去做這個題目。（F，2016 年 8 月 8 日） 

綜合上述訪談資料可以發現，組織氛圍像是推動組織目標前進的潤滑劑，《報

導者》具體實踐扁平化組織的特色，開放溝通的理念無形中演變為成員的工作日常，

舉凡組織在進行各種決策以及新聞議題的選擇比比皆是，其中主管的領導風格是

個重要關鍵，主管各自的媒體經歷以及開放心胸的特質，促使記者在發動議題時能

夠彼此充分溝通，討論出重要且至今未曾被處理、有意義或者有趣的面向去耕耘，

撰寫出具獨特視角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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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營利組織屬性給予創新的養分 

 非營利組織的色彩為《報導者》切割出明顯的差異，同時也成為「創新」時的

養分。《報導者》以公益基金會方式創建，向大眾進行募款，且不接受來自政黨或

政治人物的捐款，且因網站上未顯示任何點閱率數字，對《報導者》來說，點閱率

無法化作實際的廣告經費，故流量對他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總的來說，《報導者》

透過「資金來源」與「捐款原則」來彰顯其獨立自主的精神，打破現有商業媒體受

制於廣告主壓力的遊戲規則。 
 在此組織運作模式下，《報導者》得以無後顧之憂地步上「創新」的旅程，正

如受訪者所說： 

我們另外一個強調的精神跟定位是「創新」，那我們上線的時候最受到外

界重視的創新就是新聞遊戲這件事情，我們當時所做的這個急診人生新

聞遊戲，我們到後台看，到現在為止它已經有 80 萬人次左右去玩過這個

遊戲，那玩過這個遊戲的很多是年輕的世代唷！（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我覺得整個《報導者》都還蠻實驗性質，因為該說這個媒體可以給我們空

間去做不一樣的嘗試。（I，2016 年 8 月 21 日） 

 至於成果如何呢，何榮幸舉一上線的「急診人生新聞遊戲」為例說明： 

當他們去玩過急診人生的新聞遊戲之後，他們有告訴我們說他們比較願

意看完遊戲之後進一步去看跟急診室相關的深度報導，文章長一點就沒

關係，因為勾起了他們的興趣。透過這種跟新聞現場一樣的新聞遊戲，後

來讓讀者更能夠貼近新聞，然後透過新媒體的說故事的方式，讓他們來了

解整個應該關心的公共議題。（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由以上訪談發現，在《報導者》工作的記者們，的確可以在此去做不一樣的嘗

試，如文化新聞、新聞遊戲、數位專題等，實際觀其效益與不同創新形式沒有一定

的關聯，大部分取決閱聽眾較關心那類的議題為主，不過上線初期推出的「急診人

生新聞遊戲」則創下不錯的佳績，不僅有高達 80 萬次的人玩過，這些玩過的讀者

紛紛表示他們因此較願意去閱讀關於急診室醫護人員過勞、誰癱瘓了急診室等長

篇文章。 
 《報導者》曾允諾將實踐「多媒體敘事」，於是自《報導者》上線以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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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積不少創新的新媒體敘事寫作，如數位專題、卡片新聞、強調視覺化的資料新

聞等。仔細端詳這些報導後發現，裡頭包含了文字、影像（照片、影片）、聲音、

視覺化圖表、互動式內容等，反映出這是一個「跨部門協作」的工作模式。正如何

榮幸與記者所說： 

我們這邊比較常見的各種討論是，各個部門都在討論，你可以看到我們故

意設計成這樣的共同工作空間，就是讓不同部門的同事隨時都可以討論，

然後去思考說故事的方式怎麼樣比較好。我們這邊是從一開始就是沒有

文字記者獨大，而是一開始文字記者跟攝影跟社群部門，不同的部門都是

處於平等的地位，在用多媒體寫作在討論，這個東西怎麼說故事比較好，

它的討論順序流程是很不一樣，傳統媒體是文字記者自己討論完做出題

目之後，然後才丟給多媒體，多媒體才去進行多媒體的討論，我們這邊是

一開始就是多媒體不同部門的討論。（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如果你這個題目想做多媒體，必須先提到多媒體會議，然後由工程師跟設

計師跟可能比較資深的記者組成的一個團體，他們覺得 ok 可以做了之後，

就要開始後續每個禮拜跟工程師、設計師 unpdate 你的進度，然後同時三

方每個禮拜都要有什麼進度，都要知道彼此在做什麼，並不是我全部寫完

稿，全部採訪完，我就丟給後面讓他們做，而是從一開始就三方同時三軌

進行。（G，2016 年 8 月 16 日） 

圖 4-9 〈台灣遠洋漁業的大鮪鱸鰻〉資料新聞例子 

 
資料來源：參考《報導者》網站 https://www.twreporter.org/i/infographic-f
ar-sea-fishing 

https://www.twreporter.org/i/infographic-far-sea-fishing
https://www.twreporter.org/i/infographic-far-sea-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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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高雄廠煙下中油工人的最後一天〉互動專題例子 

 
資料來源：參考《報導者》網站 https://www.twreporter.org/i/fifth-plant/ 

 
因數位專題涉及較多的人力與時間，所以必需在會議中仔細檢視每個細節才

能決定要不要做數位專題，而考量的因素包含「故事主軸與所欲達到的訴求」、「貼

近使用者體驗與符合手機閱讀模式」。 
數位專題大概需要一到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並上稿，故工程浩大，需動用各

個部門與耗費時間，所以在一開始記者提案時，就得先想清楚為什麼想用數位專題

的方式呈現，包含故事主軸為何、哪些部分想要用多媒體呈現，以及想要達到什麼

目的，受訪者談到此時指出： 

基本上他要提案的時候，他必須對自己的想法要有初步的構想，就是你自

己的 lay-out 要想好，你講故事的主軸是什麼，你能夠達到主要效果。你

要互動，這個題目為什麼要互動，比如說你要講一個人物的專訪，它是一

個很感人的故事，其實你要讓讀者傳達的就是透過文字跟影片或是影像

的力量去把這個故事說完，它某個程度來講不太需要你跟讀者太多互動。

（F，2016 年 8 月 8 日） 

此外，數位專題製作過程繁複，工程師需不斷的測試網站版面「滑」過後的效

果與介面設計，充分體現了多媒體協作的精神，需考量「使用者體驗」，沒有哪個

部門能夠主導文章結構，每個部門都必須在考量「讀者閱讀長文的耐心」、「最佳呈

現某一內容的方式」的原則之下，退讓自己的專業本位，共同協商出最適呈現文本

的方式。受訪者曾對此舉例說明： 

https://www.twreporter.org/i/fifth-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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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專題裡面不是以報導為主，反而是報導要去適合整個敘事跟使用

者體驗。譬如說當我們往下滑去測試的時候，你的一千五百字已經讓我滑

了三四次，因為我為了要讓那個字大，我可能滑了三四次，那我們的工程

師可能會告訴你說，這樣的使用者體驗會讓讀者不想再看下去，那我可能

要請你更精簡你的文字，或者是說你重新把這裡面的概念再拆成更多的

概念，可能是一個概念要分兩次提，所以就會放在兩個地方，所以一樣看

起來是一包、一段文字，但是你在使用者體驗上就會變成兩個區塊，但是

中間你要放什麼，他（工程師）會幫你再撥過去，可能是放一段地圖或是

放一個影片，他就變成會拆開你的結構，也許你一開始想要先有一個環境

的敘述，可是環境的敘述可以用影片來代替，那你這個環境的敘述就拿掉，

就不需要你這段文字，就放一段影片，所以你可以發現它的架構是被改變，

它是以使用者體驗為優先。（F，2016 年 8 月 8 日） 

 總和上述訪談得知，《報導者》的確在數位專題這塊落實創新的可能性，有別

於傳統媒體文字優先的工作流程，《報導者》重視「多媒體協作」與「跨部門平等

討論」，產出的數位專題特色是「多媒體內容呈現」、「重視使用者體驗」。任何人皆

可以發動數位專題，在數位專題會議中，主管、記者、攝影、工程、美術設計等皆

會對該主題提出是否可行的意見，無論是評估有無報導的價值，抑或是憑藉工程師

的專業衡量做的出來的可能性有多高，又或者是來自美術設計建議該如何以視覺

化圖表表達龐雜的數據資料，有別於傳統媒體文字獨大的工作流程，《報導者》在

一開始就動員所有涉及數位專題的工作成員，共同悉心討論出數位專題實作出來

的可能性以及該如何表達。 

 

三、營收模式 

 身為非營利新聞媒體，《報導者》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來自社會捐助，且捐款者

必需遵守「三不政策」，不擁有《報導者》、不干預內部產製運作、不進行利益回收。

《報導者》創立時，企業家童子賢允諾連續三年捐贈兩千萬給《報導者》，經內部

評估《報導者》一年需支出三千萬經費，其中人事成本約佔七成（薪資約六成五，

加上勞健保後約七成），目前前三年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來自於企業家大筆捐款，剩

餘的一千萬則來自中小企業以及各種小額捐款。《報導者》期望從第四年開始，企

業家大筆捐款的比例能低於一半，來自中小企業、小額定期捐款與會員制的捐贈超

過一半，亦即超過一千五百萬。唯有如此，《報導者》才能走長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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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捐款原則之外，《報導者》不接受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捐款，以確保其

不受政治勢力透過捐款而來的干預，如果是一百萬元以上的捐款，必需先由董事會

成立捐款小組以決定是否接受，然後每一季定期公布捐款徵信，建立公開透明的資

金來源，讓民眾清楚了解資金動向，以建立責信度（accountability）。 
 從每年三千萬的經費可以發現，《報導者》每個月平均支出兩百五十萬，而人

事成本高達七成，平均每位員工的薪資比其他媒體來得高，意味著「好的記者跟好

的深度報導都需要錢（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然而現在大眾抱持網路資訊

是免費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報導者》如果想要說服大眾、向社會募款的話，勢必

會遇到這個難題。正如何榮幸所說： 

捐款是需要長期去努力的目標，另外一個是要打破社會一般現在的迷思，

就是說新聞都是不用錢的，我們要讓一般的社會大眾去理解說，好的新聞、

看免費的這個東西，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如果希望說一個媒體能夠長

期提供幫你追查真相的新聞的話，你應該考慮成為它的會員，或者是說對

於它的文章，單篇文章支持也好，長期文章支持也好，都可以，你如何去

透過具體的行動支持一個媒體，積少成多讓這個媒體可以走比較長遠的

路，如果要講長遠的路我覺得這部分最重要。（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至於要如何讓大眾願意捐款給《報導者》，除了在網站上公開捐款徵信以提升

