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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香港回歸中國，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意識形態及權力的轉換，不少人擔

心，新聞運作在兩種不同意識形態及權力互換下出現變化，新聞自由空間縮減。 

經歷 2014 年「雨傘運動」之後，具爭議性的報章報道屢有出現，報業傳媒

的兩極化現象更為明顯，顯示香港報業出現範式變化。本文認為，布迪厄

(Bourdieu)的場域理論，能分析回歸 20 年影響報業媒體的權力結構，以及新聞

工作者、機構與權力結構的互動，以至新聞實踐，探討新聞場域和範式的變化。 

本文探究突發新聞及政治新聞兩個不同的新聞類型，透過新聞工作者的深

入訪談，以及分析回歸後釋法事件報道及警方更換數碼通訊系統前後的突發新

聞報道內容，根據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框架，以及新聞範式的理論概念，研究兩

個新聞類型個案在新聞範式的變化。 

研究發現，突發新聞在警方及消防更換數碼通訊系統後，新聞數量下降，

記者的作業模式劇變，場域角色由主動變為被動，政治力量利用科技力量影響

突發新聞運作，警方成了突發新聞消息最關鍵的守門人。然而，科技發展帶動

網絡媒體急速發展，在「人人做記者」之下，又為突發新聞帶來消息來源。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回歸後影響香港報業的二元中港權力慢慢趨向一元，

中央政府影響力趨強，挾經濟和科技力量，向報業傳媒實施軟硬權力，推動報

章立場改變，影響政治新聞報道。報館和新聞工作者面對外在力量的壓逼，不

得已改變機構的編採策略和個人的新聞實踐，傾向政治正確的新聞邏輯。 

綜合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兩個個案，本研究發現，政治權力如同經濟權力

一樣，可以主導其他力量，影響大權力場和新聞場域的結構。科技的角色多元，

科技力量、場域和邏輯，會影響其他場域的邏輯和運作，對新聞場域有兩極性

的影響。香港報業的新聞場域在外在力量結構轉變和後真相意識形態的影響之

下，與其他力量場域高度重疊，場域的他律性強，自由空間收窄。在這樣的場

域結構下，回歸後香港報業的新聞範式呈現轉變。 

 

關鍵詞：新聞場域、新聞範式、報業、政治新聞、突發新聞、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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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s sovereignty implied changes of ideologies and 

powers to news workers who worried about the regression of press freedom. 

There have been more controversies in news practices and polarization within the 

newspaper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pronounced after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in 

2014, indicating a change in the news paradigm. This study adopted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o analy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structure which affects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ing 

structure and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fluenced news practices and routines. It then 

discussed how the results reveal the shift of journalistic field and paradigm.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ases of two important news genres: breaking news 

and political news of the press. Through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in 

breaking news and political news workers, and examining political news coverag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and breaking news coverage before 

and after the digit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ce’s communi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two news genres as well the newspaper indust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ourdieu.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reporting routines have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and the role of news workers has been turned passive after the 

digitization of police’s communication system. Digitization has provided a chance for 

the political force to shape news operation and empowered the police to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 gatekeeper. Nevertheles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a has made alternative news sources from netizens available to news workers.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ed a shift in the Hong Kong and Mainland 

governments’ strategies towards the press media, from indirect influence to direct 

intervention. By dominating the economic force and with the aid of technological 

force, the political centers attempted to move newspapers’ stances to their favor. In 

this regards, news organizations and workers have changed their editorial strategies 

and news practices to align with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logic.  

The two case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political force is playing a dominate 

role in the society. Technology plays multiple roles. The technological forces, field 

and logic shape the operation and logic of the journalistic field. Driving by the 

transforming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post-truth ideology, the newspaper field has 

moved closer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le. The journalistic field 

has experienced a highly level of heteronomy and a shrinking level of autonomy.    

 

Keywords: Journalistic field, Paradigm, Newspaper, Political news, Breaking news, 

Post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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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一、研究緣起 

 

1984 年，中、英兩國簽定有關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自此香港主權塵埃落

定，中英雙方開始準備香港的主權交接。中國一方在 1985 年成立的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開始就《基本法》立法，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由於

史無前例，從過渡期至到回歸，不少人對「一國兩制」的落實存疑，共產黨領

導的中國是否真正可以容許香港貫徹實行資本主義？這些懷疑可以由香港人對

中國政府的信任程度反映。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港人由殖民地市民變成中國公民。當時，香港新生的

中國公民對中國政府卻是信心不足，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 1997 年上半年

的民調數據顯示，只有 29% 的受訪港人表示信任中國政府，不信任比例達

41.7% ，1  顯示港人對中國政府缺乏信心。 

與此同時，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亦對回歸後的新聞業前景和新聞自由抱觀望

態度。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前，香港報業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享有極低度政府管制 

(J. M. Chan & C. C. Lee, 1989)。當時新聞常規及實踐深受西方影響，本地傳媒

及新聞教育採用美國的模式，記者亦需接受專業訓練 (李金銓，1997)，香港的

傳媒體系基本上是奉行西方的自由主義，強調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相反內地

的傳媒在列寧式共產主義制度之下受嚴格監管，履行政府喉舌的角色，兩地傳

媒環境與運作模式截然不同。香港主權的轉移代表權力中心的改變，要適應新

的權力中心，傳媒運作必然作出相應轉變，傳媒工作者自然亦會憂慮前景。自

1984 至 1997 年，香港新聞傳媒最擔心是失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Fung, 2007)。

業界組織認為言論自由在主權移交後會縮減，因為政府可以透過法律的權力 2 

                                                
1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1997)，《民意快訊》第十一期，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頁 8。 

2 基本法第十九條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除繼續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則對法院審判權所作的限制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



2 

 

和政治影響力壓制言論自由，業界自我審查的現象亦與日俱增 (香港記者協會，

1994)。學者陳韜文 (1997a) 回歸前推測政府會對傳媒作出合法的壓制，而傳媒

短期會出現自我審查，不過他認為中國政府未必會公開箝制香港傳媒，卻會對

香港傳媒造成壓力。不過，也有學者相信香港作為亞洲其中一個最有活力和開

放的傳媒體系，雖然九七後或會出現窒礙新聞自由的勢力，卻亦存在抗衡的力

量，要在回歸初期定論哪一方力量取勝，仍是言之過早 (Hutcheon, 1998)。 

政治經濟學是從宏觀角度看社會變化，認為面對外在政經權力結構的轉變

和其他環境因素的變化時，機構為了生存需要作出改變，傳媒機構亦不例外。

1997 年回歸成為特別行政區後，香港一直經歷中港整合 (integration) 的過程，

此後政府一直嘗試增加對傳媒的規管 (J. M. Chan & F. L. Lee, 2007,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KJA], 2010)。回歸初期，在基本法訂明「一國兩制」

及「高度自治」的原則之下，對新聞自由的壓制鮮有以明顯形式或行動執行，

但香港的傳媒環境卻愈來愈不利新聞自由，其中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及科

技方面的因素。港人的政治參與度高了，更傾向表達集體意見。然而，新聞傳

媒的意見多元性卻不增反減 (Fung, 2007)，業界認為政府愈來愈敵視傳媒 

(HKJA, 2010, 2013)，傳媒的擁有權愈來愈集中在紅色資本家手中 (Fung, 2007)。 

與此同時，科技網絡、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的發展改變了整個環境，亦推動

了報業的改變。新媒體的發展成為主流，香港報業唯有結合網絡力量，或發展

多媒體報道，或拓展社交媒體傳遞平台。媒體匯流已成大勢，報業的新聞編、

採常規 (routines) 亦因而被重塑。智能手機日漸成為主要的瀏覽新聞平台，傳統

報章的銷量大受影響，廣告資金轉移，不少人認為報紙是夕陽行業，總有一天

消失於社會。 

隨著傳播科技和社交媒體的一日千里，資訊的生產為科技邏輯所改變， 出

現後真相的現象，人人可成記者，資訊變得瑣碎、零散、時序錯亂， 對議題和

事件的情感及意見往往重於真相， 政治立場、道德批判駕馭事實。凡此種種令
                                                                                                                                      
件均有審判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

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

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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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年代的新聞產製變得愈來愈複習困難，在意見、情感、偽資訊和真相之

間擺盪，出現新聞去專業化的現象 (Splichal & Dahlgren, 2016)。 

面對以上改變，有學者認為新聞專業理念 (Cottle, 2007；Mawby, 2010；

Reich, 2006) 和社會大眾的主流意見 (J. M. Chan & F. L. Lee, 2011) 往往可以支持

傳媒抗衡政經壓力，爭取專業自主。不過新聞專業理念並非固態、一成不變的，

根據 Bourdieu (2005) 的場域理論，新聞作為一種場域，不同的行動者 (agents) 

透過在場域獲取的經驗養成「慣習」 (habitus)，並指引對實際的認知、實踐和

行動。「慣習」令個人成為社會性的、集體性的一員，是社會化的主觀認知和

實踐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是可以不斷被改變的。Fung (2007) 認為香

港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以及媒體擁有權的質變，影響著新聞行業的常規 

(norms) 和主流意見，甚至對新聞專業理念的解讀，例如，何謂中立客觀。假如

新聞業界的主流意見和新聞專業理念漸漸合乎權力中心的意願，那麼專業意見

和價值將不再成為抗衡政經壓力的力量，卻反而在不用明顯施壓的自然情況下，

推動新聞內容符合權力中心意願。 

回歸二十年，影響香港傳媒環境的權力結構愈趨清晰，科技與新媒體又成

為塑造報業變化的巨大力量，香港報業新聞範式的轉移脈絡逐漸顯明。本研究

希望兼用不同層次的理論視角，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香港傳媒環境，全面探討

香港傳媒回歸之後的變遷。本研究選取了報章媒體作分析，是基於報章對社會

的重要性，報章涵蘊了新聞及評論，既使社會各個階層人士能夠輕易透過閱報

獲得豐富的資訊，讓市民能融入社會，同時增加了他們的政治知識，有助人們

的政治參與 (Schoenbach, 2004)。雖然有評論認為在新媒體的衝擊下，印刷報章

已是夕陽行業，但正是適逢此刻的香港報業，提供了一個研究契機，研究傳媒

與權力中心的互動和在科技、後真相意識形態的推動下，新聞內容的呈現如何

為之而改變，並且從微觀角度了解新聞從業員對外部環境和組織政策的適應、

對新聞專業的看法。 

本文作者曾經從事香港報紙工作 20 年，趁香港回歸廿載之際，藉此研究，

結合理論和經驗觀察，望為香港報業記錄一個回歸後的篇章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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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研究範疇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香港報業。在眾多的新聞媒體之中，香港報業最具歷史，

可說是代表香港新聞的歷史。香港的報業歷史可追溯至 1841 年 (張圭陽，2000)，

當時英軍把《香港鈔報》在香港分發，第一份在港創刊的報紙是 1842 年的《中

國之友報》。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在香港出版的中文報紙，主要是由商人興

辦的商業報紙，或由政黨經營有政治路線的報紙 (張圭陽，2000)。 

香港報業有著中國報業「文人辦報」的傳統，張圭陽 (2000) 指文人辦報的

目的是報效國家，以「言論報國」。二十世紀初，《大公報》提出其辦報方針

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而《明報》的原則是政治中立、不接受經濟

支援，並表示信守「明辨是非」和「公正不偏」的信條 (張圭陽，2000)。1920

年至 40 年間，商人經營的《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及《成報》相繼出現。

1949 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香港成了國、共兩黨輿論爭鬥之地，左派的《大

公報》於 1948 年在港復刊，同年，《文匯報》在香港創刊。之後一年，國民黨

在港的機關報《香港時報》在港創辦，1959 年，《明報》創刊，香港成了國共

兩黨輿論爭鬥之地 (李谷城，2000)。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隨著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市民對中國大陸及國際的

政經消息需求殷切。60 年代，香港報業發生了變化，由於香港市民對中國消息

的需求大了，報紙亦增加了中國評論的內容。1967 年，香港發生暴動，國際關

係改變，香港的政治環境亦起了變化，及至 70 年代，精英主義抬頭，經濟騰飛，

香港開始發展民主，一些著重政經分析的報章開始出現。至 80 年代，有關中英

會談的報道和評論更擴展到報章的公共空間，一些報章在政治評論方面，表現

突出，這其中相當長的時間，報章是由文人把持。1989 年，北京「天安門事件」

發生，一時之間，反共的言論常見於報章政論之中。 

不過，踏入 90 年代，面對著九七問題的困擾，新傳播及出版技術的挑戰，

再加上「壹傳媒」出版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傳媒生態及新聞報道實

踐呈現了極大的變化 (李谷城，2000)。儘管《蘋果日報》的手法招來謾罵不斷，

受專業鄙夷，但卻獲得讀者認同，廣告商的青睞，在市場競爭之中，不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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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章亦只好服膺市場意見，紛紛蘋果化起來。面對新技術引進的傳播手段的

挑戰，市場化報章的步步進逼，雖然各大報章力求改革，掙扎求存，但仍有幾

份歷史悠久的報章逃不過結業的命運。1939 年創刊的《香港時報》，由於虧損

嚴重及臨近香港回歸，於 1993 年停刊；1995 年，發行近 70 年《華僑日報》因

虧損多時宣佈停刊；1960 年創刊的《天天日報》，亦於 2000 年停刊。 

本研究旨在探討回歸後香港報業的範式轉移。範式是業內認同的想法和做

法，是認知性的也是規範性的 (F. L. Lee, 2006)，指引著新聞工作的實踐，影響

著新聞報道的內容，進而影響了市民大眾的認知。  

有學者以新聞範式的框架看香港變遷，範式的選擇主要因應外在的大環境

和權力中心的意願，傳媒的選擇正好反映了社會的權力狀況和關係。早於八十

年代的過渡期，已有學者發現香港傳媒狀況出現了新聞範式轉移，親台報章撤

離，一些報章在報道上趨向接受中方政府的觀點 (J. M. Chan & C. C. Lee, 1991)。

而陳韜文亦相信在過渡期之初，權力中心剛剛交替，對傳媒的干預不算明顯，

新聞範式的轉移並未完成 (鄧淑玲，2000)。回歸之後，香港報業經歷幾方面的

挑戰，包括新聞自由空間的縮減、擁有權易主、新傳播手段的興起、報業市場

的競爭與萎縮等等。香港出版的收費中文日報共十二份，除了中國官方在港辦

的三份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和《商報》，及以李澤楷為委託人的公

司全資擁有的《信報》之外，其餘報章均為上市公司擁有。3 

本文以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兩種不同的新聞類型作為雙個案去探討新聞範

式轉變。回歸初期，傳媒在報道政治新聞有關中國政府的新聞時，已出現自我

審查的情況 (陳韜文，1997c；鄧淑玲，2000)。而在本地新聞方面，早期不少媒

體採用非政治化的策略，重點報道社會突發新聞，招徠讀者，特別是銷量龐大

的大眾報，如《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和《太陽報》(黃天賜，2006)。不

過，隨著政府企圖透過含蓄的策略試圖影響傳媒的報道，加上政治環境的變化，

以突發新聞為賣點的非政治化模式漸漸不能維持，自警方轉用數碼通訊後，突

發新聞銳減 (Cheung & Wong, 2016)。 

                                                
3  本文第四章將回顧回歸後香港報業的概況，以及影響報業發展的外在政治經濟科技力量之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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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治新聞卻取而代之，變得愈來愈重要。近年香港政局變化不

斷，國安法、國民教育、政改等等，均是社會焦點，成為重要的新聞議題，政

治新聞的報道往往取代突發事故成為頭條新聞，漸成報章的重心 (Cheung & 

Wong, 2016；黃天賜，2013)。回歸後政治新聞由不受傳媒重視到成為焦點，傳

媒既然不能再採用非政治化的模式，就必須因應外在環境，社會權力結構和相

互關係，調整或選用新的模式，新聞類別的此消彼長是傳媒策略，也是環境使

然的結果。九七回歸之前，在壓力日增之下，傳媒已有自我約束、調整範式意

識形態之勢 (So, 1996)，隨著權力中心勢力的變化和穩固，政經壓力的增加，

傳媒擁有權的變化，傳媒報道和言論欠缺多樣性 (Fung, 2007)，在敏感的政治

議題上，立場漸向官方靠攏。 

新聞範式受外在和內在不同因素的影響，新聞場域理論正正提供一個連貫

宏觀外在因素和微觀內在因素的中層次理論，可供研究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和

大權力場中各種力量，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新聞場域，

同時可以探討機構和個人行動者面對變化的適應策略和新聞實踐。透過突發新

聞和政治新聞兩種不同的新聞類型作為雙個案，本研究旨在從不同角度探討新

聞場域的外部和內部變化，勾勒香港報業的變化和現狀，了解香港報業的新聞

範式轉變。 

 

三、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個層面，第一是探討影響香港報紙新聞場域的力量變化；

第二是勾勒新聞場域的狀況，包括權力結構、行動者位置及慣習；第三是根據

新聞場域的狀況，探討香港新聞範式的轉移。 

本研究的重要性有幾方面： 

(1) 在理論方面，本研究結合場域理論和新聞範式的概念，透過研究新聞場

域，更全面性和系統性地探討新聞範式；此外，本研究在場域理論中強

化政治權力和科技力量的概念，並且更具體地探討後真相意識形態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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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影響，令場域理論更能全面地探討影響新聞行業變化的因素，同時

更適合應用於權力架構複雜和科技力量主導的社會。 

(2) 在應用方面，本研究同時探討兩種新聞類型，分別是突發新聞和政治新

聞，透過剖析兩種不同新聞類型的子場域，理解不同的因素如何從不同

範疇和角度影響新聞專業實踐，令新聞場域的探討更為具體化和全面化。 

(3) 本研究補充了香港其他相關研究，近年有研究者針對香港廣播媒體和新

媒體的變化 (Au, 2016; Serban, 2017)，卻欠缺全面地探討回歸之後香港報

紙變化的研究。事實上，報紙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傳媒，由始至終

亦是輿論的導引者，對探討香港新聞行業的整體變化極具意義。  

 

四、論文結構 

 

本論文共有九章，第一章為全文導論，首先闡述本文之研究緣起， 繼而介

紹本文之研究對象，即回歸之後的香港中文報業，釐清本文之研究範疇，即從

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兩類別，透過場域研究，探討新聞範式的轉變；再陳述研

究目的和重要性，最後是本論文的結構介紹。 

第二章至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文獻回顧部分，第二章闡述新聞範式的理論概

念，和影響新聞範式的外在、內在因素。  

第三章論述本研究採用的場域理論，首先闡釋與本研究有關的理論概念，

包括場域、資本、慣習等等，接著提出對場域理論應用在本研究上的補充，擴

展政治力量的概念，加入科技力量的角色，在此基礎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最後回顧香港新聞行業的相關研究，並提出本論文如何補充有關研究。 

第四章梳理香港相關文獻，包括書籍、年報、評論、報章，回顧回歸之後

香港中文報業概況。本論文將香港中文報業分為三個階段，論述影響報業發展

的政治經濟和科技力量在階段性更迭和變化。 

第五章提出研究題目與闡釋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和解釋本論文的研究題目，

接著綜述研究方法，闡釋如何以深入訪談及報紙內容分析的方法，剖析突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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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和政治新聞在採訪及報道上的變化，報告有關深入訪談及內容分析的安排和

細節。 

第六章至第八章為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匯報，第六章報告突發新聞內容分析

和深入訪談的結果，分析並探討突發新聞子場域的變化。 

第七章報告政治新聞深入訪談的結果，綜合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提出回歸

之後影響政治新聞的權力變化、分析新聞編輯策略和日常採訪常規的改變，進

而探討政治新聞子場域的轉變。 

第八章報告政治新聞的量化和質化內容分析結果，透過選取回歸後釋法事

件的新聞報道，剖析政治新聞在消息來源、權力呈現、框架使用的變化，並探

討新聞兩極化和同質化的內容呈現。 

最後的第九章為全文總結。第六、七及八章分別論述了突發新聞和政治新

聞的轉變，第九章則綜合本研究就兩種新聞類型的研究發現，理論性、整體地

討論影響回歸之後本港報業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力量，如何影響報

業的新聞場域，並塑造了何種新聞範式的轉移和呈現。 

 

  



9 

 

第二章   新聞範式 

 

 

        本研究旨在研究香港報業新聞範式的轉變，本章首先會定義何謂新聞範式，

並探討影響新聞範式的外在因素及內部因素，外在因素包括政治經濟和科技層

面；內部因素包括機構及記者編輯的個人層面。 

 

一、何謂新聞範式？ 

 

Kuhn (1970) 將範式 (paradigm) 定義為一種看待事物的理念，一套被行業內

普遍接受的思想行為模式。基於此廣泛定義，新聞範式亦可分兩方面，一方面

是認知性的 (Cognitive)，是傳媒報道和立論的世界觀，是界定、詮釋和選取新

聞的參照系統；另一方面是規範性的 (Normative)，規範了什麼該被報道或不被

報道，如何去理解、採訪、報道和分析事件 (J. M. Chan, 1987；J. M. Chan & C. 

C. Lee, 1984, 1991；F. L. Lee, 2006)。 

新聞範式反映在行業、機構和個人的層面 (J. M. Chan, 1987；J. M. Chan & 

C. C. Lee, 1984, 1991；F. L. Lee，2006；Pan & Chan, 2003；Reese, 1990；鄧淑

玲，2000)，在行業內，範式是從業者認同的想法和做法，有些是廣為人知，不

需明言，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是不言而喻，約定俗成，非個人的，而是行業內

團體共同的想法和做法，重複出現、重複應用。在機構內，範式隱藏在組織策

略和編輯政策之內，包括了明文和不明文的指引，規範了編輯記者如何將發生

的事實組織成為符合機構運作和取向的新聞事件，為機構的運作提供穩定性。 

J. M. Chan 及 C. C. Lee (1989) 認為對個人而言，新聞範式是新聞工作的實踐，

告訴新聞工作者在社會中新聞應該如何被解讀和報道。4 

        新聞範式的形成由不同外部及內部因素所決定，當中包括社會中權力分佈

的狀況、市場力量、傳媒機構的政治傾向及新聞專業，這些因素交織互動，影

                                                
4 Chan, J. M., & Lee, C. C. (1989).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Editorial sta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17, p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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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着新聞範式的構成 (J. M. Chan & C. C. Lee, 1989；Gans, 1979；So & Chan, 

1999；Tuchman, 1978)。Reese (1990) 認為新聞工作雖然有其專業自主性，但亦

與社會中的各種權力機構有結構性關係，新聞範式是由不同勢力的角力和談判

而形成的。5 在各項因素當中，學者認為媒體的政黨認同和社會的政治意識形

態是影響新聞範式的最重要元素 (J. M. Chan & C. C. Lee, 1989；So, 1999)。

Reese 肯定了新聞傳媒在維持一個政體的權威上扮演關鍵角色，新聞範式是在

社會宏觀的意識形態當中運作，往往與政府建立或維持權威有關，受新聞機構

的政治立場影響 (J. M. Chan & C. C. Lee, 1984)，繼而隱藏在新聞機構的日常操

作中，甚至新聞報道的立場之內。 

 

二、範式轉移 

  

範式既由外部及內部、宏觀以至微觀的不同因素逐漸構成，形成非一朝一

夕，改變更是談何容易，Kuhn (1970) 認為新聞範式要出現革命性改變是非常困

難的，因為記者往往會嘗試忽略一些異常的事情，一些異常的證據，甚至會將

之常規化，將異變的事情放置於一個可解釋的框架中 (J. M. Chan & C. C. Lee, 

1989) 6，企圖改變、修補、恢復原有的範式 (Hindman, 2005；Steiner, Guo, 

McCaffrey & Hills, 2013)。與科技的革命不一樣，新聞範式的轉移一般不會是突

然，除非出現一個可以令新聞範式劇變的力量，否則範式只會以累積而遞增的

方式改變 7 (J. M. Chan & C. C. Lee, 1989；Steiner et al., 2013)。綜合來說，新聞

範式的轉移與下列因素有關： 

(1) 外在力量引發轉變：範式會因媒體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傾向而出現變化，8 

由於傳媒機構多傾向靠攏權力中心，當權力中心產生變化、轉移或更替

時，以往適應舊權力中心的作業模式未必持之有效，當一套範式不能在

環境中有效運作時，就可能會經歷新聞範式的轉移，新的範式會取而代

                                                
5 Reese, S. D.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7(4), pp. 392. 
6 J. M. Chan & C. C. Lee (1989), pp. 98. 
7 同上。 
8 同上，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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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適應環境變化。另一方面，經濟力量亦是觸發新聞範式轉移的因

素之一，市場壓力令報館變成商業機構，新聞成為商品，新聞的產製方

式服膺商業原則，以爭取讀者為目的 (Underwood, 2001；蘇鑰機，1997)；

此外，有學者亦指傳播科技是引發新聞範式轉變的原因之一，Robinson 

(2009) 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不單改變了報紙報道新聞的平台，更影響了記

者發掘和採訪的方式和實踐。Sheffer 及 Schultz (2010) 便曾經探討社交

媒體如何改變了新聞範式。 

(2) 讀者/受眾的取向：大部分傳媒都是商業機構，因市場所影響，需要考慮

讀者或受眾的要求和取向，他們對產品的要求，包括新內容的提供、形

式、接受方式等等，均會影響新聞內容的產制。 

(3) 傳媒機構的生存策略：因應新的權力結構，傳媒機構會調整新聞報道的

策略和編輯政策，採用新的新聞取向和評論立場，慢慢地，新的範式逐

漸形成 (C. C. Lee, 1998)。 

(4) 新聞工作者的適應策略：新聞工作者非常倚重日常工作常規(routines) 9 

(Reese, 1990；Tuchman, 1973, 1978, 2002)。當記者編輯遇到一些不能用

工作常規應付的事件或問題時，亦尋找一些解決方法，這些實在的問題

和解決方法會成為例證，慢慢成為常規實踐，逐漸形成新聞範式 (Pan & 

Chan，2003)，10  所以，新聞範式可以是從行業內部自我修訂的。 

基於上述四點，新聞範式的改變雖多是由外在力量引發，當中包括政治、

經濟和科技等力量。然而，改變的內化，必須透過機構成文或不成文的政策，

以及記者的日常實踐，方能持之以恆成為範式。 

  新聞範式的轉變或調整不一定是順理成章，變化也可能會遇到阻力，如果

新聞範式的改變模式或步伐先於公眾所能接受，傳媒就會承受壓力，甚至令人

質疑他們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此外，新聞工作常規可以是策略性的，讓記者能

夠抵抗不同的壓力，包括來自機構內外的壓力，當記者認為某一事件有違他們

日常工作常規，令記者和新聞機構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受到威脅，對新聞範式造

                                                
9  Reese (1990), pp. 393. 
10 Pan, Z.,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pp. 650. 



12 

 

成威嚇時，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修補他們的形象和名譽(Steiner, Guo, McCaffrey 

& Hills, 2013)，以維護日常工作常規為由，抗衡對新聞範式的威脅。 

   

1. 範式轉移的宏觀因素 

  

承如上文所言，新聞範式的改變多是由宏觀層面的外在因素引發，當中包

括政治、經濟、科技和社會等力量。影響傳媒發展的宏觀因素中，政治經濟一

直是研究的焦點，因為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的權力結構塑造了新聞產製的條件，

影響了新聞內容。另一方面，在流動互聯網年代，科技成為影響媒體和新聞另

一股不可忽視的重大力量，與此同時，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亦影響了新聞媒體

和記者對新聞專業的定義，內部力量推動了亦令範式轉移。本部分將回顧有關

文獻，探討政治經濟和科技環境等因素和如何影響新聞產製。 

 

1.1.政治經濟權力：互相連結、互相抗衡 

 

政治和經濟是兩股影響新聞行業的重要力量，這方面的研究多從政治經濟

學角度入手。11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秉承社會學批判理論的基礎，基於資本主義

在十九世紀的發展背景，強調對資本體系進行批判，特別是資本體系存在的各

種不公平特點。Mosco (2009) 指，狹義來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關係，特別

是權力關係，關注權力如何影響資源的產製、分配和消費；廣義來說，是研究

社會生活中的操控 (control) 與生存 (survival)，操控是指社會中不同的機構的自

我組織與管理，適應社會變遷，以及因應的改變；生存則指人們在管理之下生

產與再產所需，使社會前進。 

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派透過研究傳媒的擁有權、產製、流通和消費，探討影

響傳媒的社會權力關係 (趙月枝，2011)。Smythe (1960) 率先將政治經濟學應用

於傳播研究上，探討政治政策如何影響傳播機構，檢視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下

                                                
11 見 Smythe (1960)；Herman & Chomsky (1988)；Yoon (1989)；Blumler, Blumler & Gurevitch 

(1995)；Gunther & Mughan (2000)；Waisbord (2000)；Doyle (2002)；Noa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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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機構的組織與運作。他就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多個關鍵問題，包括

政策、資源、資本、組織與操控等，為這方面的研究釐定主要的關鍵概念。傳

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就政治政策與市場資本的角色有不同看法，C. C. Lee (2001) 

指出傳播政治經濟學可分為兩個研究取徑，分別是自由多元主義與激進馬克斯

主義，前者認為政府制定經濟和傳媒政策，肯定政治力量對傳媒的操控可威脅

新聞自由，相信市場和傳媒的多元性與專業性在一定程度抵銷政治的操控。12  

後者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市場控制傳媒，製造文化霸權，資本無休境地累積，資

源分配不均，傳媒卻附和權貴，強化既定秩序，公共領域因此被受扭曲。13  自

由主義取徑被激進派學者批過於重視政府角色，忽略資本主義私有化對傳媒的

影響；相反，激進取徑亦被批評側重經濟資本和市場角色，認為國家或政府多

扮演依附經濟權力的被動角色，對政權的分析往往流於片面 (C. C. Lee, 2001)。 

政治權力對新聞媒體的影響途徑並非單一，不同的政治制度產生不同的權

力結構，對傳媒的操控手段亦有所不同。專制政權是權力的核心，絕對支配政

經和文化資源，高度監管和嚴密檢查傳媒，控制傳媒賴以生存的經濟資源，傳

媒須要根據官方口徑報道，是政權的喉舌 (C. C. Lee, 2001)。在資本主義的自由

社會，政治權力同樣對傳媒具有影響力，民主政府可透過政策直接規管及協助

傳媒，例如 Guback (1969) 早研究美國國家如何透過政策扶持電影業，C. C. Lee 

(2001) 引用政治經濟學探討中國如何透過規管政策監管網絡媒體。在香港，政

府對報章及網絡媒體的規管政策相對較寬鬆，但對電子傳媒則較嚴格，特別是

透過發牌制度控制電子傳媒進入或離開媒體市場。在自由社會中，政府更多用

間接的策略去影響傳媒 (C. C. Lee, 2001)，例如控制新聞消息的發放。因為政治

權力中心往往是社會上最重要的新聞資訊來源，新聞媒體往往傾向與權力中心

保持良好關係，以確保消息來源，而權力中心亦可透過新聞消息的選擇性發放，

操控議題設定和新聞報道。如新聞機構的報道偏離主流議題設定，久而久之將

                                                
12 如 Yoon (1989)；Blumler, Blumler & Gurevitch (1995)；Gunther & Mughan (2000)；Waisbord 

(2000) 
13 如 Herman & Chomsky (1988)；Garnham (1990, 2000)；Curr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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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脫離權力中心，被拒於政府消息門外 (Cheung & Wong, 2016；Gandy, 1982； 

P. S. N. Lee & Chu, 1998)。 

經濟力量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重點，研究核心是資本邏輯怎麼塑造文

化工業的結構與內涵 (Bettig, 2002)，14  特別是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和傳媒的擁

有權 (McChesney, 2000)。擁有或控制資本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媒體的內容產

製，財團或老闆可以透過擁有媒體或廣告投放影響新聞內容 (Doyle, 2002；

Noam, 2009；鄧淑玲，2000)。Doyle 指一個多元的傳媒市場可以容納不同的政

治觀點和文化表述形式，但媒體擁有權的集中度會削弱傳媒市場的多元性。擁

有權集中的形式可大致分為兩種：單一媒體的擁有權集中 (Monomedia 

concentrations) 和跨媒體的擁有權集中 (Multimedia concentration)，前者是指資

方集中擁有同類型媒體，例如多份報章或多間電視台；後者是指同時擁有不同

類型媒體，如擁有電台及電視台，又或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如電影

製作公司及電影院線。無論是何種形式，擁有權的集中意味媒體市場由少數資

本持有人控制 (Doyle, 2002)。So (1999) 的研究發現在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中，

相比政治元素，商業元素對新聞範式可能影響更大。 

上述政治經濟學的兩個研究取徑，均認為社會由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主導，

自由多元主義肯定政治力量對傳媒的操控，激進馬克斯主義則指控市場操縱傳

媒，兩者認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互相連結，又互相牽制，此消彼長 (C. C. Lee, 

2001)。然而，政治經濟權力互相抗衡的看法未必完全反映香港近年的情況。 

本研究針對香港回歸以後報業的新聞範式轉變，香港報業的全盛時期在上

世紀 90 年代，特別是《蘋果日報》於 1995 年創刊，定位於大眾市場，根據讀

者的需求去「製作產品」，15 為爭取讀者和廣告，大眾化報章紛紛走向新聞市

場化，視新聞為商品，為商業邏輯所主導。當時的報章讀者人數多，發行量大，

                                                
14 Bettig, R. V. (2002).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Nealon, 

J. T., & Irr, C. (Eds.),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pp. 

31-58).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34. 
15 (黎智英：)「雜誌也好，報紙也好，橙子也好，蘋果也好，都是商品，所有商品都要推銷，

但不能因為你推銷某種商品而使質素下跌。我們到底賣的是一種怎樣的商品，完全由顧客去定，

他出錢買，就等於投了一票。做傳媒一定要戒的，就是以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領導群眾，教導

群眾。這都是混帳的觀點。」擇錄自《壹週刊》第 366 期 (1997 年 3 月 15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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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收益可觀，報業投資者可以從中直接獲得理想經濟回報，然而，隨著新媒

體的興起，讀者人數和發行量大減，報業市場萎縮，報業投資者獲利銳減，紛

紛賣盤。回歸初期，中央初期對香港新聞傳媒甚少直接干預，取而代之是利用

一些間接的方法去控制本地媒體，主要的策略是與一些在內地擁有龐大投資的

商人聯成一線，透過他們買入及控制香港傳媒，這些商人願意在報業萎縮的情

況下買盤，貪圖的並非日漸萎縮的報業所帶來的蠅頭小利，而是新聞的邊際政

治效益，打好與中央關係為內地生意大開方便之門，以及一些政治酬庸。這類

向內地靠攏的資本愈來愈多，雖然報章由不同機構擁有，但這些機構的老闆多

有內地的政治委任，具紅色政治資本背景，學者馮應謙形容這種是另類的擁有

權集中，不同媒體的擁有權並非由同一機構，而是集中在同一類型的紅色資本

家手中 (Fung, 2007)，這些紅色資本家有著同樣的政治經濟考量，或多或少會

影響他們擁有的傳媒機構的方針與策略。馮應謙認為就算這些傳媒老闆不直接

干預編採，但下屬在採寫新聞時可能會有所顧慮。 

隨著中央權力在香港的政治舞台愈來愈重要，這種另類媒體擁有權集中的

影響就愈趨明顯，同一資本派別的傳媒在立場上更見相似，近年，香港政治議

題日多，政改選舉等議題愈益重要，報章在這方面可起輿論作用，這種資本背

景相似的集中擁有權便可能對報章的立場和內容有所影響，舉例來說，杜耀明 

(2015) 發現就人大常委會的 831 政改方案決議，翌日香港十六份報章發表社評，

當中支持人大決議的有十一份，不表態的有兩份，反對的只有三份，佔不到

20%。此外，隨著中聯辦在香港的政治角色愈來愈明顯及重要，呈現傾向一國

凌駕兩制的一元結構，加上香港政府對新聞傳媒的打壓力量加強，報章主流輿

論傾向支持權力中心的立場 (杜耀明，2015)。 

影響香港報業的力量更迭，一方面隨著香港報業由回歸初期新聞商品市場

化，轉變為報業市場萎縮，新聞商品在大眾化市場盈利大減，另一方面，政治

力量由弱轉強，由明轉暗，報館老闆與權力中心關係密切。對報業來說，經濟

權力不再是政治權力的抗衡力量，而是服務政治權力，協助達到政治目的。新

聞商品由大眾化變成政治化，新聞由原本向大眾銷售變成討好權力中心的商品。

香港這種經濟權力依附政治權力的狀況，與傳統傳播政治經濟學兩個取向之中



16 

 

論及政治及經濟權力互相抗衡的狀況不同，經濟權力向政權靠攏，政治權力雖

然不是直接操控傳媒，但卻可達直接操控的效果，削弱了輿論的多元性，令大

部分新聞媒體成為官方喉舌。因此，要研究香港新聞範式的改變，必須將經濟

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從屬結構關係納入研究理論的框架之中。 

 

1.2.  科技與新聞發展：危多於機？ 

 

       隨著近年科技的急速發展，除了政治經濟之外，科技逐漸成為催生新聞變

革的主要力量之一 (Sussman, 1997)。不過，學者對科技和新媒體的重要性有不

同的見解，媒體學者 (Medium theorists) 相信新媒體不只改變了新聞報道的模式，

也改變新聞的內容，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結構和行為的改變；而傳媒社會學者 

(media sociologists) 則認為新瓶舊酒，新媒體只是重複傳統的新聞實踐，無大新

意 (Benson, Blach-Ø rsten, Powers, Willig, Zambrano, 2012；B. Schultz & Sheffer, 

2007)。 

McLuhan (1964) 認為一個新媒體的出現會引發一個新環境的出現，而造成

改變的往往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新媒體造就的環境，所以他強調，如不透過了

解媒體如何造就環境，是不可能明白新媒體所引起的社會改變。事實上，新媒

體令資訊環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變了人們接收和傳遞的方法、邏輯和

習慣；變更了新聞的產製、經濟模式、市場形勢；影響了新聞常規 (routines)、

專業 (profession) 和自主 (autonomy)；更甚者，新媒體環境模糊了人們對資訊的

定義和看法，當中包括新聞從業員。 

首先，數碼科技改變了新聞內容。網絡新聞盛行 (Boczkowski, 2004；

Boczkowski & Ferris, 2005；D. Carlson, 2003)，新聞有了新的形式，強調互動和

多媒體等元素，網絡和社交網站擴大了新聞傳遞發放的平台，增加了與讀者之

間的互動，讀者可以更快地表達意見，內容可以隨時更新，新聞亦因此產生內

容方面的質變 (Gleason, 2010)。透過多媒體或新媒體報道新聞模式漸成主流，

以香港的《蘋果動新聞》為例，以嶄新手法，利用圖像、動畫等多媒體技術報

道新聞，令新聞報道內容更易被觀眾吸收。近年，社交網站成為日常生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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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來源，新媒體成為人們吸收資訊的主要渠道，當中包括新聞資訊，根據

樹仁大學 2016 年一項調查顯示 (Ma, Chow, Yip, Ng & Leung, 2016)，在所有媒

體使用率之中，首五位受訪者獲取新聞資訊的媒體分別是新媒體及電視(表一)。 

   

表一：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網絡傳播研究中心 

2016 年從各類媒體獲取新聞資訊平均值排序首五位 

手機進入《蘋果日報》網站或 App 

無綫電視 TVB  

無綫互動新聞台 App 

蘋果動新聞網站或 App 

Yahoo!新聞網站或 App 

   

 