責信度外，《報導者》提出了不一樣的策略： 

透過你的每一項報導，去建立公信力還有經得起考驗，還有讓你的支持者

相信說他捐款給你是在支持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是對台灣社會好的事情，

在這（網站）上面所有的報導去白紙黑字，跟透過你展現的誠意，讀者能

不能感受到你希望做深度報導的這種誠意，然後去影響他們，……，我們

努力要做的卻是要能夠感動我們的讀者，而且透過一段時間之後建立品

牌，讓他們願意掏錢來支持這個媒體，所以我們在做的在我看來，其實是

比拉廣告更困難的事情。（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由此可見，《報導者》如果要在第四年開始大幅降低企業家或個人大筆捐款，

且達到來自社會上各種小額／定期捐款達到一半以上的目標時，有個非常棘手的

困境待克服，那就是說服讀者，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全都是可以免費取得的，現在

《報導者》採取因應的方式是以優質內容來感動讀者，一方面透過優質內容來形塑

出專業形象，進而獲得讀者信任與社會公信力，另一方面藉此感動讀者，甚至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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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捐款給《報導者》深具意義，相信捐款是一件對改變這個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報導者》的創建希望跟現在的年輕世代積極對話，影響他們去關心公共議題，

從臉書後台的數據資料顯示符合其原本預設的目標，最主要的核心讀者是 25-34 歲

（40%），其次是 35-44 歲（24%），再來是 18-24 歲（20%）42，其中女性（55%）

比例大於男性（45%）。《報導者》透過臉書上讀者的分享與按讚，快速增加自己的

知名度，多數《報導者》的文章都被廣泛分享，透過社群媒體之間的轉載慢慢建立

口碑，訪談時何榮幸指出： 

王立柔寫的〈告別需要多少時間〉，這篇報導有三千多個按讚之外，最重

要的是它有六百多個分享，然後鄭性澤被釋放當天，它有一千多個分享，

就是靠這樣不斷地轉寄、分享，去善用社群媒體的特性，讓這樣的新媒體

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之外，然後分享的過程其實就是你在影響你的朋友，你

在跟你的朋友推薦《報導者》，所以我們其實就是透過口碑、分享去建立

這個影響力，建立這個品牌，建立這個公信力。（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非營利組織創立時往往都希望能達到某個社會目標，對於《報導者》而言，這

個目標很明確，即創建一個較為友善的媒體工作環境，願意給予足夠的時間去深入

探究公共議題、挖掘真相，藉深度／調查報導去填補傳統媒體因追逐點閱率而忽略

的空白，進一步去改善媒體現況，推動實質的影響力。當談及如何延伸《報導者》

的影響力時，何榮幸表示： 

行銷部是把我們所做的成品，進行各種合作，把我們的作品推銷出去，他

的行銷是在行銷我們的作品，所以呢，各媒體之間的合作，還有跟各種可

以譬如說上節目宣傳我們做的議題，都是行銷部在做的。那我們在增加

《報導者》的影響力的方式，我們最近才剛跟今周刊合作封面故事（亞洲

森林浩劫），三立電視台陳雅琳的總編輯觀點也跟我們合作這個議題，希

望影響除了網路的社群的網友之外，進一步可以影響更多做決策的，譬如

說部會首長，所以我們擴大影響力的方式就是不排除跟任何媒體合作來

增加報導的影響力。（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 

 綜合訪談資料得知，《報導者》積極和不同媒體談合作，包含平面媒體、廣播、

電視節目等，希望能重新介入主流媒體進行議題設定，舉例來說，就曾與《今周刊》、

                                                      
42 44-54 歲約佔 10%，55-64 歲佔 4%，大於 65 歲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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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電視台》合作，共同討論〈亞洲森林浩劫〉的議題 43，也曾與《天下》、《公

視》、《三立》合作，報導〈西進學術移工〉面臨的困境 44，另外還有和各種組織合

作，如為國際影展製作了綠色小組專題，以及舉辦新聞黑客松的活動。 
 除了上述各種跨媒體合作進而達到議題溢散效果，《報導者》本身也憑藉自己

的內容促成實際的社會改變，舉例來說，就曾因報導花蓮 193 縣道環評，二度成功

擋下此環評案，另一個例子則是在桃園新屋大火一周年之後重新審視該事件，在此

之後桃園市政府允諾重新調查消防員身亡的真相，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由

於報導花蓮縣長傅崐萁藉自己的政治力量暗中協助中國在台灣買地的調查報導，

立即遭到縣長來函抗議，顯見其影響力。 

 

四、小結 

 台灣第一個以公益基金會創建的新聞媒體─「報導者」，資金來源全來自社會

捐款，幸運的是前三年企業家童子賢承諾每年捐贈兩千萬給《報導者》，剩餘的一

千萬則交由《報導者》自行向中小企業募款或來自其他小額捐款，預定第四年開始，

小額／定期定額的捐款比例能超過一半，也就是超過一千五百萬，大筆捐款則不依

賴單一特定的企業家，所以資金無慮的情況下，《報導者》頭三年可以心無旁鶩地

去產出報導與進行任何創新嘗試，如數位專題、文化新聞。 
 《報導者》在籌備階段時，覓尋了多位在媒體界具有一定知名度且各有專業的

記者，以及甫從台大新聞所畢業的學生們，第一批招募進來的記者大多符合《報導

者》的定位─在地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國際與中港專題、文化與思想評論、新

的說故事方式，也就是說其延攬多位具調查精神、關心公共議題、善用多媒體呈現

內容的記者們，初期人力資源與《報導者》的定位相互吻合。 
 《報導者》清心脫俗的定位吸引了許多旅居全球各地的記者們毛遂自薦，於是

當國際情勢變化時，《報導者》可以向諸多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特約記者邀稿合作專

題報導，因此《報導者》清楚表示自己欲作深度調查報導的定位，得以讓他們大幅

向外連結，建立合作網絡。 
 首重真相，速度次之的編採原則貫穿《報導者》整個產製流程，由於《報導者》

推出的都是長篇文章，通常讀者對於閱讀長文的耐性有限，所以《報導者》在審稿

時特別重視文章結構，以讀者的可讀性作為審稿的標準，此外，專業謹慎的審稿機

                                                      
43 《今周刊》1009 期〈亞洲森林浩劫 台灣環境生態大調查〉、《三立》〈陳雅琳．總編輯觀點—會

思考的新聞〉2016 年 5 月 9 日播出 
44《天下》599 期〈被台灣拋棄的博士們 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公視有話好說》2016
年 6 月 9 日播出〈台灣博士中國流浪 月薪兩萬咬牙苦撐！〉、《三立》《陳雅琳．總編輯觀點—

會思考的新聞》2016 年 6 月 20 日播出〈台灣博士跨越「黑水溝」 低薪流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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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促成報導的可靠性，加上《報導者》願意接受社會公評，亦有助於增加讀者對

《報導者》的信任。 
 扁平化的組織、開放溝通的工作環境，《報導者》建立一個友善的媒體工作環

境，不侷限記者的能力，大部分的題目由記者自主發動，數位專題會議落實跨部門

平等溝通與多媒體協作的工作模式，平等決策、多媒體協作刺激彼此更多創新的火

花。 
整體而言，穩定的財務資金，專業多元的新聞人才，以及扁平開放的新聞室文

化，都是《報導者》獨特的資源。憑藉這些資源，《報導者》得以落實調查與深度

報導的內容定位，確立獨立專業的媒體形象，以及開創嶄新型式的數位報導，展現

有別於其他網路原生媒體，甚至是傳統媒體網站的內容產製能力。而這一切都與

《報導者》的非營利組織體質存在莫大關係，由於非營利的組織定位，《報導者》

得以獲取企業家與各方的捐款，並走出獨特的新聞道路。但顯而易見的是，《報導

者》能否擴充與提升獨具的內容產製能力，以實際的成果持續感動讀者與捐款人，

形成源源不絕的經費來源，將是未來必須克服的重大挑戰。 

 

第四節、整體比較 

 《新頭殼》創生之際握有先進優勢，集結幾位資深媒體人與籌備資金後，便決

定攜手共創「新」媒體，憑藉其堅守的專業新聞價值以及與公民團體合作，試圖成

為「專業與公民互動的新聞資訊平台」。約四年半之後創辦的《》則挾相對雄厚的

資金進入市場，原以遵守傳統新聞媒體的古典價為重，後來經營者政策轉向「新」

媒體（網路公司）策略，希望兼顧新聞產製與流量拉抬。至於最後成立的《報導者》，

主打深度與調查報導，內容與運作型態明顯與上述兩者有別。包括公共議題的選材、

招募各具專長的記者到獨特的數位敘事與資料新聞，都使《報導者》走出不一樣的

「新」媒體之路。 
 綜合比較三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財產基礎資源發現，《風傳媒》擁有相對豐

厚資金，《報導者》在前三年資金無虞，《新頭殼》資金最為吃緊。至於知識基礎資

源的調查能力方面，《風傳媒》本具扣緊時事脈絡的內幕踢爆能力，後因部分人士

流動稍微減弱，《報導者》具備挖掘公共議題真相的能力，致使其能製作出深度／

調查報導，甚至因此對社會造成衝擊與影響；寫作能力方面，《報導者》多元的寫

作風格為其特色，有別於一般習以傳統新聞寫作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三家皆具備

連結外部人才的能力；而行銷與鞏固讀者能力這部分，《風傳媒》擅長話題操作以

增加流量，《報導者》則具備激勵讀者參與及分享的口碑行銷能力，詳細內容請參

照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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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本研究結果總整理 