其次，科技推動了報業經濟模式和市場變化。媒體匯流對報章的經營者來

說，既回應了數碼時代的挑戰，也把握科技帶來的機遇。在一片報章將成夕陽

工業的哀悼聲中，報社搖身一變，成為了多媒體新聞內容的提供者，不但使報

章的網上版本更具商業價值，更通過各種形式的聯盟，促成跨媒體和跨行業的

媒體匯流，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Kilman, 2015；黃天賜，2013)。不過，並非所

有的報章可以「轉型」成功，在新媒體的洪流中得以生存或壯大，事實上，媒

體「轉型」需要大量經濟資本的投入，多數的傳統小報社多僅是提供簡單的網

絡版本，而新經濟模式亦未完全成熟。舉例來說，英國 2018 年的地區和地方報

紙比 2005 年減少了近 200 份 (Elgot, 2018；McLennan & Miles, 2018)。在美國，

平日的印刷品發行量從 1994 年的近 6000 萬的高點萎縮到 2017 年的總印刷和數

字流通的 3500 萬。廣告收入從 2000 年的 650 億美元下降到 2016 年的不到 190

億美元。從 1994 年到 2014 年，新聞行業的就業率下降了近 40%  (McLennan & 

Miles, 2018)。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的網絡收益亦未如理想，雖然自 2016 年美

國總統大選以來，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網絡訂閱數量增加，但訂閱和廣告

收入仍未彌補整個行業印刷廣告的崩潰。美國大部分報章的網絡訂閱並沒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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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新聞網站如 BuzzFeed 和 Vice 收入亦未及目標，估值約 2.5 億美元的

Mashable 最終以不到 5000 萬美元的價格於 2016 年出售 (McLennan & Miles, 

2018)。 

         此外，新聞報道的多媒體化為新聞專業帶來衝擊。科技改變了新聞的實踐，

革新了編採新聞的常規 (routines) (Klinenberg, 2005；Moon & Hadley, 2014；

Shoemaker & Reese, 1996；Singer, 2003, 2004)，有研究發現網絡新聞的守門人

元素與傳統新聞無異，但有研究認為守門人的功能會因此消減 (Domingo et al., 

2008)。事實上，科技與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因素、新聞機構特徵、市場壓力等因

素交織，影響編採新聞的常規 (Moon & Hadley, 2014；Shoemaker & Reese, 

1996)。很多記者在採訪時，除了文字記錄和拍照，更要攝影視像影片，在多媒

體報道的趨勢下，記者有時成了身兼數職的「專業雜工」，有時甚至犧牲了深

入採訪和觀察的機會，變相少了深度報道和分析，新聞報道的篇幅也愈來愈短。

除了速度和流程的改變外，社交媒體成為重要的新聞來源，監察 Twitter、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成為新聞常規 (Bastos, 2015；Schifferes, et al.，2014)。在

科技之下，新聞工作者很多時變得被動，例如，數碼科技為香港政府提供機會，

透過轉變警方通訊技術，杜絕記者直接聽取通訊內容，操控突發新聞消息的發

放，令突發新聞的採訪變得困難，新聞工作者被迫重新建立新的新聞常規，包

括採訪最近的新聞而非最重要的新聞，以求攝得現場照片；依靠社媒群組提供

突發事件消息等等 (Cheung & Wong, 2016)。 

再者，科技亦令報業面對另類的競爭。其一是網媒，一些傳媒人士不滿主

流傳統新聞媒體的報道，未能廣泛反映社會的情況或意見，乘著網絡媒體之便，

得以創立獨立於政黨商人操控的新聞平台，美國的 The Huffington Post 便是一

例。在香港，《香港獨立媒體》、《輔仁媒體》、《香港 01》、《立場新聞》

都是在網上出版的獨立媒體。有別於主流傳統新聞媒體，網絡新聞媒體強調由

下而上的顛覆，從精英操控中解放；從傳統媒體的報道中解放，是群眾獨立的

宣言，也是對主流新聞權威的挑戰 (黃天賜，2013)。 

其二是公民新聞，傳播科技和社交網絡的發展造就公民新聞的崛起。在

Web2.0 時代，網絡已進化為可讀可寫 (Read-Write Web) (李月蓮，2012)，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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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輕而易舉地透過新媒體「製作」內容，包括文字、圖像或影音。學者 Dzur 

(2002) 指公民新聞運動的一個原動力是來自公眾形象日益下降的報紙，很多人

認為大多報章傾向有政治立場，脫離了報道大眾真正需要和關心的新聞，記者

行業亦愈來愈不為大眾所尊重，專業形象日趨下降。傳播科技的便利打破了傳

統新聞媒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是記者」、「我們是記

者」的概念，令到新聞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 (Splichal & Dahlgren, 2016)。科技

一方面造就新工種和新技術，另一方面亦令某些需要特定技術和專業的工作簡

單化，打破了專業的門檻，令相關的工作變得仿若輕而易舉，不具專業的人也

可以從事相關工作，新聞專業同樣飽受這種來自科技的衝擊，威脅新聞工作的

保障和穩定性，甚至新聞作為一門專業的地位亦備受挑戰 (Splichal & Dahlgren, 

2016；Tandoc & Jenkins, 2017)。 

在相關研究方面，Robinson (2009)、Sheffer 及 Schultz (2010) 的研究發現，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新聞範式。有學者以建構性的研究取向 (constructive 

approach)，從機構和個人角度檢視科技如何影響新聞實踐和內容的變化，16  而

Lewis 及 Westlund (2015) 兩位學者則提出一個社會科技理論框架 (sociotechn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研究科技、記者及觀眾之間的角色和關係。另一方面，

Serban (2017) 探討傳播技術的發展對香港新聞傳媒工作的影響。香港是一個高

度電子化的城市，智能電話、寬頻、平板電腦的使用普及度位居世界之前列，

F. L. Lee 及 Chan (2015) 認為記者雖處於政治及經濟壓力之中，但同時又因為香

港人普遍使用移動新聞媒體而獲益 (Serban, 2017)。不過，科技對香港報業來說，

似是危多於機。香港報章市場大幅萎縮，讀者流向社交平台，以《蘋果日報》

為例，發行量由 2000 年的 373,360 下跌至 2017 年的 110,510 份，17  跌幅高達

50%。Serban 認為 Lewis 及 Westlund 的社會科技理論框架並未能涵蓋宏觀範疇，

例如政治及經濟壓力如何影響新聞專業的變化，因此未能為相關的變化提供較

                                                
16 如 Boczkowski (2004)；Paterson & Domingo (2008)  
17 壹傳媒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由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每

日平均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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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的分析和全面的解讀，他提出要全面探討新聞行業的轉變，須由機構的層

面擴展至宏觀層面的因素探討。 

 

2. 範式轉移的微觀因素 

 

影響新聞範式轉變的內部因素來自行業之內，一是行業的專業意識形態；

二是新聞機構政策的改變；三是記者的個人實踐。 

 

2.1.新聞行業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塑造了新聞報道 (Altschull, 1984；Gitlin, 1980/2003；Shoemaker & 

Reese, 1996)，學者在討論新聞行業的意識形態時，大致有兩種關注方向，其一

是將意識形態定義為構成一個專業的框架，將新聞工作者定義為專業人士，界

定他們為這專業團體中的成員，這種專業意識形態是指成員們分享的專業信仰、

觀點和價值的事實 (Deuze, 2005, Elliott, 1988；Weaver & Wu, 1998)；其二是將

專業化視作作為較負面的意識形態，關注意識形態作為對專業人士的「霸權信

仰體系」和「社會控制機制」 (Chomsky, 1989；Evetts, 2003；Golding & 

Murdock, 1996；Herman & Chomsky, 2002)。下文將分別闡述這兩方面的意識形

態。 

一直以來，新聞普遍被認為是一門專業，Freidson (1994) 認為專業主義是一

種職業控制，不過這種控制建基於專業權威而非政治或經濟權威，新聞專業主

義是新聞機構和從業員所建構的話語 (discourse)，有其專業守則、職業理念和

道德標準，具自我訓導 (self-discipline) 及控制 (control) 的力量，是新聞行業發

展的根本動力，引領記者投入新聞工作，也是引導專業變化的機制 (Aldridge & 

Evetts, 2003；Alvesson, 2004；J. M. Chan, Pan & Lee, 2004；Deuze, 2005；

Gardner, Csikszentmihalyi & Damon, 2001)。在新聞行業內存在共同的專業意識

形態。18 Deuze 指意識形態作為新聞專業，其實是一種框架，界定了何謂新聞

                                                
18 如 Deuze (2005)；Hanitzsch (2007, 2011)；Weaver, Beam, Brownlee, Voakes & Wilhoi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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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及何謂專業的新聞工作者。Deuze 及類似的研究指出世界各地的記者分享

一些普世適用的專業信仰，觀點和價值的事實。19  然而，亦有其他研究發現，

不同文化、國家和時間的新聞理念和價值觀會有所不同。20  這些差異固然是因

為世界存在著不同的媒體系統，亦意味著世上沒有單一種的新聞專業意識形態，

相反，相互競爭的不同意識形態會競奪對新聞專業的定義和記者身份的解讀 

(Hanitzsch, 2007)。 

根據這種觀點，一個地方的新聞專業框架，其實是不同意識形態鬥爭的結

果 (Ginosar, 2015)。對鬥爭結果較樂觀的學者，如 Gans (1979) 相信新聞專業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政治權力的制衡，而且市場競爭令新聞組織需要回應讀者的

要求，無形中擴大了言論自由，有利多元意見的表達 (Hallin, 2000；Waisbord, 

2000；Yoon, 1989)。新聞的專業主義和客觀公正原則，令新聞工作者有言論空

間和編輯自由，亦是面對打壓的最重要的抗衡理據(Blumler, Blumler & 

Gurevitch, 1995；Scott & Goff, 1988)。 

不過，另有學者對鬥爭結果抱持悲觀，認為意識形態是維持現有的階級統

治關係的系統，削弱對社會改變的集體追求 (Thompson, 1990)，因此，所謂新

聞專業其實最終離不開政治權力的影響，新聞報道只是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和

社會秩序 (Gitlin, 1980/2003；Hall, 1997；Schlesinger, 1978；Schudson, 1978)。

Tuchman (1978) 雖然認同新聞組織及工作者極力希望專業實踐能持守客觀原則，

但她指出新聞網絡大多建基於官方機構，難逃政治權力的左右。政治操控在威

權政治體制下非常明顯。Fiss (1996) 認為在威權體制之下，國家擁有傳媒賴以

生產的政治和經濟資本，擁有官方喉舌，也有審查機制，並可透過資源的運用

籠絡和箝制私營傳媒，構成一種類似新聞贊助人和顧客的關係。另一方面，

Reese (1990) 指出，政治權力亦可以利用某些記者崇尚的專業守則，如客觀報

道，不明顯地控制操新聞的產製。客觀是西方新聞範式的重要元素，但 Reese

認為客觀不是絕對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亦不是一成不變，當一個社會

中的記者普遍傾向相信客觀就是排除己見、引用權威消息，那麼客觀便成為一

                                                
19 見 Elliott (1988)；Weaver & Wu (1998) 
20 如 Berkowitz, Limor & Singer (2004)；Deuze, (2002)；Hafez (2002)；Wasserman & Ra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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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利於這些權威渠道的遊戲規則。Reese 觀察到客觀的定義受制於不同文化

中不同的新聞範式，並隨範式轉變。 

此外，社媒的蓬勃令後真相意識形態氾濫。過往新聞媒體推崇的事實性報

道和客觀性報道，在社媒年代飽受衝擊，慢慢地，新聞專業實踐逐漸呈現這種

意識形態帶來的變化，以客觀性報道為例，有學者指出新聞真相已經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另類的事實 (Alternative facts)，社會亦進入了所謂的「後真相」

年代  (Corner, 2017；Himma-Kadakas, 2017)，「後真相」這一概念被選為牛津

字典 2016 年的國際詞彙，指的是訴諸情感和意見往往比真相和事實更能影響民

意。基於這一定義，Sales (2017) 指出，處於一個「後真相」社會中，個人觀點

和情感有時比客觀事實更具影響、更受歡迎，因為社會大眾往往更偏好這種混

入了意見的真相 (Martin, 2017)。 

「後真相」不但顯現於公眾範疇，更呈顯於媒體政治範疇 (Himma-Kadakas, 

2017)。2016 年美國大選中，社交媒體上充斥假新聞和沒有理據支撐的觀點 

(McIntyre, 2018)，人們依據自己的意見和情感選擇相信某些事實。有學者認為

後真相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擁護後真相的人企圖驅使別人相信一些

事情，姑勿論這些事情是否有充足事實的支持。換句話說，後真相的手段其實

是一種政治支配。21  McIntyre 同時指出，這種後真相政治意識形態其實是危險

的，因為傳訊者往往是基於己益，認為自己的利益比事實更重要。大眾基於後

真相事實作出決定時亦往往帶來問題，例如市民在決定是否支持一項政策時，

只憑自己對政策的感覺，而非基於政策本身是否有助社會解決問題。    

後真相也與新聞範式有關，Fuller (2018) 指出，範式的形成是基於專業而

獲得合法性，行業的從業員從專業的實踐和經驗中獲取權威和肯定，正如 

Kuhn (1970) 提出的科學範式， 是一套基於知識並有序地建立起來的規範，每

一項新的知識或實踐都是經過同行肯定，才獲行業承認。Fuller 認為在後真相

                                                
21 McIntyre, L. (2018).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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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中， 合法性不再是基於事實，而所謂的真相只是每個人追求權力時

所戴的合法性面具。22 

        在數碼年代，另類事實透過記者採集和處理資訊的實踐，進入新聞報道之

中，新聞的報道呈現了流動性、滾動性的事實，個人的意見混入真相之中，成

為真相的一部份，當新聞報道採用了這些另類事實，就是接納和肯定了這些事

實的正當性 (Martin, 2017)。所謂的客觀真相已經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另類事實，

亦即所謂的「後真相」的意識形態，而這種「後真相」意識形態透過新聞工作

者的專業實踐，成為記者職業實踐的一部份，並有可能成為新聞典範的特徵之

一。 

        本研究基於 Reese (1990) 對專業建構的看法，認為新聞專業的概念並非絕

對不變，會隨範式轉移而變化，而記者對解讀和實踐新聞專業的變化亦可反映

範式轉移。李金銓 (1997) 認為香港的新聞實踐受著西方影響，新聞教育的方式

和內容亦沿用美國模式，而香港記者大都接受新聞專業的規範。在 1997 年回歸

中國前，香港報業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享有極低度政府管制 (J. M. Chan & C. C. 

Lee, 1989)。當時新聞常規及習慣深受西方影響，本地傳媒及新聞教育採用美國

的模式，記者亦需接受專業訓練 (李金銓，1997)。自 1997 年回歸成為特別行政

區以來，香港就一直經歷中港融合的過程，此後政府就一直嘗試增加對傳媒的

規管 (J. M. Chan & F. L. Lee, 2007；HKJA, 2010)。但在基本法訂明「一國兩制」

及「高度自治」的原則之下，對新聞自由的壓制鮮有以明顯形式或行動執行。 

        1997 回歸之後，香港的殖民地意識形態慢慢被新的主流意識形態取代，不

過這個意識形態的轉移過程並非循序漸進，而是經歷許多衝擊和矛盾。一方面，

在現實的政治形勢和政權的強力主導之下，一國兩制、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漸

漸成為主流，再加上香港現時新聞媒體的擁有人大多是具有紅色資金背景或是

面向中國發展的商人，他們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令致他們擁有的媒體靠向中國的

意識形態(Au, 2016；Fung, 2007)，服膺政權倡導的意識形態，在一些政治議題

上多傾向政權，媒體聲音漸趨一致 (杜耀明，2015)；另一方面強調本土的思想

                                                
22 Fuller, S. (2018). Post-Truth: Knowledge as a Power Game. London; New York, NY: Anthem Press, 

p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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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逐漸在香港衍生成為一股與國家主義抗衡的意識形態，兩種抗衡性的意識形

態同時在香港社會存在 (C. K. Chan, 2017；Cheng, 2016；Fong, 2017)，少數的

新聞媒體選擇本港、本土的路線，與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打對台」。研究發

現這兩種意識形態在香港社會中呈現的抗衡情況，當媒體越多報道一國兩制的

新聞時，市民對中國及香港的信心卻越低 (So, 2017)。新聞工作者一直是客觀

持平和平衡報道為專業守則，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一方面受政權倡議的意識形態

影響，一方面又感受到社會上存在的另一種聲音，他們又如何在消化來自政權

的意識形態，而同時奉行新聞專業的意識形態？Au(2016) 的研究指出，香港廣

播媒體和記者有意或不自覺地改變對客觀報道的解讀和實踐，這種情況又是否

出現在報業之中，報章的編輯記者又如何處理和消化不同意識形態的抗爭，進

而在新聞典範中呈現呢？ 

 

2.2.新聞組織的內外博奕 

 

組織策略和編輯政策是新聞範式的一部分，李金銓 (1981) 認為可以將傳播

組織納入政治及經濟系統之中進行分析。組織理論源自社會學學者 Weber 

(1949)，他指組織內的權威和制度形成規則和程序，說明了員工的權利、義務

和問責，員工傾向服從既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為準則，有利於組織控制員

工的行為 (Weber, 1949；潘邦順，1997)。 

組織的發展和政策為外在環境因素所塑造，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McQuail, 1983；Scott & Meyer, 1994)。Katz 及 Kahn (1966) 視組織為一個開放

系統，會與其身處的環境互動，並因應互動而變化，而組織的變動又會對環境

產生影響。除了組織內部的互動之外，組織的生存更有賴與外在環境的互動，

對社會系統的適應 (Parsons, 1951)。另一方面，Weick (1979) 強調組織內在的因

素，認為組織成員對外在環境反饋，從而影響環境。不過，Gieber (1956) 認為

在各種影響新聞組織的因素中，組織外在及內在的壓力比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價

值觀和新聞事件本身的價值更為重要，而組織在面對壓力時，往往會發展一些

策略去應付種種不確定性 (Galaskiewicz, 1985；Salancik & Preffer, 1977)。因此，



25 

 

從組織的角度研究報業變化，可以探討報社組織與外部環境的互動，內部人員

對外部環境的反饋和適應，以及組織內部的博奕 (Gallagher, 1995; Holz & 

Wright, 1979)。 

在 Shoemaker 及 Reese (2014) 提出影響新聞產製的層次模型 (Hierarchical 

Model)中，新聞媒體受著五層因素所影響，當中包括最外層的社會意識形態、

媒體以外、媒體機構、新聞常規及新聞工作者個人等因素，當中第三層影響新

聞產製的就是媒體機構。Christians、Glasser、McQuail、Nordenstreng、White 

(2009) 發現記者的角色很多時是建基於新聞工作者在體制框架內的新聞實踐，

因此有學者甚至會用機構性角色來形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角色 (Hanitzsch, 2007；

Hanitzsch & Vos, 2017)。 

正如上文所說，組織的生存與外在環境和社會系統有關 (Parsons, 1951)，

新聞媒體亦不例外，以香港為例，報業機構一路以來受經濟、政治和科技因素

所影響，新聞的內容亦因為這些因素而發生變化。九十年代《蘋果日報》的成

功，和社會文化的改變，新聞商品化成為了報界趨勢，有研究者亦指出報業出

現市場導向的現象 (蘇鑰機，1997)，新聞專業實踐跟隨場域的和文化資本改變，

優質新聞的要求亦被優先新聞所取締，文化資本除了新聞評論和深度報道外，

更重要的是優先和多元的資訊。此外，Fung (2007) 認為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下，

香港的報館傾向跟隨同業的做法和立場，構成了所謂的主流意見，而新的中立

立場其實更靠向中方觀點。近年來，有評論認為香港新聞媒體已「歸邊」，跟

從權力中心指示 (Au, 2016)。新聞組織的最大能力在於媒體老闆可以通過招聘、

晉升以及機構自我審查來間接控制新聞內容(Shoemaker & Reese, 2014)，2018

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中，傳媒老闆是影響新聞自由的三大因素之一，當中

接近一半受訪記者更表示老闆是他們最主要會考慮的因素 (香港記者協會，

2018)。 

除此之外，科技力量對傳統新聞媒體帶來極大壓力 (Edmonds, 2013；  

Lowrey, 2012)，新的資訊平台對傳統媒體公司造成衝擊 (Albarran et al., 2007； 

Diddi & LaRose, 2006)，不得不作出改變以掙扎求存，這些改變包括了機構的編

採策略、市場策略和人力配置，要求記者更快速完成新聞，更加注重網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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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報章新聞的人力資源，安排記者編輯身兼訪攝任務等等。凡此種種變化，

有些的傳媒機構可以適應，但也有不能適應新媒體環境而結業(M. Carlson, 2007；

Deuze, 2007；Lewis, 2015)。 

傳媒機構與政治、市場、科技、其他企業和行業邏輯之間等因素交織互動。

同時，機構在新聞產製扮演重要角色，組織安排，程序和規則等等，透過授權

和約束，影響記者的專業實踐和新聞報道 (Au, 2016)。因此研究者在了解機構

的角色時，也應在研究的理論架構中考慮這些因素。 

 

2.3 記者的新聞實踐 

 

新聞實踐最終透過新聞工作者的行動表現，因此不少研究主張探索新聞工

作者對事件的看法和判斷，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塑造「新聞」 (Berkowitz, 1997；

Bleske, 1991；Shoemaker & Reese, 2014)。Deuze (2005) 指出，要明白新聞專業

必需要探討新聞工作者如何賦予新聞工作意義，記者如何維持他們作為公共領

域事件發言人的文化權威性。新聞範式的形成與新聞工作者的共識有關，當主

流傳媒對某些事件有共同的看法和假設，新聞工作者採用同一套專業價值觀，

用同樣的標準和日常工作常規去處理和報道，在新聞專業的實踐之中，決定何

謂新聞價值，也排除一些價值(Reese, 1990)，23   範式便在實踐中被學習的和內

化的。因此學者如 Zelizer (2004) 便探討記者如何理解他們的角色，如何選取某

些價值在新聞報道這文化建構的過程中，並影響社會。 

記者編輯對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和新聞工作的意義有其共通之處，也有不同

的地方(Ginosar, 2015)。I. Schultz (2007) 指出，編輯或記者這些個人是具有社會

性的，他們的行動與其在社會中或機構中的位置有關，處於不同的位置並有不

同的背景的行動者以會不同的方法去駕馭專業的遊戲規則，以不同的方法實踐

專業。Reese (1990) 指出，在新聞室之中，編輯是各個崗位當中，最能適應機

構的需要，因為他們需要充分內化了機構既定的新聞範式，方能位居編輯，決

                                                
23 Reese (1990), pp. 3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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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適合大環境的新聞報道。此外，愈身居高位的編輯，愈與那些把持政經命

脈的精英關係密切，熟悉他們的價值觀，更不願意越界(Reese, 1990)，愈依從

機構既定的新聞範式 (Ginosar, 2015)。 

研究記者的行為對了解新聞範式非常重要，範式的形成需要由記者的專業

實踐，範式的轉移亦需要透過實踐落實，例如，記者編輯如何改對客觀報道的

定義、標準和實踐，新聞範式指導新聞採寫的模式，嵌入於新聞工作者的專業

實踐之中 (Reese, 1990)。在政治壓力之下，業內的工作者或會作自我審查，並

透過重新界定客觀報道的準則，令變化來得名正言順，再透過新聞日常工作常

規的實踐，慢慢落實客觀報道的新標準，進一步規範新聞專業的實踐，透過認

知性與規範性的專業實踐轉變，推動範式的轉移 (Au, 2016；Fung, 2007)。 

研究指出理想與實踐之間偶爾會出現差異，如果職業理想沒有在日常實踐

中實施，它可能會損害行業 (Nord, 2007；Tandoc, Hellmueller & Vos, 2013；

Weaver et al., 2007) ，這些差異可能會限制記者履行社會義務的能力，造成挫折

甚至撤回承諾 (Pihl-Thingvad, 2015；Siegelman, 1973)。新聞典範中常常有一些

自我矛盾的價值觀，這些矛盾需要被消化、被管理，繼而將之納入社會意識形

態的需要之中 (Reese, 1990)。 

香港新聞工作者對專業理念的定義在回歸之後呈現變化，李金銓 (1997)認

為香港的新聞實踐受著西方影響，新聞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亦沿用美國模式，而

香港記者大都接受新聞專業的規範。他認為在理論上，新聞專業主義包括兩方

面：「一是追求報道的客觀公正，一是堅持職業的倫理道德。」24  2000 年，

四大新聞工作者組織25 共同草擬「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新聞以公眾利

益為依歸，新聞工作者須以公平客觀地報道事實 (麥燕庭，2000)。不過，根據

Fung (2007) 的分析，回歸後香港報業的專業實踐因為報館老闆的紅色背景而有

所改變。記者編輯明知老闆的背景，在報道敏感的新聞時難免會有所考慮，因

而往往會選擇在一些政治議題上不作表態，既予公眾客觀中立的形象，又避免

                                                
24 李金銓 (1997)：〈新聞記者的專業意識〉。《傳媒透視》。香港：香港電台，1997。 
25 四大新聞工作者組織為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新聞工作者聯會和新聞行政人員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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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老闆尷尬。於是這種中立取態成為記者編輯解決問題的實踐方式，成為業界

的新常規，以及很多報館內容不成文的政策 (Fung, 2007)。此外，政治權力亦

在明裡暗裡試圖改變新聞專業實踐 (張健波, 2010；Cheung & Wong, 2016；

HKJA, 2007, 2010, 2012)。Au (2016) 的研究指出，香港有媒體和記者有意或不

自覺地改變對客觀報道的解讀和實踐，本研究希望探討在政治和科技的力量的

結合下，記者的職業意識形態和實踐呈現何種改變。 

 

 

三、小結 

 

上述的文獻回顧檢視了影響新聞產製的外在及內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

政治、經濟和科技此等強大並具有塑造性的力量， 這些力量的改變會為新聞範

式的轉移提供契機， 推動行業內部為適應而作出反應和變化。內部原因包括專

業意識形態、機構政策和個人實踐，探討這些內外因素都有助了解新聞範式轉

移。 

有關新聞產製的社會學研究大多由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或文化實踐這三個

角度來研究，不過 Tuchman (2002) 認為這三種取向其實是研究新聞產製的不同

時段或不同範疇，用不同的方法論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新聞產製這個議題而已，

她認為新聞既是一個恆久的社會結構，也是一個生產過程，以及一個成品。So

及 Chan (1999) 指出，如果要研究報業的發展，需要將宏觀的社會背景考慮在

內。與此同時，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亦是讓新聞專業堅持和改變的重要行動

者(Au, 2016；Reese, 1990；Serban, 2017)，因此，要探討香港報業範式改變，

需要兼容宏觀和微觀因素的理論框架，一方面可以分析宏觀的權力架構和關係，

一方面可以兼顧微觀的機構和記者專業實踐，並透過此理論框架分析因素之間

的關係和互動，方能了解香港的新聞範式如何及為何轉變。 

Cottle (2003) 認為 Bourdieu 的社會學分析能研究新聞場域的生態、而非單

單研究某一機構的新聞產製，或某一類的新聞實踐，場域研究可貫通不同的研

究取向。本研究因此選取了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field theory) 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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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調整理論的框架，以求兼容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元素，並更有效地分析回歸後

香港的政治權力對新聞範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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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觀理論：場域理論 

 

        Benson 及 Neveu (2005) 認為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field theory) 是媒體及新

聞研究一個可行的新典範，理論中的概念特別適用於有關文化產製、受眾接收、

媒體改變、以及有關結構和行動者等問題的探討 (Benson, 2016)。Willig、

Waltrop 及 Hartley (2015) 認為 Bourdieu 的社會理論全面，有助研究者作關係性

的探索，由微觀至宏觀，由結構至行動者的層面，對社會實踐有更好的了解，

更能針對權力及文化產製等議題。場域理論同時考慮組織與社會環境及其他行

動者之間的關係，同時注重組織及記者的層面，檢視新聞機構的規範 (routines) 

和新聞專業的實踐 (journalistic practices)。 

        過去，不少學者的研究證明 Bourdieu 的理論是適用於分析媒體的理論框架 

(Benson, 1999；Benson & Neveu, 2005；Couldry, 2005；Willig, 2012, 2016)，有

別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的擁有權及操控如何影響新聞媒體行

為，場域理論考慮政經權力結構以外的其他影響力量，可更全面檢視香港報業

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將使用場域理論探討香港報業新聞範式的轉變，分析回

歸 20 年影響新聞媒體的社會和權力結構，以及新聞工作者、機構與權力結構的

互動，從宏觀的社會權力角度，以至微觀的行動者實踐去探討新聞場域的變化。 

本章將檢視場域理論的重要概念，包括場域、權力、資本、行動者和慣習

等等，再就香港報業情況提出對場域理論的補充，及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最後

回顧近年有關香港新聞業的相關研究。 

 

一、場域的定義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沿襲 Weber 和 Durkheim 的看法 (Benson, 1999)，場域

並非獨立自主、不受制約，而是半自主的： 

 

場域是一個集結不同力量的場域，內有不同的行動者 (agents)佔

據不同位置，佔位是一個持續的行為和過程，為的是維持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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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場域力量關係的結構，以維持或增加自己的優勢……場域是

行動者作出行動和反應的領域，行動既是基於他們在場域中的

經驗，也是他們對各種力量關係和結構的反應，他們建構、感

知、解讀這些關係和結構，形成一套想法。如此，他們既為各

種力量規限，形成長久的屬性 (dispositions)，也在少許自由的

條件之下，作出相應的行動和反應。26  

 

Bourdieu (1992；1998；2005) 對場域概念的解說有幾個重點，第一，場域

是一個關係性的結構。是各種力量集結所在，各種權力、行動者佔據了不同位

置，互有關係，不同的權力關係造就不同的場域空間結構，據點和結構是各種

力量較勁的結果，不同的結構又導致不同關係的形成；第二，不同的據點和結

構象徵不同的優勢和資源，行動者 (agents) 會盡力佔據有利位置，以擁有較佳

的資源，目的是維持或增加優勢；第三，據點會導向同源而近似 (homologous) 

的行動和反應。基於類近的關係網絡、位置和結構，處於同一據點上的個人或

組織會有相近的社會軌跡，形成類似的屬性 (disposition) ，有著類近的品味、

行動和意見，27 與此同時，據點不同亦造就不同的個人或組織行為和反應；28 

第四，場域是半自主的 (semi-autonomous)，一方面，據點會導向同源的想法和

行動，透過認知和規範，指導行動者的實踐和反應；另一方面，場域各自有其

遊戲規則、資本及獎賞，受不同力量場的影響，所以亦有不同自主程度，29 在

場域結構的限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Willig 等 (2015) 指出，場域 (Fields) 是社會關係的結構系統(Structured 

systems)，是機構層面和社會層面中間的中觀層次環境 (meso-level 

environments)，是規範社會行動的環境系統 。社會存在不同的半自主場域 

                                                
26 Bourdieu. 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 29-47).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p. 30. 
27 Benson, R. (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3), pp. 467. 
28 Benson, R. (2006). News media as a “journalistic field”: What Bourdieu adds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2), pp. 189. 
29 Bourdieu, P., & Wacquan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Benson (1999), pp.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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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autonomous fields)，如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產製等等，各有遊戲規則、

各有資本交易、各有其權力/層級結構、主導的權力階層 (政經權力) 及被主導階

層 (文化權力)。不同層次的場域在社會共存，既可以是某種力量的分布格局和

結構，如經濟力量場域；亦可以是整個行業，例如公共醫療場域；也可以是某

類機構，例如是資訊科技機構(Kvasny & Truex, 2000)。30 不同場域的資本特性、

自主程度、他律程度，會把不同種類的場域區分出來31，而 Bourdieu 指出新聞

正是其中一種半自主的專業場域。 

在一個場域之內，機構或行動者需要至低限度明白和實踐場域的內在規條

和邏輯，否則難以在場域內生存 (Willig et al., 2015) ，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去分析

機構或行動者如何成為場域的一部分，包括某一類的行動者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他們怎樣理解遊戲規則、他們怎樣掙扎以獲取資源或其他方式的資本。 

       綜合而言，場域理論適用於本研究的原因有下列幾方面： 

(1) 中觀層次 (meso-level) 的理論貫通了宏觀社會層次和微觀機構個人層次：

相比其他理論，Bourdieu 的社會理論全面，在宏觀的社會層面媒體理論

(如政治經濟、霸權、文化或科技理論 )及微觀的媒體機構取向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以至行動者層面之間，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實

證的連接，有助研究者作關係性的探索，對社會實踐有更好的了解，更

能針對權力及文化產製等議題 (Willig et al., 2015)。Benson 及 Neveu 

(2005) 認為，場域理論可供新聞行業作中層次分析，有別於過往研究大

多集中在某些機構及內部邏輯，Bourdieu 的理論考慮了外在新聞場域及

權力場域之間的關係，以及內在新聞工作室及新聞場域之間的關係，有

助解釋外在力量如何轉變新聞場域的半自主邏輯 (Benson, 1999)。 

(2) 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實證的連接：世界各地有不少研究證明 Bourdieu 的理

論是適合分析媒體的理論框架，例如，I. Schultz (2007)、Hovden (2008) 

及 Wiik (2010) 分別使用場域理論分析丹麥、挪威和瑞典的新聞行業。 

                                                
30 Kvasny, L., & Truex, D. (20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A research paradigm. In Baskerville, R., Stage, J., & DeGross, J. (Eds.),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277-293). Boston, MA: Springer, pp. 284. 
31 Benson (1999), pp. 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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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分析工具以探討在新媒體環境之下的媒體及媒體實踐：場域理論可

用於探討新舊媒體之間的複雜關係 (Benson & Neveu, 2005；Willig et al., 

2015)，有別於 McLuhan 或 Regis Debray 的科技決定論，場域理論不會

過分強調新科技的決定性影響，而可同時探討科技力量與其他力量的互

動，以及行動者因應新科技作出的反應。舉例來說，場域理論已被應用

於研究社會現像如何被社交媒體平台和其他數碼傳播科技所影響 

(Hilgers & Mangez, 2015；Ignatow & Robinson, 2017；Zillien & Marr, 

2013)； 

(4) 可供探索和分析場域和範式的變化：場域研究透過關係性、場域性及歷

史性的實際取向去研究整個新聞系統，強調變化的歷史和過程，例如新

聞場域如何被改變，重置 (reconfigured) 的新聞場域又如何影響社會的其

他範疇等 (Benson, 1999)，同時透過詳細的關係對應(mapping)，顯示將

不同場域之間的結構、力量和場域之間的關係，並可比較不同時期的關

係圖，尋找和解釋變化。32 

 

二、 重要概念 

 

場域理論中有幾個關鍵重點與本研究有關，第一是權力結構與關係；第二

是場域資本；第三是場域規則與自主性；第四是行動者的慣習，下文將分別說

明。 

 

1. 權力和資本：塑造關係性的場域結構 

 

Bourdieu 強調關係性 (relational) 結構，社會上不同場域的構成由不同的資

本類型與力量關係決定，各種力量極力維持或企圖改變構成場域的權力結構，

以佔據有利據點，塑造有利的場域特徵 (黃順星，2010)。權力結構會影響社會

                                                
32 Benson (1999), pp. 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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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分佈，擁有權力就代表可以在各系統的互動關係中操控和影響對方，以

達到自己的目的 (Lukes, 1978)。各種權力之中，Bourdieu 較強調經濟力量的影

響。 

場域內有不同的資本，Bourdieu (1998b) 指出，經濟 (economic capital)、文

化 (cultural capital) 或社會 (social capital) 是社會中最原始的資本，經濟資本泛

指金錢或可轉化成金錢的資產；文化資本則是指教育成就、知識、專業技術、

讀寫能力或藝術觸角等等；社會資本是社會網絡的密度和信任度、人際關係的

資產，他也提及過符號資本 (Symbolic capital)，即是合法性或認受性，是各種

資本被認可後的資本形態 (legitimation) (Benson, 2006；Bourdieu, 1998b)。此外，

Bourdieu 認為政治資本 (political capital) 是社會資本的延伸，指的是個人、圑體

或機構的政黨位置和政治資歷 (Bourdieu, 1989；Carey, 2008)，也是一種符號資

本，與政治聲望有關，是各種資本中最具權威性的。33 

                       

表二：Bourdieu 場域理論的不同資本 

經濟資本 如金錢、可轉化成金錢的資產 

文化資本 如教育成就、知識、技術、專業

或藝術造詣 

社會資本 如關係網絡的密度或信任度 

符號資本 各種資本被認可後的資本形態，

如聲譽、權威 

政治資本 如個人、圑體或機構的政黨位

置、政治資歷或政治聲望 

   

Bourdieu (1993) 認為，整個社會是在經濟和文化資本角力中形成，兩者中

經濟資本較具力量，但文化資本在賦予合法性上較為重要。可以擁有及累積這

兩種資本的，就是社會中最具影響力的機構或個人 (Bourdieu, 1988)。文化資本

                                                
33 Bourdieu, P. (1991).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field. In P. 

Bourdieu (Ed.)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p.171-20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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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要，並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與其他資本抗衡，在於其可以賦予某些個人、

機構、價值、行為合法性，沒有文化資本的概念和量度，便不能區分不同的文

化或行使價值判斷。Bourdieu 提出兩個與文化資本相關的概念：文化仲裁 

(cultural arbitrary) 和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Kvasny & Truex, 2000)。所有

文化資本背後都存在文化仲裁/獨斷，方能確立資本的價值地位和合法性，文化

仲裁 (cultural arbitrary) 是指一些主導的階層提出和管理的一套文化準則，這些

準則或明示或暗示地決定了何種文化資本是有價值的，而這些文化資本需要在

場域的競爭中獲取，涉及物質及符號資源的需求和再產生，所以文化資本說穿

了也是一種權力概念。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則在場域中賦予階級系統

合法性和階級的再產生，可在法律和暴力以外塑造思想和規範，是鞏固霸權的

政治伎倆。如果一個人或組織沒有足夠的資本，就可能成為符號暴力的犧牲者 

(Kvasny & Truex, 2000)。 

在場域中，資本可以轉換。例如經濟資本可以被轉換成社會或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也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 (Light, 2004)。以新聞場域為例，將經濟資本

投入新聞機構，透過產製新聞產品 (新聞報導、分析、評論等)，就可獲取文化

資本，透過銷售報紙獲得廣告投入，又可將文化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由於場

域中的位置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各種權力會盡力競奪資本，以鞏固或改

變其位置，換句話說，場域亦是一個資本的競技場。場域的結構和資本會因為

各種權力的消長而變化，而其他因素如權力關係的轉變與新行動者的加入，都

有可能改變原有行動者的位置，進而改變場域的結構。34  35 

 

2. 慣習：客觀與主觀的結合 

 

場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慣習」(habitus)，Bourdieu 認為場域中行

動者 (agents) 的角色和實踐對構成場域空間非常重要性，一個場域的權力和空

間位置如何分佈，雖然受外在的關係所影響，但亦是透過場域內部行動者的實

                                                
34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58. 
35 黃順星 (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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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逐步構成的，因此 Bourdieu 認為要從行動者的實踐去理解社會現象，了解場

域權力和位置的構成 (張志安，2010)。 

Bourdieu (2005)同時指出，場域也是一個社會場域，是決定了慣習運作的

社會結構，36  當行動者與場域內的權力互動時，會受其制約，透過經驗養成

「慣習」(高宣揚，2004)。慣習是一套主導行動者行為實踐的傾向系統，受行

動者的社會經驗和客觀存在條件所塑造，形成傾向並將之內化，自然而然、近

乎本能的指導人們的感覺、實踐和對實踐的認知，是習慣的、實踐的、不需言

明的行為準則 (Bourdieu, 1989；Bourdieu & Wacquant, 1992；Swartz, 1997)，令

個人成為社會性的、集體性的一員 (Bourdieu & Wacquant, 1992)，是一個結構

性的結構 (structuring structure)。 

換言之，場域的「客觀」結構與個體行動者之「主觀」經驗並非兩種對立

的社會觀，而是相互緊扣的兩方面，個體行動者的特性、能力及經驗是其場域

位置所致，社會結構影響個人經驗和實踐的同時，又被行為的實踐而塑造。因

此，Bourdieu 認為要了解實踐 (practice) 需要考慮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主觀方