新聞媒體 新頭殼（社會企業媒體） 風傳媒（商業媒體） 報導者（非營利媒體） 

內容策略 
綜合性專業新聞網站，額外關注社運、媒

體、中國人權等議題 

政治新聞（尤以政策為主）、政治內幕調

查報導、多元評論觀點、國際新聞、新媒

體敘事（資料新聞、卡片新聞） 

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新媒體敘

事（數位專題與資訊圖表） 

目標讀者 所有讀者，尤其是關心公共事務的人 社會菁英與決策者 年輕世代 

實際讀者結構 
25-50 歲，高年齡層、高教育程度（高知

識涵量）、高所得的族群 
高知識分子、高教育程度、高所得、專業

人士（律師、醫師等） 
最大群讀者為 18-34 歲，女性與男性人數

約六比四 

營收模式 
廣告、內容授權、代委錄製費用、股東贊

助、新頭殼之友 
大部分為廣告（頁面廣告、原生廣告）、

小部分為內容授權 

企業大筆捐款、社會大眾小額捐款（單次

或定期定額）、與其他媒體合作分攤採訪

經費、舉辦工作坊收取活動費用 

財產基礎資源 

財務資源 
 資金規模不大 
匯聚一千萬時創立，至今累計五千萬資

本額 

 資金雄厚 
創立時張果軍獨資六千萬，目前累計一

億六千萬 

 頭三年資金無虞 
童子賢允諾贈予六千萬，分三年贊助，一

年預算三千萬，剩餘一千萬向社會募款 

內容資料庫 

 社會價值優於經濟價值 
早期少數關注社運、媒體、人權議題的媒

體，後來在苗栗大埔事件、中時獲中國置

入、反媒體壟斷屢創佳績，補足傳統媒體

刻意忽略的事實 

 經濟價值優先 
2015 年會員大會上宣布衝量，於是增加

整體網站文章篇數（包含新聞、評論觀

點、風生活），後來粉絲數與網站流量皆

上升 

 社會價值優先 
多個調查報導影響決策者與利益關係人

作出解釋 
Ex1 二度擋下花蓮 193 縣道環評 
Ex2 桃市府重新調查消防員身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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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基礎資源 

調查報導能力 

 借助外部團體為主 
本身無特別培養此能力，與 weReport 合
作，提供平台發布 weReport 的調查報導，

另董事長鼓勵記者多寫分析、側寫等讓

報導更加全面多元 

 扣緊時事脈絡的內幕踢爆能力 
專攻政治類調查，如政治內幕、弊案、軍

事等，初期編列專職調查記者，後來改透

過記者每日撰稿的過程挖掘出新聞議

題，偏向解釋政策 

 挖掘公共議題真相的能力 
關注攸關公共利益的議題，經記者主動

感興趣與閱覽歷年相關資料於小組會議

中討論出報導架構與面向後，進入場域

長期蹲點，展現誠意讓受訪者願意與素

未謀面的記者吐露真實想法 

寫作風格 

 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 
倒金字塔式，導言囊括 5W1H，後續段落

進一步解釋與補充導言未提到的次要事

實 

 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 
倒金字塔式，導言囊括 5W1H，後續段落

進一步解釋與補充導言未提到的次要事

實 

 多元的寫作風格 
先拋出鮮明的個案，引發讀者興趣，文筆

優美，致力於感動人心的長篇深度報導 

數位敘事能力

與創新能力 

 錄製節目的製作能力 
直播節目在當時網路剛興起無人嘗試屬

創舉，後來並未繼續發展 

 資料新聞的製作能力 
結合時事議題，擅長分析公開的繁瑣資

料，從中找出新聞點，將龐雜的數據化簡

成簡易的圖表 

 創新數位敘事能力 
結合影像、聲音、文字與資訊圖表，各個

部門貢獻專業製作出最合適的內容呈現 

有效結合外部

團體的能力 

 培力公民團體與公民記者的能力 

 

 廣邀專家與新聞／商業團體內容授

權的能力 
 連結具調查報導精神的自由工作者

／媒體合作的能力 
定位清楚，吸引國內外具調查報導精神

的特約記者／媒體組織與其合作，另與

傳統媒體合作欲重新介入議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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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經營社

群媒體）與鞏

固讀者的能力 

 一般性的社群行銷能力 
自然成長的粉絲頁，由記者身兼小編，無

聘僱專門社群小編 

 流量成長與話題操作的網路行銷能

力 
專職部門分析臉書與 GA 數據資料，分

析讀者偏好，以及知道如何因應臉書不

斷變更的演算法 

 激勵讀者參與及分享的口碑行銷能

力 
（1）由於深度／調查報導的定位明確，

讓厭倦輕薄短小即時新聞的閱聽眾前來

朝聖，透過臉友按讚與分享轉載，在人際

網絡中擴散出去，符合臉書連結親朋好

友，人人都是朋友的意見領袖特性 
（2）除了由專職小編線上回應讀者，更

舉辦實體公開活動，邀請讀者參與，了解

讀者對《報導者》的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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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科技日新月異，早期廣播電視出現，報紙是否存在的擔憂此起彼落，事實證明

不同媒體間各具特色，提供給讀者不一樣的內容體驗，近幾年網路興起，包含以往

任何媒體的功能與特色，加上其特有的互動、多媒體、超連結等特性，如同隕石墜

落於現今媒體產業，影響之大迫使大家朝網路世界航行，另一方面來看，由於網路

進入門檻較傳統媒體低，賦予了創建新聞媒體的潛能，綜觀台灣目前網路原生新聞

媒體，彼此之間各自有其關心的領域，於網路世界百花齊放、生氣盎然，然而有個

棘手的現實待面對，如何長久經營下去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本研究因此探討網路

原生新聞媒體的營運模式，包括其產出什麼樣的新聞內容？內部擁有哪些資源與

核心能力能夠支持該內容的產出？以及最終產出的結果是否能在競爭市場上佔有

一席優勢位置，甚至為其帶來實際的報酬（廣告贊助或社會捐款）？ 

 

一、提供利基新聞與嘗試數位敘事報導 

內容無疑是新聞媒體最重要的產出，也是閱聽者建立媒體形象的關鍵元素，本

研究所探討的三家新聞媒體雖然都有經營社群媒體，行銷自己的內容，但最終仍要

仰賴新聞報導的品質，以建立與讀者之間的信賴關係，培養他們對媒體的忠誠度，

接著透過讀者間的口耳相傳擴大讀者群，與此同時對社會造成衝擊與影響，進而獲

得廣告主贊助或民眾小額捐款，積累足夠的資金再度投入新聞產製，形成正向循環

（Meyer, 2004；張衛平，2007，頁 1-30）。 
綜觀三家新聞媒體的內容，各自有其關注的議題，皆以「利基新聞內容」出發，

《新頭殼》聚焦於當時傳統媒體容易忽略的新聞內容，如社運、媒體、中國人權；

《風傳媒》強調政治新聞，尤其是關乎政策的議題，以及揭發政治內幕的調查報導；

《報導者》著重於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三家除了內部自己產製新聞報導，

還會積極地向外邀稿，尤以評論為大宗，廣納符合自身媒體調性的專欄、評論；另

外《風傳媒》45與《報導者》46還開發「資料新聞」，爬梳網路公開資訊，找出隱藏

其中的端倪，再搭配視覺化圖表呈現在讀者面前。 
 除了報導主題與傳統媒體不一樣之外，三家媒體各自嘗試就「內容深度」付出

努力，欲藉此提升新聞報導品質，區隔自己與傳統媒體的差異。《新頭殼》致力於

                                                      
45 〈YouBike 收費多 5 元 趕走了哪些人？〉、〈誰是用電大戶〉 
46 〈新科立委 長什麼款？〉、〈里約奧運看門道 誰是史上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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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較為中立、客觀且角度多元的專業新聞（相較於當時傳統媒體各自有鮮明的立

場），董事長本身也會撰寫新聞評論，同時鼓勵記者多加撰寫側面觀察、新聞分析、

人物專訪增進網站內容深度；《風傳媒》側重於內幕性調查報導，後來組織內部替

換總編輯，轉而要求記者深入詳述政策議題，不單只是記者會上的報告，還需要向

民眾解釋施政的背景原因、對民眾的影響面向等；《報導者》產出的內容本質就是

深度／調查報導，比較特別的是新聞的切入角度，通常是主流媒體未曾關照的面向。 
 上述談到的多是嚴肅的硬新聞，三家媒體其實也各自發展軟性內容，《新頭殼》

與《風傳媒》多對外邀稿，其中如果以合作對象的數目來看的話，《風傳媒》為三

者之最，以創新程度評估時，《報導者》的文化新聞最為突出。 
 重視網路對新聞產業影響的學者 Mark Deuze（2003），認為理想的網路新聞應

富含「連結性」（hypertextuality）、「互動性」（interactivity）與「多媒體特性」

（multimediality）（轉引自林照真，2014）。對應到本研究的個案發現，三家新聞媒

體大都運用網路特性去實踐網路新聞特色：每篇新聞底下都有延伸閱讀或相關新

聞的連結；關於與讀者互動或提供讀者近用媒體的部分，皆透過臉書粉絲頁回應網

友的想法。此外《新頭殼》更主動積極地與外部公民團體合作製播節目（幸福報報）、

開闢時事辯論平台（供正反雙方彼此交流意見）與號召公民記者。《報導者》的新

聞遊戲讓讀者身歷其境體驗當事人處境，另外當新聞報導結合多媒體的數位敘事

時，不僅是文字、影像 （照片、影片或動畫）、圖表等元素的組合，更重要的是經

過謹慎思考的結果，思索為何使用多媒體以及期望達到什麼目的，而非毫無目標地

增加內容豐富性。相較之下，《報導者》是最願意嘗試新媒體敘事的媒體，其次是

《風傳媒》47，《新頭殼》在這方面鮮少著墨。 
Pavlik（2001）曾指出網路新聞會歷經三階段演變，新聞內容從複製母媒體的

內容（階段一），過度到提供多媒體內容以及與讀者互動的功能（階段二），到最後

善用網路本身的特性去嘗試新媒體敘事（階段三）。本研究認為《新頭殼》目前處

於階段二，《風傳媒》跨越階段二與三之間，《報導者》則立足於階段三，且持續前

進。 

 

二、審視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 

 本研究依據 Miller 和 Shamsie（1996）對企業內部資源的分類，區分為財產基

礎資源與知識基礎資源，財產基礎資源為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為獨特且讓競爭者

難以模仿與學習，知識基礎資源為隱約細微而無法知道的知識（know-how）與技

能（skills），這道知識障礙阻礙競爭者參透模仿。 

                                                      
47〈《海闊台灣》孤獨的島嶼 依存著台灣關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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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基礎資源 

1. 財務分配：用於新聞產製比例高 

以資金規模來看，《風傳媒》在三者之中擁有最雄厚的資金，成立時投入六千

萬，增資兩次擴增為一億六千萬，其次為《報導者》，前三年獲得企業家童子賢每

年捐贈兩千萬，剩下的一千萬靠自己的力量去向社會募款，《新頭殼》最為迷你，

募得一千萬資本額即創立，經兩次增資後達五千萬。 
 即使三家網路原生新聞媒體持有不一樣的資金規模，他們都有類似的共通點，

就是資金大多投注於編輯部的內容產製，正如三家媒體主管所指出，「大部分是新

聞產製（蘇正平，2016 年 4 月 22 日）」、「記者需要實際外出採訪的新聞，需要比

較多的預算（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一年評估大概需要 3 千萬元的經

費，大概有將近七成左右，也就是大概 2 千萬左右是人事費（何榮幸，2016 年 5
月 6 日）」，其中《風傳媒》後來因經營者政策改變，營運一年後擴編媒體事業部

的人力編制，加強網路技術與行銷，兩個單位並重。 

 

2. 內容資料庫：創造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 

 內容對新聞媒體來說無疑是重要資產，受到著作權／版權的保障。奈特基金會

自 2011 年開始持續調查美國多家非營利新聞媒體，在報告中提出媒體能不能夠永

續經營不只在於達到收支平衡而已，其他包括創造社會價值以及不斷調適的組織

能力也同等重要（Knight Foundation, 2011, 2013, & 2015）。本研究所探討的三家

媒體組織屬性橫跨了 Dees（1998）提出的非營利到營利的組織光譜（張茂芸譯，

2000），身為商業媒體的《風傳媒》能不能獲得經濟價值為其存在的根本問題，相

反地以公益基金會成立的《報導者》，更在意的是其報導對社會的影響與衝擊，介

於兩者之間定位為社會企業的《新頭殼》追求的原則是社會價值優於經濟價值。 
 以上述邏輯檢視三家媒體時發現，《風傳媒》的確順利地因增加整體文章篇數

（包含新聞、評論與風生活）提升了網站流量，因此有利於說服廣告主下廣告，同

時也可分析讀者結構去發想更多內容行銷，兩種方法都能使公司獲得更多金錢報

酬，在競爭市場上獲得經濟價值。 
《報導者》推出的報導確實對社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其呈現的社會問題，

促使更多人了解，願意關心該議題，不僅造成民眾社會認知改變，還具體地改變現

狀，多個報導發布後使得當權者出來面對不合乎公平正義的社會議題，如桃園新屋

大火報導推出之後，桃園市政府允諾重新調查消防員身亡的真相，以及在報導台灣

遠洋漁業真相的調查報導發布後，屏東地檢署立即宣布重新調查印尼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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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iyanto 死亡案，行政院長林全則要求嚴格執法、健全漁工勞檢機制（鄭涵文，

2016）。 
《新頭殼》從創始開始就關注社運、媒體等議題，持續醞釀的報導能量促使他

們在適當時機對社會造成實質影響力。從報導大埔徵地事件最終迫使主流媒體跟

進報導，到後來揭露中時接受中國置入性新聞，引爆存在於媒體好一陣子的置入性

行銷問題，至近幾年的學運報導，踏著緩慢且持續前進的步伐，慢慢地讓愈來愈多

人認識《新頭殼》，建立起網站的知名度。 
雖然三家媒體對於內容能夠兌現出的價值不一，不過他們有個共通點，彼此都

覺得提供優質內容是形塑自身形象最直接的做法，藉一篇篇報導逐漸累積品牌，建

立讀者的忠誠度。 

 
（二）知識基礎資源 

1. 調查報導能力 

 三家新聞媒體皆想要提供深度／調查性質的新聞報導，以有別於輕薄短小的

即時新聞。其中，《風傳媒》具備的是調查政治內幕與弊案的能力，《報導者》側重

的是與陌生受訪者建立關係，獲得新聞素材的能力，而《新頭殼》在這個部分處於

弱勢。 
 《風傳媒》聘僱了多位經驗豐富的日報記者與具調查經驗的周刊記者，這些記

者們（大部分為政治記者）經年累月在同一條路線上的採訪經驗，早已內化為自己

的專業知識，同時又與相關消息來源培養了緊密關係，這份與消息來源的熟稔與敏

銳的新聞感，讓他們容易從中嗅得破綻、找出端倪，採訪的到重要相關人士，撰寫

政治內幕報導。《報導者》專注台灣社會的各種議題，從環境污染、地方開發、能

源政策到社會底層，取材較為廣泛，於是他們的記者平常並未固守在某一路線，只

有當記者經由重重討論確定題目後，才開始尋找相關受訪對象，舉例來說，台中一

廣的報導，記者們為了深入了解移工來台工作的心路處境，曾在此駐紮一個月，實

際走入移工們的生活圈，與他們攀談並成功讓他們願意接受訪談，所以《報導者》

擁有的能力是，能夠很快地去找到受訪對象，並且與他們建立關係，展現誠意讓受

訪者願意與素未謀面的記者吐露想法。 
 簡言之，《風傳媒》具備的是「扣緊時事脈絡的內幕踢爆能力」，《報導者》擁

有「挖掘公共議題真相的能力」，很快地與受訪者建立關係，進而獲得訪談資料，

《新頭殼》在此處於劣勢，主要是「借助外部團體為主」以補足調查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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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寫作風格 

至於撰稿風格，《新頭殼》與《風傳媒》屬於傳統倒金字塔型的寫作架構，由

於跟著時事潮流起伏且需具時效性，通常記者會優先訪談某些特定對象，例如專家

學者或政治人物，最後在文章中引述他的回應。《報導者》的寫作風格則與上述兩

個媒體呈現鮮明差異，它會先拋出鮮明生動的故事，再攤開這個議題，探討背後結

構性問題，或從各個利害關係人面向去討論。感動人心的個案是《報導者》欲突顯

的差異，有時訪談無數個受訪者後，只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放入最終完稿，此

與《報導者》長篇文章有意展現的文學風格密切相關。 
《報導者》的審稿過程基本上區分為兩階段，第一步會先查核事實的正確性與

檢驗提出的的觀點是否言之有物，第二步則強調文章的可讀性，畢竟讀者閱讀長文

的耐心有限，內部除了三位主管負責審稿之外，還有一位曾為作家的記者（房慧真）

可以檢查文字邏輯性、行文前後是否過於重複需要去蕪存菁，以及文章的流暢性等。 
 因此《新頭殼》與《風傳媒》擁有的是「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報導者》偏

向的是「多元的寫作風格」，為有溫度、具文學風格的寫作能力。 

 

3. 數位敘事與創新能力 

新媒體不僅懷有古典新聞學的老價值，還要能夠擁抱網路技術帶來的好處。

《風傳媒》著重在將龐大的數據資料簡化成清楚易懂的圖表功力，《報導者》為三

者之中最具實驗創新精神的一員，願意摸索任何數位敘事的可能性，搭配讀者使用

體驗，致力於誘發讀者閱讀有關公共議題報導的渴望。 
《風傳媒》初期曾製作海闊數位專題，後來衡量製作時間過長停擺了好一陣子，

直到 2015 年開設風數據頻道，再度嘗試除了文字、影像之外的敘事方式，記者首

先爬梳政府公開資訊，選擇貼近民眾生活的議題，接著利用簡潔明瞭的數據圖表將

繁雜的數字轉化成易懂的資訊，輔助讀者對資訊的理解。《報導者》內部啟動數位

專題時，文字、攝影、美術設計與工程師彷彿共同搭上名為創新的列車，路途中相

互貢獻自己的專業，彼此稍微降低自己的專業本位，聆聽對方的見解，舉例來說，

〈造假‧剝削‧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這套數位專題，結合了圖

片故事、資料新聞與深度報導，圖片故事由大量的影像與聲音，搭配簡短文字提示

重要資訊，完成一篇身歷其境的故事，在這篇報導之中，影像聲音為主角、文字則

為配角，另一篇〈高雄廠煙下中油工人的最後一天〉為一個互動專題，以阿昌這名

工人帶領大家走進五輕煉油廠，一窺內部的工作環境，這是一篇結合影像與文字的

互動專題，工程師站在讀者閱讀耐性的立場要求文字簡潔有力，不再是文字掛帥，

因為如果執著於長篇文稿，消磨了讀者耐心而關閉網頁的話，後續延伸報導就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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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讀者，所以《報導者》內部尊重術業有專攻，彼此尊重對方的專業，在相互妥

協的工作氛圍下力求完成動人的報導。 
整體而言，《風傳媒》具備的是「資料新聞的製作能力」，《報導者》擁有的是

「創新數位敘事能力」，將蒐集到繁雜的資訊化繁為簡，選擇最適合乘載資訊的方

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如新聞遊戲、資料分析、互動專題、圖片故事等，《新頭殼》

僅在創立初期發展「錄製節目的製作能力」，後考量資源有限無繼續延續這部分。 

 