面是行動者自己的實踐，客觀是個人以外的因素，例如社會和權力結構對行動

者的影響。Bourdieu 指出，行動者的所有社會實踐，目的均是維持場域據點和

社會階層，是一種策略，由行動者在社會結構內的位置所策動，故此所有實踐

均存在主觀及客觀這二元特點。I. Schultz (2007) 指出，「慣習」是一個概念性

工具，用於研究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在社會空間佔據不同位置，並如何因著該位

置形成指引行動的不同屬性 (disposition)。如將「慣習」的概念放置於新聞場域

中去了解，一個新聞故事如何被選擇和撰寫，是記者/組織在場域內的客觀結構

性位置和主觀的個人屬性/慣習 (disposition/habitus)共同影響所致。37 

 

  

                                                
36 Kvasny & Truex (2000), pp. 283. 
37 Benson (1999), pp. 467. 



37 

 

3. 場域邏輯與自主性 

 

不同的場域各有自己的邏輯和相對自主性，雖然行動者受場域內的權力關

係和結構制約，如政治干預或外來的經濟限制，但仍擁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與自

主性 (Bourdieu, 2005)，限制和自主是相對的，限制越少則自主性越強。行動者

擁有多少自由取決於場域內他律 (heteronomy) 和自主 (autonomous)的程度，場

域愈受制於其他力量，自主程度愈低，自由的空間愈小。 

圖一呈現了 Benson (2008[1999]) 對 Bourdieu 有關他律 (heteronomy) 和自主 

(autonomous) 的結構圖像解說，在社會中最大、最包攬的權力場域的左右兩端，

分別是左極的文化權力及右極的經濟權力，愈近左面的文化權力極，文化資本

愈多，經濟資本愈少；反之，愈近右面的經濟權力極，文化資本愈少，經濟資

本愈多。大權力場域中有很多不同的場域，它們的他律 (heteronomy) 和自主 

(autonomous) 程度受制於兩種基本因素，第一是個別場域倚重文化資本和經濟

資本的分別程度，這個因素亦決定了第二個因素，就是場域在大權力場域中的

位置，場域愈近左極，愈倚重文化資本，需要愈少的經濟資本，相對擁有愈大

程度的自主性 (autonomous)；愈近右極，則愈需要經濟資本，愈受經濟權力所

影響，場域的他律性較高而自主性較低。 

文化權力一般較弱，權力場域中的文化生產場域，其自主程度取決於該文

化權力被肯定的合法性程度、產生財富的程度和受眾的多寡38 (Bourdieu, 1992；

Benson, 2009)。如文化生產場域只需要少數消費者、文化資本水平較高、需要

較少經濟資本的，屬於有限生產場域，場域本身的專業邏輯較強，其他權力較

難介入，所以自主性較強；相反針對廣大市場的是大量生產場域，消費者人數

多，需要龐大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水平較低，專業邏輯較弱，因此主要受制

權力與市場經濟因素，自主性亦相對較有限生產場域低(圖一)。39  40  41 

  

                                                
38 Benson (2009), pp. 464.  
39 Hesmondhalgh, D. (2006). Bourdieu,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2), pp. 215. 
40 黃順星 (2010)，頁 118-119。 
41 Benson (200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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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Benson(2008[1999])對 Bourdieu 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的

結構圖像解說 (擇自：黃順星，2010，頁 118) 

 

一個自主性強的場域有較大的能力可以控制社會秩序的再產生，因為它可

以獨立地建立一套文化判斷的準則，並令這套準則具合法性，是為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換句話說，有權力的人可用資本得到更多權力，資本再生

資本。符號暴力也可以包括透過一些政策或措施等行為而達至的正規控制，另

一方面，慣習也是文化仲裁內化之後的產品，擁有權力的一方會促使一種有利

他們的慣習的形成，以鞏固或促進他們在場域內的有利位置，透過形成不同階

級中的規範 (norms) 達到非正式的控制 (Benson, 1999；Kvasny & Truex, 2000)。

所以 Benson 指出，一個場域的自主性非常重要，因為自主性是每個場域是否能

避免外力影響，擁有完全創作過程 (full creative process)的先決條件，並最終可

抗衡層次結構化 (Hierarchization) 中主導力量所賦予的符號暴力 (Symbolic 

violence)。如果社會中大部份的場域都失去自主性，由一個場域主導其他所有

場域，整個社會便只存在/接受一種界定成就或價格的定義，即是完全的主導 

(total domination) 出現。42 

 

                                                
42 Benson (1999), pp. 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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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場域 

 

1. 被權力建構的半自主場域 

 

Bourdieu 指出，新聞內容也是在上述的關係性結構中被建構的。43新聞作

為一種場域，既是大權力場的一部分，備受各種權力的角力所影響，新聞的產

製和內容正是權力關係的反映 (I. Schultz, 2007)。另一方面，新聞場域是文化生

產場域的其中一部分，這場域主要是生產文化性、象徵性產品 (Bourdieu, 1993；

I. Schultz, 2007)，是社會論述的文化產製，根據圖一，新聞相對是大規模的產

製，故此新聞場域中屬於文化場域中的大量生產區域，經濟資本主導文化資本，

並靠近權力場域，較受經濟力量影響，他律性較高，自主性較低 44 (Benson, 

1999；Benson & Neveu, 2005；黃順星，2010)。  

新聞場域的自主或他律程度，主要視乎機構、新聞控制室、甚至記者有多

靠近大權力場域的兩極 (Benson, 2006)。社會大權力場域的結構、兩面的經濟和

文化力量極、新聞場域在大權力場域的佔據位置等結構性因素，導致新聞場域

存在著兩個對立的邏輯及兩種對立的原則，兩個邏輯是對新聞的看法，是引起

轟動的新聞 (獲取經濟資本)？還是專業的分析和評論 (獲取文化資本)？至於兩

種原則，分別是同業的肯定(獲取文化和象徵資本)和受眾的青睞 (獲取經濟資

本)，換句話說，即是專業和商業的角力和考慮。兩個邏輯及兩種原則在新聞場

域之中，互相對立，互相角力。 

新聞場域有一顯著特徵，就是更為倚重外在力量，與其他場域的關係錯綜

複雜 (Bourdieu, 1998a)。Bourdieu (1988) 非常強調經濟力量對社會中所有場域

的重要性和主導性(圖一)，他指新聞場域特別受經濟市場權力的影響，為市場

壓力所主導，而這種壓力是結構性的 (structural)，呈現經濟權力關係的一些指

標包括市場佔有率、發行量、廣告佔比例，高端新聞的總投入資本等等 

                                                
43 Benson (2006), pp. 189. 
44 Benson (1999), p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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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98)。近年，新聞場域在經濟方面特點包括下降的發行量、下降的

收益、新科技、匯流、擁有權集中以及裁員等等(Reinardy, 2011；Serban, 2017)。 

Benson (2006) 提出要考慮經濟力量集中或分裂的程度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這兩方面會影響新聞場域之內的競爭、傳媒生態和景觀，經濟

力量的中央化程度和分裂化的程度會因應政治經濟和科技的變化，並隨着時間

而改變。以廣告投放為例，是否只有少數的大廣告商承包大部份的廣告？還是

有數量較多、性質較多元的廣告商？是否有較多來自政府的宣傳廣告？這些指

標反映了新聞媒體承受來自經濟方面的制約力度和來源。 

Bourdieu (1998) 指新聞場域亦是政治場域的一部份，因為政治行動者

(political actors) 可以透過影響新聞場域去影響大眾的政治期望、感受或需求，

這些期望或需求很多時候是情緒化的，新聞的內容可以動員群眾。來自政治方

面的制約權力較多元，除屬官方喉舌可清晰見到政治主導外，其他政治制約權

力較不易見，其中一項為官方消息來源，透過發布會或匿名消息方式，影響新

聞的議題和重要性。不過，Bourdieu 仍然認為新聞場域較受商業模式所影響，

經濟權力甚至影響了政治場域，弱化政治場域的權力和主動性。因此，

Bourdieu 的理論架構適用於經濟權力壓倒其他權力，商業邏輯主導一切的時期

或社會，例如，Benson (1999) 以場域理論來分析 90 年代法國的新聞場域，發

現新聞場域變得愈來愈商業化，移向右面商業極，與經濟場域的重合度愈來愈

高，相對於文化資本的減少，經濟資本在新聞場域的比重增加 (圖二)。另一方

面，法國社會的各場域 (包括政治、經濟、新聞及大學場域)相連重疊，匯聚一

起，進一步向大權力場中的商業極靠攏 (Ben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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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Benson (1999) 對 90 年代法國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的

結構圖像 

 

經濟權力壓倒其他權力這一看法或許適用於描繪香港回歸初期的權力結構

與關係，卻不適用形容回歸廿年後的變化。香港由依附自由民主母體的殖民地，

變成歸屬威權母體的特區。回歸初期，中國在香港的一舉一動備受國際輿論關

注；香港新的權力中心，即香港特區政府及政治母體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及

經濟等系統的整合度低，關係並不緊密。而且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代表中央

政府的一些言論均常表明河水不犯井水，中央政府在香港權力中心的角色並不

明顯；而新生權力中心勢力並未穩固，政治權力並不集中。近年，中國在國際

的勢力與日俱增，國際輿論的制衡力量日減，與此同時，社會及經濟各界別愈

來愈依附權力中心，特別是中央政府的勢力，整合度愈來愈高，政治權力中心

集權成熟，中央勢力日見明顯，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和主導性日漸壓倒經濟力量，

造就了不同於 Bourdieu 提出的理論設定和場域力量結構。 

考慮國家對新聞場域的多方面影響，Benson (2006) 在原有的場域理論之上，

將新聞場域在概念化為一個更大的結構，將國家的力量加在左右兩極之上，分

別是左面的國家文化公民權力極，以及右邊的國家市場權力極(圖三)。45  國家

的概念非一個單一的整體，而是國家的政治權力，存在於不同層面之上，國家

                                                
45 Benson (2006), p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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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種高層次的資本，可以決定其他形式權力的交換率，例如透過某些規管，

改變遊戲規則 (Benson, 2006；Couldry, 2003)，那麼國家文化權力極就代表國家

的支持，另方面，國家的經濟權力如私有化、稅務金融政策等等，對新聞機構

亦同樣重要。不過，Benson 的理論補充雖然加強了政治權力的重要性，但如要

用來分析香港回歸後的形勢，有兩點尚待解決，其一，是近年香港政治權力壓

倒其他權力的現象；其二是原有之框架未能充分反映和探索科技力量在大權力

場中的影響。 

圖三：Benson (2006) 對場域理論模型的補充 

(擇自：黃順星，2010) 

 

 

2. 半自主的的行動者 

 

報館機構是新聞場域的機構行動者，不同的媒體機構擁有不同的資本，在

場域中有不同的據點，擁有不同的能力去建立或改變規則和新聞實踐，量度新

聞媒體的經濟資本可以透過分析其擁有權、與其他機構的財務聯繫、讀者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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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數目、高質素受眾的比例、廣告佔收益的百分比等等(Benson, 2006)；46 而

文化資本則可以是高水平的新聞評論、深度報道等等 (Benson & Neveu, 2005)。 

Bourdieu (1998a) 認為，記者雖然是場域中的個人行動者，卻不是單純的個

體，更是專業群體中的一員，記者的專業和知識是一種的文化權力，賦予自主，

令記者可以在新聞建構上扮演半自主的角色。新聞工作者擁有不同的資本，文

化資本是新聞行業共同擁戴的倫理、意識形態及角色所構成 (Hanitzsch, 2007)，

這種專業的文化資本亦令新聞可以成為一個具自主性的場域，得以對抗外在壓

力。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均有助於獲取文化資本，在新聞場域之中，與特定場

域中的高層有聯繫的，或且可獲取某類資訊的機構或個人，均擁有較多的社會

資本  (Bourdieu, 1986；Bourdieu & Wacquant, 1992；Siapera & Spyridou, 2012)，

符號資本則是同業的認同、聲望、在場域中的合法性、地位及獎項等 (Benson 

& Neveu, 2005；Bourdieu, 1996；Hovden, 2008；Siapera & Spyridou, 2012)  所以

新聞工作者的資本是文化、社會及符號資本組合而成(English, 2016；Meyen & 

Riesmeyer, 2012)。 

Bourdieu 認為新聞產製需要考慮歷史與結構，而慣習就是兩者的結合，個

人或機構的慣習和他們的場域位置是相符。47  他認為在他律性較強的知識場域

中，場域本身的邏輯較易被外部規則潛移默化，一些被視為政治正確的外部規

則會慢慢地內化成為場域內部的規則，而這些政治正確的規則會成為競爭的重

要資本。記者個人的選擇一般會符合機構或社會的情況，處於類同位置的新聞

機構或記者會有相若的行為 (Benson, 2006；Sparrow, 1999)。此外，職位少亦令

記者易傾向服從機構或社會的邏輯，進入場域，要接受場域的基本遊戲規則，

而遊戲規則是令規則保持不變的重要力量，有利場域的再生產 (Benson, 1999)，

規則與行動者互動，並形成不同的慣習，保守遵從的慣習是獲得政治正確資本

的首要條件，但要獲得更多的資本，則需要創造性、智慧和策略，而不遵從這

種規則的慣習，又或在遵從時失誤，將有不利於在場域競爭中生存 (Swartz, 

1997)。 

                                                
46 Benson (2006), pp. 189. 
47 Benson (2006), p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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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場域之中，充滿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人，Bourdieu (1998a) 認為要明白

記者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必須考慮一系列的參數 (parameters)，首先是新聞

媒體在場域中的相對位置，這反映新聞媒體在場域中的權力及承受其他力量的

約制；其次是記者們在各自的報紙或網絡中所佔的位置，這反映記者在行業內

和機構內的權力及承受的約制。所有個體必須參與權力的競奪，因為這權力會

界定了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並指導他們的策略。因著在場域中不同的位置，

一些記者和新聞機構較受機構性的因素所影響 (Bourdieu, 1998a)。 

在香港回歸初期，報業市場蓬勃，報章老闆投資在新聞之上，是透過文化

資本在市場獲得經濟資本，當時香港報業的新聞場域內，是最顯明的經濟和文

化兩種資本模式在轉換。在報業市場萎縮後，擁有紅色背景的老闆則可以將新

聞、評論等文化資本銷售予權力中心，打好關係，為他們在內地的生意打開方

便之門，而且可以有助爭取更佳政治位置和資歷，將文化資本在香港特定的權

力環境中轉化成為經濟資本和政治資本。相比起文化資本兌換經濟資本的直接

容易，要將文化資本轉換政治資本則較困難，資本是否能有效轉換，當視乎新

聞產品是否合乎政治權力中心的需要。 

不過，基於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在半自主的新聞場域中，半自主的專業

行動者力量雖弱，但仍有其有限的自主性，黃順星 (2010) 以台灣報業為例，指

新聞業雖受外在因而影響，但仍有其獨特的運作規則與競爭邏輯。香港的報業

也並非完全受制他律。回歸初期，無論政治力量與傳媒老闆也較少明目張膽向

傳媒施壓，香港記者協會亦敢於就傳媒言論自由受壓而提出反對，《蘋果日報》

不依附權力中心，卻仍然存在。換句話說，報業雖然受外部力量的主導，但仍

有其專業自主性 (黃順星，2010)。 

 

3. 歷史、新聞媒體與場域改變 

 

場域研究的另一貢獻是提供一個具兼顧歷史層面的理論框架去研究和解釋

媒體的改變，包括新聞場域中的改變是如何出現，行動者如何適應，以致成為

慣習，產生範式轉移，以及新聞場域如何令社會產生改變。這與組織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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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同，因為組織系統研究往往使用人類學的觀察方法，所以較難發現和解釋

歷史性的改變；新科技理論雖然會研究改變，但一般會獨立看新科技如何帶來

長遠改變，較少將新科技置於其社會經濟及政治背景之上去分析新科技的角色

48。事實上，經濟科技和其他的因素都影響新聞業重新界定 (Carlson & Lewis, 

2015；Zelizer, 1993)，當新聞行業之內的爭議越來越多，出現不同的論述，正

正顯示範式修訂的出現 (M. Carlson, 2015)。 

新聞場域中的各種力量不斷角力，所以結構不是靜止不變的，行動者的慣

習和新聞實踐也會跟隨場域結構變動。在場域理論中，場域結構的改變通常源

自幾方面： 

(1) 當有新的行動者加入時可能會造成改變：Bourdieu 認為新加入的力量愈

大，愈有力改變場域的空間，甚至令其他空間圍繞它而重新組織； 

(2) 軌跡偏離 (deviant trajectories)：當慣習偏離軌跡，與場域位置不配合 

(mismatch) 而產生的改變； 

(3) 其他場域發生改變：當權力場域中的其他場域(政治場域或經濟場域)發

生改變也可能引致新聞場域的變化。49 

場域理論認為，新的行動者加入會引發或加速改變，一般幅度不大，除非

這種改變是由於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科技、經濟、人口變化等等，加劇了對

所有行動者動者的影響。雖然場域理論最看重的是經濟力量，但兼容不同力量

對場域的改變，是一個較為開放和具彈性的研究工具 (Benson, 1999)。 

Kvasny 及 Truex (2000) 認為，在場域理論中，改變其實是一個自我產生的

機制，用以維持層次性的機構階級秩序，在演進中繼續佔領權力。Gieber (1956) 

指出，新聞組織在面對壓力時，往往會發展一些策略去應付種種不確定性 

(Galakiewicz, 1985；Salancik & Pfeffer, 1977)。Bourdieu 提出三種場域策略：保

守、繼承、顛覆。保守策略多為那些在場域中站在支配位置或資格老的行動者

採用；繼承策略則是當行動者企圖取得支配位置的進入策略，常被新成員採用；

                                                
48 Benson (1999), pp. 488. 
49 Benson (1999), pp.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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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策略則被那些不大期望能從支配者手上獲益的行動者所採用，手法包括挑

戰支配者所定的標準和合法性，甚至採取激進的決裂方式(Swartz, 1997)。 

因此，如應用場域理論分析香港的報業，除了要分辨香港新聞場域在社會

空間的所在位置、當中的權力關係和實踐、資本分佈之外，機構行動者的位置

和關係結構，及其採取的場域策略和相應措施，記者編輯的慣習及專業實踐都

需要逐一勾畫，這樣一個較完整的圖像，有助香港新聞場域結構的歷史。 

 

四、理論的補充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雖然貫通了宏觀的社會權力架構和微觀的組織個體，

提供了一個中觀的理論框架，並可供探索歷史變化，然而，如將此理論應用於

探討回歸後香港報紙新聞的變化，需有補充之處： 

(1) 場域理論對政治權力的概述較輕淡。場域理論主要在各種權力置放在

經濟與文化兩極之間，當中包括政治場域 (political field) 或政府官僚場

域 (bureaucratic field)。Benson (1999) 認為將政治場域歸入經濟場域並

不完全恰當，政治權力對新聞場域的操控和影響，不完全是透過經濟

手段； 

(2) 經濟與文化兩極的二元結構不足以反映各種權力對新聞場域的影響。

各種權力有其不被其他權力約制的部分，權力關係和利益多元而複雜，

例如，政治場域有其本身關注的利益，這些利益不完全與經濟有關，

甚至可能是經濟場域追求的利益背道而馳；50 

(3) 場域理論忽略科技變革對場域變化的影響。科技在場域的角色只是社

會背景的一部分，沒有被釐清，也沒有討論科技是否可以視為權力、

場域還是資本。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發展，科技力量及其引發的社會

變革，必須將之作為單一重要因素來考慮； 

(4) 意識形態角色模糊。場域理論雖然將權力場域和新聞場域置於社會大

環境之下，當中包括社會的意識形態，但對這一方面卻未有深入探究， 

                                                
50 Benson (1999), pp. 48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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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Bourdieu (1998a) 也曾在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一書中指出，

新聞場域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場域的一部份，因為政治場域對新聞有非常大的

影響。因此，Benson (2006) 提出要好好考慮政治對媒體的影響，其中一種方法

就係將新聞場域放置於政治場域，甚至更大的多場域環境中研究。51  

場域理論並未深入討論科技力量，但網上及社媒平台如今成為了新聞場域

中的重要元素，是研究新聞場域時不可或缺的部分 (English, 2016)。學者指出

科技與權力關係和結構有莫大關係，不過，他們對科技如何權力影響權力結構

卻不盡相同。一些學者認為資訊科技的應用有革新的影響，可以重新建構權力

關係 (Bell, 1976；Freidson, 1986；Ross, 1997)，亦有人認為資訊科技只不過是

強化現有的權力關係 (Romm & Pliskin, 1997)，一些機構的權力擁有者會用他們

對資源的控制權去塑造科技的應用，以促使或鞏固他們的權力(Kirsch, 1997；

Klein & Kraft, 1994；Kvasny & Truex, 2000)。 

 Kvasny 及 Truex (2000) 探討如何將場域理論應用在研究資訊科技之上，

認為可以將資訊科技視為一種文化產品，而權力關係會驅使應用資訊科技的模

式和格局。他們認為場域理論有助明白資訊科技如何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卻

又延續既有的權力架構。Kvasny 及 Truex 的兩個觀點與本研究相關，其一，引

入技術的行動者可操控資源。在場域中引入一種技術時，雖可提供機會給一些

團體或個人去獲得/提高自主，不過，主導技術應用的人或團體為確保他們仍佔

有利位置，在引入科技的時候，會透過一些機制去壟斷他們對一些稀有或有價

值資源的控制，以求各行動者的拉鋸中獲得更有利位置。不同的行動者為免被

奪去據點，便要各出其謀，建立相應的應對策略。其二、透過技術開發施行符

號暴力。資訊科技的應用也有不同的選擇，開發者被賦予權威去解釋及解讀需

要，所以資訊系統的開發其實亦是一種符號暴力，讓開發者可以扮演文化生產

者的角色，而將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加諸於這些科技產品或服務的用家之上。有

份參與技術開發的人在過程中會驅使技術的開發能夠反映他們的社會位置或強

化他們的社會位置，這裏所指的符號暴力包括幾方面，用科技去推行決策、一

                                                
51 Benson (2006), p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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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限制和否定某些人用科技的決定、監視或控制的科技手段。52 這兩點在香港

警方通訊系統數碼化的過程中，與突發記者在爭奪控制新聞消息上被充分反映 

(將在本文第五章闡述)。 

新聞場域處於變化之中，在面對讀者和廣告萎縮的情況下，科技的衝擊加

速傳統新聞媒體的變化(Edmonds, 2013；Lowrey, 2012；Tandoc & Jenkins, 2017)。

近年，有學者嘗試應用場域理論研究新聞行業如何面對新媒體和科技的挑戰，

例如 Siapera 及 Spyridou (2012) 探討網上科技如何削減了新聞專業的文化權力，

影響新聞場域的自主性；Tandoc 及 Jenkins (2017) 研究在新聞場域中，傳統媒

體如何解讀和接受 Buzzfeed 新聞網站， 研究者有關個案的研究顯示了場域理

論在了解新聞演變上的理論豐富性。 

最後，傳播科技變革和日趨複雜的政治環境推動後真相意識形態急速蔓延，

本研究希望以香港為例，探討在後真相意識形態和科技的力量影響之下，記者

的慣習如何被改變，新聞範式呈現怎樣的變化。 

 

五、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 

 

承如上文所討論，場域理論適用於用來分析香港報紙新聞範式的轉移，不

過仍未足以供探索對新聞場域的影響日益媲美政經權力的科技力量和意識形態，

以及香港回歸後新聞場域中的權力結構變化，因此，本研究提出圖四及圖五補

充場域理論。 

以往學者在探索科技對新聞場域的影響時，多視之為一種生產手段或可供

行動者使用的一種驅動元素(Serban, 2017)。不過，有學者認為科技不但是一種

傳播方式或手段，更是社會空間環境中的一道力量，而新聞既是被社會建構，

內容反映了新聞產製背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之間互動構成的複雜關係

(Adoni & Mane, 1984；Neuman, Just & Crigler, 1992)。科技力量在大權力場中的

角力和影響，已超過單單只是一種技術手段，對社會和新聞場域的影響力更甚

於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因此，在本研究中，科技的角色是多元的： 

                                                
52 Kvasny & Truex (2000), p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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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微觀是行動者可用的一種技術手段； 

2) 科技是一種場域，如同政治、經濟和新聞場域一般，有其行動者(例如

社交媒體平台、流動網絡供應商、開發者及使用者)及權力結構，在大

權力場中佔有位置，與其他場域互有關連； 

3) 資訊科技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53 如同國家政治一般，有其兩面性。 

在圖四之中，科技力量如同政治權力一般，置於大權力場的兩極，一方面

出現在右極，與國家政治和與經濟權力一樣，對社會上的各場域(包括新聞場域)

有支配性的影響，傳播科技的發展，互聯網技術的提升，以及社交媒體的普及，

令求快求多、影像為先、追求點擊率等的科技邏輯影響了大權力場內所有場域；

另一方面科技力量體現在左極，簡單易用的傳播科技手段和平台，網路傳播社

會的連結特性，有利文化力量的發展。在本研究中，由於香港並非國家，所以

在圖四中，左右兩極會用政治代替國家，愈近右極，表示愈接近政治、經濟、

科技的支配，愈受政治、科技及商業邏輯的影響，較有利獲得經濟資本，不利

獲得文化資本。愈近左極，表示愈接近政治、文化、科技的助力，愈有助文化

資本的獲取，經濟資本的獲得則較少。 

在原來的場域理論之中，意識形態只是抽象的存在，本研究提出在場域框

架之中，將意識形態作更具體化的表達，以探討並呈現政治和科技力量共同推

進的後真相意識形態和文化場域推崇的專業意識形態之間的角力，如何影響新

聞場域的位置變化。意識形態雖然是一種影響整個社會空間環境的宏觀元素，

卻可以令社會環境發生質的變化，影響了所有的場域、權力和行動者，圖四下

方的意識形態軸，新聞場域愈近右極愈趨後真相意識形態，文化資本低，愈近

左極，則愈偏重專業。圖下方的意識形態軸，新聞場域愈近右極(政、經、科技

極)愈趨後真相意識形態，強調意見情感多於事實真相，較貼合後真相政治邏輯、

商業邏輯和社媒邏輯，有利獲取經濟資本，不利文化資本，與新聞/文化專業意

識形態背道而馳；愈近左極(政治文化科技極) ，則愈偏重專業意識形態，有利

獲取文化資本，但經濟資本的累積較少。 

                                                
53 Kvasny & Truex (2000), pp.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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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另一個理論框架是場域中的權力結構型態，一個地方的新聞內容

與言論自由基本是當地權力結構和分佈的反映 (陳韜文，1997b)，是權力關係結

構性的產物。場域理論在政治場域和權力方面的描述較悉籠統，欠缺較實質的

系統性描述。如果新聞場域屬政治場域的一部份，必須更具體探討政治場域的

力量結構，方能明瞭新聞場域所受的結構性影響，並釐定新聞場域在宏觀的力

量場域中所佔的位置。陳韜文 (1997b) 提出權力結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層次，

其一，國際權力結構，國際環境和其他國家政權對當地政權的制衡和威脅；其

二，當地政治、社會及經濟等系統的整合程度；其三，當地的政治權力的分佈。

傳媒的自主性會受各個系統的關係、互動、和勢力所影響，受制於整體的權力

結構，國際權力結構愈是平衡、政治、社會及經濟等系統的整合度愈低，政治

權力的分佈愈是平衡，愈不集中，影響新聞機構的力量就愈分散，新聞產製的

自主性和自由度便愈大。如果一個地方的權力結構愈傾向政治權力中心，影響

新聞產制資源的力量高度集中於權力中心，新聞自由的空間便極容易受到政權

的影響。而為取得資源以供產製及再製，傳媒機構多傾向依附權力中心，和主

流報道互相協調，故有評論認為傳媒很多時是權力中心的看門狗 (Donohue, 

Tichenor & Olien, 1972)，是為權貴服務，而非為社會大眾的利益而報道。 

文化生產場域 

有限生產                      大量生產 

新聞場域 

 

權力場域 

文化資本 + 

經濟資本 --  

經濟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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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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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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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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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研究就大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結構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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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政治權力對新聞場域的影響其實不容忽視，提出在 Bourdieu 理

論基礎上，將政治力量加強。Sparrow (1999) 認為新聞其實是在一個更大的跨

機構場域之中，這場域有很多政治資訊的傳播者及其他新聞機構和商業機構，

提出新聞政治經濟場域的概念 (Benson, 2006)。上文亦提及 Benson 建議將商業

極擴展為國家商業極，而文化極則變為國家文化極，以反映國家政權的力量。

在 Sparrow 和 Benson 的觀點之上，本研究認為在探討新聞場域的位置時，必需

探索圖四大權力場的結構，加入陳韜文 (1997b) 對權力結構的觀點，當研究為

一個地方的新聞場域繪製關係結構之前，需分析當地政治、社會及經濟等權力

系統的整合程度，並觀察當地社會是由政治權力主導還是經濟權力主導，提出

圖五以分析不同社會或不同時段的大場域權力結構模型。 

 

註：場域圖形大小不代表量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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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有兩條軸心，橫軸是權力整合程度，左極是權力整合度低，右極是權

力整合度高；直軸是權力主導方向，上端為政治權力主導，下端為經濟權力主

導。根據兩軸的劃分，可以分為四種型態的權力結構： 

(1) 經濟權力主導但權力整合度低，各場域的重合度較低，經濟權力大，

並較可支配其他場域，但力度較低，新聞場域受各場域影響，最受經

濟權力支配； 

(2) 經濟權力主導而權力整合度高，各場域的重合度高，經濟權力大，支

配其他場域力度亦強，新聞場域受其他場域影響，主要由經濟權力支

配，他律性強，自主空間亦小； 

(3) 政治權力主導但權力整合度低，各場域的重合度較低，政治權力大並

支配其他場域但力度較低，新聞場域受其他場域影響，當中以政治權

力為重； 

(4) 政治權力主導而權力整合度高，各場域的重合度高，政治權力大，支

配其他場域力度亦強，新聞場域受其他場域影響，特別是政治權力，

他律性強，自主空間小。  

上述四種型態的權力結構均受社會空間內的意識形態所影響，並與之互動。 

圖五除了可供分析不同地方的權力架構之外，亦可用於探討一個地方不同

時期的權力場結構，在回歸初年，權力場中政治、社會及經濟等系統的權力整

合程度低，政治權力的分佈較平衡。隨時間推演，權力場逐漸變化，近年政治、

社會及經濟等系統的權力整合程度高，各系統關係密切，政治權力的分佈集中，

權力中心壯大，報業市場萎縮，新聞作為商品，主要是向權力中心銷售，走向

政治化。另外，新聞場域在大權力場中，同時受不用力量的影響，包括科技力

量和後真相意識形態，新聞的專業性備受威脅。 

本研究的理論框架秉承場域理論的優點，既可供探討橫向的單一時段中，

新聞場域在大權力場中的位置和與其他場域的關係，也可供探索縱向的歷史變

化，並作結構性關係的比較，此外，將政治權力的影響提供較立體化的框架，

同時較充分地體現科技力量和意識形態的角色，並在此橫向縱向的理論架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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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探索回歸後香港報業的組織策略和編輯政策、新聞常規、專業實踐、報導

立場的變化，以及最終呈現的新聞範式改變。 

 

六、香港新聞業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分別考察香港的傳媒環境與多重權力中心、科技力量、報章內容及

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實踐，再探討他們之間的關係，過去不少本地的傳播學者亦

曾就相關範疇進行過研究。 

回歸之前已有學者從宏觀角度研究政治經濟對傳媒運作的影響，分別探討

在殖民統治與政權轉移期間的新聞自由與傳媒角色，54 特別關注香港政治過渡

時期傳媒角色的轉移。回歸之後，學界探討傳媒如何回應環境的轉變，55  亦有

學者發現回歸權力中心與傳媒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主流傳媒傾向接近中央權力

中心，56  有學者認為政經權力令傳媒不自覺馴化，慢慢地出現新聞範式轉移。

這些研究說明了環境和權力對傳媒的塑造，香港的新聞傳媒有接近中央權力中

心的趨勢，本研究承接之前的本土研究發現，進一步探討傳媒環境和權力結構

的變化，以及傳媒與權力中心的互動。 

有研究分析新聞內容以了解傳媒的變化，如鄧淑玲(2000)研究報業老闆的

辦報意識形態、政治因素的壓力，如何影響報社組織的策略和中國新聞報道。

谷淑美 (2007) 研究傳媒如何利用本土意識製構成社會秩序的論述。陳韜文和李

立峯 (2009）探討 2003 年七一遊行前後傳媒相關報道的變化。蘇鑰機、譚麗珊、

鄧晧文 (2012) 分析了 2012 年特首選舉的報章報道。鄧鍵一、程曉萱、蘇鑰機 

(2014) 以《明報》、《信報》和《蘋果日報》的個案探討香港新聞工作者、報

業與香港社會變遷。2014 年雨傘運動之後，學者們亦探討了報章近年的政治新

聞報道的變化、與民意之間的關係及本土論述的呈現。57  這些研究呈現香港回

                                                
54 如 J. M. Chan & C. C. Lee (1988, 1991)；J. M. Chan (1992)；Chu & Lee (1995)；杜耀明 (1999) 
55 如 So, Chan & Lee (2000)； F. L. Lee (2007) 
56 如 P. S. N. Lee & Chu (1998)；Fung (2007)；陳韜文、李立峯 (2009) 

57 如 C. K. Chan (2017)；F. L. Lee (2017)；S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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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後的新聞報道內容與不同影響因素的互動，包括政經環境、媒體擁有權、組

織策略、民意、意識形態等等。 

此外，有研究者在記者身上追溯傳媒變遷。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對新聞工

作者影響，而李立峯 (2007) 指回歸後香港經歷「再國族化」的過程，有可能會

改變新聞工作者對事物的判斷。此外，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審查情況有所增加   

(F. L. Lee & J. M. Chan, 2009) ，陳韜文、李立峯、蘇鑰機檢視香港回歸十年的

記者的狀況、看法和信心 (J. M. Chan, F. L. Lee & So, 2012)。根據香港記者協會

2011 年的調查，有三成新聞工作者表示會在兩年內轉換工作，而社會大眾對新

聞工作者的評價亦每況愈下 (香港記者協會，2011)。 

Au (2016) 用機構制度理論及場域概念，透過深度訪談電視新聞編輯和記者

採證，研究香港廣播新聞的自我審查。Serban (2017) 將場域理論應用在研究香

港網絡記者的實踐，建基於 Lewis 及 Westlund 的觀點，將科技匯流師資為一種

驅動元素 (actant)，透過觀察和深度訪談提供實證，發現科技影響新聞場域，提

升了記者們的資本，並改變了他們慣習 (Serban, 2017)。 

香港傳媒轉變的課題宏大，本研究希望綜合環境、報道內容及記者專業等

方面，探討回歸後香港報業的改變。本研究和上述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 

(1) 研究的對象是報紙新聞，一直以來報紙新聞相對其他媒體新聞，較重

視新聞分析和評論，相對靠近文化極，自主性較強，專業邏輯較高，

雖然報紙市場萎縮，仍然被視為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對政治和輿論

的影響較大； 

(2) 本研究以場域理論為框架，分析影響報紙新聞場域的權力架構，政治、

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力量的影響，機構和記者作為能動者的慣習

轉變，以致新聞產品的內容變化，怎樣呈現範式轉移，而非只探討新

聞自由； 

(3) 本研究以政治新聞和突發新聞為雙個案，分別進行個別和綜合分析，

透過探索兩種重要的新聞類型，較全面地探討新聞場域的變化和範式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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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研究將科技視為等同於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另外一種影響新聞場域的

力量，並非只是一種客觀的工具，更可以是一個場域、一種權力和一

種資本 

(5) 在理論架構方面，本研究在場域理論的模型之上，將政治權力、科技

權力、意識形態加入模型之內，使之更具體化和理論化，構成一個較

能具體分析香港報業新聞變化的場域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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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歸後香港中文報業的概況 

  

        場域研究有別於一般研究，分別從關係性、場域性及歷史性的取向去研究

整個新聞系統，重視場域變化的歷史和過程 (Benson, 1999)。本章回顧香港相關

的文獻，包括書籍、年報及報刊，分階段梳理回歸後香港中文報業的情況，勾

勒影響報業外在力量之面貌，作為探索香港新聞場域變化及範式轉移的研究背

景。  

        香港中文報業有百多年歷史，不少學者已有研究，本文不重複前期的歷史

探討。90 年代主宰香港中文報業，大多是一些大眾化綜合性報紙，最年輕是

1967 年創辦的《東方日報》，全港銷量最高，惟產品進入成熟期，其餘更悠久

的中文報章則呈現衰退狀態。58 1995 年《蘋果日報》誕生，把整個中文報業市

場顛覆，本章遂以《蘋果日報》創刊為分水嶺，把回歸後香港中文報業劃分為

三個階段，分別是 (一) 市場力量導向期、(二) 政治經濟力量更迭期、 (三) 政治

科技力量並進期。 

  

一、第一階段： 市場力量導向 (1995 年至 2002 年) 

  

第一階段起始自蘋果日報的誕生，把香港報業推進一個新時代，這階段影

響報業的力量有三特點，一是政治力量的隱逸克制；二是商業邏輯隨著強勢行

動者的加入，主導報業；三是科技力量漸顯。  

 

1. 隱逸克制的政治力量 

 

回歸初期，香港傳媒業界對日後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不抱樂觀 (香港記者協

會，1997)。不過，內地政府面對國際社會的壓力，並為緩解港人的擔憂，回歸

後的頭幾年，中聯辦頗為低調，領導階層甚少對外發言，甚至談及敏感的話題 

(劉兆佳，2013)。學者李少南 (2015) 也認為，回歸最初的五年，「一國」是高

                                                
58 施清彬（2006）。香港報業現狀研究。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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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我約束，令「兩制」得以並行。因此，不論對香港事務，或是對傳媒行業，

中央都顯得較為低調。 

香港報業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受著西方影響，新聞功能與中國大陸不同。中

國大陸傳媒是政府宣傳工具，西方視新聞為第四權，具監督政府的功能，殖民

地時代的港英政府，一般奉行西方的做法，相對尊重新聞自由。回歸初期，為

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香港政府的傳媒政策大致沿用前朝舊

制，變化並不顯著。不過，新聞界在回歸前夕已對回歸之後的言論自由甚表憂

慮，《信報》在 1995 年的一篇社論之中，表示香港新聞業的發展長期受到政治

變動和經濟環境的制約，香港回歸後的言論自由視乎中央給予特區政府的自治

權的多寡。59  回歸初年的一些政治和司法事件亦曾引起新聞界的憂慮， 例如

1998 年， 通緝犯張子強在內地落網卻未被移交香港審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不

控告身為政協委員的星島報業集團主席胡仙涉嫌串謀誇大報章銷量，兩件事件

均引起司法界批評、社會關注和新聞界的憂慮 (黃盈盈，2007)。1999 年 7 月，

台灣駐港代表鄭安國在香港電台的節目中辯解「兩國論」，引來國務院總理錢

其琛和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批評；2004年 4月，有線電視有關台灣候任

副總統呂秀蓮的專訪，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批評並提醒香港傳媒

不能散播鼓吹台獨言論，引起國際社會和傳媒業界的關注 (黃盈盈，2007)。

2002 年，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喬曉陽會見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提

示香港盡快解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反顛覆罪行的法律，引起香港傳

媒及社會的極大憂慮。 

 

2.   商業邏輯主導 

 

經濟方面，回歸前已有多份中文報章因政治及長期虧損停刊，有親台灣的

《香港時報》；有《南華早報》收購兩年仍無法轉虧為盈賣給香樹輝財團的

《華僑日報》，也有早於 95 年，《明報》集團創辦的《現代日報》在長期虧損

下，1994 年 11 月 26 日停刊。在中文報章連番倒閉及回歸逼近，報業前景不明

                                                
59 信報（1995 年 2 月 17 日）。〈言論是商品〉。《信報》，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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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陰霾下，時任佐丹奴集團主席；《壹週刊》創辦人的黎智英，逆市投資 7 億

元，1995 年創辦《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挾大量經濟資本，完全奉行商業

邏輯，認為市場決定商品售價，讀者決定商品內容，強勢改變香港報業的遊戲

規則。  

 

2.1. 強勢新行動者推倒「卡特爾」權力牆 

 

80 年代中文報章的售價，由《香港報業公會》成員共識，60《報業公會》

消息人士指，劃一售價，是避免惡性競爭 (明報，1995)，做法如同在新聞行業

內一把「保護傘」。李少南 (2015) 認為，報章之間組成了卡特爾 (Cartel)，報

業經營不會受到激烈競爭及經濟壓力影響，可穩定投資，各報在市場各有位置

及既定讀者或廣告商，新的競爭者欲加入，必須遵守「遊戲規則」，61 保護報

業場域行動者的位置。這道權力牆表面避免報業場域行動者受外來衝擊，實際

是由數份報章領導著整體報章的內容及報業文化，有著對市場強力的影響力，

他們銷量龐大，發行商及分銷商在其中賺取的金錢較其他報章為多。1993 至

1995 年，中文報章發行量首三位是《東方日報》45 萬、《成報》19 萬 8 千、

《天天日報》17 萬 7 千。三份報章在市場佔有率差不多是三分之二，佔整體中

文報章總廣告收益 5 成。62 

 《蘋果日報》於 1995 年 6 月 20 日創刊，以市場導向為主，配合二元促銷，

突破「卡特爾」權力牆的價格操控，創刊首天 22 萬份報紙沽清，迅即在報業場

域佔據行動者的重要位置，改變報業市場各行動者的佔有率。各中文報章為

「迎戰蘋果」，掀起歷史性的割喉式減價，包括《東方日報》、《成報》、

《新報》、《天天日報》。「東方報業集團」更於 1998 年 3 月，投資 10 億元，

創辦《太陽報》，同以二元售價企圖重奪報業場域的位置。不過，減價需要大

筆資金，多份中文報章先後因資金不足停刊，包括在市場佔據第三位的《天天
                                                
60 當年《東方日報》、《天下日報》、《電視日報》及《現代日報》未有加入「報業公會」，

但在討論中文報章加價的時候，都會被邀請以非會員身分出席會議，達成共識後，《報業公會》

再以《中文報業聯席會議》名議向公眾發加價通告。  
61 李少南 (2015)。香港傳媒新世紀（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8-29。 
62 李少南 (2015)。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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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2000 年 9 月 8 日停刊)。其餘還有《快報》、《香港聯合報》、《星島

晚報》、《新晚報》等報章。此外，在市場佔據第二位，由何文法家族擁有的

《成報》，則於 2000 年出售給與李嘉誠友好的商人陳國強，不過陳國強接手經

營兩年的《成報》，出現了三億元的虧損。63 

《蘋果日報》成為新聞場域的新行動者，強勢推動改變，影響其他報章在

新聞場域的位置。1994 年，在市場佔有率百分之 34.3 的《東方日報》，佔有率

下降至 21.5，《成報》由 15.1 下降至 13.3、《天天日報》由 13.5 下降至 11.9。

《蘋果日報》則在市場佔據 20.1，排於第二位，成為中文報業市場大份額的行

動佔有者。中文報章的發行量，也從 1994 年的 1,310,000，增加至 1995 年《蘋

果日報》創刊後的 1,490,000，64 擴大了報章的讀者人數。中文報章減價戰，隨

著報業場域行動者的位置「重整」，2000 年 10 月 18 日正式結束，各中文報章

陸續加價一元，至 6 元。 

另一個打破香港報業遊戲規則的新行動者，免費中文報紙《都市日報》在

這一階段末期加入香港報業市場，為第二階段的免費報章全盛期展開序幕。在

歐洲出版免費報紙時曾弄得傷痕累累的瑞典報業集團 Metro International，看好

香港市場的機會，於 2002 年 4 月 15 日，創辦免費中文報紙《都市日報》，以

內容精簡，小報的形式，在地鐵站獲專利擺放，以 20 至 45 歲的讀者為主要對

象，創刊十四個月，已錄得盈利(施清杉，2006)。65  

  

2. 新聞成商品 

 

        適值回歸前兩年，英國準備撤出，中國還未能完成介入香港事務的政治空

間，打著「每日一蘋果，無人呃到我」的口號，採用西方「狗仔隊」的採訪手

法，揭秘追蹤。黎智英認為報章是一種商品，任何商品都要推銷，顧客出錢購

買，就等如對商品投了一票，66 讀者要甚麼，《蘋果》就賣甚麼。在讀者領導

                                                
63 黃麗裳 (2004 年 1 月 31 日)。〈成報等新老細出糧〉。《壹週刊》，第 731 期，頁 40。 
64 李少南 (2015)。頁 28-29。 
65 施清彬 (2006)。頁 91-92。 
66《壹週刊》，第 366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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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蘋果日報》以突發新聞為主軸，新聞「千變萬化」，故事性強，更易產

製出「煽」、「色」、「腥」的新聞，A1 頭版常被故事性的突發新聞佔據，配

以嘩眾的大標題及照片，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及官能的刺激。其中，最受非議的

是 1998 年的陳健康事件，《蘋果日報》被揭發是記者涉嫌提供陳健康金錢作假

的新聞6768，引人詬病。《蘋果日報》把虛假新聞，變成產品，賣給讀者，這種

思維的運作，令銷量不斷上升，回歸前銷量已達每日 42 萬份 (蘋果日報，2015)。

市場導向的手法也成為同業的仿效。胡恩威 (2005) 指，《明報》、《信報》、

《星島日報》也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經常出現標題「蘋果化」的現象。

新聞商品化成為了業界趨勢，有研究者亦指出報業出現市場導向的現象 (蘇鑰

機，1997)。 

         當報章在新聞場域更靠近經濟權力時，他律性更高，自主性更低。文化仲

裁的權力則由記者轉移到讀者身上，以往是編輯記者決定何謂新聞，哪些是讀

者需要，哪些是有價值，但市場導向的邏輯把新聞視為商品，商品內容按消費

者的喜好決定，記者專業地位下降，新聞產品的文化價值也相應下跌。香港中

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 1997 與 1998 年，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評估比較，十

四間報章的平均跌幅約百分之六。負責調查的陳韜文、蘇鑰機、李金銓 (1999) 

認為，是市場主導了新聞運作，新聞專業及操守敗退所致。不過，市場力量能

抗衡政治，讓報章發揮更大的監測，不易受制於政治壓力。1999 年《蘋果日報》

揭發時任稅務局局長黃河生利益衝突，政府終止與黃河生的合約。2000 年，又

揭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程介南以權謀私，程最終被判入獄。《蘋果日報》雖然

注重市場，但也肩負監察院功能，集團營業額更從 1999 年 3 月的 2 億 3 千 8 百

萬上升至 2002 年 3 月的 11 億 2 千萬 (施清彬，2006)。69  

 

                                                
67 明報 (1998 年 10 月 30 日)。〈北上嫖妓純屬表演？〉。《明報》，A03。  
68 1998 年 10 月 19 日，上水天平邨一名 41 歲婦人，疑丈夫在內地「包二奶」，凌晨二時許，

把兩名分別 6 歲及 10 歲的兒子，從 14 樓單位推下，然後跳樓自盡。警方事後聯絡其夫陳健康，

獲對方承認在內地有新歡。《蘋果日報》連日追訪，在內地拍得陳與女子擁抱，惟陳事後指是

《蘋果日報》記者給予 5000 元安排做的一場戲，目的是令傳媒有新聞可寫。《蘋果日報》於

11 月 10 日在頭版刊登道歉啟事，承認處理新聞手法不當，造成譁眾取寵的後果。 [綜合自成報 

(1998 年 10 月 20 日，A14) 及明報 (1998 年 11 月 11 日，A07)] 
69 施清彬 (2006)。頁 75。 



61 

 

3.  科技威力初現  

 

       新聞場域中，有著各種不同的資本，行動者可以將不同類型的資本加以轉

換，以獲取最有效的資本形式。回歸初期，網上新聞未在香港報業出現，不過，

《蘋果日報》挾強大經濟資本將報章採訪和印刷的科技大大提升，迫使同業面

對科技的壓力。 

        新聞行業重要的「軟件」是人才；「硬件」是採訪器材及印刷機器。《蘋

果日報》添置大量採訪器材。突發組購有 20 輛電單車及 13 輛採訪車，每名突

發外勤記者均獲提供價值一萬元的攝影器材，注重突發新聞圖片的水準，強調

報道的速度及現場感。另方面，《蘋果日報》又購買超過億元的印刷器材，以

全彩色新聞版面印刷，強調照片的重要性，增加圖片數量，令新聞產品更為吸

引，增加市場的銷售能力。 

《蘋果日報》的改變取得市場勝利，面對經濟壓力，其他報章迫不得已作

出改變，提升攝影和印刷的技術，在報章內增加圖片和彩色版面，令市場充斥

一片蘋果化的現象 (李谷城，2000)，亦令香港報業迎向首輪科技力量的挑戰。 

 

二、第二階段：經濟政治權力更迭 (2003 年至 2012 年) 

  

        香港回歸僅三個月，便受外來經濟環境的衝擊。1997 年 10 月，亞洲金融

風暴把香港捲入風眼，70 逆轉的經濟環境於 2002 年下旬開始復蘇，惟 2003 年

初，遇沙士疫症，經濟再次下滑。特區政府還未意識到民怨的嚴重性，欲為

《基本法》23 條立法，觸發 2003 年 7 月 1 日，回歸紀念日 50 萬人上街高叫：

「董建華下台」，為回歸七年來首次。遊行觸動中央政府神經。71 

 

                                                
70 當時特區政府為捍衛聯繫匯率，挾高銀行利息。1998 至 1999 年的第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

連續五個季度出現負增長(郭國燦，2007)，樓、股下跌，失業率更由 1997 年的 2.2% 上升至

2003 年的 7.9%。  
71 當時東亞銀行主席、立法會議員李國寶應中央邀請，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會面，反映香

港的情況。據信報(2003 年 7 月 10 日，P08) 報道，李國寶更表示，港澳辦對《基本法》23 條立

法，並沒有特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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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香港陷入經濟衰退72，中央政府逐出手挽救香港特區的經濟，一

方面對香港特區政府 CEPA 支持，另方面，自 2003 年 7 月 28 日起推行開放內

地旅客「個人遊」來港，香港特區於 2004 年至 2006 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年均

達 7.5%，(郭國燦，2007)，06/07 的財政年度獲 500 多億元的盈餘。中國對香港

不單有政治的影響力，也有了實質的經濟影響力。中央對香港事務，也由低調

轉趨高調。因此本研究將香港報業回歸後發展的第二階段以 2003 年作為起始。

本階段的特點是中央調整對港政策，政治壓力漸顯；免費報紙加入報業市場，

收費紙媒繼續萎縮；科技力量影響日益增加。 

 

1. 政治權力漸顯 

 

資深傳媒人陳健佳指，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的管治相對寬鬆，即使前政

協常委徐四民，要求特區政府接管「香港電台」，董建華也沒多大理會。不過。

2003 年 50 萬人遊行高叫：「董建華下台」，逆轉了董建華的命運，也是香港

新聞自由改變的關鍵73。前特區政府管治班子之一王永平指出： 

中央成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擔任組長，全面領導中

央對港政策。從那時開始，中央透過中聯辦及特首的定期詳細滙報，確

保充分掌握香港情況。以便在有需要時指導或介入。74 

在新的對港政策之下，中央政府透過委任報館老闆及高層成為政協委員，

加強對新聞傳媒的控制，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也調整了對傳媒的消息發放策略。 

 

 

  

                                                
72 特區政府更於 01/02 年、02/03 年及 03/04 年，接連三個財政年度，出現財政赤字。 
73 陳健佳 (2015)。〈回歸 17 年後的新聞自由〉。載於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99。 
74 王永平在信報論壇指出 2015 年 1 月 26 日，中央對港政策曾經歷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是

2003 年香港 50 萬人上街遊行之後，第二次是 2012 年香港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之後，2014 年國務

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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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治酬庸 

 

2003 年 1 月，中央公布新一屆政協名單，122 位獲委任的港人，7 位是傳

媒老闆或高層75。中文報章的有《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

馬澄坤，兩份報章佔據全港銷量首三位。另外是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

《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大公報總編輯黃國華及《成報》

母公司陽光文化媒體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楊瀾(見表三)。76   2003 年至 2012 年，

有 4 份本地報章老闆或高層獲特區政府頒授勳章77 (見表四)。中央及特區政府

對傳媒高層的「重視」，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僅對廣播

性質的傳媒機構老闆受勲，分別是 98 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席邵逸夫；助理總

經理黃應士，身兼政協常委的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有線為旗下集團)，鮮有對

報業傳媒機構大規模的「拉攏」。馬嶽認為，北京政府透過受勲，籠絡業界具

影響力人士，令他們的報道思想政治正確，緊貼北京政府的立場。78  

2004 年香港回歸後第二次釋法，涉及 07/08 雙普選的重大爭議。釋法前中

央提出治港者充要「愛國」，掀起一番「愛國」的爭議。根據慧科搜尋，20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本港報章出現「愛國論」一詞的報道共 529 篇。79  

另一方面，2003 年 1 月，陳國強把嚴重虧損的《成報》出售具內地背景的

商人。80 至於創刊於 1973 年，歷史悠久的《信報》，因競爭劇烈及經營情況欠

                                                
75 李少南 (2015)。頁 288。 
76 香港記者協會 (2003)。《虛假的安全：香港國安法嚴重威脅言論自由》。香港：作者。頁 41。 
77 獲勳的分別是《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金紫荊星章 (2003 年)；《東方報業集團》總裁

馬澄發：銅紫荊星章 (2003 年)；《星島日報》行政總裁盧永雄：銅紫荊星章 (2004 年) 及《經

濟日報》總編輯陳早標：銅紫荊星章 (2007 年) 
78 鄭宇碩、羅金義（2009）。《政治學新探：中華經驗與西方學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頁 169。 
79 香港記者協會 (2004) 引述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愛國論」最激烈

時期的一項研究發現，《東方日報》、《太陽報》、《星島日報》都公開表明支持中央的愛國

定義，三份報章超過七成的新聞報道反映北京的「愛國論」論調，由此可見，透過政治受勲，

中央的影響力已滲入傳媒 (頁 15)。 
80 2003 年 1 月，陳國強把《成報》以 9290 萬元出售予「陽光文化」吳征及楊瀾，惟《成報》

經營情況未見改善。內地神秘傳媒大亨覃輝控制的「東方魅力」2004 年入主控制《成報》，成

報正式染紅，言論也趨向親建制。惟《成報》的惟覃輝入主後，《成報》卻連番欠薪，更鬧上

法庭被罰。 [綜合自文匯報 (2003 年 1 月 14 日，B03)、蘋果日報 (2004 年 2 月 21 日，A12) 及 

壹週刊 (2004 年 3 月 11 日)，第 731 期，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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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把五成股權以 2 億 8 千萬元，出售予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擁有的信託公司，

象徵著「文人辦報」的時代正式終結，（《成報》2006 年 8 月 9 日，A07）香

港已沒有私人全資擁有的中文報章。 

 

表三：傳媒集團東主政治任命 

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 

主席 邵逸夫 大紫荊勳章 1998     

助理總經理 黃應士 銀紫荊星章 1998     

醫院管理局  

九倉集團(有線

電視) 

主席(時任) 

 

主席(前任) 

吳光正 太平紳士 

金紫荊星章 

大紫荊勳章 

1993 

1998 

2012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常委 

第 9 屆 

 

第 10-12 屆 

經濟日報集團 主席 馮紹波 金紫荊星章 2003   

星島新聞集團 主席 何柱國 大紫荊勳章 2014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常委 

第 9 屆 

第 10- 13 屆 

東方報業集團 主席 馬澄坤     全國政協委員 第 10 - 11 屆 

總裁 馬澄發 銅紫荊星章 2003     

香港信報   李澤楷   北京市政協委

員 

第 12 屆 

 

 

表四：獲授勳傳媒集團管理層及總編輯 

商業電台 

  

新聞及公共事務總監 陳淑薇 銅紫荊星章 2000 

香港經濟日報 總編緝 陳早標 銅紫荊星章 2007 

星島報業集團 董事 盧永雄 銅紫荊星章 2004   

星島新聞集團                行政總裁 蕭世和    銅紫荊星章    2009 

星島日報及頭條日報 總編輯 黎廷瑤 銅紫荊星章 2017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無綫新聞部 

助理總經理 袁志偉 太平紳士（J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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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息操控 

 

獨家新聞或者第一手消息的報道，對新聞機構來說，是極其重要，是新聞

業的文化資產。黎佩兒指出，殖民地政府利用政府新聞處及官員充當消息來源，

藉此影響傳媒的運作。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則採取拉攏及統戰策略影

響傳媒，包括選擇性方法邀請傳媒出席「吹風會」，邀請傳媒老闆或高層到內

地觀光或向他們披露內幕消息(黎佩兒，2012)。81   

此外，被報業傳媒視為最能吸引讀者的突發新聞，2004 年 12 月開始，警

方在新界區把模擬制式的通訊系統改為數碼系統後，記者不能再接收到任何突

發新聞的信息。警方通過政府新聞處將突發消息發放，但卻有極大的時差，嚴

重影響突發新聞的報道。82《蘋果日報》創刊時，把突發新聞視為主要的文化

資產之一，透過對新聞內容豐富、繪形繪聲「故事化」的產製，提高報章的銷

量，轉化為經濟資本。警方對突發新聞消息的操控，削弱了報業傳媒文化及經

濟資本。 

隨著香港 2003 年 7.1 遊行及 2004 年政改釋法，香港的政治環境變得複雜，

政改議題的討論日漸成熟，碰巧突發新聞消息的來源減少，政治新聞的需求增

多，報章開始對政治新聞的報道提高。 

 

2. 免費報章搶佔、市場萎縮 

 

2002 年 4 月創刊的免費報《都市日報》，於 2005 年初已佔據本地印刷媒

體廣告百分之三的份額。2005 年首 5 個月，廣告增長兩成半至二億五千多萬，

                                                
81 香港記者協會 (2011) 於 2010 年 3 月至 5 月的研究發現，該 3 個月內，中文報章共有 2784 篇

報道的消息來源是不具姓名，相等於每天 29.8 篇。記協認為，政府以選擇性方法邀請傳媒出席

「吹風會」，是操控傳媒 (頁 14)。 
82 香港記者協會 (2005) 的調查發現，2005 年 3 月及 4 月，「謀殺」案事發與警方公布的時差超

過 5 小時，「刑事毀壞」案的時差是 3 小時 19 分；「爆竊」、「汽車盜竊」及「企圖行刧」

的時差是 2 小時 30 分鐘，更甚者是警方公布突發消息的數目甚少，2005 年 3 月 11 日至 4 月 21

日，平均每日發放 6.8 項，3 月 21 日更沒有任何發布。時任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馬維騄解釋，

是因當日新界區相對平靜。警方的數碼化通訊系統更換，於 2006 年更覆蓋至全港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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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內排第六位，83 吸引星島新聞集團及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加入競爭，分別

於 2005 年創辦《頭條日報》及《AM730》，三份免費報每日發行量(星期一至

五) 達一百萬份，對付費中文報章造成重大的衝擊。在兩份免費報章加入後，

《蘋果日報》2006 年銷量跌穿 30 萬份。84 免費中文報章在報業場域佔據重要

的行動者位置。2011 年 7 月及同年 9 月，《香港經濟日報集團》及《壹傳媒集

團》亦先後創辦《晴報》及《爽報》加入免費中文報章的競爭。 

香港貿易發展局引述尼爾森 (Nielsen) 本港報章銷量調查顯示，報章讀者比

重人數至 2011 年 6 月為止的兩年內，從 75%下降至 69%，單計收費報紙的跌

幅，更由 65% 縮減至 53%，下跌了 12% 。85 報紙新聞賺取經濟資本的能力下

降，令投資者意興闌珊。根據壹傳媒集團 2005/2006 年報顯示，《蘋果日報》

在該年度的總營業額為 1,161,100,000，較去年 1,195,200,000 下跌 2.9%。86 

 

3. 新傳播手段的興起 

 

隨著科技場域的日漸成熟，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日益增多，互聯網社交媒

體成為新聞資訊的重要平台，吸引大量受眾。樹仁大學網絡傳播研究中心 2011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傳統新聞媒體及網絡新聞媒體的使用率非常接近，不過大

多數受訪者比較依賴傳統新聞媒體。《蘋果日報》的情況及和其他報紙恰好相

反，網站使用率高於報章，調查研究者認為是因為《蘋果日報》的網站加插了

「動新聞」及影片，對大眾來說更為吸引。調查同時發現，瀏覽新聞已成為受

訪者主要網絡活動之一。這項調查顯示了第二階段報館使用科技的特徵，基本

上所有報館都已經設有網上新聞，為內容的豐富度各有差異，除了《蘋果日報》

之外，讀者型稍為偏向閱讀其他報紙的印刷版。(馬偉傑等，2011 年)  

                                                
83 香港商報 (2005 年 6 月 28 日)。〈分兩期狂擲 1 億《am730》第四季面世 施永青搶食免費報

紙〉。《香港商報》，A04。 
84 蘋果日報（2015 年 6 月 19 日）。〈每日新聞點擊次數近三千萬 《蘋果》轉型 拓網媒增收

入〉。《蘋果日報》，S10-11。 
85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2 年 5 月 18 日)。〈新媒體改變遊戲規則 香港報章適應求存香港〉。 
86 壹傳媒集團 (2006)。壹傳媒集團年報 (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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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網絡科技趨成熟，2010 年 iPhone 4 推出，讀者開始養成手機上

網的習慣，2011 年《蘋果日報》每日平生銷量更跌至 25.9 萬份，各中文報章把

新聞內容匯流到不同平台，以迎接科技的挑戰。《東方報業集團》在 2006 年的

年度報告「業務展望」一欄指出，集團將成立多媒體及視頻部門，製作高時效

時事、生活及娛樂電視新聞資訊，把資訊帶入流動網絡。政府統計處 2012 年 6

月至 8 月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 10 歲以上，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達 54% (政府

統計處，2016)，媒體匯流已成趨勢，報社需要投資經濟資本及科技資本開發及

維持網上新聞平台。 

 

三、第三階段： 政治權力強勢 (2012 年至 2017 年) 

 

2012 年特首換屆，梁振英上場，管治上被指為更親向中央政府 (劉細良，

2016)，作風強硬，以連番手段對刊登有他負面報道的傳媒施壓，一改以往特首

對傳媒的政策。2012 年，香港各界推反國民教育政策，加深中央政府對香港的

疑慮，出現第二次對港政策的改變，加強對香港的管治 (王永平，2015)。回歸

之後香港報業發展的第三階段從 2012 年開始，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政治力量的干

預漸顯；紙媒繼續萎縮，傳媒受壓；科技力量銳不可擋。 

 

1. 政治力量干預漸顯 

 

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增大。2008 年環球金融風暴令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美國採取量化寬鬆措施挽救經濟。中國由於金融業國際化不高及以實體經濟為

主，受衝擊程度相對較小 (朱瑤，2008)。中國政府更表明協助美國救市 (BBC

中文網，2008)。娄偉 (2011) 認為，經濟實力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基礎，金融風

暴是美國公眾過度消費造成，令美國經濟實力下降，能否繼續成為全球金融霸

主，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中國向美國伸援手，明顯加速了國際權力關係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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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境內，中央通過中聯辦，直接干預香港事務。2012 年特首換屆，梁振

英在參與特首選舉期間被指涉及西九設計的利益衝突。中聯辦要求特區政府在

西九調查「放生」梁振英，破壞了「一國兩制」(蘋果日報，2012)，又向擁有

《信報》的李澤楷施壓，希望《信報》減少對梁振英的批評 (盧峯，2012)。 

另方面，梁振英對報章採取強硬手段。2011 月 12 月，梁公開指被《星島

日報》針對，記者大聲提問令他尷尬 (明報，2011 年 12 月 7 日)，更於同月辭

去《星島新聞集團》非執行董事一職 (明報，2011 年 12 月 20 日)。 梁又於

2013 年 2 月，向《信報》評論版作者練乙錚發律師信，指 1 月 29 日刊登的文

章「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一文內容誹謗 (張達明， 2013)，成

為回歸以來，首位行政長官向傳媒發律師信。2013 年 4 月及 5 月，梁振英又先

後向《信報》及《蘋果日報》發出四封信，投訴涉及他的報道。87 

北京政治權力的干預，再加上梁振英以律師信打壓，報章的編、採受到干

預。中國評論員劉銳紹 (2012) 在《成報》專欄「新聞風眼」一篇標題為「唐梁

都不值得幫」的文章，被總編輯改成「兩人中揀  寧揀梁振英」。劉銳紹投訴

後，《成報》總編輯解釋是「粗疏的編輯錯誤」(香港記者協會，2012)，翌日

把原文重刊，卻未有解釋粗疏為何把標題，內文意思完全扭曲。而音樂人周博

賢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經濟日報》專欄發表的〈再見路姆西〉原文首段：｢

足見市民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和怨恨」，其中「梁振英」三字遭刪去，末段

「梁振英」和「引領觀眾高叫『燒佢路姆西！』」等字句也被刪。中文報章的

自我審查，已超越新聞，即使署名評論文章也不例外。88 

外國力量對中國的制衡減弱，中央政府不怕被外國指摘破壞「一國兩制」，

政治力量已凌駕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二元政治漸轉移成一元結構，政治

權力已透過不同手段，加強對報章的操控。 

 

  

                                                
87 香港記者協會 (2012)。《特首換 恐嚇添──香港表達自由挑戰重重》。香港：作者。引言及

建議。 
88 蘋果日報 (2013 年 12 月 12 日)。〈經濟日報粗暴河蟹路姆西 刪周博賢專欄文章「梁振英」三

字〉。《蘋果日報》，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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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媒繼續萎縮，傳媒受壓 

  

香港記者協會 (2013) 年報指出，四份親北京報章，《大公報》、《文匯

報》、《香港商報》以及《中國日報》在本港主流傳媒佔 13.3%，另有 36.7 的

傳媒東主獲委入建制，兩者相加，佔本地傳媒 50%。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縱

使香港政治趨向一元，中文報章經歷政治壓力，本可透過自由多元主義市場力

量抗衡 。不過，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發展成熟，市民的閱報習慣改變，「壹傳

媒集團」旗下《爽報》、《新報》及「東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太陽報》，先

後於 2013 年 10 月 18 日、2015 年 7 月 12 日及 2016 年 4 月 1 日刊出通告，指因

長期虧損停刊。89 中文報紙的市場持續萎縮，廣告投放量持續下降，付費中文

報章在 2013 年 4 月 7 日，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太陽報》率先加

價至 7 元，其他付費中文報章也陸續跟進調整售價。 

報業市場萎縮予政治權力機會透過控制廣告投放操控傳媒，2014 年 1 月，

《AM730》創辦人施永青指《AM730》遭中資機構廣告封殺。時任《蘋果日報》

行政總裁葉一堅也表示，《蘋果日報》除遭中資機構廣告封殺外，更有不少大

財團把原刊廣告抽起，《蘋果日報》引述網媒《主場新聞》指出，抽廣告機構

包括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東亞銀行。時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指廣告是

傳媒的主要收入，北京要全面打壓佔中，收編傳媒，大財團自然受到壓力，壓

倒不聽話的傳媒。90。政治力量在 2014 年，毫不掩飾地通過經濟，影響新聞組

織權力的運作。 

 

                                                
89 相關資料分別刊登於蘋果日報 (〈《爽報》下周一停刊〉2013 年 10 月 19 日，A01)；明報 

(〈新報突停刊遣散 130 人 社長：長期虧損對員工抱歉明報〉2015 年 7 月 12 日，A12)；太陽報 

(《太陽報》暫停出版啟事 2016 年 3 月 31 日，A01) 
90 蘋果日報 (2014 年 1 月 15 日)。〈《am730》《蘋果》因編採立場被抽廣告  記協疑北京施

壓 逼大財團打壓佔中〉。《蘋果日報》，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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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力量銳不可擋 

   

科技力量和場域，包括社交媒體及流動互聯網場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改

變了資訊提供的方式。政府統計處 (2016) 於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的調

查發現，10 歲以上的居民，使用新媒體有 4,820,500 萬，佔人口 75.5%。其中，

瀏覽公共政策或社會時事的有 68%。受眾依靠網絡提供資訊，記者編輯亦需要

在社交平台獲取新聞資訊。科技場域吸引更多的受眾，令報紙讀者人數進一步

下降。中文收費報章銷量排第二位的《蘋果日報》，從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平均銷量 289,267 份，下跌至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

108,535 份，跌幅超過 50%。(出版銷數公正會，2010；2017)。報紙需要投入更

多的科技資本，提供網上新聞，發掘網上消息，並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新聞，改

變新聞慣習和實踐。壹傳媒集團 (2017) 在 2016/17 年報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寫

道：「今時今日，科技及數碼化普及已成定局。本集團早已洞悉此必然轉變，

重新調整其產品陣容，以迎合讀者及廣告商。自此，本集團投放大量資源建設

豐富的數碼業務，為所有刊物開發網上平台和使用新技術製作原創及吸引的內

容。這些新猷使我們累積忠實的讀者基礎。」91 排於收費報章首位的「東方日

報」，母公司「東方報業集團」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業績公告表示，集團旗

下的《東網》，單月不重複的瀏覽人次達 559 萬，手機應用程式下載更超過

680 萬次。92 科技已改變中文報章在新聞場域的影響力。 

社交新媒體的發達，公民新聞亦趨普及。社交網站成為日常生活資訊的重

要來源，資訊氾濫，新媒體成為年輕人吸收新聞資訊的主要渠道。面對新媒體

和社媒平台的衝擊，傳統新聞媒體的求存是融匯。新聞報道不再是文字，配以

圖片說明，而是加入影片，甚而動畫，社媒平台上的新聞報道篇幅也愈來愈短。

為了適應網上新聞和社會平台的邏輯，報紙的新聞作業常規程序 (routines) 也經

歷翻天覆地的改變 (Cheung & Wong, 2016；HKJA, 2007, 2010, 2012)。 

                                                
91 壹傳媒集團 (2017)。壹傳媒集團年報 (2016/17)。頁 7。 
92 東方報業集團 (2017)。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截至 2017 年 3 月 31 日止年度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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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的新聞網媒也在此階段陸續誕生，包括《主場新聞》(2012 年成立，

2014 改名《立場新聞》)、《852 郵報》(2013 年成立)、《端傳媒》(2015 年成

立)、《巴士的報》(2013 年成立)、《香港 01》(2016 年)、(《眾新聞》(2017 年

成立) 等，佔據新聞場域行動者的位置。2016 年《香港新聞網站流量排名》調

查顯示，《巴士的報》排名 15；《立場新聞》排名 41；《香港 01》排名 53；

較傳統收費報《東方日報》排名 17；《明報》排名 60 為高 (蘇鑰機、李月蓮，

2016)。中文報章在新聞場域的位置被轉換，文化及經濟資本減弱。另方面，政

治權力不單透過經濟權力影響傳媒，也直接把經濟資源投放到新聞場域內。一

連串親北京及特區政府的網媒成立，包括 2013 年，被認為極度支持梁振英的

《港人講地》(劉進圖，2016)；2015 年，由「幫港出聲」周融創立的《香港 G

報》等，毫不掩飾地把政治立場顯露，搶佔新聞場域的文化及經濟資本。中文

報章既要面對行動者加入場域割據經濟資本，又要投放更多經濟資本於科技領

域，在兩方壓力下，中文報章自 95 年，《蘋果日報》發動減價戰以來，於

2016 年 11 月第三度加價至每份 8 元 (明報，2016)。 

 

 

四、小結 

 

香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大眾都擔心回歸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及新

聞自由收窄，有報章面對經營困難停刊，也有親台報章結業。黎智英卻看準回

歸就是機會，在政治及經濟不明朗下，創辦《蘋果日報》，認為只要抵擋政治

壓力，以讀者為中心，採取市場導向的手法，就可以生存。為突破各中文報章

在場域內組成的卡特爾，黎智英投入大量經濟資本，採用直接發行的方式，既

避免層層剝削，又可令減價促銷不受干預，在不足一年佔據報業場域的重要位

置。不過，2002 年至 2005 年，多份免費報章誕生，新聞場域開始出現變化，

再加上 2003 年 50 萬人上街遊行，觸動中央神經，中央對香港開放「個人遊」

復蘇香港經濟之餘，間接令「一國兩制」的權力從二元關係進入一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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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特區政府換屆，中聯辦毫不避嫌地介入特首選舉。梁振英多番向傳

媒發信，不滿傳媒的報道，在當選後又向報章的評論文章發律師信，中文報章

經歷回歸後從未遇過的政治壓力。中央對港政策經歷兩次重要改變，政治權力

也影響經濟資本下，有機構為免影響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抽起報章的廣告，中

文報章既要面對政治經濟壓力，又要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在新聞場域的佔據，

於 2016 年回歸後第三次加價，期望增加經濟資本，以應付科技及政治的力量。 

總括來說，影響香港中文報業發展的經濟政治和科技三大力量因素，回歸

之後重新洗牌，經濟和政治力量此消彼長，報業經濟萎縮，政治權力對報業的

影響日趨重大，科技力量的影響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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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題目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回歸初期，突發新聞曾經一度是報章銷售的靈丹妙藥，然而隨著報章市場

萎縮，資金投入減少，再加上警方及消防通訊系統的數碼化，令突發新聞由盛

轉衰，一些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甚至大嘆突發新聞已死。93 事實上，政經環境的

改變，再加上科技的急速發展，驅使世界各地的報業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Sussman, 1997)，改變了編採常規 (Bastos, 2015；Cheung & Wong，2016；

Klinenberg, 2005；Moon & Hadley, 2014)、 新聞內容(Gleason, 2010；Paterson & 

Domingo, 2008)，傳統新聞媒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被「人人都是記者」概念威

脅，甚至面對去專業化的情況 (Siapera & Spyridou, 2012；Splichal & Dahlgren, 

2016；Tandoc & Jenkins, 2017)。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問題(一)是： 

(一) 政治、經濟等權力，以及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如何導致突發新聞

的場域轉變？如何令作為文化產品的突發新聞產生變化？如何改變機

構行動者的策略、記者的慣習和專業地位？ 

自 80 年代中英就香港回歸進行商討開始，數十年來，香港新聞的範式轉移

與香港每個政治階段的發展均息息相關，在回歸以前的 80 年代，J. M. Chan 及

C. C. Lee (1989) 發現當時香港的前途問題已影響着新聞範式的改變，兩位學者

認為隨着香港政治環境的改變，報章無可厚非會重塑他們的新聞範式，靠近權

力的中心且適應權力結構。近年，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聯辦在香港的政治角色

增強，有評論甚至認為中聯辦在香港的權力已凌駕香港政府，而香港政府基本

上服從中聯辦的政治決策，逐漸呈現一元權力結構。過去數年，北京官員多次

向香港就立法方面施壓，香港記者協會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舉行的 2018 年

「新聞自由指數」調查，影響新聞自由的三大因素分別為自我審查、中央政府

                                                
93 茂斯 (2012，2 月 9 日)。〈悼突發新聞〉。《明報》，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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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媒老闆，而中央政府已取代特區政府成為記者編輯心目中影響新聞自由的

因素，當中一半的受訪者將中央政府列為最主要考慮因素(香港記者協會，

2018)，94 可見一元權力結構的影響已見於新聞行業。就此，本論文提出的的研

究問題(二)是： 

(二) 在一元權力結構漸趨明顯之時， 新聞場域外在的力量因素，特別是改

變中的政治力量又如何導致政治新聞的場域改變，政治新聞的產製變

化？這些改變與權力場域結構的變化、報館機構行動者的位置和策略

有何關係？記者的慣習和專業地位有何改變？ 

透過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一)和(二)，提取研究結果作綜合分析，探討本論

文的研究問題(三)和(四)： 

(三) 回歸後，香港權力場域中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力量出現何種變

化，又呈現怎樣的場域結構轉變， 如何影響報業新聞場域？  

(四) 透過採取對香港報業的突發和政治新聞，對場域理論和範式轉移可以

提供什麼樣的個案？ 

 

二、研究方法 

  

Bourdieu 認為要研究新聞場域，首先要對知識文化生產的社會歷史條件進

行分析，掌握場域與其他場域的關係及其歷史，特別是權力場域，接着描繪出

這些相關不同行動者或機構佔據的位置及其相互關係的客觀結構，並分析行動

者的慣習 (Benson, 1999；Bourdieu, 1977；Bourdieu & Wacquant, 1992；Serban, 

2017)。  

Benson (1999) 指出，新聞場域既存在於大權力場域中，要明白新聞場域為

何及如何運作，當先了解新聞場域與其他場域的關係性位置，他建議的研究方

法是透過描繪社會對應關係 (Social mapping)、用人類學的觀察方法和資料分析

                                                
94 香港記者協會（2018，4 月 11 日）。〈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公眾評價創新低，中央政府成壓

力及憂慮主要來源〉新聞稿。香港：香港記者協會。擷取自

https://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 -1633&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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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此外，要研究機構或個人行動者如何切法擺脫結構賦予的限制而在達到

層級中一個新的位置，深度訪談是最有效的方法 (Kvasny & Truex, 2000)。 

另一方面，在有關新聞範式的研究方面，學者大多採用以下的研究方法去

探討記者們遇到的專業挑戰和範式變化(Pan & Chan, 2003)：95  

(1) 個案研究，選取一些有違新聞原則的事件，分析記者如何處理某些對

新聞專業原則的挑戰 (Bennett, Gressett & Haltom, 1985；Reese, 1990)； 

(2) 透過深度訪談，研究記者如何用不同的方法解讀一些歷史時刻中，一

些專業原則所不能應付的事件，探討他們如何再重置這些原則(Zelizer, 

1993)； 

(3) 量化和質化的新聞內容分析，比較不同時期或不同類型(如政治意識形

態)的新聞，研究新聞的具體內容及實踐 (J. M. Chan & C. C. Lee, 1989, 

1991)。 

本研究將綜合以上主要的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和個案分析、質化及量化的

新聞內容分析，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去探討上述四個研究問題。 

 

1. 個案研究 

 

為了解香港權力場域的結構變化，以及香港報章的新聞場域有何種變遷， 

本研究將會透過探討兩種新聞類型作為個案，以了解香港報業的整體情況，這

兩種個案類型分別是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過往，也有學者將場域理論應用於

研究特定的新聞類型，例如 English (2016) 以場域理論為框架研究及梳理澳洲、

印度和英國的體育新聞媒體，研究方法包括分析各媒體的體育新聞部門、訪問

新聞從業員及研究報章和網上的體育新聞報道，結果發現經濟資本是體育新聞

的決定性因素。 

回歸之前及初期，不少香港報章採用非政治化的策略，重點報道社會突發

新聞，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以突發新聞為賣點的非政治化模式漸漸不

能維持，自警方轉用數碼通訊後，突發新聞銳減。另一方面，政治新聞卻取而

                                                
95 Pan & Chan (2003), pp.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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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為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以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為個案，探討政