4. 有效結合外部團體的能力  

 網路創業的新聞媒體具有低進入門檻的優勢，不若傳統媒體需投入巨額資金

才能成立，也因此開創初期都盡量節省開支，雖聘僱了一些專職員工，還需廣泛地

擴展外部的連結網絡，結合外部團體為組織注入能量，因為網路新聞媒體通常沒有

足夠的資金去無限擴編人力，此時有效結合外部團體的能量，懂得把外部人才的才

華與智慧轉變成網站內容，協助該媒體達成內容目標的能力就十分重要。本研究的

三家媒體皆有這方面的能力，不過三者側重在不同範疇。 
《新頭殼》剛成立時由前總編輯積極廣邀各個公民團體前來錄製〈幸福報報〉

節目，培力公民團體自我發聲，以及開放公民記者在《新頭殼》網站上發布新聞，

也曾開過幾次培訓公民記者的活動。《風傳媒》則是善於向各個領域的專家邀稿（約

61 位），增添專欄評論的多樣化，也和多位部落客、新聞／商業團體合作（粗估高

達 138 個部落客與各式團體），內容授權給《風傳媒》讓他們可以自行運用，使得

風生活的內容包山包海。《報導者》憑藉本身對深度調查報導的追求與定位，吸引

了不少這方面的人才，這群散佈於國內外的特約寫手，為《報導者》提供第一線的

深度報導，延伸《報導者》的新聞觸角，另外《報導者》還主動與傳統媒體談合作，

合作方式為共同分攤採訪經費或者透過主流媒體的大眾傳播效應，讓《報導者》重

新介入議題設定，目前曾合作的對象包含今周刊、天下、公視有話好說、三立總編

輯觀點，也曾與其他媒體協力製作調查報導，如與印尼調查報導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深入報導境外聘僱漁工遭遇台印兩地仲介剝削的處境，並揭露隱

藏於利益關係人背後盤根錯節的事實真相。 
 簡言之，《新頭殼》擁有的是「培力公民團體與公民記者的能力」，然而這個能

力後來隨著前總編輯的離開，能量逐漸衰退；《風傳媒》具有的是「廣邀專家與新

聞／商業媒體內容授權的能力」；《報導者》持有的是「連結具調查報導精神的自由

工作者／媒體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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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社群媒體與鞏固讀者的能力 

 「網路上的東西沒有通路出去根本就看不到，不會被看到的新聞，那不叫新聞，

做那個東西沒有意義（溫芳瑜，2016 年 5 月 4 日）」正如溫芳瑜所說，如果新聞

僅止於新聞工作者滿足個人探索複雜事件真相的慾望，而不能傳播出去觸及讀者

的話，便縮小了報導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力範圍，所以在網路傳播的時代，經營社群

媒體，直接在線上與讀者互動，成為重要推廣內容的方法。經營社群媒體的能力三

者基本上差不多，皆由社群小編簡短的提示報導重點，附上連結供讀者點擊連回網

站閱讀全文。 
 《新頭殼》由記者身兼小編，轉貼自己撰寫的新聞，通常以簡潔有力的一句話

道出新聞主旨，文章標題中規中矩，類似於報紙慣用的精煉下標方式。《風傳媒》

內部有一群強大行銷團隊（人力編制與編輯部旗鼓相當），專責的社群部門精於分

析讀者結構，了解讀者喜愛的內容為何，如「只要寫日本，點閱率就會很高（E，
2016 年 8 月 17 日」，還有他們也懂得因應臉書時不時變更演算法的作為，如「臉

書如果間隔太近發文，它會給你比較不好的觸擊（不會都推給你的粉絲），所以可

以把它 group 起來成為一個主題的文章（一篇貼文裡放多個相關新聞連結）（溫芳

瑜，2016 年 5 月 4 日）」，另外風生活的崛起多少影響了編輯部的下標方式，整

體來看，《風傳媒》文章標題有愈往內容農場（兼具趣味）下標的趨勢。《報導者》

平均一天推播兩到三則貼文，轉貼時由社群小編擷取部分內容精華或摘要重點，雖

然產出的文章篇數遠不及前述兩家媒體，但網友在《報導者》臉書上的互動最為熱

絡，尤其貼文按讚數與轉貼數遠高於上述兩家。換言之，雖然三家媒體在經營社群

媒體上的方法類似，不過《報導者》因本身定位明確，能夠很快地獲得讀者認同，

成功動員讀者參與討論，就這方面的能力而言，《風傳媒》只能居二、接著是《新

頭殼》。不僅如此，《報導者》更實際舉辦公開活動，近距離與讀者面對面交流，

傾聽讀者的想法，以致《報導者》能夠靠著優質報導及線上線下的讀者互動，獲得

愈來愈多讀者的認同。 
 因此，《風傳媒》持有的是「流量成長與話題操作的網路行銷能力」，《報導

者》具有的是「激勵讀者參與及分享的口碑行銷能力」，由於《新頭殼》的臉書粉

絲頁目前屬於自然成長的狀態，在這方面相對來說處於弱勢，屬「一般性的社群行

銷能力」。 

 

三、符合 VRIN 的核心能力 

組織內部擁有各式資源，但能不能夠淬鍊出核心能力，進而在市場上獲得競爭

優勢，取決於是否符合 VRIN 特性，也就是說這些具價值的資源是稀有的，讓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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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仿與取代的，符合上述特質的話才足以構成核心能力（Barney, 1991）。 
 「錄製節目的製作能力」與「培力公民團體與公民記者的能力」為《新頭殼》

曾經擁有的核心能力，憑藉總編輯對外連結，得以邀約各個公民團體前來製播節目，

後來也因總編輯的離開而逐漸消逝，公民記者目前雖然持續運作，但處於無人管理

的荒地，故現今這部分已不再是《新頭殼》的核心能力，「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

屬於中規中矩的撰稿形式，和其他家媒體沒有差異。 
《風傳媒》的核心能力為「扣緊時事脈絡的內幕踢爆能力」，這個能力存在於

個人，故如果能聘僱到資深政治線記者形同握有該核心能力，先前多位資深記者離

開《風傳媒》使得這部分些微轉弱，故這個能力容易受到人才流動影響。「傳統的

新聞寫作風格」與「資料新聞的製作能力」不能算是核心能力，《風傳媒》的寫作

風格中規中矩與其他媒體沒有太大差別，簡化龐雜資料以圖表呈現的能力在媒體

市場中屬於稀有的，但容易透過模仿習得，因為現今政府資訊公開，各家媒體都可

以獲得該筆資料。「廣邀專家與新聞／商業媒體內容授權的能力」在於該媒體有足

夠的資金可以廣泛地與各種組織授權合作，目前入口網站就在做這件事，故較不能

算是足以創造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流量成長與話題操作的網路行銷能力」的確

為《風傳媒》的核心能力之一，有匹敵編輯部規模的媒體事業部門，專門分析讀者

結構、製作內容行銷內容等確實是在其它媒體中較少見，雖然其它媒體也許聘僱網

路人才就可以彌補這塊，但由於資金有限仍需大幅投入於新聞產製，所以使得《風

傳媒》在這方面處於上風。 
上述《報導者》所富含的能力跟其非營利媒體本質有莫大的關係，頭三年無需

擔心資金來源與網站流量的工作環境下，賦予《報導者》無限創新能量，例如說它

能夠承載記者花一個月到一個半月鑽研某個社會議題，這段時間記者可以去爬梳

各種資料，去進行陌生開發的深度訪談或實際親身參與受訪者的生活 48，取得豐富

的個案資料後，再撰寫出動人帶點文學氣息的深度報導，相對地，其它視廣告為其

衣食父母的商業媒體，往往很難去給予記者足夠時間去深入探究某個議題，因此媒

體組織中「挖掘公共議題真相的能力」的確少見，競爭者雖容易模仿，但考量效益

回饋後往往直接捨棄。不過，調查報導能力雖有可能成為核心能力，仍必需靠長期

培養累積出多元公共議題的專家，才有可能不易被取代。 
另外，屬於《報導者》的「多元的寫作風格」，類似於雜誌撰稿風格，未必是

《報導者》的核心能力。關於「創新數位敘事能力」確實是《報導者》的核心能力，

因目前尚鮮有媒體願意進行跨部門的協作，並以平等決策尊重專業同仁，事實上，

《報導者》每發行一篇數位敘事報導，都會激勵內部員工做更進一步的摸索，累積

數位敘事表達的議題選擇與資料呈現能力，而且這些經驗存在於組織之中，不易讓

                                                      
48 〈舉牌人朝不保夕的勞動真相〉，由王立柔臥底一個月實際觀察舉牌人的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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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觀察得到。還有《報導者》本身的內容定位，的確在市場上握有先發優勢，使得

不少關心公共議題的特約記者毛遂自薦，促使《報導者》逐漸開展出外部網絡，不

過以上這些仍有待後續《報導者》自身的表現，才能繼續維持下去。至於「連結具

調查報導精神的自由工作者／媒體合作的能力」容易被模仿，所以不能算是核心能

力。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發現三個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內容表現與其所擁有的

資源、能力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其中，創設最早的《新頭殼》本具有先發優勢，並

展現連結公民社會的能力，惟因財務基礎資源受限，知識基礎資源難以形成足以創

造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致有不進則退的困境。 
繼起的《風傳媒》則因財務基礎資源相對豐厚，加上網路行銷的知識基礎能力

適時補上調查報導能力的減弱，使其爭取廣告營收的指標得以提升，但新競爭者的

不斷加入，如信傳媒、上報，及網路大者恆大的邏輯效應，即使流量增加排名進步，

但除非擠進前幾名才有可能獲得等比例的廣告收入，使其創造競爭優勢所需的核

心能力需以更嚴格的標準來評估，因更具競爭的媒體環境及需大幅增加流量以賺

得網路廣告的邏輯，故應更加強化原本的核心能力，亦使財務基礎資源的考驗為之

加大。 
至於《報導者》，作為唯一的非營利媒體，在初期發展所需的財務資源獲得一

定保障之下，已在調查報導及數位敘事領域發展出頗具優勢的知識基礎資源，此類

知識基礎資源是否足以成為持續創造競爭優勢的穩固核心能力雖然尚待觀察，但

若能持續產出具有社會衝擊力道的報導內容以取得社會認同，其非營利組織的特

質將是組織成長的有力支柱，換言之，《報導者》已生根發芽的知識基礎資源是否

能夠成長茁壯？以及其所爭取的社會認同是否能夠為它搏得源源不絕的捐款，將

是《報導者》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考驗，請參照表 5-1。 

 
表 5-1 三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資源與核心能力分析 

新聞媒體 新頭殼（社會企業媒體） 風傳媒（商業媒體） 報導者（非營利媒體） 

內容策略 綜合性專業新聞 政治新聞為主 深度／調查報導 

財產基礎

資源 
資金相對緊促 資金相對充裕 頭三年資金無虞 

知識基礎

資源 

1. 借助外部資源補充調查

報導 
2. 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 
3. 錄製節目的製作能力 

1. 扣緊時事脈絡的內幕踢

爆能力 
2. 傳統的新聞寫作風格 
3. 資料新聞的製作能力 

1. 挖掘公共議題真相的能

力 
2. 多元的寫作風格 
3. 創新數位敘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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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力公民團體／公民記