治、經濟、科技、意識形態等力量，如何導致這兩種新聞的子場域發生變化，

改變了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的產生，用雙個案的不同角度探討香港報業整體的

新聞場域變化和範式轉移。 

  

1.1.由盛轉衰的突發新聞 

  

本章選擇突發新聞為研究個案，原因有二。首先，是因為突發新聞屬於每

日均會發生新聞，每天大量的意外和罪案新聞一般依靠既定的新聞常規 

(routines) 來處理 (Tuchman, 1973, 1978)，結合了個人認知、機構制度和專業規

範，是極其倚重常規的一種新聞報道種類，因此探討突發新聞的轉變，可反映

新聞場域的各種權力變化如何導致新聞常規的變遷，有助追蹤記者慣習和新聞

範式的改變。  

Tuchman (1973, 1978) 指新聞是由社會建構的產物，受社會規範及資源分配

兩者之間的協商所影響。她主張新聞的製作是「常規」步驟生成的結果，而記

者亦趨向透過創造穩定的社會制度以應付突發事件，將新聞製作過程常規化。

Shoemaker 及 Reese (1996) 將「常規」定義為「傳媒業者所套用、重覆有規格

化的工作習慣及模式」。「常規」也是引導產製新聞的組織行為及影響記者對

新聞材料判斷的專業標準的一連串工作習慣及模式 (Berkowitz, 1992)，所以

「常規」很大程度決定了記者如何詮釋及處理新聞材料。Berkowitz 將牽涉「非

常規」事件的新聞歸類為突發新聞。在這研究中，突發新聞將被界定為犯罪事

件及意外的報道，這些新聞屬突然發生，但需要即時被報道。在這種情況下，

記者需在短時間內作出準確判斷、報道事件的能力，採用特定「常規」能協助

記者更有效率地報道這些突發事件，增加記者對事件分類及估計報道所需資源

的能力。新聞常規由諸多內在及外在因素所影響，新聞來源是眾多外力中最具

影響力的因素之一。 

另一選擇突發新聞為研究個案的原因，是因為突發新聞在回歸後因為政治、

經濟及科技的因素經歷劇變，由九十年代中期的黃金期，十多年後業界卻哀嘆



77 

 

突發新聞已死，96   探索突發新聞採訪模式和內容的改變，將更可了解階段性的

場域特點。 

根據場域理論，突發新聞是一種文化產品，包含了新聞場域的兩種對抗性

元素，一種是新聞專業；另一種是煽情內容 (Bourdieu, 1998a)，這兩個元素各

有其合法性原則，一方面是同業所認同、內化的價值和場域的專業原則；另一

方面是大眾的認同，以讀者數量和盈利來衡量。97  在專業性方面，作為文化產

品，突發新聞記者競爭最新的消息或獨家新聞，除此之外，基於競爭，同業有

的突發新聞也不能缺少。98 市場壓力令突發新聞追求煽情元素，以吸引讀者，

記者就新聞事件蒐集大量資料，當中不乏記者採訪到有關目擊者或受害人的獨

家資料，繼而將資料串聯成煽情的故事，令突發新聞內容更為豐富具體、更有

故事性。 

正如上一章所言，在香港回歸後報業的三個歷史階段中，第一階段是突發

新聞的蓬勃時期，新聞產製更重視商業邏輯，市場掛帥，競奪讀者，突發新聞

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產品，報館投入大量的經濟資本進行突發新聞採訪，突發

新聞的報道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得到提升，常常佔據報章的頭版及其他重要

版面。再加上報章新聞的本地化、去政治化策略，突發新聞變得更為重要。然

而，雖然突發新聞的內容變得更為具體和豐富，但為了吸引讀者亦加入了大量

的煽情元素，引來不少的批評和爭論。所以在這一時期，突發新聞最受經濟資

本和商業邏輯的影響，他律性較強，商業價值較高，文化價值較低。然而，進

入第二階段，網上新聞抬頭，報章市場開始萎縮，突發新聞更要面對官方消息

來源變動的挑戰。 

Bourdieu (1998a) 認為在政治權力對新聞的壓力方面，政府最能透過壟斷官

方消息來源影響新聞媒體。99  每日發生的突發新聞，包括意外，均可以被賦予

政治重要性，因為很多時候，這些突發新聞都會呈現一種負面感覺，讀者卻正

正是因為這些以社會事實為本的報道，認識周圍和社會，讀者的社會現實被這

                                                
96  林天悟 (2012，2月 6日)。〈突發新聞「關機」了！〉。《信報財經新聞》，A14。 
97 Bourdieu, P. (1998a).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pp. 70. 
98 Bourdieu (1998a), pp. 73. 
99 Bourdieu (1998a), p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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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日常新聞所建構，100 因此突發新聞對政府來說是具有重要性的。Gans (1979) 

指出，新聞消息來源對媒體內容有具大影響，在發掘新聞素材及內容建構的環

節中十分重要；Dimitrova 及 Strömbäck (2009) 認為新聞來源對可驗證新聞內容，

增加報道的可信性，並有穩定的資訊提供，減少截稿壓力，因此，新聞的專業

價值及時間限制都推使記者依賴官方消息提供機構 (Shehata, 2010)。基於價值

觀及既得利益的差異，記者及官方之間常出現「新聞價值」的角力 (Cook, 1998；

Dimitrova & Strömbäck, 2009)。一方面官方希望設定議題，另一方面傳媒卻要

保持專業及獨立，以抵消官方消息來源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傳媒與官方的關

係之中，同時並存了合作和矛盾 (Cheung & Wong, 2006)。如果政府可以藉科技

力量加強罪案和意外消息的操控，就可能更進一步控制突發新聞的產製，影響

人們的社會現實的認知和建構。 

自 1997 年回歸成為特別行政區以來，香港就一直經歷中港融合的過程，此

後政府就一直嘗試增加對傳媒的規管 (J. M. Chan & F.L. Lee, 2007：HKJA, 

2010)。香港記者近年對政府的不滿之一，就是官方完全控制了新聞消息發放的

渠道 (HKJA, 2007, 2010, 2012)。香港的傳媒高度依賴政府發放的資訊，C. C. 

Lee (1985) 早年的研究已發現回歸前的政府新聞處壟斷了政府新聞消息的發放。

本文就突發新聞的研究，將以警方和消防轉用數碼通訊的措施為焦點，探索突

發新聞記者如何在這樣的轉變之下，改變了慣習，影響了專業。 

警方和消防是發佈罪案及意外消息的官方機構，是突發新聞場域中重要的

行動者，決定了警方和消防數碼通訊系統的模式，和對傳媒發放罪案和意外消

息的政策和機制。根據 Cheung 及 Wong (2016) 的一項研究總結，世界各地的警

方在轉換成為數碼通訊系統時，就有關對傳媒的資訊發放，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一，有些執法機關採用沒有加密的數碼電台通訊，容許傳媒可以用數碼器材

收聽警方通訊 (Capitol Hill Monitors, 2000)。第二，有些地方的警方批准傳媒收

聽警方的加密通訊。在這兩種的情況之下，記者均擁有即時收聽警方通訊的權

利，與以往未曾數碼通訊之前的情況無異。不過在第三種情況之下，一些警方

                                                
100 Bourdieu (1998a), p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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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許傳媒直接收聽警方通訊，而選擇在網上平台上向傳媒發放有關罪案和意

外的資料，並通過警方的公共關係部門提供資訊，在這種模式之下，警方可以

完全操控有關資訊的發放，新聞傳媒角色被動。 

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香港的警方和消防採用了第三種模式，即是新聞記者

不能直接收聽警方和消防的數碼通訊內容，只能透過網上平台收取不實時的消

息，或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政府此舉限制了與罪案及意外相關資訊的流通，

警方和消防被新聞界批評選擇性並延誤發放消息，罪案資訊銳減，101 一些重要

的新聞元素，例如其他消息來源和新聞圖片，也因採訪被延誤而喪失，102 這對

突發新聞「常規」帶來負面影響，為業界所詬病。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突發新聞都受著科技因素的影響，社交媒體成為報

章重要的新聞發掘和發布渠道 (Bastos, 2015；Hermida, 2016；Thurman & 

Newman, 2014)，Cheung 及 Wong  (2016)發現，隨著香港警方和消防將通訊轉

為數碼化之後，社交媒體易成為報章發掘突發新聞消息的一個重要平台。所以，

科技對突發新聞的影響有三方面，一是數碼科技的應用，令警方和消防的通訊

系統不受記者監聽，記者被截斷了直接的意外和罪案消息來源；二是社交媒體

亦成為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三是改變了罪案和意外消息的發放和接收，人們

現在不需要透過大眾媒體，便可以從社交媒體或個人通訊平台上，獲得相關消

息。本文就突發新聞的研究，將以警方和消防轉用數碼通訊的措施為焦點，探

索突發新聞記者如何在這樣的轉變之下，改變了慣習，影響了專業。因此，研

究突發新聞除了可以探討政府權力如何利用科技影響新聞專業之外，亦可以了

解突發新聞記者作為個體行動者如何利用科技和社交網絡突破政府制度化的限

制。既可了解政治和科技力量如何改變了新聞場域和內部結構，也可探討機構

和記者如何與政府官方和科技力量互動。 

       English (2016) 將體育新聞放置於新聞場域之內進行研究和分析，分析並描

繪體育新聞工作者在場域中的位置，將場域資本、出版和內容策略放置在場域

的背景中進行分析，English 的研究方法包括訪問了 36 位體育記者，他們來至

                                                
101 東方日報 (2012 年 1 月 27 日)。〈消防跟風熄機‧社會勢陷黑暗〉。《東方日報》，A06。 

102 星島日報 (2011 年 6 月 5 日)。〈採訪受阻 削弱知情權〉。《星島日報》，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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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不同的新聞機構，此外亦分析了 4500 多份新聞報道，綜合這些數據為體育

新聞場域提供全面和實證的分析。本研究將會探討回歸之後，警方和消防 2002

年開始逐步轉為數碼通訊之前和之後，突發新聞的採訪和報道變化。本研究亦

會透過突發新聞記者的深度訪談和突發新聞的量化內容分析，下文將會另行介

紹深度訪談和內容分析的方法設計。 

  

1.2. 政治權力下的政治新聞 

 

       不少有關新聞範式的研究都以政治新聞為研究對象 (J. M. Chan, 1987；J. M. 

Chan & C. C. Lee, 1989；F. L. Lee, 2006)，事實上政治新聞是最能反映權力結構

變化的新聞產品。英國統治香港的七十年代，香港報章較不傾向政治新聞，後

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落實香港主權回歸，八十年代中至九七回歸前，香

港媒體開始關心與香港前途有關的政治議題， 政治新聞數量重要性大增。 

        1997 年香港回歸之後，香港市民關心的政治問題已經塵埃落定，大眾對政

治新聞的需求減少，加上 1995 年蘋果日報進軍香港市場，掀起突發新聞的戰火，

各大報章均企圖強化各自的突發新聞，以迎戰蘋果日報。然而隨著金融風暴，

香港經濟萎縮，再加上 2003 年基本法 23 條的立法爭議，並隨後 50 萬人上街示

威，董建華辭職下台，香港的政治議題增多，政黨的二元政治立場越趨兩極化，

政治爭拗升溫， 政治新聞又逐漸回溫，數量和重要性回升。 

根據慧科數據庫的資料顯示 (表五至七)， 相比 2004 年，《蘋果日報》、

《明報》和《星島日報》的政治頭條新聞在 2014 年及 2017 年均有所增多。

《蘋果日報》的政治新聞頭條由 2004 年佔頭版頭條的 19.28%，增加至 2012 年

的 40.27% 及 2017 年的 35.6%；《明報》的政治頭條由 2004 年的 28.81%，上

升至 2012 年的 44.26% 及 2017 年的 39%，《星島日報》由 2004 年的 24.18%，

逐步上升至 2012 年的 29.04% 及 2017 年的 34%。數據顯示，近年政治新聞的

重要性相比起回歸初期有所增加，而另一方面突發新聞的重要性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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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另外一個個案是香港報章的政治新聞，於研究突發新聞一

樣，研究者透過政治記者的深度訪談及量化和質化新聞內容分析，探討回歸之

後政治新聞的場域改變 。 

 

表五：2004 年報章頭條新聞比例 (資料來源：慧科資料庫) 

 突發新聞 政治新聞 經濟新聞 其他新聞 頭條新

聞總數 

蘋果日報 111 (30.58%) 70 (19.28%) 18 (4.96%) 164 (45.18%) 363 

明報 36 (10.17%) 102 (28.81%) 37 (10.45%) 181 (51.13%) 354 

星島日報 46 (12.64%) 88 (24.18%) 42 (11.54%) 188 (51.65%) 364 

 

 

表六：2012 年報章頭條新聞比例 (資料來源：慧科資料庫) 

 突發新聞 政治新聞 經濟新聞 其他新聞 頭條新

聞總數 

蘋果日報 41 (11.23%) 147 (40.27%) 2 (0.55%) 175 (47.95%) 365 

明報 16 (4.37%) 162 (44.26%) 11 (3.01%) 177 (48.36%) 366 

星島日報 23 (6.30%) 106 (29.04%) 41(11.23%) 195 (53.42%) 365 

 

 

表七：2017 年報章頭條新聞比例 (資料來源：慧科資料庫) 

 突發新聞 政治新聞 經濟新聞 其他新聞 頭條新

聞總數 

蘋果日報 80 (22.4%) 127 (35.6%) 28 (7.8%) 122 (34.2%) 357 

明報 33 (9%) 143 (39%) 52 (14.2%) 138 (37.7%) 366 

星島日報 12 (3.3%) 123 (34%) 118 (32.6%) 109 (30.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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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分析 

 

2.1.突發新聞量化內容分析 

 

新聞作品離不開他們生產的機構和社會背景 (Shoemaker & Reese, 2013)， 

亦包括記者自己的個人元素，因此新聞作品/產出可以成為探討新聞工作者和新

聞機構如何感知、定義和再現他們在場域中的掙扎的途徑或窗口。新聞內容分

析亦是了解新聞範式的其中一種方法， J. M. Chan 及 C. C. Lee (1989) 採用量化

和質化的研究方法，分析了 1131 篇報章的社評，根據內容的政治重要性、代表

性、主題、取向和不同時期的背景結構，檢視以中英聯合聲明前後的新聞範式，

並探討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類型報章的範式特點。103 Dardis (2006)、McLeod 及

Hertog (1999) 及 Shahin、Zheng、Sturm 及 Fendis (2016) 等學者研究示威新聞範

式，建立了多項檢視示威新聞報道範式的內容項目，例如不合法性、和警方的

衝突、民意、官方消息、目擊者等等，可見新聞範式可以包括報道新聞的內容、

取向和報道方法等等。 

本研究以量化內容分析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的方法將報章的突發

新聞進行分析，以便有系統地統計與描述各報在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的報道數

量、消息來源、表達手法和圖片使用等情況。 

  

選取樣本 

  

本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在三個發展階段中，各選取一個時段的突發新聞作

比較，分別是： 

(1) 第一階段 2002 年 2 月 1 日至 2003 年 1 月 31 日：突發新聞的蓬勃期，

但香港警方於 2004 年開始逐步實行數碼化通訊，2012 年 1 月底警方及

消防完成有關系統轉換。數碼化通訊前一年，即 2003 年，因為非典型

肺炎肆虐，新聞大幅報道非典，故此第一個時段的抽樣選在 2003 年 2

                                                
103 J. M. Chan & C. C. Lee (1989), p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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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非典爆發前一年，2002 年是未實行數碼化通訊之前，記者仍可監聽

警方通訊，獲得有關罪案和意外的即時消息； 

(2) 第二階段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第二時段的抽樣選在

系統轉換完成後的 2012 年 2 月，即警方及消防全面完成系統轉換，記

者自此不能再從官方獲得罪案和意外的即時資訊，與此同時，報章銷

量下跌，香港政治議題的討論日趨激烈； 

(3) 第三階段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這時段警方和消防完

成數碼化，並全面地實施新的資訊發放機制之後的第三年，突發新聞

被新機制影響後的運作已穩定，但香港的政治環境越來越複雜，社會

被各種政治議題所佔據，報章銷量急劇下跌，大部份市民轉向網上平

台尋求新聞資訊，亦影響了突發新聞的重要性和生存空間。與此同時，

香港的社交媒體用戶穩步上升，2005 年，香港的 facebook 用戶上升至

500 萬 (The Standard, 2016) ，相比 2000 年的 400 萬 (Helen, 2014)，上升

近 25%。研究這個時段的突發新聞，可以一併檢視科技和社交媒體對

突發新聞報道的影響，特別是在消息來源和圖片來源方面。 

  

選擇分析的報章 

  

目前，香港出版的收費中文日報共十二份，不少學者曾試圖將香港的報章

進行分類。C. C. Lee (1998) 認為香港的日報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中國官

方在港辦的三份報章 (下稱黨報)，包括《大公報》、《文匯報》和《商報》；

第二類是資訊性的報章，主要切合一些較有權力及影響力的小眾，提供一些中

肯並有根據的評論，當中包括《明報》、《星島日報》，《信報》及《香港經

濟日報》；第三類是故事性的報章，即大眾化報章，以大眾市場為目標而且銷

量龐大，主要報道煽情的突發新聞、馬經及色情內容，當中包括《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太陽報》、《成報》及《新報》。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分別選取各類別中的一份進行分析，分別為《蘋果日

報》、《星島日報》和《文匯報》。 



84 

 

根據 Tuchman (1973) 的意見，突發新聞是沒有特定的時間，基於意外事件

突然發生的性質，突發新聞的發生並不會隨日子而改變，因此本研究隨機選取

了每月雙數週的星期二作為突發新聞的抽樣樣本。換句話說，本研究選取了上

述三份報章在以上三個階段中，每個月的雙數週 (第二週和第四周) 的星期二中

所有突發新聞故事作為樣本，突發新聞故事定義為所有罪案或意外新聞的報道，

跟進報道及評論報道不包括其中。分析單位為一宗新聞故事，如果一宗故事有

三篇報道，仍屬同一宗故事。樣本合共有 1444 篇新聞報道(2002 年 659 篇；

2012 年 524 篇；2015 年 261 篇)。  

  

分析項目 

  

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將以新聞故事為單位，建基於(Dardis (2006)、Shahin、

Zheng、Sturm 及 Fadnis (2016) 及 Windhauser、Seiter 及 Winfree (1990) 的項目

之上，本研究分析下列突發新聞的項目： 

(1)  報章：新聞故事來自何份報章 

(2)  版面：新聞故事刊出的版面 

(3)  字數：新聞故事的總字數 

(4)  新聞種類：新聞故事屬於罪案新聞還是意外新聞  

(5)  受害人/傷者消息來源：新聞故事有否包含受害人/傷者消息 

(6)  目擊者消息來源：新聞故事有否包含目擊者消息  

除此之外，新聞圖片是突發新聞的重要元素，因此在量化的內容分析中， 

圖片的數目亦是編碼指標之一，和一般以新聞圖片作分析單位的研究有所不同 

(Huang & Fahmy, 2011；Stanley, 2012)，經研究者諮詢突發新聞記者之後，本研

究最後設立兩項有關新聞圖片的指標： 

(7) 新聞圖片數量：新聞故事中包括的所有圖片數量 

(8) 顯示傷者/死者的現場圖片數量：新聞故事中，有顯示傷者/死者的現

場圖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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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者主力負責編碼工作，為核證編碼定義的可靠度， 一位新聞系碩

士生協助在樣本中抽取其中三分之一時段 (24 天) 的新聞報道編碼，再計算編碼

可靠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在取得可接受的可靠度後 (各項目的 Kappa 值達

80% 以上，見表八)，本文研究者進行餘下編碼工作。 

 

表八：突發新聞內容分析編碼可靠度的計算結果 

編碼項目 Kappa 值 

新聞種類 0.982 

受害人/傷者消息來源 0.915 

目擊者消息來源 0.892 

新聞圖片數量 1 

顯示傷者/死者的現場圖片數量 0.888 

   (註. p ≤ .001) 

 

2.2.政治新聞內容分析 

  

為詳細了解報章在政治新聞報道上的轉變，本研究選取一個政治新聞議題

作量化及質化內容分析，以探討報章在政治新聞的標題、消息引用，新聞框架

立場及表達手法的情況。 

自 1997 回歸之後，香港奉行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 158 條，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有解釋權，香港自回歸以來至今，全國人大常委曾先後五

次就《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本研究選取了香港報章有關釋法事件的報道作

量化及質化的內容分析，原因有二，一是釋法事件涉及中央及香港的權力行使，

有助了解大權力場內中港二元權力變化對新聞場域的影響；二是五次釋法事件

可供長時段分析 (longitudinal analysis)，由回歸初期 1999 年第一次釋法事件，

至 2016 年最近期的第五次釋法事件，相關報道可供探討時段性的報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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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內容分析 

 

本研究的政治新聞量化內容分析以「目標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

式，選取五次釋法的相關報道作內容分析。選取的時段是釋法翌日及之前兩個

月的新聞報道，五次釋法時段分別為： 

(1) 第一次釋法（1999 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中居港權作解釋，推

翻香港最終審法院裁決 (抽樣時段：1999 年 4 月 27 日 - 1999 年 6 月 27

日) 

(2) 第二次釋法（2004 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中修改特首及立法會

產生方式作修改 (抽樣時段：2004 年 2 月 7 日 - 2004 年 4 月 7 日) 

(3) 第三次釋法（2005 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 53 條有關特首任

期作解釋 (抽樣時段：2005 年 2 月 28 日- 1999 年 4 月 28 日) 

(4) 第四次釋法（2011 年）：香港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有關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特區外交事務條文作解釋 (抽樣時段：2011 年 6 月 27 日

- 2011 年 8 月 27 日) 

(5) 第五次釋法（2016 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有關公職人員宣誓要

求釋法 (抽樣時段：2016 年 9 月 8 日 - 2016 年 11 月 8 日) 

由於本研究希望探討與權力中心距離不同、背景立場不同的報章在釋法事

件上的異同， 有別於上述突發新聞量化分析隨機抽選報章，本研究的量化內容

分析以「目標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式，選取了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立

場最不同的《蘋果日報》、兩份較中立的報章《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及

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黨報《大公報》進行內容分析。 

 

量化內容分析以新聞故事為單位，政治新聞的編碼項目建基於 Cross (2010) 

及 Lacy 等 (2013) 的內容分析項目之上， 項目如下： 

(1) 報章：新聞報道來自何份報章 

(2) 版面：新聞報道刊出的版面 

(3) 字數：新聞報道的總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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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政府消息或引言 (具名或匿名)：新聞報道中是否有包括來自香港政

府的消息或引述香港政府人士說話 (具名必須顯示政府人士名字，匿名

須顯示政府消息，據悉、據消息不列作政府匿名消息) 

(5) 中方消息或引言 (具名或匿名)：新聞報道中是否有包括來自中央的消息

或引述香港政府人士說話， 包括中央政府官員、人大及政協代表 (具名

必須有中方人士名字，匿名須顯示中方/中央消息，據悉、據消息不列

作中方匿名人士消息) 

(6) 建制派人士消息或引言：新聞報道中是否有包括來自建制派人士的消

息或引述，不包括政府官員 (必須具名) 

(7)  民主派人士消息或引言：新聞報道中是否有包括來自民主派人士的消

息或引述 (必須具名) 

 

本研究選取了上述四份報章在以上五次釋法時段中，所有要聞及港聞版的

新聞故事作為樣本，不包含社評、評論及副刊內容。分析單位為一宗新聞報道。

樣本合共有 1478 篇新聞報道 (1999 年 174 篇，2004 年 385 篇，2005 年 650 篇，

2015 年 25 篇，2016 年 244 篇)。一位新聞系碩士畢業生再就其中 30% 的新聞

報道 (448 篇) 進行編碼，各項目的編碼可靠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 均可接受 

(各項目的 Kappa 值達 70% 以上，見表九)，本文研究者除後進行餘下編碼工作。 

 

表九：政治新聞內容分析編碼可靠度的計算結果 

編碼項目 Kappa 值 

港府人士消息(具名或匿名) 0.820 

中方消息(具名或匿名) 0.797 

建制派人士消息 0.721 

民主派人士消息 0.832 

   (註.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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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內容分析 

  

政治新聞的質化內容分析方面，本研究分析了《蘋果日報》、《明報》、

《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報章在 1999 年第一次釋法和 2016 年最近一次

釋法事件中，釋法當日和翌日的新聞報道及社評 (詳見附錄)， 1999 年四份報章

兩天共 47 篇報道，2016 年兩天合共 82 篇報道，合共 149 篇 (表十)。 

 

表十：《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報章在

1999 年第一次釋法和 2016 年，釋法當日和翌日的新聞報道數目 

 蘋果日報 明報 星島日報 大公報 報道總數 

1999 年 5 9 14 19 47 

2016 年 22 12 12 36 82 

 

質化內容分析重點包括標題、新聞框架、取材角度、消息/發言的引述和用

字，以及報道立場等。 

 

3.  深度訪談 

  

I. Schultz (2007) 指出，編輯或記者在場域理論之中是行動者，這些個人是

具有社會性的， 他們的行動與其在場域之中的關係性位置有關。另一方面，要

知道記者們有關新聞範式的認知，需要了解他們對新聞工作的想法和新聞工作

理論，特別是他們共同認同的價值(Pan & Chan, 2003)，104  上述文獻回顧提及

學者對新聞專業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認為環境場域會塑造專業，慣習和作業

實踐的準則會被環境潛移默化，是以新聞報道的立場會靠向權力中心；另一方

面認為新聞工作者仍存在自主性，憑其專業的實踐，可以制衡權貴。回歸之後，

香港的傳媒環境和報業均出現轉變，突發和政治新聞記者的專業實踐如何反應

                                                
104 Pan, Z.,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pp.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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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場域範式的變化？他們的慣習和專業準則又有否因此隨波逐流？本研究將

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探討上述問題。 

 

3.1.訪談問題 

  

根據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兩種類型，本研究的深度訪談分別依據下列開放

式問題進行： 

 

突發新聞 

(1) 回歸後的突發新聞採訪報道有何改變？ 

(2) 上述改變的最重要原因是什麼? (請提出及解釋，並提供例子) 

(3) 警方及消防轉換數碼系統之後，對突發新聞的採訪有何影響？ 

(4) 針對新的通訊機制， 突發新聞記者有何應對策略？是否有效？現時的採

訪模式與以往有何不同？ 

(5) 政治、經濟、科技等對突發新聞的採訪報道有何影響？ 

(6) 回歸後的報業，新聞工作者與政府的關係如何？ 

(7) 總體來說，突發新聞的專業有何變化？ 

政治新聞 

(1) 回歸後政治新聞的報道有何變化？ 

(2) 導致上述變化的原因何在？(請提出及解釋，並提供例子) 

(3) 政治及經濟等因素對政治新聞的採訪報道有何影響？ 

(4) 就上因素的改變，報館的立場、編採政策有否轉變？(請提出及解釋，並

提供例子) 記者如何面對這些變化？ 

(5) 回歸後的報業，新聞工作者與政府的關係如何？ 消息來源有否改變？ 

(6) 科技對政治新聞的採訪和報道有何影響？(請提出及解釋，並提供例子) 

(7) 總體來說，政治新聞的專業有何變化？ 

研究人員會因應受訪者的答案調整問題的次序，有需要時會邀請受訪者解

釋答案或提供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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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抽樣方法 

  

深度訪談是傳媒研究中常見的研究方法，把已歸納整理的報道文本，跟新

聞工作者作深入訪談，可以探討現象的形成過程，例如新聞工作者對議題的看

法、報道時的客觀性、分析其在報道中使用的字詞，句子是否另有意義。通過

訪談，也可反映新聞組織運作的狀況。深度訪談可以使用兩種抽樣方法選取訪

談對象，分別是開放性抽樣和關係性抽樣。開放性抽樣並沒有就訪談對象設針

對性抽樣準則，好處是能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涵蓋的對象，為研究問題提供最

廣泛的資料，了解從「事件文本」至「新聞文本」的產製過程。本研究採用關

係性抽樣，針對地選擇訪談對象，分別訪談不同新聞組織 (黨報、資訊報、大

眾報)的高層管理 (如總編輯、副總編輯、助理總編輯等)、中層管理 (如採主、

組長等) 及前線工作者 (首席記者、高級記者、記者)，為問題提供全面的解釋，

並了解不同層級就慣習和專業準則的異同。  

為研究警方和消防轉換數碼通訊之前與之後的變化，本研究共訪問了 15 位

資深突發新聞工作者，他們的年資都必須在 15 年以上。另一方面，權力結構的

變化對政治新聞的影響，本研究亦訪問了 15 位政治新聞工作者。這些受訪者都

包括了 3 位高層管理人士、9 位中層管理人士及 18 位前線記者，由本論文研究

者直接邀請，或由受訪者推介。訪問由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進行，

由本文研究者擔任訪問員，訪問時間由 45 分鐘至 86 分鐘不等，除了其中兩名

受訪者不接受錄音之外(只答應面談筆錄)，所有訪問皆有錄音，並隨後將錄音

內容撰成訪問對白，由於訪問內容牽涉大量報章內部機密，為保障所有受訪者

的利益，因此所有內文中的引述皆以匿名編碼取代。 (A – 大眾報突發新聞工作

者；B – 資訊報突發新聞工作者；C – 黨報 突發新聞工作者；D –大眾報政治新

聞工作者；E – 資訊報政治新聞工作者；F – 黨報政治新聞工作者) 

 

本研究共訪問了 15 位突發新聞工作者，匿名編碼名單如下(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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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突發新聞工作者的編碼名單 

編碼 報章類型 職級 年資 

A1 大眾報 高層管理 29 

A2 大眾報 前線 16 

A3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3 

A4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8 

A5 大眾報 前線 19 

A6 大眾報 前線 31 

A7 大眾報 中層管理 24 

B8 精英報 前線 30 

B9 精英報 高層管理 35 

B10 精英報 前線 31 

B11 精英報 中層管理 30 

B12 精英報 前線 17 

B13 精英報 前線 24 

C14 黨報 前線 22 

C15 黨報 前線 17 

  

本研究共訪問了 15 位政治新聞工作者，匿名編碼名單如下(表十二)： 

 

表十二：政治新聞工作者的編碼名單 

編碼 報章類型 職級 年資 

D1  大眾報 前線 2 年 

D2 大眾報 中層管理   17 年 

D3 大眾報 前線 4 年 

E4 精英報 前線 16 年  

E5 精英報 前線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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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精英報 前線 5 年 

E7 精英報 前線 9 年 

E8 精英報 高層管理 30 年 

E9  精英報 前線 2 年 

E10 精英報 中層管理 10 年 

E11 精英報 前線      5 年 

E12    精英報 中層管理            23 年 

E13  精英報 中層管理 10 年 

F14   黨報 中層管理         10 年 

F15    黨報 前線 5 年 

 

 

3.3.分析方法 

 

通過文本的分析，可以為訪談提供深入的資料，而訪談又可以為文本資料

進一步解說 (孫曉娥，2015)。訪談資料將根據研究問題進行歸納及總結，提煉

概念，釐清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於訪談可以衍生成大量的文本性資料，本

研究將利用紥根理論對資料進行比較、分析。紥根理論是把實證研究和理論建

構聯繫，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建構理論，理論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

open coding，逐行閱讀訪問觀察、訪談或文本所得的原始資料，分門別類；其

次是 axial coding，依據研究問題，標示和分辨類別，最後是 selective coding，

綜合類別，根據理論，建構概念和關係 (Strauss & Corbin, 1990)。套用此方法，

可深入了解新聞工作者對外在力量角色和影響的想法、新聞工作的組織運作及

記者身分專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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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突發新聞的場域和內容變化 

 

本章節主要綜合深度訪談和量化內容分析的結果回答研究問題(一)，探討

以突發新聞為個案，探討政治、經濟及科技等權力在香港報章新聞回歸後的三

個階段中，如何導致作為文化產品的突發新聞產生變化，了解這些權力的變化

怎樣改變機構行動者的應對策略、記者的慣習和專業地位。  

 

一、政府利用科技重塑場域規則 

 

1.  警方操控機制壟斷資源 

 

在強大的科技力量推動之下，警方和消防數碼化通訊系統是世界的大勢所

趨。香港警方和消防作為在大權力場中的強大機構行動者，在應用數碼通訊科

技時，可選擇不同的方案讓記者繼續獲得資訊，不過警方最終選擇了最不利新

聞傳媒的一種方法，將記者拒諸門外，不容許傳媒收聽通訊內容，而是透過網

上平台發放不實時的罪案或意外消息，記者亦要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所有

受訪者均表示，現有機制使記者失去以往的作業優勢，警方使用科技結合制度

性的做法，將新聞機構行動者及記者個人行動者重置於場域中的不利位置，根

本性地削弱了新聞傳媒的資訊資源，控制了突發新聞的資訊獲取。 

  受訪者指出，警方和消防通訊數碼化之前，記者透過收聽警方和消防的通

訊，基本已可以全面收聽有關罪案及意外的資訊，包括警方和消防的行動。掌

握全面的資訊可以令記者從中發掘新聞，決定哪些事件具有新聞價值值得跟進，

哪些事件是重要新聞需要加調人手採訪，亦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獲得第一手消

息和圖片：  

以前基本上可以聽到警察和救護員的對話，可以知道事件有沒有傷亡，

警方有沒有增援，封了那條街，甚至救護車車牌號碼。透過通訊，甚至

可以聽到他們的語氣，知道事件是否嚴重，而且可以 ongoing (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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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整件事，譬如在大車禍中傷亡人數的增加，我們都會聽到，猶如電

影裡面的情節。(A7) 

截聽警方通訊時，純粹從對話內容我們已經可以判斷事件有沒有故事性、

是否有趣味，是否重要，記者可以決定是否採訪者這宗新聞，因為在通

訊內容中，已經可以知道【事件】是否有特別的【新聞元素】，給記者

作出足夠的判斷。(A4)  

以往，在突發新聞的採訪上，除了有較充分的資訊可以判斷是否派人採訪，

也可以在重要的涉事人物未離開前趕抵現場。由於是第一時間同步聽到消息，

可即時派記者去現場做採訪： 

很多時比警員更快到場，當時現場可能還未被封鎖，我們去到就可能採

訪到很多資訊。(A4)  

通訊數碼化之後，受訪者慨嘆此舉杜絕了他們從源頭直接獲得罪案和意外

的資訊，因為記者再不可直接聽到通訊內容，只可等官方發布，令他們感到蒙

在鼓裏(A2、C15)，跟從前的作業方式成為對比： 

完全係對比，以前我們什麼都知道，現在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以前我們

透過聽通訊已經可以接觸大部分的新聞消息，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什麼時候才知道，是否會知道，都由警方控制，他們選擇不講、延遲講、

選擇性地講，都是由他們控制，最初的時候我們也曾投訴，後來情況有

改善，不過也只是在程度上改善，整個機制都是沒有變化，總之是他們

全面控制了。(B13) 

 Kvasny 及 Truex (2000) 指，當引入一種科技的時候，可提供機會給主導的

行動者透過一些操控的機制去壟斷或控制一些稀有和有價值的資源，令各方在

拉鋸中，確保他們在場域中獲得更有利位置。在突發新聞的個案中，有關意外

和罪案的資訊就是價值的資源，當警方和消防在引入數碼通訊科技時，選擇了

加密的技術，並且不容許作為另一行動者的記者分享科技的使用，壟斷新的通

訊科技，再推出一些控制的機制，由警方決定了資訊發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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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號暴力與文化仲裁 

 

Kvasny 及 Truex (2000) 認為資訊系統的開發其實是一種「符號暴力」，包

括用科技去推行決策，一些限制和否定某些人使用科技的決定，以及監視或控

制的科技手段，均可讓開發者扮演文化生產者的角色，將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加

諸於這些科技產品或服務的用家。105 兩位學者又指出，「符號暴力」亦可以透

過科技的使用，推動一些新規範 (norms) 的形成，以作非正式的控制文化生產。 

 

2.1.靠警方關係獲得有利資訊。 

 

有記者表示，要和警方保持良好關係，才可以在制度以外獲得有關突發新

聞的資料或線索： 

雖然有其他渠道(提供消息)，但十宗可能只有三宗，七宗都是由警

方主導，要了解多些，要靠警方朋友主動提供資料，單靠官方

「正路」【常規】資料是不成的，要靠私下關係。(A1) 

其實警方都很幫忙，有時會主動通知拘捕行動，不過要建立好的關

係，有些警方朋友會私下發一些資料給一些報館， 警方也希望多些

正面報道，報館希望多些資訊，互利互惠。 (B9) 

不過，受訪者表示，由於這是機制以外的協助，警方不會一視同仁，「對

幾家報章比較客氣，會主動知會。」 (A7) 然而，受訪者形容關係是施惠式的，

警方像一家之主，「像爸爸話事，同以往記者主動話事，差很遠。」(B8) 和警

方向關係好的報章可獲提供機制以外的資訊，報章則以較正面報道回報，這正

是 Kvasny 及 Truex (2000) 形容的「符號暴力」之非正式控制手段。透過使用

「符號暴力」，警方可以重新塑造新聞場域中機構行動者的位置，為爭取警方

在罪案和意外方面的消息，一些報館會拉近與警方的距離，相應地在報道上作

出一些變化，例如「少些批評警方的做法」(A6)，而一些與警方關係相對一般

的新聞媒體，在場域中的位置所獲得的突發新聞資源相對薄弱，不利文化產製，

                                                
105 Kvasny & Truex (2000), p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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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與同業競爭，因為「對手獲得較多警方消息，有時有獨家新聞，或者獨家

內容」(A2)。 

與此同時，警方亦在新聞場域中扮演了「文化仲裁」的角色，加強了新聞

場域的他律性，削弱了專業自主性。根據 Kvasny 及 Truex (2000)，一個場域的

自主程度其中一個決定因素，是場域可否獨立地建立或擁有一套文化的判斷準

則，令這套準則具合法性106。在突發新聞的個案中，突發記者原本有他們一套

判斷的準則，決定報道或不報遁一宗罪案或意外事件，使之成為新聞。然而，

警方和消防使用數碼通訊科技，並引入新的資訊發放機制之後，警方成了資訊

的擁有者和把關者，決定了什麼事件可以有機會成為新聞，什麼資訊屬於新聞

資訊，資訊發放是根據警方的準則，而不是記者的專業準則。有受訪的高層感

嘆： 

現時絕大部分的新聞都要依賴警方提供，警方卻將他們的規範加諸於新

聞界，【突發】新聞的數量少了，種類亦少了。 (B9)  

 

2.2.  延誤簡化消息發放 

 

本研究發現，警方透過新科技推行新的資訊發布機制，決定了記者什麼時

候可以透過什麼方法獲得或不獲得罪案或意外事故的資料，讓記者不能執行意

外和罪惡消息的傳遞這個文化生產者的角色。所有受訪者均指警方和消防現時

採用的機制延誤罪案和意外事故消息的發布，而且資訊過於簡單，令突發新聞

的採訪困難： 

【警方和消防】消息發放遲，一般遲幾小時，最少也遲半小時，

去到現場時，所有涉事的人都離開，可能只有一架爛車，有時甚

至連車都被拖走了，那還有什麼可以拍攝？還要不要採訪下去？ 

(A2) 

網上通報的事故只有「牌頭」【即事故類別，如傷人或交通意外】

及簡單地址，無內容，沒有資料可了解事故是否嚴重及有否死傷

                                                
106 Kvasny & Truex (2000), p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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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PPRB【警察公共關係科】是公關，不是前線人員，不知道案情，

還是要問來問去。(A8) 

好多資料都不會告訴你，比如最簡單的地址、門牌號碼是不會讓

你知，大廈名稱不會說，只會說甚麼街 1-10 號這樣，或者有些敏

感的事件，只會說街道名，連街道號碼也沒有。(A4) 

所有受訪者均認同突發新聞的數量下降，包括了他們每日處理的新聞數量，

及每日見報的報道數量。本研究的量化內容分析結果檢證了受訪者的觀察，在

樣本中(見表十三)，突發新聞的數量在警方和消防通訊數碼化後持續下降，

2002 年，在警方和消防專用數碼化通訊系統前，《蘋果日報》、《明報》和

《文匯報》三份報章在抽樣的時段共有 659 宗突發新聞報道。2012 年，當警方

和消防完成系統轉換，這段時期是官方和傳媒就新機制的磨合期，傳媒常常投

訴警方和消防發佈消息不足，時間延誤，三份報章在抽樣時段共有 524 宗突發

新聞報道，較未轉換系統之前數量下降；2015 年，即是系統轉換後的第三年，

理論上官方和傳媒就新機制的磨合期已經完成，發放機制和頻率應該趨向穩定，

不過數據顯示，在這一年的抽樣時段中，三份報章只有 261 宗突發新聞報道，

數目大幅下降，相比未作系統轉換之前 2002 年的階段，跌幅超過一半。數據亦

顯示，在三份報章之中最重視突發新聞的《蘋果日報》，突發新聞的下降幅度

最大，跌幅接近六成半。 

 

表十三：2002、2012及2015年的突發新聞樣本數量 

 突發新聞數量 總數 

蘋果日報 明報 文匯報 

年份 

2002  378  195 86 659 

2012 271 155 98 524 

2015 122 81 58 261 

總數 771 431 242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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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指出，現時一宗罪案或意外會否被報道主要是看事件能否在現有的

官方通報機制篩選下「生存」(C14)： 

以前有幾十單交通意外，我們可以選擇當中較嚴重的去做，現在是取決

我們有否被通知。 (B9) 

記者不知，採訪不到，就算重要的新聞也未必有機會被報道，更何況是

一般突發事故。 (A5) 

 

2.3. 警方篩選消息 

 

此外，受訪者亦投訴警方和消防對罪案和意外事故消息進行篩選，指警方

不會發布所有消息，「初初轉制時發放消息極少，我印象中一日不足十宗，是

以往的二十分之一」(A3)，後來經新聞傳媒連番投訴之後，發布消息增多，不

過，「多是新聞價值很低，沒有用的，報館不會刊登的事故」(C15)。有突發組

高層表示，警方和消防篩選機制並不清晰，不過審查是明顯的： 

某些種類的新聞少了，由於聽不到機， 有些事故被審查掉了，他

們【警方】認為值得報道才通知你，有時又遲了，無線索可跟，

也沒有什麼可再報道。採訪的時機差了，某些種類的新聞少了。

特別是罪案新聞，比以前少。(B9) 

好明顯存在篩選，完全篩選得很厲害，網上「牌頭」顯示的，10

宗【事件】，有 9 宗都是無價值的，例如店舖偷竊，小車禍等等，

如有大新聞可能不公布或延遲公布。(A1) 

受訪者指警方會以私隱或妨礙案件調查為理由，傾向不發布某些罪案

事件消息，例如風化案 (A1、C14)，又會多發布有關主動採取行動的事件

資訊 (B13、C14)。 

很多時當事件涉及政治、名人的時候都不會出現在牌頭之中，一

些風化案，他們是沒有出牌頭的，或者是遲些才通知，那麼警方

便可以爭取時間調查。(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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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聞就多了，例如掃毒、掃黃，我們叫「招呼料」，即是一

些警方預先知道或者主動採取行動的事件，我們去報道也是為了

招呼警方，搞好關係，內容千篇一律，大新聞少了，特別是罪案。

(B13) 

受訪者的觀察與量化內容分析的結果一致，在三段時期的樣本中，罪案新

聞與意外新聞的數量及百分比均有下降趨勢 (表十四)，在 2002 年的樣本中，罪

案突發新聞的數量為 453 宗，比例約佔七成，意外新聞為 206 宗，佔約三成；

在警方和消防通訊數碼化後， 在 2012 年，罪案新聞的比例下降至約六成，共

324 宗，而意外新聞則上升至近四成；及至 2015 年，罪案新聞的比例下降至四

成，只有 110 宗，而意外新聞則上升至近六成。數據顯示，罪案新聞的比例，

自警方轉換數碼通訊之前持續下降，而意外新聞的比例卻上升。 

 

表十四：2002、2012及2015年罪案/意外新聞數量及百分比 

 罪案/意外新聞數量及百分比  

 罪案新聞 意外新聞 總數 

2002年 453 206 659 

 (68.7%) (31.3%)  

2012年 324 200 524  

 (61.8%) (38.2%)  

2015年 110 

(42.1%) 

151 

(57.9%) 

261 

 

 

2.4. 新機制不利記者專業實踐 

 

在警方和消防使用數碼通訊之前，記者可以獲得充分資訊，在突發新聞的

採訪和報道方面作多方面的專業判斷，知道事故發生時，他們可以判斷事件是

否值得報道，在現場可以判斷誰是目擊者，根據現場尚有的證據，判斷怎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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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場的警員，判斷怎樣拍攝現場圖片，以大量新聞圖像還原事實 (B8)。現時

的機制對記者的專業實踐造成困難： 

現在我們很難做判斷，因為網上提供的資料太有限，我們要向警方多

番查詢，才獲得基本資料，基於有限的資料，決定是否派記者採訪，

有時候去到現場，才發現只是輕微事故，沒有新聞價值。(C14) 

記者有時候去到現場，環境證物和目擊者都沒有了，很難作出判斷如何跟

進採訪，或向警方問什麼問題，更難拍得好照片 (B5)。有受訪者舉例說明現時

突發記者在採訪中遇到的困難： 

例如，「牌頭」只顯示是火警，你打去問警方，他們只補充說是

冷氣機火【火警】，你要憑經驗問有幾多人報警，如回答是 20 多

人，你便知道是重要事故了，但當你派人去採訪時，火已熄了，

不過因為有很多鄰居在街上，你仍可問到很多消息。不過，有些

火警，你去到現場，目擊者都走了，火警是怎樣發生的，你是不

知的。(A2) 

受訪者指出，現在突發記者失去自主，記者角色「可以用被動去形容，變

成好被動，所有資料都要等。」(A3)：另一受訪者也說： 

以往可以聽取通訊時，記者的角色好主動，好主動去作出即時反應，主

導一宗新聞的採訪。自從不能聽取通訊後，所有事情都要很花時間，很

間接，繞很多路，現在記者真的很被動。(A7) 

記者在新聞採訪中的主導性和自主度減低了，失去場域中的有利位置，被迫更

依賴政府的權力機構 

 

二、重拾場域據點的應對策略 

 

 Kvasny 及 Truex (2000) 指出，行動者為了避免在新科技的應用過程中被奪

去位置，就要想辦法建立不同的應對策略107，這個案研究中發現，政治權力(警

                                                
107 Kvasny & Truex (2000), p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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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在應用新通訊科技的過程中佔據了有利位置，受訪者同時指出，報館機構

和記者作為行動者亦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 

 

1.  市場萎縮削突發新聞 

 

面對警方通訊數碼化和新機制的挑戰，報館機構作為新聞場域的重要行動

者，需要作出被動或主動的反應，報館曾派出代表與警方和消防磋商，游說官

方改變現有機制 (A7)，有受訪者指出，在新機制之下要做好突發新聞，需要更

多人力，然而，面對報章市場在千禧年之後日漸萎縮，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產品，

對讀者的吸引力弱，能再轉化成為經濟資本的能力也有限了，「報館老闆對再

投入資源在突發新聞上有審慎的考慮」(B9)，在突發新聞對讀者的吸引力每況

愈下的情況下，老闆當然不願意再作大量投資，不少受訪者甚至指出他們的機

構削減了突發記者的人手，由有兩成到一半不等 (A1, A4, A5, B8)，有受訪者感

嘆： 

如果以行業來看，突發新聞是一個高成本運作，人手、採訪車、儀器等

等都需要大量金錢，不過現在不景氣，報章本身已經銷量低，突發新聞

又不如以往一樣能吸引讀者，因為轉了通信系統之後，大新聞少了很多，

商人投資的傳媒，說到底還是要賺錢，既然突發新聞不如以往般有價值，

那自然不會繼續投資下去。(A7) 

 報館高層在衡量突發新聞和其他新聞的價值後，往往會選擇不同的策略，

將報章版面重新安排，減少突發新聞的版面，將版面留給其他更吸引讀者的新

聞產品(A7)。此外，他們亦會調整突發新聞的策略，由於在現行機制之下，每

日的突發新聞數量減少了，報館會撥出人手負責作新聞的跟進報道，把採訪突

發性即時新聞的人數比例減低(B8)，此外，也會調撥更多人手在網上發掘新聞

消息，減少成本(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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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者的應變策略 

 

突發記者因應新機制，亦有不同的應對策略。首先，因應現行機制制定新

的作業規範和流程： 

有個新系統出現，最初真是有些束手無策，很被動。後來慢慢摸索方法，

慢慢地，就自然有一套方法去適應、去做。因為警方給予的消息太簡單，

不知道什麼是重要或不重要，慢慢地，你會找到一套判斷方式，去處理，

去查詢，試下試下，有些有效就繼續用。(A3) 

不會亂去採訪的，只派人去有把握的，近記者位置的，看有沒有可能拍

到第一時間的照片，不過有時都要靠估，沒辦法。(C14) 

此外，某些報館的記者會結成聯盟，互通消息，分工去現場採訪，知會其他盟

友。(C15) 

  為了爭取主動權，記者會發掘其他罪案和意外事故的消息渠道，利用新的

資訊科技，吸引讀者提供資料，或在網上社交平台發掘資料，甚至進行採訪。

有些報章設有專線，如讀者遇到突發新聞事件，或者其他有趣味的故事，讀者

如提供到照片或影片，都會有報酬 (A3)， 有報章「每日最少會用一條讀者消息」

(A4)，因為「現在市民人人有一部手機，有時他們第一時間在場，比警察更

快。」(A3) 

 此外，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有不少群組可以提供資料，「例如由駕駛者建

立的一個群組叫『小心駕駛』，有交通消息，有車頭錄影片段」(B10)，新聞界

利用這些流動性社群，獲得重要線索，知道事件的情況和嚴重性，判斷是否採

訪，甚至直接取片報道 (A4)。有受訪者表示： 

有幾個 Facebook 群組，個別超過十萬人以上。我們每日都會持續瀏覽這些

群組，如果發現有新的消息，就會自動自覺 PM【私人訊息】發佈消息的人，

問一下他是否就是照片或相片的擁有人，因為我們一定要核實消息來源，

如果是他拍攝的，我們就會當他是目擊者採訪。(A7) 

有受訪者表示，監察社交媒體可補充因為警方新機制而無法或減少取得的資訊，

包括照片及目擊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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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把照片或影片發佈在 Facebook，如果是他們自己拍攝的，他們即是

第一身目擊事件發生，那麼我們會叫他們講一下現場的情況。現時我們往

往去到事發現場已經找不到目擊者，反而這些群組可以幫我們找到一些目

擊者，前提是照片或影片真的是他們拍攝，不過如果他們說謊我們也沒辦

法，畢竟我們不是在現場找到他們。(C14) 

在警方轉換數碼通信之後，由於警方及消防在發布信息時會延後，記者往往趕

到事發現場，目擊者可能已經散去，現場可能已經清場，因此受訪者指出，他

們較以前難以採訪目擊者或傷者，亦很多時無法拍得現場照片。社交媒體這些

突發消息平台，正正彌補了機制不足，成為他們日常依重的消息渠道。 

 

三、新聞服膺科技場域的邏輯 

 

警方和消防的數碼化科技通訊轉換，對突發新聞造成影響。但記者利用科

技，又可以對突發新聞的採訪帶來好處。現在一人一手機，廣大市民亦可成為

記者，拍攝新聞圖片，傳給報館，或上載到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有受訪者甚

至表示，社交媒體「拯救了突發新聞」： 

科技進步，智能手機真是救了突發新聞，現場市民拍到任何相片或影片，

對我們來說都是珍貴的，因為這是一個有圖有真相的風氣，在這樣的現

實之下，這些相和影片是可救命的。 (A2) 

社交媒體對記者的專業實踐變得非常重要，這些平台的消息是突發新聞的

重要消息來源，故記者要在各大平台註冊成為會員，以便採訪新聞，甚至要以

這樣的身份在社交媒體平台訪問圖片或消息的發佈人，他們甚至要加入群組，

方便聯絡發放消息的人，也可當作閒聊，「與報消息的人閒聊，當作現場第一

身訪問」(A3) ，以互聯網的運作邏輯來進行新聞採訪。記者以往的日常作業常

規最重要是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取得第一手照片，採訪目擊者，但在互聯網和

社交媒體年代，他們的日常作業常規有改變了： 

人人都是記者，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怎樣能夠取得市民第一時間拍攝的照

片或影片。有任何罪案或意外發生時，只要有旁人或路人，就會有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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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提電話拍攝，他們一定比我們快。以打架事件為例，就算我們第一

時間趕到現場，都一定不會影到兩個人在打架當中，事實上能夠影到相

已經是萬幸，那麼誰會影到打架的照片，一定是路人啦，他們拍得影片，

一般都會放上 Facebook，所以說人人都是記者，我們靠的就是這些還原

現場情況的資訊，今時今日在網上很多。(B12) 

        

科技對突發新聞來說有利也有弊，綜合受訪者的意見，科技對他們的挑戰

主要有四方面。第一，由於要兼顧網上新聞，報道更為追求速度， 有時候影響

了他們的核實工作；第二，社交媒體上資訊泛濫，來源成疑； 第三，為了追求

點擊率，除了要快之外，新聞的題材和內容都受到網民的興趣和意見所影響：

第四，獨家新聞變得困難罕有。 

一，在互聯網的社會中，讀者可以在社交媒體平台接收不同的新聞消息，

哪一個媒體能夠提供最新的新聞消息，就有較大可能被讀者閱讀瀏覽，如果發

佈新聞的速度較其他同業慢，讀者便可能放棄閱讀。由於要盡快上載新聞到社

交媒體，記者的壓力增加，他們必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盡快成稿上載，有時甚

至只能作有限度的資料核證 (B8)，有記者表示： 

以前記者寫完稿一定要給採訪主任看，再經編輯排版，編輯會看，

甚至重大的新聞會給老總去看，現在不會，沒有經多重編輯去審稿，

簡單的新聞可能經一個同事審閱就會出街。(A5) 

即時新聞都鬥快 Push【推送】 上去，要先上載，否則會輸人一步，

又給上司責怪。(A4) 

二，雖然記者從社交媒體獲得了照片、影片及目擊者消息，不過社交媒體

的資訊對記者來說也有潛在危機： 

社交媒體上這些所謂的照片或者影片，要怎樣去用去判斷就要看記者的

功力，要小心，單憑一張照片，沒有前因後果，就如同一件打架事件，

原本是雙方打鬥，影片卻可能只拍攝了甲打乙，如果只根據影片去判斷，

直接寫出嚟，很容易出錯，過往亦有行家曾經因為這樣出錯， 所以一定

要很小心。(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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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上媒體講求點擊率，此一指標甚至決定一些新聞故事是否值得跟進

採訪，「很多時都是看一宗新聞的點擊率再決定做多大」(A5)，例如： 

一單風化案，如果以前做報章就簡簡單單一小段就算，因為事主、

相片唔出得，但現在這些新聞點擊率高，就會做多些街坊訪問，又

會做些犯案者心態，詢問下專家意見。(A3) 

譬如一宗交通意外，那個網民說我見到傷者被撞到飛起，我們很多

時會直接引述他的說話，因為他都算是第一身見到事件，雖然他只

說看到傷者被撞飛，但實際上飛得幾高？飛得幾遠？是無從稽考的。

不過如果你考慮了標題的吸引力，你就會覺得他的說話很有吸引力，

可以直接用在網上新聞的標題中，因為要催谷 hit rate 【點擊率】。

(A7) 

網民的意見亦會影響記者報道新聞，因為很多時候網民都會在社交媒體上批評

記者的報道，挑戰記者報道的真實性，所以記者往往寫新聞時會估計網民有可

能的反應： 

現在的世代不同了，沒有人，包括記者可以主導新聞內容，自從有了網

絡之後，很多人都沒有了權威性，記者的權威性也減低了，你報道新聞，

你發放資訊，很多時會受到網民的挑戰，質疑你的資訊是否出錯。(B12)  

四，Bourdieu (1998a) 新聞產品的競爭，是爭奪最新的新聞或獨家新聞(頁

73)，以往是否有最新的新聞只有競爭對手才知道，但社交媒體的盛行令人人都

是記者之餘，人人都可以秒速轉發資訊，限制了記者獲得獨家新聞的機會： 

現在就慘了，個個都懂得上網，個個都想在網上威風，我都想第一時間發

放或轉發消息，照片常常在 facebook 和 whatsapp group 上流傳，當我們在

多於一個群組見到同一張照片，就知道沒有獨家了。(A7) 

為了適應科技場域的邏輯，快速的邏輯，有時甚至犧牲新聞場域的專業邏

輯。社交媒體的邏輯不但影響了新聞的選題、新聞報道的規模和跟進，新聞報

道的速度，核實的質素，甚至影響了標題和內容的選詞用字。受訪者指出，報館

用社交媒體的資訊，或多或少與經濟原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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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傳媒行業萎縮，報館可能認為有手提電話，有社交媒體就可以得到

很多資訊，會編排人手專門負責監察社交媒體，出去採訪的人少了，覺

得不需要這麼多記者。(C15) 

人手短缺，就自然取易不取難，在網上見到有消息，查證的功夫不夠也

直接報道，這種問題最多見於即時新聞，因為要快，要搶時間，要和行

家競爭，所以一見到消息，很多時候就直接報出來。(B8) 

在有限的經濟條件和人力資源的限制下，在社交媒體找尋新聞源頭和資訊是大

勢所趨，有時服膺互聯網的邏輯也是無可厚非。 

 

四、被削弱的文化產品 

 

1.  外在力量改變了產品質量 

 

  深入訪談的結果顯示，外在力量包括警方的制度和科技的力量，改變了突

發新聞的產制和內容。本研究發現，上文提及，受訪者指突發新聞在警方實施

數碼化通訊之後，失去許多重要的新聞元素，無法維持其質量和吸引力。在官

方通訊數碼化之前，記者可以完全有較大機會接觸並採訪傷者或目擊者，現在

則欠缺資訊，加上延誤發布，能接觸到這些重要消息來源的機會少了： 

以前可以透過通訊內容大概知事件的發展，例如傷者是否已送院，

去到哪間醫院，我們是否有機會訪問到傷者，有誰還在現場，又可

以去哪裡跟進採訪。(A3) 

有時趕到現場，目擊者走了，有沒有傷者也不知，要懇求警員，才

知道有否傷者，送了去哪間醫院。(A7) 

 

量化的新聞內容分析顯示，在三段時期中，引述/傷者或目擊者消息之新聞

故事數量和比例有所變化 (表十五和表十六)。在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的新聞數

量及百分比方面，2002年有引用的是17.8%，2012年輕微下降至15.8%，2015年

則大幅下降至9.6%，在新聞報道中能夠引述道受害人或傷者的比例不足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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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三段時期的樣本中，引用目擊者消息之新聞故事數量亦有變化，

2002年有引用的是21.9%，2012年下降至13.2%，2015年則稍微回升至16.5%， 

根據受訪者的意見，目擊者消息的上升可能與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尋找到目擊網

民有關。 

 

表十五：2002、2012及2015年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的新聞數量及百分比 

 引用受害人/傷者消息新聞數量及百分比  

 沒有引用 有引用 總數 

2002年 542 117 659 

 (82.2%) (17.8%)  

2012年 441 83 524  

 (84.2%) (15.8%)  

2015年 

 

236 

(90.4%) 

25 

(9.6%) 

261 

 

表十六：2002、2012及2015年引用目擊者消息的新聞數量及百分比 

 引用目擊者消息的新聞數量  

 沒有引用 有引用 總數 

2002年 514 144 658 

 (78.1%) (21.9%)  

2012年 454 69 523  

 (86.8%) (13.2%)  

2015年 

 

218 

(83.5%) 

43 

(16.5%) 

261 

 

突發新聞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現場照片，以前突發記者可以透過警方通信第

一時間同步聽到消息，即時派人趕赴現場採訪，「有機會快過警員到場，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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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間的照片。」(A5) 現在新通訊系統令有質素的現場照片少了，新聞欠缺

吸引力：  

現在的圖片一定沒有以前那麼具震撼性，根本是少了許多震撼性圖

片，應該這麼說，根本圖片就少了。如果事件的時間持續性不長，

你去到【現場】，基本重要的人和物都沒有了，傷者也影不到，沒

有什麼機會可以拍到好的照片。(A3) 

在三時段的突發新聞報道樣本中，照片的平均數量有所變化(表十七)，

2002 年的照片平均數量是 1.32 張；2012 年的平均數量下降至 1.09 張；2015 年

回升至平均 1.33 張。此外，在三時段的突發新聞報道中，現場死者/傷者照片

的平均數量也有不同，2002 年的照片平均數量是 0.45 張；2012 年的平均數量

銳減至只有 0.19 張；2015 年輕微回升至平均 0.26 張現場死者/傷者照片。 數據

顯示，警方和消防員全採用數碼通訊之後，2012 年，突發新聞的照片量最少，

至 2015 年則有回升趨勢，這可能與受訪者提及，記者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找到較

多的照片和影片，彌補了機制帶來的影響，只不過是記者作業的模式改變了，

又趕赴現場攝得照片，變成要在互聯網上找尋照片。 

 

表十七：2002、2012及2015年突發新聞報道中使用照片及現場照片的平均數量 

 平均數量  

 照片(所有照片) 現場死傷者照片  

2002年 1.32 0.45  

2012年 1.09 0.19  

2015年 1.33 0.26  

 

 

2.  競爭力銳減的文化產品 

 

基於上述的新聞元素減弱，突發新聞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在香港警方和消

防實施數碼化通訊之後，無法維持其質量和吸引力，與其他新聞產品(如政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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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和法庭新聞)比較，競爭力銳減，數量和重要性均有下降。有受訪者指出，相

比以前，現在突發新聞價值低，內容簡單，吸引力大降： 

現在的新聞，種類單調，多是交通意外、糾紛，很沉悶，日日如是，

沒意思，沒價值，不吸引。當其他的新聞更為豐富和吸引，如政治

新聞、法庭新聞，突發新聞就被比下去，此消彼長，報館投放在突

發的資源和版面都少了，於是又少了人採訪，形成了惡性循環。

(A4) 

讀者覺得不貼身，沒興趣看，一到了開編輯會，相比其他新聞，突

發新聞不夠競爭，爭不到版面，版面讓給其他新聞了。數碼之前，

突發新聞較豐富和吸引，有大新聞，有特別新聞，有趣味新聞，但

現在沒吸引力，很多稿最後不被採用，爭不到好版面。(B8) 

突發新聞的吸引力少了，相對其他新聞類型，突發新聞的競爭力也隨著內

容減弱。本研究的三段時期樣本中，置於頭版的新聞比例有所下降 (表十八)，

在 2015 年的樣本中，沒有任何突發新聞置於頭版，反映了突發新聞作為一種文

化產品在新聞場域的重要性下降了。正如一位受訪者說：「一個新聞故事再好，

沒有了有價值的資訊或圖片，也就大打折扣，一宗新聞是否重要，讀者是從記

者筆下的事實和圖片去判斷的，甚麼都沒有，又怎會覺得重要！」(C15) 

 

表十八：三時段 (2002, 2012, 2015)中置於頭版的突發新聞樣本數量 

 置於頭版的新聞數量 總數 

2002年 13 659 

 ( 2% )  

2012年 6 524 

 ( 1% )  

2015年 

 

0 

( 0% )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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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一些重視突發新聞的報章透過出色的突發新聞報道可獲得讀者的支持，

可以將突發新聞作為文化資本轉化成經濟資本之外，這些報館也成為突發新聞

的專業與權威，從而獲得了專業賦予的的合法性，獲取符號資本，被同業推崇

肯定，亦可增加與外部勢力的議價能力，例如向警方及政府有關部門索取資訊

和獲准進行現場採訪。現在突發新聞的內容被弱化，這些機構的專業實踐被改

變，新聞吸引力減弱，以致未能有效將文化資本轉化成經濟資本，與此同時，

專業性和權威性均有所下降，文化資本也未能轉化成符號資本，突發新聞作為

文化資本的價值大大下降，這亦說明了為什麼報館作為機構行動者不甚願意在

突發新聞上投放經濟資本，結果形成惡性循環。 

 

 

五、後真相的突發新聞資訊 

 

場域的改變令記者較難獲得全面的突發新聞資訊，隨著來自傷者或目擊者

的第一手消息減少，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現場零碎的二手消息，以及網上獲取的

零散資訊，在經由記者判斷之下組織成新聞報道，再加上要處理網上即時新聞，

報道內容更顯得支離破碎。有受訪者慨嘆：「今時今日的突發新聞，也不知是

否能稱得上是新聞了」(B11)。 

 

1. 零碎滾動的「事實」 

 

受訪者指出，由於警方提供的消息非常簡單，要完成一篇報道需要大量的

跟進工作，然而報章要兼顧網上新聞，為了不被競爭對手搶先，就算報道內容

非常單薄，只得寥寥幾句也湊合成為篇，倉卒上載。其後再獲得其他新聞資訊

時，會再發新稿，但可能只是加上一兩句文字，重複度高，資訊性少； 

很多網上突發新聞都很短，但一定要快，否則比其他報館搶先，就更加

沒有人看，其後如果有新的資訊，就再加上一兩句，一天可能出到數次，

事實上每天都沒有太多新消息，但你不看完，你又不知道來龍去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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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很多時候，你看完數段不同時間發出的消息，也不會知道太多事實。

(B12) 

反正就是不斷更新，少許新材料都會更新一篇稿，這與我們以往只是做

報章新聞的做法非常不同，零零碎碎，斷斷續續，沒有辦法，都要適應，

網上新聞最主要是鬥快，不是跟你鬥全面詳盡。(A6) 

有受訪者認為以往報道新聞是根據記者採訪的專業實踐和邏輯，新聞報道

是依循時序性，然而在社交媒體年代，記者的專業實踐受制於社交媒體的特徵，

記者一方面在這些平台獲得一些斷續的資訊片段，另一方面因為要快，當獲得

資訊就要發布，於是新聞也變得斷斷續續。有受訪者舉撞車事故為例(B12)，以

前，記者未去到現場之前，可以透過聽警方通訊知道和跟進事件的發展，到場

後就是記者的親身採訪和見證，整件事是延續連貫的的，有前文後理及邏輯。

(B12)，但現在透過網絡獲得的事故消息又有不同： 

但是現在你會在網上社交媒體，陸陸續續看見不同人發放的信息，你只知

道發放的時序，並不知道獲取信息和拍攝的時序，記者就要推敲判斷，重

組事件，也因為如此我們在網上發布的新聞也是這樣一段一段的。(B12) 

有受訪者表示，由於他們不是第一首採訪，只是透過一些片段式的資料， 當中

很可能會有一些遺漏，當新的資料在網上出現時，他們就會再出補充，受訪者

形容是新聞的「前傳」，最主要是補充遺漏，盡量將故事完整： 

我們以前跟進新聞是故事的後續，但現在那些所謂的真相陸陸續續在網上

出現時，新聞出現了很多前傳，其實就是補充我們之前遺留的事實。 (A7) 

上述受訪者描述這些碎片式的報道、滾動的事實，以及新聞前傳等等，都是互

聯網和社交媒體年代零碎新聞的特徵。 

 

2. 混入情感意見的「真相」 

 

受訪者指出，突發新聞的內容愈來愈受網民的意見和情感影響，一方面是

由於新聞的消息非常依靠網上的社交網絡平台，另一方面，記者是否會跟進或

如何跟進一宗突發新聞往往會受網民的意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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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交網絡既然成為了突發新聞的重要消息渠道，這些消息自然會受

社交網絡內容形態所規範，網民上載有關意外或罪案消息時，很多時會滲入個

人的情感和意見，甚至有時候是情感和意見多於事實。記者在擷取這些消息時，

有時候因為沒有其它消息和內容，逼不得已將網民在社交網絡上所寫的意見和

所表達的情感，變成引文或報道內容的一部分，甚至內容的大部分，以免令報

道內容太單薄；此外，有受訪者指出，具有情感和意見的突發新聞報道，往往

更受網民和讀者歡迎，因此有時候難免會將網民的情感和意見加進報道之中，

務求令內容更為吸引： 

有時候那些所謂消息其實就是一張圖片再加上網民自己的評論意見或者

情緒表達，網民不是記者，他們目睹意外或罪案時，不會懂得如何發掘

事實，所以他們的消息，充其量是由他們的角度和觀感。(B8) 

好多時候網民的意見或者情緒反應都可以獨立成為一段稿，你不去寫你

不引用，也會有別的報館使用，久而久之，個個都是那樣做，慢慢成為

慣例，除非網民對事件沒有特別意見或反應，否則我們一般都會加多一

段稿，寧願多，好過漏。(A5) 

基於社交網絡平台上的資訊特點，以及記者上述這種專業的意識形態和實

踐，網上新聞甚至報章新聞常常出現具「後真相」特色的突發新聞內容，參雜

了意見和情感於報道之中，事實的比例則越來越少，記者有時甚至被網上輿論

牽制，影響了報道的角度和選材： 

現在很多人在網上發表輿論，Facebook 或者其他平台都有好多輿論， 記

者看多了有時都會被輿論牽住，或多或少都會受影響，避免觸動網民情

緒，例如在一宗虐兒案中，當個個網民都說小朋友可憐的時候，就算採

訪得知小朋友不太聽話，你也不敢寫出來，因為輿論都會話父母不對，

你在處理新聞時也會避重就輕，免得招來聲討。(B11) 

改變了的專業實踐慣習，使另類事實透過記者採集和處理社交媒體上的資

訊，進入突發新聞報道的場域之中，成為真相的一部份，當記者採用了這些另

類事實，就象徵行業接納和肯定了這些意見和情感成為「另類事實」的正當性，

形成了「後真相」的專業意識形態，對此，受訪者大嘆「逼於無奈」。(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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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是新聞的新聞 

 

受訪者表示，在社交媒體的年代，很多時一些記者以往覺得不是新聞，或

者不像新聞，甚至根本是假新聞的新聞，也進入了新聞場域，原因是網上世界

的大眾對新聞資訊的定義改變了。受訪者指出，現在網民都覺得拿著手提電話

就可變成記者，將自己的主觀情緒放入了新聞裏面，他們沒有所謂的新聞專業，

覺得「眼見」、「有相」就是真實，「有片有真相，有圖有真相」(B12)。當這

些圖片及影片得到大量網民注意或留言的時候，記者就自然要跟進，但這些未

必全部都是新聞。(A3) 

網上的資訊實在太多了，資訊的來源比以前多，也不可以說是變質， 只

可以說是來源多了，新聞的性質闊了，不同類型的新聞故事，比以前多

了。以前我們入行可能只有車禍、謀殺、傷人、打劫....那些新聞的【種

類】是很少，但現在不同嘛，現在的新聞......即如飯餸多了很多一

樣……現在是圍繞人的新聞會比以前多了。(B11) 

現在就算是突發新聞也會看網絡世界裏面大家最關心的事情，譬如虐待

動物，虐貓、虐狗，這些有關動物權益的事情，在網絡世界很受關注，

以前這些根本是小事，根本不算是新聞，現在既然網民喜歡，反應好，

就會變成新聞了，間接推動成為突發新聞的一個主流題材。(B12) 

以上的受訪者指出，社交媒體的信息量龐大，網民的興趣廣闊，令到新聞的種

類增多了，性質擴闊了，多了以圖片為本、以人為本、以興趣為本的新聞，但

受訪者卻感嘆新聞變質了。  

除此之外，互聯網上充斥虛假消息、舊資訊，很多時會對記者造成挑戰，

但網上新聞因為要講求速度，這些假消息、假真相、舊資訊仍有機會成為網上

新聞，甚至被「再報道」： 

現在人人都做記者，什麼疑似欺騙欺凌事件都會放上網，但這些是否真

實呢？有幾多成係真？又有幾多成係假？讀者係唔知，要記者去求證，

雖然有相，但可能係很多年前的事，結果又被報道一次。(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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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在真相紛紜的今天，記者的專業仍然存在，只不過是更加考驗核

實的功夫和堅持，有受訪者認為，核實成為專業新聞的底線：  

網上的虛假新聞消息一定有，多不多？大概十宗裏面有一兩宗，其實都

不算多，不過，一般來說記者都會核實，真正在報章上看到的非常少，

但是網上新聞的出錯機會就相對多，因為核實的時間比較短。今時今日，

記者最重要的角色是追查和核實，假消息這麼多，專業更加重要，如果

新聞是假，對當事人有影響就不好了，一宗都嫌多啦，講真。(B8) 

我覺得今時今日，社交媒體資訊泛濫，記者太輕易得到信息，當中有真

有假，我反而覺得新聞專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就是操守，核實求真，

如果連這最基本都做不到，基本操守都沒有，就枉為記者了。(A1) 

受訪者認為，社交媒體盛行下的突發新聞，被挑戰的不只是專業實踐，更是專

業操守，假若失去底線，便是真正的「新聞已死」了。 

 

 

六、小結 

 

研究問題(一)探究外在力量，包括政治、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力量，怎

樣改變了突發新聞的場域？怎樣塑造記者的慣習和專業？怎樣影響了突發新聞

報道？ 

        本研究突發新聞的個案發現，回歸之後，政治、經濟和科技力量均影響了

突發新聞的場域，令新聞報道和專業受到威脅。原本突發新聞記者在新聞場域

中，在發掘和採訪突發新聞方面佔據主導和有利位置，並且在這位置上能作出

專業判斷，是文化仲裁者，決定什麼事故值得被報道成為新聞。九十年代中期

的突發新聞是「熱銷」的新聞產品，報館老闆願意投入資本，為求突發新聞能

更快、更準、更豐富。然而突發新聞這樣的優勢，在今天的新聞場域已是蕩然

無存。 

  對突發記者來說，新聞消息是重要的專業資本，回歸之後，政治力量使用

科技力量行使「符號暴力」，透過新科技、新機制，掌控了突發事故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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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了記者的專業資本。資本的控制令警方在突發新聞的場域佔據有利位置，

設定場域的文明及不明文遊戲規則，制定機制、掌控傳媒關係。 

        手握場域資本的警方擔任了「文化仲裁」的角色，將他們對突發新聞的判

斷準則加諸記者，甚至社會大眾之上，由警方決定什麼罪案或意外事件能夠通

過現有機制，進入新聞場域，有機會成為新聞，為大眾所知道；負責仲裁的警

方又將一些事件消息篩掉，讓這些消息不能進入通訊機制和新聞場域之中，記

者和大眾也因為警方的篩選而毫不知情。 

Bourdieu(1998a) 如果要知道記者能說什麼、寫什麼？什麼是有價值？就必

須要知道記者在這場域中的位置。108  當場域發生變化時，行動者的位置或會

改變，就算行動者處於同一位置，原有位置的優勢和劣勢都會發生變化，屬性

和慣習也會隨之改變。政府的做法削弱了記者的專業實踐，作業常規被顛覆，

專業判斷被窒礙，令記者在新聞場域中失去有利位置。新機制剛推行時，記者

在重整作業常規上摸索，為保專業位置，籌謀應對策略，包括依靠讀者消息、

到醫院守候、結盟等等。不過，無論受訪者的訪問或是量化的新聞內容分析，

均顯示突發新聞的數量、內容和重要性均降低。 

 市場力量和商業邏輯令突發新聞雪上加霜，原來市場導向的報業是新聞為

商品，在報章市場萎縮的情況之下，突發新聞的內容又變得單薄、不吸引，產

品價值下降，報館自然不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突發新聞，寧願將版面撥給其他

新聞產品。另一方面，面對紙媒市場不濟、社媒當道，報館更加重視網上新聞

及社交媒體上的新聞發放，在商言商，網上新聞的點擊率是報館的重要經濟資

本，可以招來廣告投放，報館重視點擊率，對突發記者就構成壓力， 要鬥快鬥

「爆」。 

  對於突發新聞場域來說，科技的影響是兩極的，上述所言，政治力量結合

科技力量箝制了傳媒的資訊資本；科技力量驅使經濟力量追捧點擊率，兩者皆

令突發記者的作業常規受根本性的打擊和影響。但另一方面，科技力量又讓記

者可以在政治力量的箝制下，找到另外一條通往新聞消息的道路，有受訪者甚

至形容社交媒體上的消息是拯救了突發新聞。  

                                                
108 Bourdieu, P. (1998a). p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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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條「救命索」就把突發新聞的採訪報道拉向科技場域，突發新聞的

採訪和報道越來越服膺科技場域的邏輯，新聞發佈消息的節奏、形式和內容都

慢慢與科技場域的遊戲規則接軌，並透過新聞實踐，接納和間接肯定了意見和

情感作為另類事實的正當性。         

        政治、經濟和科技力量共同將突發新聞推向去專業化的境地，警方的新資

訊機制對突發記者的專業實踐帶來摧毀性的影響；市場力量令報館不願意在突

發新聞投放資源，又驅使新聞要更快更吸引要換取點擊率；科技力量給予突發

新聞生機，卻又令新聞的專業邏輯漸漸服膺科技場域的邏輯，凡此種種轉變，

都影響突發新聞的專業產製。不過，受訪者亦指出，正因為社交媒體年代信息

爆棚、真相容易被混淆，因此，更加需要專業記者的核實，更加需要記者專業

的操守。 

        Bourdieu (1998a) 指，記者在場域中的位置和他們的自主度是相對的，位置

決定了自主度，自主度的變化也影響了記者的位置。109 上述的情況象徵新聞場

域更加靠近政治、經濟和科技力量，更大程度地受這些力量的影響，場域的他

律性增強，而自主性減低。 

        再改變了的突發新聞場域中，突發新聞產品也出現巨變，新聞的數量減少，

罪案新聞的比例下降，內容單薄，消息來源收窄，現場圖片減少，還原事實效

果減低。另一方面，受到科技場域邏輯的影響，突發新聞出現了後真相的面貌，

新聞事實變得破碎凌亂，情感意見不但左右了記者的事實報道，更加入報道之

中，變成事實的一部份。  

 

 

 

  

                                                
109 Bourdieu, P. (1998a). p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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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治新聞場域的變化 

  

  

本章主要透過深度訪談及新聞報道內容的分析，探討香港回歸以後報業政

治新聞的場域變化。所有受訪者均認為回歸之後香港傳媒環境和記者的工作環

境轉差，當中有九位形容近年環境變得惡劣，綜合 15 位受訪的政治新聞編輯和

記者的意見，發現無論傳媒機構以外的因素、機構運作與新聞編採均出現變化。 

  

一、權力結構和關係變化 

  

受訪者認為香港報章行業的政治新聞報道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他們首要提

出報章傳媒面對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轉變。受訪者認為董建華年代對新聞傳媒

比較包容，來自政治方面的干預比較少，政治新聞的空間較大，而且當時報館

的經營環境比較好，不像現在情況這樣慘烈，「傳媒生態成個轉變哂」 (E12)。

下文綜合各受訪者的意見，探討政治新聞場域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變化。  

  