者的能力 
5. 一般性的社群行銷能力 

4. 廣邀專家與新聞／商業

媒體內容授權的能力 
5. 流量成長與話題操作的

網路行銷能力 

4. 連結具調查報導精神的

自由工作者／媒體合作

的能力 
5. 激勵讀者參與及分享的

口碑行銷能力 

核心能力 

連結公民團體／公民記者與

製作直播節目雖為創辦初期

之創舉，惟此能力後來受限

於資源與人事流動未能發展

為足以開創競爭優勢的核心

能力 

結合政治內幕性的調查報導

與善用網路數據，兩者相輔

相成確能創造競爭優勢，後

因部分記者離開致使調查新

聞的產製能力減弱，仰賴資

金持續投入以鞏固融合新聞

產製與網路行銷的核心能力 

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

與獨特的數位敘事為現有能

力優勢，欲使之成為永續經

營之核心能力，有賴具影響

力調查報導之不間斷產製，

以及閱聽人認同的持續鞏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研究貢獻與限制 

一、研究貢獻 

 資源基礎理論以往多運用於量化研究，確認公司在市場上的表現取決於公司

內部而非外在市場環境，資源如符合 VRIN 特質就愈有可能促使其展現優異表現，

研究範圍包括公司策略、跨足國際市場時所採取的策略以及策略聯盟（Barney & 
Arikan, 2001）。此外，有關以資源基礎理論研究台灣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的研究並不

多（林怡臻，2012；陳泳霖，2012b；黃靜蓉，2015）。本研究因此根據 Miller 與

Shamsie（1996）對企業體的資源分類，實際運用於網路原生新聞媒體產業的探討，

試圖釐清其所擁有之資源、能力與市場競爭優勢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雖因研究對象

的代表性及資料收集的限制而有所侷限，為其中發現應可為未來進一步研究之參

考，亦可供實務工作者借鏡。 
 本研究關注的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從組織規模到組織本質都各具特色，《新頭殼》

為迷你型的社會企業，《報導者》為小型的非營利媒體，《風傳媒》屬中型的商業媒

體，彼此皆有不同的創立動機與目標，本研究發現組織本質深深影響各媒體的資源

配置，具體顯示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創立之際宜先確立組織定位，再依不同的經營邏

輯走出自己的路。 
    事實上，組織本質不只影響資源配置，也影響經營者如何看待讀者與記者，商

業媒體往往視讀者為大眾（mass）／消費者，欲滿足讀者慾望，吸引讀者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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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達成此目標的內容產出，他們較願意嘗試，非營利或社會企業媒體視讀者為

公民，欲產出讀者真正需要的新聞內容，提供較全面、多元的報導，協助他們了解

社會議題，此外，商業媒體視記者為替公司效勞賺錢的勞工，獲利至上的思維促使

其較不注重記者勞動權，記者的工作量無條件地往上增加，非營利或社會企業媒體

視記者為挖掘真相的工作者，組織較願意給予時間與人力協助他們完成深度報導。 
 普遍來看，由於網路創業進入門檻低，故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大多不需要像傳統

媒體籌資到鉅額資金才能成立，特別是社會企業與非營利媒體型態的網路原生新

聞媒體，更往往只要籌備到若干資金便可開站上線，但開站容易經營難，本研究發

現財務仍是重要的營運條件，新媒體的經營者仍需具有財務觀念與能力，包括初始

資金的足夠與日後經營時營收來源的開拓。 
    由於資金有限，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多以利基新聞為主，專注於特定議題的新聞

報導，有時還需要連結外部人才為網站進行內容產出，提升整體網站內容的豐富度

與多元性。再者，網路原生新聞媒體因其立基於「網路」，創立之初多懷抱對新聞

價值的追求與敢於創新的新聞呈現方式，如數位敘事、撰稿風格等，加上內部扁平

式的組織文化、開放溝通的工作模式，皆呈現出與傳統媒體不同的風貌。就此而言，

網路新聞媒體若希望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似乎就必須在內容定位上有所斟酌，確

認利基是否確實為利基（包括隨競爭動態改變利基的可能)，並思量是否擁有真正

的核心能力足以創造競爭優勢。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依據資源基礎理論發展訪談大綱，惟因研究者訪談前對網路原生新

聞媒體現況僅有初步了解，致訪談時有時未能適時追問，僅能在訪談結束後再進行

補訪，補充先前未談論到的部分以及收集相關新聞等資料，而由於受訪者時間與意

願的限制，使若干議題的資料多少有些疏漏。此外，決策者／主事者的營運思維僅

能從內部主管或記者旁敲側擊推測出經營者的想法，組織文化／常規較難以訪談

得知，建議未來加入參與觀察法，長時間觀察媒體運作，挖掘隱藏其中的工作氛圍

以及組織中是否存在某種共識與組織目標。 
 而本研究探討媒體影響力時僅以媒體官方或訪談資料得知，其實媒體影響力

包含直接對個人的影響，如喚起民眾意識到議題的重要性、增加對該議題的認識與

了解等，以及長時間累積發酵進而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如推動社會改革、影響決策

者資源配置、施政策略以及改變社會規範等，故未來可加強這部分的討論。另外媒

體本身在大眾心中的信任度對媒體而言是重要的品牌形象，本研究未能找到相關

次級資料解釋，待未來後續研究。 



 

117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INSIDE（2015 年 9 月 16 日）。〈專訪《關鍵評論網》：我們要成為台灣的主流媒

體〉。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9/16/the-news-lens-interview 
INSIDE（2015 年 9 月 8 日）。〈每月不重複訪客 500 萬，The News Lens 關鍵評

論網發表中英雙語國際版 〉。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9/08/the-

news-lens-announces-its-international-version 
INSIDE（2016 年 9 月 1 日）。〈【那些老人不知道的新媒體】風傳媒營運長溫芳

瑜：網媒不但內容為王，還要深度結合技術、即時呼應社群！〉。取自 https:/

/www.inside.com.tw/2016/09/01/storm-media 
TheNewsLens 關鍵評論（2013 年 9 月 27 日）。〈報社裁員開大絕 用 iPhone 取代

攝影記者！〉。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6 
公視（2014 年 2 月 18 日）。〈又有網路新媒體 "風傳媒"開台上線〉。取自 http://ne

ws.pts.org.tw/article/262379?NEENO=262379 
王健壯（2015）。〈慢新聞的第一道曙光〉。取自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D0

030/275251/web/ 
王智立、施翠娟（2004）。〈知覺品質、品牌聯想對顧客基礎品牌權益之影響－以

新聞網站為例〉，《傳播管理學刊》，5（2），1-15。 
史安斌譯（2014）。《全球傳播與新聞教育的未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司徒達賢（1999）。《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台北：天下文化。 
江明修、鄭勝分（2003）。〈全球治理與非營利組織〉，《中國行政》，73：71-95。 
何榮幸（2015 年 8 月 5 日）。〈走一條不同的路：創辦新媒體〉。取自 https://www.

facebook.com/notes/jungshin-ho/%E8%B5%B0%E4%B8%80%E6%A2%9D%E4
%B8%8D%E5%90%8C%E7%9A%84%E8%B7%AF%E5%89%B5%E8%BE%A
6%E6%96%B0%E5%AA%92%E9%AB%94/10153427823767707/ 

余佩珊譯（2015）。《彼得杜拉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從理想、願景、人才、行

銷到績效管理的成功之道》。台北：遠流。（原書 Drucker, P. F. [2006]. 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ew York, NY: Harperbusiness.） 

吳思華（2000）。《策略九說》。台北：臉譜。 
吳淑華譯（2004）。《策略管理》。台北：滄海。（原書 Hitt, Ireland, Hoskisson. [2004].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concepts. (5th ed.). 
Mason, OH: South-Western College.）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9/16/the-news-lens-interview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9/08/the-news-lens-announces-its-international-version
https://www.inside.com.tw/2015/09/08/the-news-lens-announces-its-international-version
https://www.inside.com.tw/2016/09/01/storm-media
https://www.inside.com.tw/2016/09/01/storm-media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6
http://news.pts.org.tw/article/262379?NEENO=262379
http://news.pts.org.tw/article/262379?NEENO=262379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D0030/275251/web/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D0030/275251/web/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jungshin-ho/%E8%B5%B0%E4%B8%80%E6%A2%9D%E4%B8%8D%E5%90%8C%E7%9A%84%E8%B7%AF%E5%89%B5%E8%BE%A6%E6%96%B0%E5%AA%92%E9%AB%94/10153427823767707/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jungshin-ho/%E8%B5%B0%E4%B8%80%E6%A2%9D%E4%B8%8D%E5%90%8C%E7%9A%84%E8%B7%AF%E5%89%B5%E8%BE%A6%E6%96%B0%E5%AA%92%E9%AB%94/10153427823767707/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jungshin-ho/%E8%B5%B0%E4%B8%80%E6%A2%9D%E4%B8%8D%E5%90%8C%E7%9A%84%E8%B7%AF%E5%89%B5%E8%BE%A6%E6%96%B0%E5%AA%92%E9%AB%94/10153427823767707/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jungshin-ho/%E8%B5%B0%E4%B8%80%E6%A2%9D%E4%B8%8D%E5%90%8C%E7%9A%84%E8%B7%AF%E5%89%B5%E8%BE%A6%E6%96%B0%E5%AA%92%E9%AB%94/10153427823767707/


 