1.   強大的國家政治權力 

  

受訪者指出，政治權力的増強最為明顯 (D4、E10、E12 )，他們認為中港

以及香港內部的權力關係改變很大 (E12，E8)，特別是中央駐港機構在傳媒方

面的角色、手段和影響愈來愈明顯 (D4、E10、E13)： 

我會覺得是權力關係的問題，以前我感覺香港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

沒有很刻意介入傳媒事務，沒有這麼頻密地找你去傾去講。 (E12) 

我覺得覺壓力未必來自特區政府，而是來自西環【中聯辦】或者中央會

比較多些。(E13) 

        有受訪者指香港的新聞自由發展與香港社會政治氣候掛鉤， 每個社會

政治重大轉折的時刻，傳媒一定首當其衝 (E8，D4，E12)，他們指出 2003 年及

2012 年是香港政治權力與傳媒關係的重要轉變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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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係一國兩制的分水嶺，也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分水嶺。03 年之前，

基本上中央和香港政府的人很都強調兩制。當日，姜恩柱做新華社社長

及中聯辦主任的時候，有哪些人會記得他？這些中央駐港官員不會常常

出來說三道四，是隱形的，他們奉行一國兩制，也很強調兩制。(E8) 

03 年係一個分水嶺，50 萬人遊行，董建華下台之後，不少事情都變得政

治化， 但那段時間的政治新聞是最多，因為爭拗增加，見報自然增多，

市民又關心，令政治新聞數量相對增加…….我覺得北京因素對傳媒影響

大了，梁振英或曾蔭權末期開始都有，北京因素影響好強，特別大國堀

起，話語權大了，傳媒都會受影響。(E12)。 

改變是由 2012 年開始，這是中央整個對香港政策的改變，是內地加強了

對香港媒體的管控。(D4) 

受訪者認為，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政策定位，對兩制的看法，對香港的策略，

和中國在整個世界的權力崛起，均影響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傳媒政策亦包含

其中。根據文獻回顧，2003 年香港出現非典事故，與及 50 萬人上街；2012 年，

特首梁振英上場，香港市民上街集結反對及推翻國民教育政策。 

受訪者指出，中央權力機構會使用拉攏與挾逼的策略去操控報館 (D2、E8、

E10、E12、E13)， 拉攏的方法主要包括宴請傳媒老闆和高層及提供新聞消息等

等：   

回歸初期沒有這麼明顯的，但你現在見到，中聯辦主任會請傳媒老闆去

中聯辦參加酒會，這般赤裸裸的做法是以往沒有的.....機構高層可能直接

收到來自中央北京的指示或消息，包括中央對某些事件或人士的看法，

甚至指定的權威消息。(E10) 

 近年，好明顯係傳媒的高層、中層會跟中聯辦有聯繫，聯繫不是什麼勾

結，但至少代表有溝通、會打電話來放風、傳媒會向他們索取消息、會

不停去探聽中央消息，他們的介入，對我們的政治新聞報道影響越來越

大。(E12) 

受訪者指出，上述這些情況近年很多 (E13)，透過影響報館的老闆和其利

益，然後把改變反映在報章的編採上 (D2、E6、E10、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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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老闆是政協的，當然有工作(任務)要做，收了北京的任務，下面的人

要做嘢。 (D2) 

我覺得近年老闆開始要靠向西環那邊，我不知是否叫交差，或者覺得是

好來好去，今次我幫你沒有壞處，那下次我問你取消息，你也會幫幫忙，

這樣就會多了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新聞價值的報道，所謂吹風的內容，

但傳媒都好願意幫他們寫。(E13) 

與此同時中央駐港權力亦會向傳媒施壓，例如直接譴責傳媒老闆和高層，

基於政治、個人利益或公司利益的因素，老闆或高層會顧忌這些指責：  

真的會很直接教訓你做得不好，寫得不好，不滿意你的報道。那麼傳媒

的高層會顧忌他們，為什麼會顧忌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基於個人利益，

也可能是擔心沒有了消息來源，或者還有其他原因，擔心沒有廣告的問

題，各樣原因都有可能，高層怕沒有了消息來源，又怕公司得失中央，

報道做得不好，又可能怕廣告被打壓，生存空間被打壓，我們做報章的

其實很容易被人打壓，害怕被人打壓，這種心態個個人都會有，像走鋼

線一樣囉。(E12) 

面對來自中央權力的積極干預，新聞工作者受到壓力，步步為營，甚至感

到恐懼：  

政治環境變了很多，真是很難做，份工變得很難做，即是有步步為營的

感覺，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錯，有否寫錯，我又未見到表面上因為政治

因素被解僱的，不過你也會害怕，同時會問自己我這樣去拿捏新聞是否

有違專業？這種恐懼和掙扎有時真的令我覺得很難支撐。(E10) 

 我們公司的文化仍然會讓我們報道，但是過程會比較麻煩，如有麻煩的

時候你就會少做一些報道，或者做得小心些。不過我有聽說報道刊出之

後，西環會有人向高層打電話反映問題，又或者在外面一些場合見到的

時候會暗示你反叛，又未至於有什麼後果，不過你會有無形壓力。(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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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府權力中心的改變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的權力中心亦改變了與傳媒的關係，奉行與回歸初期

不同的傳媒關係策略。回歸之後香港政府的權力架構改變了，新增了局長、副

局長一職，令政府高層中非公務員出生的官員增多，這些非公務員體系的高層

官員，沒有承襲公務員文化，更多奉行長官旨意 (E13)。近年，作為場域之內

的政治權力行動者，特首與新聞統籌專員積極在場域內佔據有利據點，用各種

手段，包括操控與攏絡，企圖塑造有利的場域特徵，開啟了部分受訪者形容為

政治新聞的新年代。 

有受訪者指出，特首基本上對傳媒排擠，盡量減少與傳媒的溝通，同時奉

行非友即敵、「敵我分明」的傳媒策略 (D4)， 將眾多報館機構一分為二，友好

機構被視為政府所用，特首與新聞專員會直接與機構的老闆和高層溝通，給予

消息，甚至指示新聞報道，「明刀明槍」(E8)；被劃分為敵對的機構則遭受全

面排擠，常常被隔離在政府資訊之外 (D2、D4、E10、E12、E13)。  

我覺得香港政府過去也有問題，選擇性去友好、放風、不公平.....梁振英

年代更離譜，他的親疏有別不只是放風問題，基本上是和傳媒老闆親疏

有別，這個是大問題，特首是老闆，那麼你下面的公務員，官員也會如

此，下面的公務員不敢不跟著做。(E12) 

我覺得以前年代的政府都想透過新聞統籌專員去干預新聞的角度，不過

他們就做得高明一些，他們會給予多些資料讓你自己去做一個有利他們

的報道。梁振英年代就明刀明搶，有時會直接講希望你怎樣寫。(E8) 

受訪者指出，政府這種做法令政治新聞的報道空間收窄，新聞刊出前可能

有指示電話，刊出後可能有指責電話，受訪者表示曾有同行分享，報館老總

「收到電話指示，之後成個報道不見了。」(D4) 記者指政治新聞比從前更難報

道。 雖然報館機構受到來自中央和香港政府權力的壓力，不過有受訪者表示，

相比之下，中央政治權力對傳媒的影響更大，傳媒很難脫離中央政府的影響範

疇 (D4、E10)，「我覺得沒有一間報館可以脫離中央的影響。」(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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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權力結合經濟手段 

  

除了政治環境之外，香港外在的權力結構和關係也經歷變化， 政治權力日

漸強大，經濟權力服膺， 特別是香港的中資機構資金增多，令政治權力更容易

操控經濟權力，可以結合經濟手段影響傳媒，甚至打擊傳媒。 

說及經濟利益，當權者就容易辦通過廣告來箝制你，很明顯的是《蘋果

日報》在廣告方面已基本等同沒有，一份銷量十四萬的報章，廣告只是

寥寥可數，剩下薄薄的一份，其實是非常荒謬的。(E8) 

一些不合作的報章在經濟上會備受打擊， 廣告量下降，除了中資廣告絕跡， 

一些與內地關係緊密的商戶也在這些報章減少廣告投放 (D4)， 一些反對中央和

香港政府最厲害的報章，受到的經濟打壓就越大。  

《蘋果日報》不會有中資廣告，其實《明報》都沒有中資廣告啦，都不

是很聽話的報章，所以不會有很多廣告，一般來說商家、機構買廣告，

支持哪些傳媒，其實都要看他們的老闆，我覺得北京因素在近年，以至

未來十年八年，影響會更大。(E8) 

回歸之後，報章的經濟環境越來越惡劣，讀者人數、廣告、銷售均下跌，

傳媒的生存空間本來已經非常困難，出現了裁員的情況 (E13)，在經濟嚴冬的

時候，報章更難抗拒政治權力的經濟手段。受訪者認為，這些打壓手段對一些

傳媒是有效的，特別是一些距離政府關係不近不遠的傳媒，面對經濟打壓，有

些報章選擇屈服，在新聞編、採上作出改變，以求獲取更多廣告，甚至吸引中

資投資者收購：  

打壓完的日子，主觀上我覺得那張報章是變了，變得更加謹慎，取材、

擺位、標題，都保守很多。(E8)  

大家好想做好報章的形象等人收購，而大家覺得最大機會收購報章的是

中資。(E7) 

另一方面，有些報章會藉此時機，爭取與政治權力良好互動，以獲取更多

經濟資本，並在場域內佔據更佳的位置，以獲取更多資源和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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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我做一個聽話的傳媒，你都可以話做一個聽話的傳媒可以保障到

一些廣告，事實上好明顯你見到有些報章多了很多中資廣告。(E11) 

在政改、雨傘運動和七警案的時候，會好明顯見到支持政府的報章獲得

更多的廣告，至於這是因為報章的立場吸引到這些廣告，還是這些廣告

令報章的立場改變，這就很難說了。(D1) 

  

二、新聞機構行動者的位置變化 

  

當場域內的政治經濟權力變化，場域的權力結構和關係亦會隨之改變，行

動者會因應主動或被動改變場域內的據點，採取不同的策略。與此同時，行動

者會在新的據點形成新的屬性，作出不同的行動。 

  

1.    主動佔據與被動改變位置 

  

在改變的場域結構之中，各個位置和據點的優勢和劣勢都會隨之改變，佔

據某一據點而獲得的資源和資本也會出現變化。上一節提到政治權力利用政治

或經濟等手段，企圖拉攏報章，因此靠近權力中心的據點，會獲得更多的政治

資本 (老闆的政治任命)、文化資本(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獨家消息) 和經濟資本 (收

購或廣告投放)，越遠離權力中心的位置，則較欠缺這些資本，不利報章生存。

與此同時，報章原本在場域中佔據的位置亦因此受到影響，原本位置所佔的優

勢可能因為結構改變而失去，這種結構性的改變逼使報章改變據點，根據受訪

者的觀察，近年報章的立場取態越來越清晰，多了親政府和親建制的報章媒體：  

坦白說，現在媒體、行業面對的問題，是已經「歸邊」，近幾年也是，

那間是親建制的媒體、那些是沒有這麼聽話的媒體，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E12) 

只可以說，在傳媒機構之中有一些框框、這些框框是根據他們的立場，

而事實上，一些傳媒 take side【立場歸邊】在近年是多了的。(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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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取更多資源和資本，或維持原有優勢，有些行動者會主動作出改變，

改變在場域中的原有位置，企圖佔據更有利據點。  

以前個別報章的立場是較為親近政府，行內人稱「憲報」，即是一定是

最新獲得政府消息。近年多了「憲報」，【這些報章】要符合「憲報」

這個身份，就必須繼續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有時一些過了線的要

求也要應付。 (E10) 

近年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大議題，不是說你想做，去問就會有政府消息，

譬如在報道政改的時候，只是剩下一份非常親政府，關係非常好的報章

才會有政府消息。(E5) 

改變據點之後，報章行動者需要作出配合這個位置的行為與反應， 即是更

多有利政府的報道，受訪者指某些政治新聞專欄，基於性質有別於一般新聞，

可以不講求平衡客觀，個別內容有時候猶如政府的新聞稿：  

某些報章就是比較多港府消息人士、接近中方消息人士的分析，其實幾

份報章都有政治專欄，專欄不同於一般新聞，不需要講求平衡。有些報

章的政治專欄，其實內容有八成九成題目是以政府為本，即是中央政府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為本，有時都很類似新聞稿。大多數以建制有關的主

題為本，用泛民去做題材真是少之又少。(E13) 

現在他們會寫一些題目是我們口中假、大、空的內容，好多一帶一路、

大灣區這些空泛的題材，不是很貼身的政治新聞，他們就轉移去關心這

類題材多一些。(D2)  

有些報館原本的據點已經不利他們獲取某些社會或文化資本，例如某些政

治人際網絡關係，某些消息渠道，因為失去某些政治或政策消息，價值減低 。

為了繼續生存，這些報館被逼改變原有的位置，靠近另外一些關係和渠道：  

泛民知道政府的事少一些，通常政府有些什麼政策都是找建制派先，所

以很多政策消息又或者改動比較重要的政策，都先從建制派口中知道，

之後才到泛民主派那邊知道，所以你要與建制派保持一定的關係。(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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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據點同源、類近屬性和習性 

  

場域理論認為，位處同一據點的行動者會擁有同源、類近屬性和習性， 與

及接近的慣習。 受訪者認為近年政府友好傳媒越來越多，結果是政治新聞的報

道趨向相似，有黨報受訪者指出，一些親政府的報章有時候在報道上內容與他

們相似：  

親政府報章增多，有時候我覺得他們的報道比我們更親中央和政府，令

到我們也有壓力。(F2) 

記者編輯其實很難轉工，報章立場相似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就算轉到其

他機構，也會遇到相似的問題，被逼作出同樣的報道，寫差不多的新聞

故事。(E10) 

亦有受訪者指出，親中報章的內容相近，是由於他們的消息資訊來源相近，

都是親政府、親中央的消息渠道，因此新聞報道內容因為受制於消息材料而變

得相似：  

我入行開首幾年，某些報章不是這樣的，最多是讓人覺得親政府.，報道

政府政策，近年多了北京風.，做政治新聞，很多時會估到其他對家一些

消息來源，感覺近年呢類報章的政治新聞消息來源很多係來自中聯辦。

(E13) 

一些位處中間距離或立場的報章，在一些中央重視的政治議題方面的報道，

也越來越與親政府媒體相似：  

像《明報》，他們常常會批評政府，譬如政府政策，但在政改這類議題，

他們的社評，其實好偏向政府，偏向政府方案是否完全反映成個香港聲

音呢？我覺得報章報道比例跟社會正反聲音比例不配合，是傾向政府多。

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並非是特區政府的東西，是中央政府事。但在特區

政策，譬如保育，卻沒有所謂，但跟中央有關重大的政治議題，方向口

徑基本十分相似。(D10) 

機構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距離也會影響機構和記者，距離政治權力愈近或愈

遠的兩端機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非常清晰，或是靠攏政治權力，或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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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政治勢力對抗，機構和記者的取向清晰，報道的立場和取向較一致，亦較

少內部爭議，不過，在這兩者距離之間，位處其中的機構，定位取向方針都較

為尷尬，報道的立場和取向較不穩定亦較飄忽 (E8)，管理層和前線記者編輯的

爭議亦較多，有受訪者用爭拗或抗爭來形容 (E7)。  

  

3. 不同據點的策略和行為：保守、繼承、顛覆 

  

場域理論指出位於不同據點的行動者，面對場域變化時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應對， 當中包括保守、繼承和顛覆策略。一些原本在場域中佔據支配和有利位

置的行動者，大多會採取保守策略，繼續或加強原有的行動和反應，以繼續佔

據位置。在香港的政治新聞方面，原本就已經靠近權力中心的報章，大多採取

保守策略： 

我覺得我們的立場基本上一直以來也是如此，不覺得有什麼改變。(E11) 

文、大、商的立場很清晰，就是跟著政策走，跟著指示做，有好多事情

大家都心照，一直以來都如是。(F15)  

一些報館機構行動者企圖取得支配位置時，會採用繼承效法處於最有利位

置的報章之做法：  

以前煲呔【曾蔭權】年代，只有唯一「憲報」，咁梁振英年代，就多咗

一間，係我自己感覺到，我會見到消息來源好似，做法好似，報道內容

好似，你就知道對方已成功爭取成為另外一份憲報。(E10) 

有受訪者表示，接近權力中心的機構，要報道在權力中心的預期之內，內

部有明確或隱晦的方向性指示，令編輯記者知道機構老闆或上級的取向，他們

會慢慢自我調節並發展出內部的工作常規，決定新聞的取向，報道與否，篇幅

大小等等：  

已經知某些新聞大概是怎樣處理，又或者開編採會時，請示老總，攞唔

攞出嚟(放前一些)。(E10)  

這是心領神會公司一路以來的文化，因為現時老總做了好一段日子，大

家都知道他大概想甚麼？(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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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rtz (1997)指出，顛覆策略是被一些不大可能從支配者手上獲益的行動

者所採用，這些行動者可能會挑戰支配者所定的標準，甚至採取激進的決裂方

法。在香港報業的場域之中，《蘋果日報》正是這樣的行動者，他們的報道手

法也是挑戰權威，甚至採取激進的取向，不在乎是否與權力中心決裂：  

好像《蘋果》這類機構被視為敵對陣營，會被採取一種敵視的態度，甚

至拒絕溝通，所以有時候《蘋果》做法走向極端，可以說是被逼出來， 

反正你示好，對方也不會改變態度，何不做得癲一點。 (E13) 

《蘋果日報》報除了被受訪者形容與權力中心越走越遠，甚至很多時用一

種極端、偏激的報道手法來反對權力中心，有時候也會採取顛覆行業常規的編

輯採訪策略，不但令政治新聞政治化，有時政策和民生相關的新聞也會被政治

化：  

《蘋果日報》好像是一個運動的參與者 。他們可以說是推動佔中的參與

人，巴士工潮會站在巴士車長那邊，替他們爭取加薪，《蘋果》確是較

為特別的。(D2) 

有受訪者指出，《蘋果日報》在處理一些民生議題上，也往往「當作社運

去處理 」(D1)，在一些不是政治的議題也採用政治化的手法去報道，是帶有意

見，領導民意的。  

  

 4.   兩極化的位置 

  

雖然受訪者認為傳媒有立場並不是新鮮的事，但由於上述講述的權力結構

關係和行動者位置的改變，不單止報章機構的場域位置愈距愈遠，一些政治新

聞的報道內容也出現兩極化的情況： 

我覺得這五年是一個最惡劣嘅時期，支持左派的會更左，全部都用好敵

對的態度去處理一單新聞。我覺得 2012 年是政治新聞二元化開始，到了

雨傘運動問題就更嚴重，不同立場的報章各走極端。(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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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者認為這種政治立場的兩極化，與報館老闆的個人立場有關，一些

報館有政治任命，「政治立場可能要表達清楚，是一種表態」(E12)， 相反，

老闆的立場反對中央和政府的， 在現時的政治環境下，也會走向極端： 

像《蘋果》老闆，他的政治立場是這樣，要撐佔中，就會出現一個極端。

兩個極端一是完全一面倒親政府、親中央，另一邊就像《蘋果》反中央

反政府。 (E12) 

我不太找到中間路線的報章，我自己覺得一些 so called【被稱為】中立

的報章都有點飄忽。(D1) 

一些受訪者認為處於兩極的報章都會有一些失控的報道：  

以前相對都 liberal【開明】，空間都有，所以你做到兩方面平衡就可以，

就沒所謂。不像現時一些報章，「癲哂」，偏向建制也不應這般。(E12) 

我覺得地以前仍是殖民年代，做報章都有分親政府與否，沒有現時露骨、

離譜；你說《南華早報》是否親政府？當年他們都親殖民政府，跟外國

人有交情，但都會批評政府，做得正常少少。(E8) 

受訪者指出，當年《星島》、《成報》、《天天》都有「正常」立場，

《蘋果日報》也不會太「瘋癲」，他認為回歸初期情況還可以接受，新聞自由

度還高，報館的立場態度無太明顯親政府或反政府，表現也不是今天這樣「太

誇張」 (E8)。 

  

三、意識形態的對壘 

  

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顯示，不同層次的意識形態對壘影響了報章的政治新聞

編採， 在政府層面，近年特首敵我分明的意識形態與承襲殖民地文化的公務員

施政理念不協調；在社會層面，政改風波和雨傘運動之後，出現黃色 (親民主) 

和藍色 (親建制) 陣營的對峙；在報管機構層面，機構的政治立場、老闆的政治

意識形態和新聞專業的第四權理念亦時有抗衡；在記者與讀者的層面，記者追

求真相的發掘和呈現，讀者卻往往偏愛意見情緒引導的「真相」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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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殖民地施政與敵我分明 

  

回歸初期的第一任特首雖然不是公務員，但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以至重

要的政府高層多是殖民地時代孕育的公務員，政府的各個部門亦多是由資深公

務員支撐。然而，第三位特首卻奉行敵我分明的理念，並以此理念處理政府的

對外關係，特別是傳媒關係，這與以前特區政府建立媒體關係的互惠合作方式

非常不同。受訪者認為特首與公務員班子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以致政府內部

溝通不足，特首往往因此選擇自己直接處理政策及有關政策的溝通工作，相反

公務員很多時對特首的新政策不甚了解，當記者查詢時，官員或相關部門的公

務員亦沒有掌握充分資訊 (E7)。 

因為成班香港仔，普遍受西方教育影響，相對尊重傳媒的專業，就算某

些傳媒與政府意見有多不同，特首和官員也會與記者溝通。而梁振英時

代，他講敵我矛盾，很多公務員其實不認同這種做法。(D2) 

近年，新政策的消息集中在特首及少數官員手上，政府資訊的消息來源變

得異常狹窄，特首往往選擇與友好媒體機構的傳媒老闆或高層直接溝通 (D2、

E10、E12)。失去中層公務員作為新聞消息的來源，記者的社會資本減少。  

曾蔭權年代負責新聞的官員或新聞處的主任，當政府有甚麼消息發放，

不會單單召集幾間報館，而是通知所有報館，一齊參與，你鬧就鬧，照

樣讓一些時常批評政府的報館參加。曾蔭權相對係一個比較開放的年代。

梁振英因爲可能太敵對傳媒，即係敵我分明得太緊要，被視為敵對的傳

媒基本上是被排擠的。(D2)。 

特首與新聞統籌專員越來越高調，不過與此同時其他的特區政府官員則越

趨低調，往往不願意就政策發言，記者失去了很多消息來源，影響了政治新聞

的編採 (D2)：  

以往你問一個政策，你有幾個人可以問，你有多過一個渠道問，消息來

源會多些，曾蔭權年代有時都會同議員會吹水(意思是放消息)，有時會

跟行政會議成員討論，聽他們意見，或者會跟公務員有一個 de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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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共議、有商議，有過程，所以消息會在不同地方走出來，傳下傳

下傳出去。但梁振英政府，卻少了這樣的內部商議過程。(E12) 

以前較多公務員知道事情，現在就很多公務員其實不知道老闆想甚麼，

這樣，又怎會有消息流出？很多東西公務員不太清楚佢(特首)想做甚麼，

例如突然宣布成立一帶一路基金，其實公務員事前完全唔知。(D4) 

不過，記者有時都會受惠於政府內部這種意識形態的對壘，有時候某些政

府公務員因為不認同敵我分明的想法，會私底下以匿名方式提供消息給記者，

「政府的人爆料，因爲他們也看不順眼」(D2)。 

  

2.   社會：非黃即藍 

  

自政改問題和雨傘運動之後，社會出現黃藍之分，代表了兩種完全對立的

政治意識形態，黃代表支持民主，藍是支持政府。自此對人對事往往套上這種

黃、藍二元的劃分，非藍即黃，非友即敵，令很多事情都變得更為政治化 (E9)，

以致政治新聞、政策新聞、甚至民生新聞，往往都被套上這種二元的政治意識

形態：  

佔中後好明顯，所有東西都有黃藍之分，你哋黃絲係抵死咁上下意思，

藍絲先愛港.....但對記者自己的想法卻沒有多大的介意.....但對黃絲看法

等如跟建制派一樣，覺得黃絲是受外國勢力影響。(E9) 

這樣的黃藍之分對記者也造成壓力，報道刊出之後，讀者往往會將報道

「定性」(E11)，將報道劃入某一方立場，如果立場跟自己不合，就會作出投訴，

又或者指責記者一定是支持某一方的，指「記者一定是黃絲或藍絲」 (E13)。 

 

3.  機構：政治立場與第四權 

  

因為政府內部存在政治意識形態分歧，以及社會黃藍之分，以致報館機構

及新聞工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越來越高調和明顯，這種意識形態往往反映在新

聞報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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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之後，報章的立場更為鮮明，人們往往將報章標籤成黃或藍色，而

記者自己內在抽離不到自己是哪種顏色的意識形態。(E6) 

佔中期間兩種意識形態的分別更加明顯，完全係你有你的報導，我有我

立場的表述。(D2) 

報館內部出現政治立場與新聞專業報道的意識形態分別，報館內一些行動

者，特別是比較年輕的青年行動者，他們更強調新聞專業。因此報館機構或老

闆的政治立場與取向，往往與記者奉行的新聞專業理念發生衝突，互有勝負，

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除了反映在編輯室的工作常規之中， 有時甚至反映在新聞

報道之中， 所以有受訪者形容某些報章在政治立場與新聞專業之間搖擺不定：  

互信，是前線記者與老細雙方消磨⋯⋯這種消磨是很多事件發生之後，令

大家缺乏互信，前線記者會覺得你 Cut【剪短】我的稿，就係想金【審

查】我，老細又會覺得你這樣寫一定是想表達你一套政治諗法。D2) 

   

4.  記者與讀者：真相與後真相 

  

有受訪者指出，現今社會，特別是網絡世代令人變得膚淺，在接收或傳遞

資訊時，往往較著重情緒的表達，「不是深入了解，又不在乎內容支離破碎」。 

(D2)  這種情緒優先、意見為先的表達方法不止影響讀者，亦影響了新聞工作者：  

現時情況似是用 opinion【意見】去 lead【引導】一單新聞，這種情況我

覺得跟網絡有關，因爲網絡意見多過事實，個個人都是意見發表人，可

能就是受這樣影響。此外，近年不少都是年輕新入行記者，他們也是在

網絡世代成長，令他們也受到影。 (D2) 

讀者未必會在乎新聞的質素：分析是否深入、理據是否充分、內容是否適

合？事實和專業未必是他們推崇的元素，當專業不再是關鍵時，報館記者的專

業身份亦不再：  

大眾分不到，甚至可能認為所謂專業記者，未能達到大眾心目中應有的

功能，大家會覺得公民記者更加會講到他們想講的東西，或者更加反映

到現實。(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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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社會上的黃、藍之分，讀者更傾向意見和情緒化的新聞，而且

容易牽動情緒，帶動情緒化的支持，在兩極陣營的報館更傾向用這種混入意見

和情緒的新聞報導形式：  

那份報章立場是支持民主的，而且以年青人為主，有清晰的立場意見甚

至有情緒的新聞報道更合讀者口味，特別是在政改雨傘及佔中審訊期間，

報館和讀者都有明顯的支持立場，所以在報道裏有意見帶情緒是很平常

的事。(D2) 

我們常常笑說，我們的報章其實就是一份紅蘋果，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報

道風格其實與《蘋果日報》非常相似，有很多情緒化和意見極端的報道，

只不過完全相反， 是他們支持的我們踩， 我們支持的他們踩。(F14) 

對於這種不客觀傾向的意見和情緒表達的報道形式，記者雖然並不認同，

但覺得服務的機構有極端的政治立場，這樣的報道是很難避免的 (D2、E4、

E13、F14)。 與此同時，今時今日社會大眾可以隨時在網上就政策或政治議題，

作出意見性和情緒化的表達，而這些網民的意見，就變成記者追逐的真相或方

向，「例如網民笑吓高官件衫，我們都也可以把新聞做得大一點」。(D3) 

   

四、科技的專業挑戰 

  

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提出科技對記者造成壓力，首先，科技令政治權力中心

有關的政治團體，可以透過社交媒體評論及挑戰記者的報道，令記者帶來壓力；

其次，科技使很多網上的新聞平台、記者個體或意見領袖，可以在網上發表意

見或報道，造成競爭；此外，社交媒體及網上新聞媒體亦對新聞機構造成經濟

壓力：此外，科技也影響記者的作業模式，工作方式和需要兼顧即時新聞的需

要，採訪的速度變快，分秒必爭，定時傳回內容。技術方面，多媒體內容產製，

手機拍攝和打字對記者造成一定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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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部賦權打壓「挑機」  

 

科技降低了發布信息的門檻，令個人或團體可以非常簡單地透過網絡成立

信息平台或社交媒體專頁。近年很多政治團體或群體都在社交媒體設置專業，

聚集理念或政見相同的人，發布共同關注的信息。本研究其中的受訪者指出，

一些親中人士在社交媒體成立的團體或者網上媒體，會監察傳媒的報道，特別

是在重大事件的活動，如發現有不同政見或意見的記者提問或採訪，他們會派

人拍照、錄影，然後放在社交媒體上，加以報道或譴責，而支持他們的網民就

會在相關的報道下批評報社及記者，對記者造成壓力：  

港人港地、幫港岀聲這類親建制網媒，會對傳統傳媒監察比較多，有記

者岀去訪問會俾人影相，我覺這種做法某程度是無形壓力......譬如之前

何君堯搞的集會，他提及殺無赦，被一些親泛民的輿論狙擊，幫港出聲、

港人講地這幾個網媒都有出席，他們把拍得的影片播出，指記者提問係

幾愚昧無知，何君堯就打擊這些記者，影片拍了記者樣貌，某程度可以

講是網絡欺凌。(E13)  

特首選舉的時候，香港電台有記者問林鄭月娥一條問題，亦有問曾俊華

一條問題，但事後被港人港地批評，指記者對林鄭好嚴厲，對曾俊華就

笑笑口，這一定是黃絲，影了記者個樣，然後網民就係下面人身攻擊記

者，我覺得某程度上係無形壓力。(D3)  

  

2.   科技場域行動者的挑戰： 官媒、網媒和社媒 

  

在新的科技場域和新聞場域重疊的區域內，出現了新的行動者，當中包括

官媒、社媒、網媒，以及個人意見領袖 (KOL)，對報章媒體造成挑戰。受訪者

形容《港人港地》、《幫港岀聲》這些親建制的網媒為體制外官媒 (E13)，因

在梁振英時代，有一些特首或政府的消息並沒有向傳統媒介發佈，反而透過這

些網媒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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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首】獨家讓這些不是新聞媒體的網媒發布重要消息，連我們也沒

有，以前不會有這情況，現時就會用他們，又會半夜發新聞稿，根本沒

辦法趕及刊出，又或者情願寫網誌。( F15) 

科技的進步令上述記者說的官媒和高官網誌相繼出現， 成為政府發布重要

訊息的另類平台。此外，科技亦另一些新聞工作者或投資者可以較輕易地成立

網上新聞平台， 大部分的網上新聞平台較為著重新聞評論和政見發表。新聞內

容一向被視為較具質素，在傳統媒體和記者的專業備受質疑時，這些新聞平台

卻借助科技獲取較高文化和象徵資本。有受訪者表示報館老闆和高層都不大喜

歡網媒，覺得他們一方面只是靠轉載傳統媒體的內容，另一方面卻在經濟和權

威性上威脅傳統媒體。(E12) 

新聞機構經濟與文化資本被官媒和網媒削弱，同時報館亦主動加強報章的

網上新聞，以挽救日漸失去的經濟與文化資本。有些報館很重視即時新聞，因

為很多讀者都透過社交媒體訂閱，老闆和高層認為用這樣的方法穩住讀者。當

網站或者社交媒體平台上新聞有一定閱讀量時，就可以吸納廣告，幫補報章的

收入 (E7)。 有受訪者指出雖然報館也著重點擊率和瀏覽量，「但目前還未有影

響到做政治新聞本質」(E13)。 

3.  行動者的科技慣習 

為了配合即時新聞和大眾閱讀的新習慣，記者採訪政治新聞的作業模式被

改變了， 最主要是報道要快，記者的工作節奏越來越快；其次是記者有些時候

要同時採訪、提問和拍攝，身兼數職 (E11)，不過有受訪者表示有時兼顧不來，

難免顧此失彼(E3)。 如果記者要兼顧即時新聞，更要講求速度，「盡快寫則短

訊，盡快傳上去 whatsapp 群組出街」(E9)，不過這樣的新聞產製模式有時會降

低新聞的質素：  

依家報章都是這樣，總之寫個新聞撮要先，但是無什麼內容的，即是冇

質素，總之要快過人，我最快交了稿，最快出到，老細滿意就可以。(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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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某些行家，記者會未開始，公司已經要求傳送現場的新聞稿，之後

記者會去到一半就要打即時稿，打完又繼續聽，聽一會兒又去打稿。

(E13) 

無人聽受訪者說什麼，個個都在打字。一邊打，一邊聽，一路打緊字，

那有可能再分析到問題，反問受訪者呢？(E7) 

對上述這種身兼數職，求快求多的政治新聞採訪生態，記者感到疲倦和壓

力，有無奈接受的，認為「時代如此，科技如此，都冇辦法，新聞行業要跟上」

(D3)。也有抱怨工作要求不合理的： 

前線記者的工作量太多，令到新聞的本質其實已經降低了，新聞質素會

差，因為加多了很多原本不是記者要做的工作。(E9) 

特別是一些較資深的受訪者，他們經歷科技帶來新聞行業的急速轉變，雖

然也要適應，但是感覺吃力 (D1、E12)，有受訪者用科技的壓力來形容現在的

作業環境： 

我覺得應該要先適應科技既壓力，要知道我們現在要處理即時新聞，做

報章的記者同做電台是沒有分別的，我們一定要達到效率，達到速度，

亦都要有能力。(E12) 

  

五、新聞去專業化 

  

如同突發新聞一樣，政治新聞也面對去專業化的問題。大部分的受訪者認

同新聞專業在香港出現下降、記者地位低落的情況 (E11、E12)，程度視乎受訪

者的年資和職位參差。越資深的受訪者愈認同專業下降，資歷較淺的受訪者感

覺較輕微。歸納受訪者的意見，影響新聞專業和記者地位下降的原因包括了外

部力量、機構因素及個人因素。 

  

1. 外部力量：政治、經濟、科技 

  

影響新聞質素下降的外部力量，包括政治、經濟和科技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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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治方面 

 

受訪者認為權力中心的資訊操控、政府的內部矛盾、議會的質素、社會的

政治意識形態，削弱了記者的社會資本，因而影響了新聞作為文化產品的產製。

他們認為權力中心的資訊操控對政治新聞影響最大，除了控制資訊流出之外，

亦會直接指示報館的老闆和高層，這種資訊操作模式大大影響了新聞專業：  

政府予人的感覺就是控制資訊的流出，還要控制新聞報道如何寫，那我

們就唯有照板煮碗，又怎會有所謂專業的新聞角度和分析呢？ (E8) 

發生重大事件又或者重大政策政府可能都係只出一篇新聞稿，沒有人出

來交代，沒有人可以被追問，在這樣的環境中，記者都很難發揮。 (E9) 

除了權力中心有意操控資訊之外，政府內部的矛盾亦會令新聞工作者的資

訊來源減少， 資源狹窄，材料有限，也難做到全面的分析和報道：  

政府內部矛盾，上層與下層沒有溝通，亦不願意溝通，很多時重要政策

或重大事件只得上層幾個人知，其他重要的官員根本不知發生什麼事，

他們就算想講也沒有消息可講，那麼記者又怎麼會有新聞材料呢？(E4) 

此外，香港政治文化的轉變，令各層級的議會都產生變化，有受訪者指出，

以前的議員嚴謹專業，記者沒有做好事前準備會被指責 (E4)，亦較重視政策和

議案，會花時間研究，回答記者問題都很有內涵 (E13)，認為近年議員的專業

素質下，很多對議題本身都沒有足夠了解，也沒有用審慎的態度準備議案，當

記者查詢或提問時，很多時議員提供的資料和他們的見解，都是沒有質素的 

(E4、E13)。  

另一方面，正如上述所言，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分裂亦會對新聞專業構成

威脅，不同的政治陣營，不同的網上媒介，都會對傳媒套上政治框架，抱有懷

疑態度，多批判，少幫忙，所以政治新聞越嚟越難做，影響了記者的專業發揮，

受訪者認為「這樣的生態不是那麼健康」(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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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濟方面 

 

廣告收益銳減，報館經濟收入衰退，出現裁減人手的情況，編採人數下降，

令報館中層管理出現斷層的情況，資深的新聞從業員流失，但這一批中層是

「最能夠抗衡高層指令以維持新聞專業的人」(E7)。機構傾向聘用新人入職前

線，甚至聘用沒有經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結果引致專業質素下降(D3)，「很

難要求新聞的質數和從前一樣」(E10)。 

 

1.3. 科技方面 

 

正如上文所說，科技的改變令新聞行業承受壓力，除了模式變化之外，新

聞採訪編輯的作業常規亦因為科技的原因而改變，求快求多，記者承認政治新

聞的質素下降 (D2、E7、E9、E13)，面對這樣的專業變化，受訪者也深感無奈：  

以前做新聞，是到立法會用數小時和立法會議員或政府官員打交道或傾

談，晚上再沉澱一下怎樣寫報道才可以呈現事件全面的真相。但現在因

為有即時新聞，特別這兩三年網媒發展迅速啦，大家為了一個快字，就

出一些無意思的短稿或者錯誤理解事件的稿。往往發生一件政治事件之

後，可能一個小時之後可能就有網媒寫一篇我們行內俗稱「拆局」的分

析文章，一個小時內又怎可以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呢？這些稿其實對機

構本身的公信力沒有好處。(E11) 

有受訪者亦指出，現在網上新聞媒體眾多，五花八門的平台，質素參差，

新聞資訊膨脹，讀者眼花繚亂， 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之下，記者慨嘆， 現時讀

者的新聞閱讀習慣求快求多，精益求精，令報館很多時都以這準則做新聞，難

免令新聞質素下降， 

 受訪者承認「現時沒有那麼多時間空間去做深入些的報道」 (D3)。而且網

上新聞和資訊多了，記者認為就算新聞寫得多好，都未必有太多人注意 (D1)。 

科技改變了新聞傳送和接收的模式，改變了速度和平台，記者被迫改變了

新聞的作業模式，急速的工作步伐令記者沒有時間空間可以建立和放縱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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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絡，削弱記者的社會資本。在新的模式之下，一些以前可以令新聞更有

質素的模式和資源已經逐漸失去，機構亦追求形式和效果，變相令新聞的質素

下降，科技令政治新聞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 

  

2.  機構因素 

  

受訪者認為報章的政治取向和立場越來越清晰，以及編輯採訪的作業模式

漸漸趨向謹慎等等，機構性原因令新聞專業質素下降。接近或遠離權力中心的

報館機構，內部有明確或隱晦的方向性指示，令編輯、記者知道機構老闆或上

級的取向 (E7、E10)，他們會慢慢自我調節並發展出內部的工作常規，決定新

聞的取向，報道與否，篇幅大小等等：  

已經知某些新聞大概是怎樣處理，又或者在開編採會時，請示老總囉，

會不會放前一些？心領神會公司路一以來的文化，大家都知道老總的口

味，他大概想怎樣做。(E10) 

記者自己提出故題前，都會有些篩選。大家做了一段時間都清楚那條界

線在哪裏，是會有考慮，但又未至於極端的偏向一邊。(E10) 

 記者認為這種立場偏頗的做法會影響專業及形象：  

我覺得好多傳媒高層其實無好好去做傳媒工作者責任，有好多例子會令

你覺得那些親政府媒體是否需要做得這麼低端，我覺得專業是「插水」

【一落千丈】，最大的問題是太過「靠邊站」，太過依靠政府、中央。

(E12)  

你又想有消息渠道，又想親近那些渠道，同時你又「無腰骨」，專業形

象就會越來越惡劣。(E8) 

有受訪者認同現時新聞專業形象轉差，並歸咎很多傳媒中層「沒有做好把

關，沒有做好專業，依附權貴，直接影響整個行業」。(E10) 然而有受訪者心

理上認同這種機構文化和老闆的立場是記者無法改變的，他們有些會選擇適應

調節 (E11)；有些會嘗試做一些專業上的平衡，縱使知道最後新聞報道的內容

可能仍然偏頗，不過他們仍然嘗試盡量維持專業的工作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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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比較親建制親政府，但做新聞的時候，我會請民主派回應，做應

該要做的事，仲堅持俾機會他們解釋，最後亦可能一千字的稿中，他們

的回應只有十分之一，結果算不算是平衡我也不能肯定，但至少這些功

夫我會做足。(E10) 

在政治新聞報道的策略方面，有個別靠近權力中心的機構，仍須兼顧專業

形象，在處理重大事件的時候，採用不同的編輯採訪策略，例如拖延或者延遲

報道淡化事件； 

牽涉到大是大非的敏感事件，很多時都按兵不動，看看其他媒體怎樣報

道，按照我們的立場，其實中層同前線都知道不會大幅報道這些事件，

所以不會很落力去做這些新聞。(E10) 

要報道一些敏感事件時，好似傳出劉曉波快將逝世，版面可能只有一小

方格，四五百字。到他真是死了，才比較大篇幅報道，但其他傳媒不是

這樣做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死了，是大新聞，我們就把它淡化，如果

按照做新聞的準則，把這麼重要的新聞淡化，等於自廢武功，不專業呀! 