118 
 

宋兆賢、郭照榮（2008）。〈從資源基礎理論觀點來探討中小企業國際化所面臨之法

規問題〉，《中小企業發展季刊》，7：177-194。 
李秀珠、彭玉賢、蔡佳如（2002）。〈新傳播科技對台灣新聞媒體之影響：從新聞內

容之區位談起〉，《新聞學研究》，72：27-54。 
李京倫（2016 年 3 月 27 日）。〈30 年英國「獨立報」紙本熄燈 從此網路見〉，

《聯合報》。取自 http://udn.com/news/story/9644/1590279-30%E5%B9%B4%E

8%8B%B1%E5%9C%8B%E3%80%8C%E7%8D%A8%E7%AB%8B%E5%A0%
B1%E3%80%8D%E7%B4%99%E6%9C%AC%E7%86%84%E7%87%88-%E5%
BE%9E%E6%AD%A4%E7%B6%B2%E8%B7%AF%E8%A6%8B 

李欣宜（2015 年 5 月 26 日）。〈紐約時報力圖轉型，付費、影音、行動策略樣樣

來〉，《數位時代》。取自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6297?#readdo

mHid=80377 
李若冰（2013 年 8 月 20 日）。〈【媒體事】為了霸氣！蔡衍明要做「周刊之

王」 〉，《新新聞》。取自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

08141413182G0 
李道霖（2007）。《非營利組織法展策略之研究：以佛教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為例》。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會計與管理決策組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李蘇竣（2016 年 6 月 15 日）。〈【人物專訪】風傳媒總編輯吳典蓉：既使環境再

差，也要盡記者本分〉，《銘報即時新聞》。取自 http://mol.mcu.edu.tw/show_2

009.php?nid=172342 
林艾潔、黃靜蓉（2014）。〈科學新聞之資源基礎觀點分析：以台灣主流媒體為例〉，

《傳播與社會學刊》，28：23-61。 
林怡臻（2012）。《以資源基礎觀點比較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新聞產製之競爭優勢》。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照真（2009）。《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 
林照真（2014）。〈聚合對傳統報紙轉型的衝擊：《紐約時報》與《衛報》的比較研

究〉，《新聞學研究》，120：1-45。 
林詩玟（2012）。《以資源基礎觀點分析入口網站的新聞策略聯盟》。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碩士論文。 
眉角（2015 年 2 月）。〈眉角雜誌：讓想像力奪權〉。取自 https://sosreader.com/proj

ect/%E7%9C%89%E8%A7%92%E9%9B%9C%E8%AA%8C/ 
胡元輝（2012a）。〈網路再造調查報導新契機？──美國新興非營利新聞組織經營

模式的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2：67-99。 
胡元輝（2012b）。〈數位時代的新聞品質觀─好新聞的定義、演進與價值〉，財團法

http://udn.com/news/story/9644/1590279-30%E5%B9%B4%E8%8B%B1%E5%9C%8B%E3%80%8C%E7%8D%A8%E7%AB%8B%E5%A0%B1%E3%80%8D%E7%B4%99%E6%9C%AC%E7%86%84%E7%87%88-%E5%BE%9E%E6%AD%A4%E7%B6%B2%E8%B7%AF%E8%A6%8B
http://udn.com/news/story/9644/1590279-30%E5%B9%B4%E8%8B%B1%E5%9C%8B%E3%80%8C%E7%8D%A8%E7%AB%8B%E5%A0%B1%E3%80%8D%E7%B4%99%E6%9C%AC%E7%86%84%E7%87%88-%E5%BE%9E%E6%AD%A4%E7%B6%B2%E8%B7%AF%E8%A6%8B
http://udn.com/news/story/9644/1590279-30%E5%B9%B4%E8%8B%B1%E5%9C%8B%E3%80%8C%E7%8D%A8%E7%AB%8B%E5%A0%B1%E3%80%8D%E7%B4%99%E6%9C%AC%E7%86%84%E7%87%88-%E5%BE%9E%E6%AD%A4%E7%B6%B2%E8%B7%AF%E8%A6%8B
http://udn.com/news/story/9644/1590279-30%E5%B9%B4%E8%8B%B1%E5%9C%8B%E3%80%8C%E7%8D%A8%E7%AB%8B%E5%A0%B1%E3%80%8D%E7%B4%99%E6%9C%AC%E7%86%84%E7%87%88-%E5%BE%9E%E6%AD%A4%E7%B6%B2%E8%B7%AF%E8%A6%8B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6297?#readdomHid=80377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6297?#readdomHid=80377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08141413182G0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08141413182G0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72342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72342
https://sosreader.com/project/%E7%9C%89%E8%A7%92%E9%9B%9C%E8%AA%8C/
https://sosreader.com/project/%E7%9C%89%E8%A7%92%E9%9B%9C%E8%AA%8C/


 

119 
 

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編），《好新聞，大家踹共！》，頁 31-73。台北：巨流。 
胡立宗（2009 年 5 月 14 日）。〈報業調查：71%報紙主管認為裁員影響報導品

質〉。取自 http://www.taiwannews.com.tw/ch/news/949082 
風傳媒（2014 年 2 月 17 日）。〈歡迎參加風傳媒開台茶會與記者會〉。取自 http://

www.storm.mg/article/27505 
風傳媒（2015 年 1 月 27 日）。〈全新登場、體驗升級 《風傳媒》29 日改版！〉

取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40607 
張明輝、周筱姿（2013）。《公益組織扶植計畫—非營利組織之設立與管理實務》。

台北：財團法人資誠教育基金會。 
張茂芸譯（2000）。《非營利組織》。台北：天下遠見。（原書 Herzlinger, R. E., et al. 

[1998]. Havard business review on nonprofits. Havard Business Review.） 
張雍昇、蔡馥陞譯（2011）。《策略管理與競爭優勢》。台北：培生。（原書 Barney, 

J., & Hesterly, W. S. [2009].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ncepts and cases. (3rd ed.). Bergen, NJ: Prentice Hall.） 

張衛平譯（2007）。《正在消失的報紙》。北京：新華出版社。（原書 Meyer, P. 

[2004].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4-33).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張鐵志（2015 年 8 月 5 日）。〈我們的媒體小革命〉。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

m/tc.chang1/posts/10152893647577391 
莊豐嘉（2013）。〈「新頭殼」的新聞方針和營運模式〉，《台大校友雙月刊》，88：38-

40。 
許崇源（2003）。〈我國非營利組織之設立監督與管理〉，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編），《2002 非營利組織培力指南》，頁 5-32。台北：青輔會。 
陳弘軒（2016 年 6 月）。〈多平台時代下台灣電視頻道業者的競爭優勢與策略：以

資源基礎觀點分析〉，「2016 中華傳播年會」，嘉義。 
陳怡璇（2008）。《影響電視新聞同質化研究—組織層次因素的分析》。台灣大學新

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泳霖（2012a）。《以資源基礎觀點分析台灣壹傳媒集團多角化經營》。交通大學傳

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泳霖（2012 年 7 月 b）。〈新聞室場中原生新聞網站的競爭力評估─以資源基礎

觀點為研究取徑〉，「2012 中華傳播年會」，台中。 
陳金貴（2014）。〈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化經營探討〉，須文蔚（編），《公益的活水

—台灣社會企業的理論與實踐》，頁 137-162。台北：Airiti Press。 
陳秋婷（2014）。《網路獨立媒體的社群經營－一個社會資本的個案分析》。臺灣師

http://www.taiwannews.com.tw/ch/news/949082
http://www.storm.mg/article/27505
http://www.storm.mg/article/27505
http://www.storm.mg/article/40607
https://www.facebook.com/tc.chang1/posts/10152893647577391
https://www.facebook.com/tc.chang1/posts/10152893647577391


 

120 
 

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珮雯（2000 年 2 月 15 日）。〈集結 200 位工作者、1.7 億台幣，華文綜合性網路

原生報「明日報」創刊〉。取自 http://www.ithome.com.tw/news/175 
陳順孝（2016）。《新聞創業相對論》。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創世際（2016 年 3 月 15 日）。〈新聞資訊網站調查與使用概況〉，《創世際雙週

刊》。取自 http://www.ixresearch.com/wp-content/uploads/report/InsightXplorer%

20Biweekly%20Report_20160315.pdf 
曾凱暐（2014）。《原生新聞網站的競爭力─商業企業與社會企業之價值鏈比較》。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建三譯（1994）。《媒介經濟學》，台北：遠流。（原書 Picard, R. G. [1989]. 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 London, UK: Sage.）  
黃創夏（2008 年 4 月 3 日）。〈新聞 2.0？「明日報」之黃粱夢！〉。取自

http://blog.udn.com/karl6406/1749099 
黃儀娟、董旭英（2000）。《次級資料研究法》。台北：弘智文化。 
新華網（2005 年 9 月 22 日）。〈紐約時報等三報紙大裁員 紙媒模式再遭考驗〉。

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9/

22/content_3526400.htm 
端傳媒（2016 年 10 月 5 日）。〈台灣新媒體連番出現，他們哪裏是「新」的？哪

裏還是「舊」的？〉。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05-taiwan-new-

media/ 
端傳媒（2016 年 3 月 28 日）。〈Delayed Gratification：高網速時代的慢新聞之

道〉。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8-culture-magazine-delayed-grat

ification/ 
臺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2016 年 9 月 26 日）。〈2016 年台灣數位廣告

量上半年統計報告〉。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o2GwbW3-B_TV

RCck1XR3dSc0k/view 
銘報（2014 年 1 月 15 日）〈民報網站試營運 成果超乎預期〉。取自 http://mol.mc

u.edu.tw/show_2009.php?nid=160134 
銘報（2016 年 5 月 18 日 a）。〈「信傳媒」網站將於 19 日開台〉。取自 http://news.c

ts.com.tw/mol/campus/201605/201605181752972.html#.V8qMYCh97IU 
銘報（2016 年 6 月 14 日 b）。〈《上報》7/15 正式上線 馬永成出任副社長〉。取自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72318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蔡玉真（2002 年 3 月 28 日）。〈謝忠良為何成為情治系統頭號戰犯？〉，《今周

http://www.ithome.com.tw/news/175
http://www.ixresearch.com/wp-content/uploads/report/InsightXplorer%20Biweekly%20Report_20160315.pdf
http://www.ixresearch.com/wp-content/uploads/report/InsightXplorer%20Biweekly%20Report_20160315.pdf
http://blog.udn.com/karl6406/174909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9/22/content_3526400.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9/22/content_3526400.ht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05-taiwan-new-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05-taiwan-new-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8-culture-magazine-delayed-gratificatio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28-culture-magazine-delayed-gratifica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o2GwbW3-B_TVRCck1XR3dSc0k/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_o2GwbW3-B_TVRCck1XR3dSc0k/view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60134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60134
http://news.cts.com.tw/mol/campus/201605/201605181752972.html#.V8qMYCh97IU
http://news.cts.com.tw/mol/campus/201605/201605181752972.html#.V8qMYCh97IU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72318


 

121 
 

刊》。取自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730-%E8

%AC%9D%E5%BF%A0%E8%89%AF%E7%82%BA%E4%BD%95%E6%88%9
0%E7%82%BA%E6%83%85%E6%B2%BB%E7%B3%BB%E7%B5%B1%E9%
A0%AD%E8%99%9F%E6%88%B0%E7%8A%AF%EF%BC%9F%20P.30 

蔡孟勳（2013 年 9 月 30 日）。〈收購華盛頓郵報 改造傳統媒體？〉，《PNN 公視

新聞議題中心》。取自：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6%94%B6%E

8%B3%BC%E8%8F%AF%E7%9B%9B%E9%A0%93%E9%83%B5%E5%A0%
B1-%E6%94%B9%E9%80%A0%E5%82%B3%E7%B5%B1%E5%AA%92%E9
%AB%94%EF%BC%9F/ 

鄭涵文（2016 年 12 月 23 日）〈【年度調查報導迴響】漁工之死重啟調查 行政

院：落實漁工勞檢〉，《《報導者》臉書專頁》。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

twreporter/posts/1834508800130317 
鄭勝分（2014）。〈社會企業的概念分析〉，須文蔚（編），《公益的活水—台灣社會

企業的理論與實踐》，頁 1-56。台北：Airiti Press。 
閻雲襄（2015）。《網路原生新聞網站經營策略–以《風傳媒》為例》。政治大學企

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世宏（2012）。〈打造公共新聞的價值與模式〉，《臺大新聞論壇》，11：99-114。 

 

英文部分 

Albarran, A. B., Chan-Olmsted, S. M., & Wirth, M. O. (2005). Handbook of media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Arikan A. M., & Barney J. B. (2001).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In Hitt, M. A., Freeman, R. E., & Harrison, J. S. (Eds.), Handbook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pp.124-188).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Bakker, P. (2012). Aggregation, content farms and huffiniz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6, 
627-637. 

Barney, J.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99-120. 

Barnhurst, K.G., & Mutz, D. (1997).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the decline in event-
centered repor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4), 27-53. 

Black, J. A., & Boal, K. B. (1994). Strategic resources: traits, configurations and paths 
to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131-148. 

Chan-Olmsted, S. M. (2006).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media firms: Strategic and brand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730-%E8%AC%9D%E5%BF%A0%E8%89%AF%E7%82%BA%E4%BD%95%E6%88%90%E7%82%BA%E6%83%85%E6%B2%BB%E7%B3%BB%E7%B5%B1%E9%A0%AD%E8%99%9F%E6%88%B0%E7%8A%AF%EF%BC%9F%20P.30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730-%E8%AC%9D%E5%BF%A0%E8%89%AF%E7%82%BA%E4%BD%95%E6%88%90%E7%82%BA%E6%83%85%E6%B2%BB%E7%B3%BB%E7%B5%B1%E9%A0%AD%E8%99%9F%E6%88%B0%E7%8A%AF%EF%BC%9F%20P.30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730-%E8%AC%9D%E5%BF%A0%E8%89%AF%E7%82%BA%E4%BD%95%E6%88%90%E7%82%BA%E6%83%85%E6%B2%BB%E7%B3%BB%E7%B5%B1%E9%A0%AD%E8%99%9F%E6%88%B0%E7%8A%AF%EF%BC%9F%20P.30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730-%E8%AC%9D%E5%BF%A0%E8%89%AF%E7%82%BA%E4%BD%95%E6%88%90%E7%82%BA%E6%83%85%E6%B2%BB%E7%B3%BB%E7%B5%B1%E9%A0%AD%E8%99%9F%E6%88%B0%E7%8A%AF%EF%BC%9F%20P.30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6%94%B6%E8%B3%BC%E8%8F%AF%E7%9B%9B%E9%A0%93%E9%83%B5%E5%A0%B1-%E6%94%B9%E9%80%A0%E5%82%B3%E7%B5%B1%E5%AA%92%E9%AB%94%EF%BC%9F/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6%94%B6%E8%B3%BC%E8%8F%AF%E7%9B%9B%E9%A0%93%E9%83%B5%E5%A0%B1-%E6%94%B9%E9%80%A0%E5%82%B3%E7%B5%B1%E5%AA%92%E9%AB%94%EF%BC%9F/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6%94%B6%E8%B3%BC%E8%8F%AF%E7%9B%9B%E9%A0%93%E9%83%B5%E5%A0%B1-%E6%94%B9%E9%80%A0%E5%82%B3%E7%B5%B1%E5%AA%92%E9%AB%94%EF%BC%9F/
http://pnn.pts.org.tw/main/2013/09/30/%E6%94%B6%E8%B3%BC%E8%8F%AF%E7%9B%9B%E9%A0%93%E9%83%B5%E5%A0%B1-%E6%94%B9%E9%80%A0%E5%82%B3%E7%B5%B1%E5%AA%92%E9%AB%94%EF%BC%9F/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posts/1834508800130317
https://www.facebook.com/twreporter/posts/1834508800130317


 

122 
 

management in changing media marke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yi, H. I., & Sylvie, G. (1998). Competing with whom? Where? And how?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electronic newspaper market.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1(2), 1-18. 

Collis, D. J., & Montgomery, C. A. (2008). Competing on Resour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6(7-8), 140–150. 

Coyne, K. P. (1986).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What it is, what it isn't. 
Business Horizons, 29(1), 54-61. 

Dekavalla, M. (2014). The Scottish newspaper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er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 134-143. 

Fernandez, E., Montes, J. M., & Vazquez, C. J. (2000). Typology and strategic analysis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A resource-based approach. Technovation, 20, 81-92. 

Grant, R. M. (1991).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3(3), 114-136. 

Grant, R. M. (2010). 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 (7th ed.) (pp. 120-173).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Hall, R. (1992). The strategic analysis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 135-144. 

Hall, R. (1993). A framework linking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4, 607-618. 

Henry Blodget. (2014, November 20). Thank you for making business insider the
 no. 1 business publication! Business Inseder Australia. Retrieved from http:/
/www.businessinsider.com/business-insider-traffic-2014-11 

Hinterhuber, A. (2013). Can competitive advantage be predicted? Towards a predictive 
defini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Management Decision, 51, 795-812. 

Hitt, M. A., Hoskisson, R. E., & Ireland, D. (2010).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concepts.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Huang, J. S., & Dai, J. (2015). Compar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leading news 
si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2), 
142-159. 

Judge, B., Nair, A., & Trendowski, J. (2008). A review of Edith Penrose's,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4), 1026-1028. 

Knight Foundation. (2011, October, 2013, September, & 2015, April). Getting Lo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usiness-insider-traffic-2014-11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usiness-insider-traffic-2014-11


 

123 
 

cal/Finding a foothold/ Gaining Ground: How nonprofit news ventures seek 
sustaina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gaining-g
round-how-nonprofit-news-ventures-seek-su 

Küng, L. (2008).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the media: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p. 107-
123). London, UK: Sage. 

Küng, L. (2015). Innovators in digital news. (pp. 53-66). London, UK: I.B.Tauris. 
Miller, D., & Shamsie, J. (1996).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in two 

environments: The Hollywood film studios from 1936 to 1965. Academy of 
Management, 39(3), 519-543. 

McChesney, R. W., & Nichols, 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 Philadelphia, PA: Nation 
Books. 

McNair, B. (2009). News and Journalism in the UK (5th ed.). (pp. 136-156). New York, 
NY: Routledge. 

Meyer, P. (2004).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4-33).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Myllylahti, M., & Thurman, N. (2009). Taking the paper out of news: a case study of 
Taloussanomat, Europe’s first online-only newspaper. Journalism Studies, 10(5), 
691-708. 

Naldi, L., & Picard R. G. (2012). “Let’s start an online news site”: opportunities, 
resources, strategy, and formational myopia in startups.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9(4), 69-97. 

Nee, R. C. (2013). Creative destru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ow digitally native 
news nonprofits are innovating online journalism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5, 3-22.  

OECD. (1999). Social Enterprise. Paris, FR: OECD. 
Pavlik, J. V. (2001).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nrose, E. T. (1959).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March). The growth in digital reporting: What it m

eans for journalism and news consum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
m.org/files/2014/03/Shifts-in-Reporting_For-uploading.pdf 

Southern, L. (2016, January). Can 'slow journalism' work? Delayed gratification i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gaining-ground-how-nonprofit-news-ventures-seek-su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gaining-ground-how-nonprofit-news-ventures-seek-su
http://www.journalism.org/files/2014/03/Shifts-in-Reporting_For-uploading.pdf
http://www.journalism.org/files/2014/03/Shifts-in-Reporting_For-uploading.pdf


 

124 
 

s finding out. DIGIDAY. Retrieved from http://digiday.com/publishers/delayed-
gratification-gets-people-pay-news-three-months-event/ 

Wolf, T. (1999).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NY: Fireside.  

Young, D. R. (2001).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trategic and 
structural implic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2, 139-157. 

  

http://digiday.com/publishers/delayed-gratification-gets-people-pay-news-three-months-event/
http://digiday.com/publishers/delayed-gratification-gets-people-pay-news-three-months-event/


 

125 
 

附錄 
附錄 1：《新頭殼》組織架構（＊為特約／約聘；所有附錄的數字為人數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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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民生(衛服部、
生活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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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 +
民進黨(黨
中央)

立法院 +
國民黨黨團

行政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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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黨團

台北市政府
+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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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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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風傳媒》組織架構（＊為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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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 25

主筆室 2

總主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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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中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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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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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報導者》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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