(E12) 

受訪者又指出，專業性最強的政治偵查報道，如果牽涉敏感的政治人物和

議題， 高層會更謹慎，對記者要求更多， 要過的審查關卡更多，難度增加，

最終刊出的時間可能已經過了敏感或重要的時刻，記者這一方面覺得偵查報道

難做，一方面又覺得機構不支持，避開敏感話題，結果越來越少人願意做偵查

報道 (E7、E13)。 

以往愈可以反映專業的新聞故事，例如偵查性報道，越得到社會大眾欣賞，

越替報館贏取更多的文化資本。權威性的偵查報道亦有助獲取符號資本，然而

根據受訪者所說，偵查性報道的機構標準愈來愈嚴謹，愈受內部爭議和壓力，

過程艱難，內部程序複雜，報道數目普遍減少，這種做法無疑削弱了記者以致

報館的整體專業性，亦削弱了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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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因素：  

  

正如上文所言， 受訪者指出，現時很多的政府高層消息來源會直接聯絡報

館老闆或高層，政府其他人士對政策所知較以前少，亦較不願意向記者透露消

息，令個人的社會資本減少，專業性和權威性減弱，符號資本亦因此銳減 

(E10)。 

相對政府官員， 前線記者現時主要的消息渠道是立法會議員，但是近年政

府和議員之間亦少了溝通， 再加上上述所講受訪者認為近年議員的質素下降 

變相令到他們的社會資本進一步被削弱(E12)：  

我們和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關係其實比和政府的關係更緊密，有歧視

我這些前線記者，能夠接觸的大部分都是議員，不過他們能夠獲取的政

府消息也越來越少了。(E5) 

 除此之外， 記者的個人因素亦是新聞去專業化的原因之一， 近年社會的

政治形態兩極化， 影響了記者本身的取態， 特別是一些較年輕的記者， 他們

有時會選擇和自己政見相同的議員溝通，可能出現偏聽和不全面的情況，間接

影響了專業水平 (D2、E13)。受訪者亦指出近年入職記者的水平下降， 主管往

往派記者做訪問之前，已經給予方向和問題， 記者個人的專業性不足 (E13)。

另外，科技進步令記者也可以隨時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意見，甚至視自己

為網上意見領袖，但有時候會出現公私不分的情況：  

有個別傳媒工作者將自己變成 KOL【意見領袖】，在網上寫很多評論文

章，我覺得記者作為前線工作者的身份，一日還報道新聞，一日還要採

訪和發問，這些大有立場的評論文章，在某程度上會影響他人對新聞專

業的看法 (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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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的場域邏輯 

  

1. 新聞專業、市場導向與政治正確 

  

Bourdieu 指出新聞專業和市場導向是新聞場域的兩種重要邏輯，較為資深

的受訪者回顧，回歸初期，董建華時代，報章在政治新聞的編、採方面並無明

確的方針，他們用 liberal (自由)來形容那時候 (D2、E8、12)。  

受訪者表示，近年政治正確的考慮變得愈加重要 (D2、E8、E12)，報館對

涉及中央的政治議題會非常小心，正如上文所言報館會對整個作業流程變得小

心謹慎，並且利用拖延和淡化等策略來減少或減輕問題，就算是新聞報道的對

象，針對與政治權力不同關係的行動者，報館都有不同的處理，當權者的位置

改變了，離開權力核心，報道的考慮也有不同，務求做到政治正確。  

香港的新聞冇所謂，提到中央就要小心，因為可能會影響到老闆，讓人

覺得是老闆的想法，他也曾經提過一兩次，就是有關中央路線的題目，

要小心一些，那麼自此之後，你就知道在某些議題最好不要提及中央。

(E10) 

之前我們不被容許報道特首和高官，現在換屆換了班子就可以寫，好似

今日就有遊行，民主派議員要求中央解除前特首的中央政治職務，以前

我們是不會採訪的，現在我們也會寫，但就是平鋪直敘。(D1)  

受訪者指出，報館機構在處理政治新聞的時候一般較從前謹慎，謹慎的程

度受幾方面的因素影響，包括該政治議題的重要性、中央對議題是否有清晰的

表態，以及老闆的立場和傾向。 如有跟中央有關的重大事件， 報館除了會更

加小心謹慎之外，有時新聞的專業邏輯也要退讓給政治正確的邏輯，當權力中

心取態清晰時，客觀持平等新聞專業概念也可能變得不重要。只有當新聞專業

和政治正確沒有衝突的時候，記者才擁有較多的專業發揮空間：  

不是所有新聞都跟隨新聞準則報道，有些很敏感的議題要跟老細，一些

新聞要大幅報道，一些新聞要低調報，一些新聞不可以做。例如一些反

共產黨的活動採訪，我們是不會派人去的。(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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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呀、雨傘運動呀、港獨這些議題，就很清楚是跟著中央路線走，不

需要兼顧平衡。有些涉及中央的重大事件，譬如十九大，就完全親中央

的政策，報道就是主要歌功頌德，不需要平衡。(D3) 

政治新聞或者政治的議題，在中央沒有好明顯立場的新聞，我們就會盡

量做得專業，做好平衡。(E12) 

 這些相對沒有鮮明立場的報館機構，只會排除敏感議題和敏感的報道手法，

受訪者認為有些機構會強調和諧，要求記者不要太極端，「全沒火藥味、全沒

專業的風格，猶如溫水一樣」(E8)。 

根據受訪者的看法，在香港的新聞場域之中，政治正確這一邏輯是近年較

新聞專業和市場導向這兩個邏輯更為重要，只有在不敏感的政治議題上，另外

兩個邏輯才會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2.  他律性增強、自由空間收窄 

  

綜合上述受訪者的意見，近年新聞場域受到外部的影響越來越大，除了全

球性的因素，例如報業經濟萎縮科技力量的強勢影響之外，香港的新聞場域較

大程度受到政治權力的影響和操控。有受訪者感慨香港在政治新聞的報道一些

做法愈來愈與內地的新聞傳媒做法相似，例如有一些核心的議題特別是牽涉一

國治港等議題，傳媒基本上沒有彈性空間，另外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例如，六

四，劉曉波等等，因為歷史和港人感情問題，仍然有傳媒打著擦邊球測試底線，

至於香港內部的政策問題，則相對有較大報道空間 (E10)。另有受訪者指香港

在政治新聞雖不致於與內地傳媒同一口徑的地步，但對政治新聞的空間傾向比

較悲觀 (E13)，原因是政治權力的經濟手段令報章屈服，中央駐港機構如中聯

辦對傳媒高層的直接溝通和接觸，再加上有部分傳媒對政治行動者任務式的消

息放風甘之如飴的態度，令報章的角色和定位都發生悲觀的變化，政治新聞的

空間愈縮愈小 (E10、E12)。 

記者認為新聞自由空間的減少，除了見之於議題的局限之外，甚至連新聞

報道遣詞用字的自由空間也被剝削了，大至議題小至用字都被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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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由度，一個酌情權，記者酌情權係收緊，老細看得比以前緊了。

(F15) 

好執著字眼的使用，看得好細微，但係一般觀眾、讀者是未必會察覺的，

但老闆和高層仍是會覺得不穩陣，以前能夠用得的字，這個年代未必可

以過關，「驗屍咁驗你啲稿」。(E4) 

在一個他律性增強自由度減低的新聞場域之中，受訪者慨嘆老闆所重視的

文化資本和個人行動者已經不同，重要的人才變得不重要(E8)，甚至連從前被

視為重要文化資本的政治新聞也可以被放棄被淡化： 

政治環境都很難做，做新聞的空間收窄。信報可能以前明顯傾向泛民主

派，現在相對地溫和了很多，我感覺他們已經沒有這麼重視政治新聞了。

(E10) 

記者的資本減少，在市場上不值錢不能轉換成為其他資本，因此記者的議

價能力亦相應下降 (E8)。有受訪者認為如果情況再惡劣，香港的政治新聞可能

已經吸引不到讀者，又或者已經沒有公信力，新聞場域可能漸失去合法性的文

化場域。 

  

七、小結 

  

研究問題(二)探討在一元權力結構漸趨明顯之時， 新聞場域外在的力量因

素，特別是改變中的政治力量又如何導致政治新聞的場域改變，政治新聞的產

製變化？這些改變與權力場域結構的變化、報館機構行動者的位置和策略有何

關係？記者的慣習和專業地位有何改變？本章主要是綜合政治新聞工作者的深

度訪談內容，回答以上問題，再配合下一張有關政治新聞的內容分析，可更詳

盡呈政治新聞場域的改變。 

本研究發現香港報章新聞場域的權力架構和關係發生變化，影響場域的政

治力量大大加強，正如文獻回顧提及，2003 年及 2012 年中央都曾對治港政策

作出調整，基本上是加強對香港的管治。綜合受訪者所言，中央及中央駐港機

構成為強大的政治權力行動者，除了頒予傳媒老闆政治銜頭之，外中央駐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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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角色由低調轉向高調，不避忌地與報館的老闆和高層交際溝通，有時更會

扮演文化仲裁的角色，批評新聞報道的問題，報館的服膺等於肯定了他們的仲

裁角色。這些中央權力中心，在報館老闆的配合之下，在香港新聞場域取得話

語權，大大地影響了政治新聞的採訪和報道。受訪者指出，對報業來說，中央

權力的影響凌駕港府。  

與此同時港府與傳媒的關係亦改變。近年香港政府有較明顯干預報章的新

聞報道，利用拉攏與挾逼的策略去操控報館，相對不支持政府或不表態的媒體，

會被排擠，迫使傳媒靠近港府權力中心。政府的這種做法推動了報業新聞場域

的內部結構轉變。 再加上近年報業不景氣，市場力量減退，在中港融合的情況

之下，中資的湧入改變了香港原有的經濟資金結構，政治權力得以運用經濟手

段，利用廣告壓迫報館，有報館為了保持或爭取廣告而改變政治新聞的報道。 

在政治力量挾持經濟力量向報業施壓之下，受訪者又指出近年很多報館的

立場都發生變化，親中央和政府的報章越來越多，不親權力中心的報章被排斥，

與權力中心越走越遠， 以往立場比較中立的報章，為了不得罪各方，立場飄忽，

報道內容模稜兩可。出現立場相近、報道同質的情況，與此同時，報章立場和

報道的兩極化問題亦趨向嚴重。 

面對政治權力的劇變和增強，報業機構和個人都作出適應策略。原本已經

佔了有利位置，報章，會秉承並強化原有的慣習：一些比原來更親中央和政府

的報章，在新的場域位置上，即較靠近權力中心的位置，會繼承並發展該位置

的屬性，調整立場和報道，滿足權力中心對處於該位置的報章之期望。被排斥

的報章，在立場上會更靠近支持的讀者，並以顛覆的策略，推動政治及社會議

題，甚至社會運動。  

要維持新聞的專業有賴記者的專業實踐，當中包括客觀平衡等專業理念和

行業運作常規。然而，在這變化中的新聞場域內，記者如何定義和實踐這些專

業慣習已經與以往不同，一方面機構利用平衡作為一種制肘記者的符號，機構

會選擇合適的專業定義，主導論述，釐定標準，行駛符號霸權；另一方面是有

記者在夾縫中嘗試改變慣習，仍力求維持平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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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突發新聞，科技力量對政治新聞場域的影響比較溫和。科技力量同樣

對政治新聞有兩極化的影響，第一， 科技場域的邏輯同樣改變了政治新聞的作

業常規，記者也被要求提供更快更多的新聞報道，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同時

兼顧拍攝採訪和撰稿。政治新聞相對要求記者更專業和深入的報道及分析，受

訪者慨歎如今的作業模式令他們沒有時間空間作出深入報道，令新聞專業大打

折扣。第二，政治力量進入科技場域，新的傳播手段令到一些政治力量可以建

立網上新聞平台，挑戰傳統新聞的權威之外，亦對新聞報道多加批判，令記者

在報道政治新聞時承受壓力。 第三，科技又給新聞場域提供機遇，新的新聞媒

體可以透過網上平台或社交媒體產製新聞，記者又可以脫離機構的掌控，在社

交媒體上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發表個人對政治事件的意見。  

受訪者又指出，意識形態上的對壘影響報章政治新聞的報道，政府上下有

著不同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是敵我分明，另一方面公務員又承襲了殖民地政府

的意識形態。此外，受訪者指出自從 2003 年 50 萬人遊行之後，社會開始出現

親政府和反政府的意識形態，及至雨傘運動，社會上出現黃、藍兩大陣營，政

治意識形態令社會分裂；在機構層面也出現了專業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的

矛盾；而記者和讀者則在事實與意見情感的側重上有所不同，在真相與後真相

之間搖擺。 

後真相的政治意識形態強調意見立場多於事實，這樣的意識形態對報館造

成很大影響，外在的權力中心要求報館符合立場：網民又多是以意見為先，給

予親政府網媒向傳統媒體扣帽子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報館大多奉行政治

正確的邏輯，受訪者認為這種邏輯對新聞專業造成威脅，敏感的題材和報道減

少了，調查報道也更難做，遣詞用字也被審查，報導變得平鋪直敘。  

科技也對新聞專業造成挑戰，外部力量因為科技賦予挑戰新聞專業的途經

和空間，在科技場域與新聞場域重疊之下，社媒和網媒對報章媒體造成挑戰，

新聞機構的經濟和文化資本被削弱，以記者作為個人行動者的角色和慣習，亦

因為科技而改變了。 

總結來說，政治新聞場域因應香港大權力場的結構變化而發生轉變，影響

新聞產製的政治和科技力量增大，特別是內置中央權力中心的力量，大多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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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靠近政治權力，代表新聞場域的大權力場的位置移動。政治新聞因為外部

力量、機構因素和個人原因，出現了去專業化的情況。政治新聞面對新的場域

邏輯，政治正確的邏輯往往凌駕新聞專業和市場導向的邏輯，報館作為機構行

動者出現了新的專業規範、作業常規和專業慣習，個人行動者面對這樣的情況

有抗拒也有服從，整體來說，在以上種種情況之下，報章新聞場域的他律性增

強，自由空間大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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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治化的政治新聞 

 

 

根據場域理論，新聞機構的位置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會影響機構和個人行

動者的屬性和慣習，進而影響新聞專業的實踐， 最終呈現在新聞報道內容上。

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實踐和報道內容正正反映報紙的新聞範式。本章節將會從量

化和質化兩方面分析回歸之後有關釋法的政治新聞報道，在量化分析方面，主

要是探討《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報紙在引

用中方和港府消息或發言，以及引述本港的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報道數量比例變

化。至於質化內容分析，則探討四份報紙在釋法當天和翌日的新聞，包括社評，

報道標題、消息來源、角度內容等等的範疇，探討政治新聞的變化。 

 

一、消息來源重中輕港 

 

本研究就香港五次釋法新聞報道的量化內容分析，四份報章(《蘋果日報》、

《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 合共 1478 篇報道 (見表十九)。第一次

釋法是回歸的第三年 (1999 年)， 釋法的內容是有關居港權的問題，四份報章合

共只有 174 篇，當中《大公報》佔 94 篇，其次是《星島日報》45 篇，反而

《蘋果日報》和《明報》的報道數量非常少，均只有十多篇。第二次釋法 

(2004 年) 和第三次釋法 (2005 年) 的報道數量最多，分別為 385 篇和 650 篇，第

二次釋法，《大公報》的數量依然是四份報章之中最多，佔差不多四成，其次

是《明報》，《蘋果日報》和《星島日報》的數量相近；第三次釋法《大公報》

的數目雖然較多，但比例下降至大約三成，其餘三份報章報道數目近似，較為

平均。第四次釋法 (2011 年) 主要涉及剛果外交案，不涉及香港內部政策，報道

數量最少，合共只有 25 篇，因此在之後的分析中，將不會包括第四次釋法。第

五次釋法 (2016 年) 是在「雨傘運動」之後，有關議員宣誓的法律條文，然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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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卻比第二、三次釋法少，《大公報》的報道數目依然最多，《蘋果日報》、

《明報》相近，《星島日報》卻是最少，只有 44 篇。  

 

表十九：四份報紙(《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

在五次釋法前兩個月的報道 

 

報紙就釋法的新聞報道數目 

合共 蘋果日報 明報 大公報 星島日報 

釋法時期 第一次釋法

（1999） 

 17 18 94 45 174 

 9.7% 10.3% 54% 26% 100.0% 

第二次釋法

（2004） 

 70 92 151 72 385 

 18.2% 23.9% 39.2% 18.7% 100.0% 

第三次釋法

（2005） 

 134 158 209 149 650 

 20.6% 24.3% 32.2% 22.9% 100.0% 

第四次釋法

（2011） 

 5 5 13 2 25 

 20.0% 20.0% 52.0% 8.0% 100.0% 

第五次釋法

（2016） 

 63 52 85 44 244 

 25.8% 21.3% 34.8% 18.1% 100.0% 

合共  284 323 552 312 1478 

 

1999 年第一次釋法的報道數量較少，可能因為當時報紙政治新聞整體的數

量較少。九七回歸之初，重大的政治議題驟減，政治爭拗較少，加上報紙趨向

市場化，較具「賣點」是突發新聞和財經新聞，政治新聞較少 (黃天賜，2014)。

第二次及第三次釋法的報道倍增，特別是第三次釋法多達 650 篇，兩次釋法是

在 2003 年 50 萬人上街遊行之後。根據上一章受訪者的意見，03 年之後，香港

的政治環境改變，政治議題增多，政黨對政治議題的爭議較大，政治新聞增多，

亦慢慢傾向政治化 (E8、E12)。相反，第五次釋法是在雨傘運動、立法會推翻

人大 831 議案之後，釋法主要是針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條例，理應是重大的政

治新聞，但四份報章的報道數量卻比第二和第三次的數量下降，特別是近年被

業界認為是更靠近政府立場的報紙，對於第五次釋法的報道是較少，正如受訪

者所說，近年報紙針對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在編輯和採訪策略上與以前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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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除了會更加嚴謹之外，很多時會拖延或淡化有關報道，甚至減少有關報

道 (D2、D3、E8、E10、E12)。 

 

1.  中方消息重要性加強 

 

《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報紙在有關釋

法的報道之中，在引述港府人士和中方人士的數目和比例上有所改變 (見表二

十及表二十一)。在回歸初期的第一次釋法事件中，有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為 

45.4%，引述中方人士說話或消息的報道只佔 31%， 2003 年之後的第二次釋法，

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比例下降至 28.8%，而引述中方人士的報道則上升到

42.3%；第三次釋法時，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回升至 37%，而引述中方人士的

報道比例為 41.5%，仍高於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至於梁振英政府年代的第五

次釋法，引述港府人士及中方人士的報道分別為 26.6% 及 46.3%，引述中方的

報道為歷來最高。 

 

表二十：四份報紙(《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

報》)在釋法報道中引述政府人士的數目及比例 

 

報紙在釋法新聞報道中引述港府

人士 (具名及匿名) 的比例 

沒有 有 

釋法時期 第一次釋法

（1999） 

 95 79 

 54.6% 45.4% 

第二次釋法

（2004） 

 274 111 

 71.2% 28.8% 

第三次釋法

（2005） 

 405 240 

 62.8% 37.2% 

第五次釋法

（2016） 

 179 65 

 73.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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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四份報紙(《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

公報》)在釋法報道中引述中方人士的數目及比例。 

 

報紙在釋法新聞報道中引述中

方人士 (具名及匿名) 的比例 

沒有 有 

釋法時期 第一次釋法

（1999） 

 120 54 

 69% 31% 

第二次釋法

（2004） 

 222 163 

 57.7% 42.3% 

第三次釋法

（2005） 

 380 270 

 58.5% 41.5% 

第五次釋法

（2016） 

 131 113 

 53.7% 46.3% 

 

 

數據顯示中方作為消息或引述來源的重要性已經凌駕港府，政治新聞報

道的分析結果與深度訪談的結果吻合，顯示近年在中方與港府的二元權力結構

上，中方已漸漸超越港府對傳媒的影響力。根據受訪者的意見，一方面是由於

中央以及中央駐港機構的官員更多參與香港政治事務及新聞報道，另一方面是

由於港府向傳媒發放消息方面更具篩選性，而且很多政府官員傾向不發放消息

或講話，這些都可能導致中方消息多於港府消息的原因。總括來說，新聞報道

的量化數據和深度訪談的結果，同樣顯示了報紙傳媒對中方權力和消息的倚重。 

四份報紙於四個釋法時期的新聞報道中，引述港府及中方人士消息及說

話都出現變化(見表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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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四份報紙 (《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

報》) 在釋法報道中引述港府及中方人士的數目及比例。 

 

報紙在釋法新聞報道中 

引述港府及中方人士的比例 

蘋果日報 明報 大公報 星島日報 

釋法時期 第一次釋法

（1999） 

引述港府人士  47.1% 50% 38.0% 53.0% 

引述中方人士  29.4% 38.9% 29.8% 31.1% 

第二次釋法

（2004） 

引述港府人士  30.0% 34.8% 29.0% 40.0% 

引述中方人士  30.0% 40.2% 48.3% 44.4% 

第三次釋法

（2005） 

引述港府人士  45.9% 38.7% 54.0% 43.6% 

引述中方人士  35.8% 45.6% 41.6% 42.3% 

第五次釋法

（2016） 

引述港府人士  27.0% 36.5% 18.8% 29.5% 

引述中方人士  23.8% 53.8% 55.3% 52.3% 

 

《蘋果日報》一直以來都較少引述中方人士消息，平均大概只有三成的報

道會引述中方，不過在引述港府人士消息方面則呈現比例上的下降，第一次釋

法時有 47.1% 的報道引述港府人士，第二次釋法時只有 30%，雖然第三次釋法

回升至 45.9%，但第四次釋法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比例大跌至 27%，顯示在新

聞場域中距離權力中心最遠的《蘋果日報》，在消息來源渠道方面非常狹窄。

根據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意見，《蘋果日報》受中港兩地政府的打壓或排擠，因

此相較其他媒體，較少獲得政府或中方消息。《大公報》是最靠近權力中心的

報紙，在引述港府消息和中方消息方面呈現相反方向的變化，除了第三次釋法

時引述較多港府消息之外，《大公報》在引述港府人士消息方面呈現下降，到

最後一次釋法，新聞報道之中只有 18.8% 引用港府消息，是歷來比例最低，也

是四份報紙之中最低；相反，《大公報》在引用中方消息方面比例上升，第一

次釋法只有 29.8%，之後的第二及第三次釋法報道，超過四成是引用中方人士，

至第五次的報道，有五成半是引用中方人士，而引用港府人士的報道比例少於

兩成。數據顯示《大公報》在引用兩地政府消息上呈現兩極化，重中輕港，兩

者的比例相差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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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的變化情況與《大公報》類近，引述港府人士的報道比例下

降，由第一次釋法超過半數報道引述港府消息 (53%) 下降至第五次釋法的約三

成 (29.5%)。在引述中方消息方面，則由第一次釋法的三成 (31.3%) 攀升至第五

次釋法的超過一半 (52.3%)，情況剛好倒轉過來，中方人士消息取代了港府消

息的重要性，兩者的比例相差兩成多。《明報》在引用港府消息方面亦有下降，

由第一次釋法的 50% 下降至第五次釋法的 36.5%。在引述中方消息方面卻有上

升趨勢， 由第一次釋法的 38.9%，上升至第三次釋法的 45.6%，在第五次釋法

的報道中，超過一半的報道引述中方消息 (53.8%)，顯示《明報》在引用港府

消息下降，變得倚重中方消息，在第五次釋法的報道中，兩方消息比例相差近

兩成。 

上述的數據分析顯示，《明報》、《大公報》和《星島日報》在引述港府

及中方人士消息方面，變化方向相同，少了引述港府消息而多了引用中方消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報》和《星島日報》在引用中方消息方面，報道的比

例均超逾一半。 這些分析結果正正配合深度訪談中受訪者指出，近年親近權力

中心的報紙漸漸增多，而且政治新聞報道的同質性增強。另一方面，《蘋果日

報》在引述中方消息方面，在比例上只是《明報》和《星島日報》的一半，在

引用中方消息的報道方面出現兩極化的情況。 

 

2.  建制消息地位抬升 

 

在引述建制及民主派人士方面，四張報紙在釋法報道方面也呈現變化(見表

二十三)。《蘋果日報》非常傾向引述民主派人士，除了第二次釋法，有四成的

報道是引述民主派人士，其餘三次釋法的報道，超過半數引述了民主派人士的

說話或消息，在最後的第五次釋法事件中，六成報道引述了民主派。作為離開

權力中心最遠的一間報紙機構，《蘋果日報》報道引述建制人士的比例遠遠少

於民主派，不過也呈現升幅。隨著中央權力中心在香港的發言增多和影響增大，

建制派人士的發言也增多了。《大公報》方面，主要倚重中方消息和傾向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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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人士發言，引述本港的建制派或民主派人士發言較少，引述民主派的報道

一般都低於一成，與《蘋果日報》近六成形成非常極端的兩極化。 

 

表二十三：四份報章 (《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

報》) 在釋法報道中引述建制及民主派人士的數目及比例。 

 

報章在釋法新聞報道中 

引述建制及民主派人士的比例 

蘋果日報 明報 大公報 星島日報 

釋法時期 第一次釋法

（1999） 

引述建制人士  8.3% 16.7% 8.5% 11.1% 

引述民主派人士  52.9% 50.0% 8.5% 24.4% 

第二次釋法

（2004） 

引述建制人士  12.9% 10.9% 6.6% 8.3% 

引述民主派人士  41.4% 33.7% 13.2% 33.3% 

第三次釋法

（2005） 

引述建制人士  15.8% 22.3% 11.5% 15.4% 

引述民主派人士  54.9% 42.7% 14.9% 32.9% 

第五次釋法

（2016） 

引述建制人士  25.4% 32.7% 30.6% 31.8% 

引述民主派人士  60.3% 40.0% 7.1% 22.7% 

 

《明報》在引述民主派人士講話方面，報道比例輕微下降，在引述建制派

人士方面則與其他報紙的比例同樣上升，在比例上有最多的報道引述建制人士 

(32.7%)。值得注意的是《星島日報》在引用建制人士的發言如同《明報》和

《蘋果日報》一樣，報道比例上升，但升幅比兩份報紙大，從一成報道引用上

升至三成，到最後一次釋法，有 31.8% 的報道引用了建制人士的發言或消息，

是三份報紙之中比例最高；此外，《星島日報》在引述民主派人士的報道比例，

先升後降，第五次釋法時，只有 22.7% 的報道引述了民主派人士，是《大公報》

以外，報道中最少引用民主派人士發言的報章。相比起《蘋果日報》近六成和

《明報》近四成報道引述了民主派人士，《星島日報》和《大公報》一樣，引

述建制派人士的報道比例多於引用民主派人士。 雖然有受訪者指該報要求記者

平衡消息渠道，但在釋法事件的報道中，卻是較多採用建制人士的消息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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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的結果與深度訪談的結果吻合，《蘋果日報》在釋法的報道中愈

來愈倚重民主派人士的消息，引述港府和中方人士的報道比例下降，引述建制

人士的報道比例亦是四份報紙中最少，該報在新聞場域之中似乎與權力中心愈

走愈遠，愈趨傾向民主陣型。《大公報》在報道上，更倚靠中央多於本港人士

的消息來源或發言，中方人士的消息在釋法的報道中一支獨秀；《明報》在政

治新聞報道的消息引用上，顯示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有輕微變化，相比從前，場

域位置上可能輕微靠近了中央和建制派；《星島日報》在報道上的變化最大，

在引用消息和發言方面，報道比例的變化趨勢與《大公報》近似，重中輕港，

多建制少民主，反映了《星島日報》在新聞場域之中，比《明報》更靠近權力

中心的據點，機構位置的變化，進而影響了政治新聞報道內容。 

 

二、 立場取向的變化 

 

本研究分析了《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

報紙在 1999 年第一次釋法和 2016 年最近一次釋法事件中，釋法當日和翌日的

新聞報道，包括社評 (詳見附錄)， 1999 年四份報紙兩天共 47 篇報道，2016 年

兩天合共 82 篇報道，合共 129 篇。(見表二十四)  

 

表二十四：《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四份報

紙在 1999 年第一次釋法和 2016 年釋法當日和翌日的新聞報道及社評數目 

 蘋果日報 明報 星島日報 大公報 總數 

1999 年 5 9 14 19 47 

2016 年 22 12 12 3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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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聞框架變化 

 

附錄中羅列了四份報章 (《蘋果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及《大

公報》) 1999 年及 2016 年兩次釋法事件，釋法當天及翌日的新聞報道標題、版

面及字數， 本章節分析四份報紙釋法報道的框架 (見表二十五)。 

 

      表二十五：四份報章 1999 年及 2016 年就兩次釋法事件的報道框架 

新聞框架 蘋果日報 明報 星島日報 大公報 

1999 年 釋法毀自治 

法治 

釋法影響居港

權及訴訟 

釋法解決居港

權問題 

釋法合乎香港

整體利益 

2016 年 1. 釋法毀法治 

2. 中央打壓 

無清晰框架 釋法合理，意

義大影響小 

釋法維護國家

安全和主權 

 

 

1.1. 1999 年報道框架：反映報紙立場 

 

《蘋果日報》1999 年未設社論，釋法報道呈現「釋法毀 自治法治」的框

架，五篇報道中有兩篇報道的標題與釋法摧毀香港司法和自治有關， 包括〈釋

法毀司法 ‧ 港府毀自治〉、〈大律師公會：法官難審案〉，而報道內文之中亦

引述議員和法律界代表，指出釋法會摧毀香港的法治和自治：  

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強烈批評中央及特區政府攜手斷送香港高度自

治，特首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更聯手「插法治一刀」！(大律師公

會：法官難審案，蘋果日報  1999-06-27，A02) 

大律師公會主席湯家驊則批評，人大「再次釋法」，是「抹殺」

終審法院自治範圍以內及以外的分別，亦令法官日後難以審案......

立法會法律界代表吳靄儀反對釋法，她批評政府運用行政手段，

干預司法獨立。(大律師公會：法官難審案，蘋果日報 | 1999-06-

2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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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1999 年的釋法報道框架是釋法影響居港權及訴訟，社評的標題為

〈釋法風波不可再 起草紀錄憑公開〉110，《明報》的立場是傾向不贊同，更提

出不可以再次發生，更希望公開《基本法》的起草文件，確定釋法是有法律基

礎。另外的八條新聞標題之中有四條與釋法影響居港權及訴訟有關，包括〈 人

大釋法居權人數 160 萬變 17 萬〉111、〈內地領養兒或失居權〉112、〈養子居權

案未決定上訴〉113 及〈入境修例議案周三提立會〉114，而報道內文之中亦頗多

內容提及釋法是否能解決居港權糾紛尚存爭議，並引發訴訟： 

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為許多進行中的訴訟帶來影響，首

當其衝的是港人在內地領養子女一案。高院原審法官祁彥輝前日

才判領養子女有居留權，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可能令他們失去居留

權。(內地領養兒或失居權，明報  1999-06-27，A02) 

反對「人大釋法」的社區組織協會和民主黨皆預言，「人大釋法」

不僅無法解決居留權糾紛，反而會觸發更多訴訟，甚至引發憲制

危機 (何喜華民主黨：釋法觸發更多訴訟，明報  1999-06-27，

A02) 

 

《星島日報》1999 年的釋法報道框架與《明報》相似，但較傾向「釋法解

決居港權問題」，社評的標題為〈釋法解危機 疑慮仍待消除〉115，用較正面方

向看釋法，認為釋法是解除居港權的危機，但仍提出疑慮，支持中帶有保留。

其他新聞標題如：〈人大通過釋法終院判決不變準港人減至 71 萬〉116、〈新增

合資格者僅逾 17 萬 統計處長：存嚴重低估可能〉117、〈測試個案已變釋法根

                                                
110 明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2) 
111 明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1) 
112 明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2) 
113 明報 (1999 年 6 月 26 日，A13) 
114 明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2) 
115 星島日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14) 
116 同上。 
117 星島日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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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逾千行街客料失居權〉118。內文較多提及釋法解決有關居港權的爭論，並令

擁有居港權的人數大幅下降：  

爭論近四個月的居港權問題，昨日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基

本法的解釋權而告一段落。(人大通過釋法終院判決不變準港人減

至７１萬，《星島日報》1999-06-27，A14) 

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是採取立法手段去補救司法判決的

錯誤，乃合理做法；而有本地法律學者認為，此舉不但影響港人

在內地親生子女，也將令領養子女喪失居港權。(邵善波﹕ 立法手

段補裁判錯誤，《星島日報》1999-06-27，A13) 

 

至於《大公報》的框架，是「釋法合乎香港整體利益」，社評的標題為

〈人大「釋法」意義重大〉119，表示釋法是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角度展示中央對香港的支持，立場完全正面。新聞標題如：

〈釋法為港解決大難題 港區人代政協委員發聲明 堅信香港法治必將更穩固〉

120、〈釋法消除憂慮符民意 商界社團均表示支持〉121、〈喬曉陽：符港整體利

益 釋法必要適當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122，內容主要闡述釋法符合香港利

益： 

人大常委會今次的釋法行動是必要及適當的，維護了香港的法治及

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一定會得到香港廣大市民的支持。(釋法為

港解決大難題 港區人代政協委員發聲明 堅信香港法治必將更穩固，

大公報  1999-06-27，A03) 

「釋法」是合情、合理、合法，亦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紓解香

港人口急劇增加的沉重壓力，保障香港社會的整體長遠利益。(釋

                                                
118 同上。 
119 大公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1) 
120 大公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3) 
121 同上。 
122 大公報 (1999 年 6 月 27 日，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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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消除憂慮符民意 商界社團均表示支持，大公報 | 1999-06-27，

A03) 

 

《蘋果日報》的報道框架是釋法對香港的負面影響，也就是摧毀自治和法

治，《明報》主要的框架針對釋法對香港政策和司法的影響，比較中性，並無

明顯傾向正面或負面。《星島日報》的框架是稍為傾向正面 ，就是釋法解決香

港居港權問題，但仍稍有保留。《大公報》的框架最正面， 將釋法報道為全面

長遠保障香港整體利益。四份報紙的報道框架基本上反映報紙立場，亦符合四

份報紙在回歸初期的新聞場域位置，就是《大公報》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最近，

《星島日報》次之，《明報》一般，而《蘋果日報》較遠。四份報紙的框架均

以香港的司法、問題和利益為本。 

 

1.2.   2016 年報道框架：反映場域位置變動 

 

2016 年《蘋果日報》的框架是「釋法毀法治、中央打壓」，更趨向負面、

並針對中央，社評的標題為〈一事一修法 中共將自食其果〉，123 ，對中央釋

法大力鞭撻： 

中共和梁振英肆無忌憚地摧殘香港立法獨立、摧殘司法獨立、摧殘香港

核心價值，只會激化港人的抗爭，激化本土意識及港獨信念，與其宣稱

的目的適得其反。(《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 A06) 

內文與框架和社評主題一致，例如〈1.3 萬人上街抗京毀法治〉124、〈釋法變立

法 京誓連根拔起本土派〉125、〈 朱凱廸轟中共政治羅網越張越大〉126，內文

亦同時凸顯中央對法治的打壓：  

                                                
123 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6) 
124 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3) 
125 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1) 
126 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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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在釋法「射程範圍」，意味隨時被連根拔起。英國外交部則關注人

大釋法，籲中國政府勿損害一國兩制。(釋法變立法 京誓連根拔起本土

派，蘋果日報  2016-11-08，A01) 

他稱最關心的並非議席得失，形容中共釋法是利用行政手段，對政治路

線作威嚇，展示中共可隨時劃界，「離譜到可以任佢噏」。(李飛定義：

自決是港獨  朱凱廸轟中共政治羅網越張越大，蘋果日報 | 2016-11-08，

A02) 

 

《明報》的標題和報道內文均無清晰顯示新聞框架，社評為〈「釋法」阻

入政權機構 「港獨」不會因而消退〉127，標題無明確立場，但內容多為正面： 

「釋法」要求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

宣讀包括「擁護」和「效忠」的法定誓言，本來是十分基本的要求……

「釋法」之後，仍有個別議員糾纏於「怎樣才算莊重啊」的口水仗，根

本就與民情脫節。(明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4) 

其中一些新聞標題正反俱備，避免傾向一方立場，例如：〈李柱銘轟奪法

院審判權  譚耀宗：釋法時機合適〉128、〈北京釋法針對港獨 泛民溝通之門料

未關〉129、〈泛民憂變違誓批鬥   建制促審視其他人宣誓〉130。此外，在〈大

律師公會批有替港立法之嫌  陳弘毅：釋法加強基本法本地法例銜接〉131 一文

的報道中，《明報》引用民主陣營 (陳文敏、戴耀廷、陳景生) 及建制陣營 (胡

漢清、陳弘毅、梁美芬) 各三名律師，令報道無傾向正面或反面。這樣的平衡

處理，令《明報》2006 年的釋法報道並無明顯框架，立場不清晰，但社評內容

傾向支持。 

 

 

 

                                                
127 明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4) 
128 明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129 明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14) 
130 明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3) 
1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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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的框架是「釋法合理，意義大影響小」，將 2016 年的釋法合

理化，社評為〈釋法早遏港獨 助港撥亂回穩例如〉132，支持釋法的立場非常清

晰， 其他新聞標題為〈張曉明︰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133、〈釋法與司法獨

立 袁國強稱可並存〉134。《星島日報》其中一則報道題為〈譚允芝：釋法衝擊

應較預期小〉135， 同日《蘋果日報》的報道則題為〈譚允芝稱萬一論損法庭威

信〉136，前者淡化釋法的影響， 後者則較負面。 內文亦有不少合理化釋法的

內容： 

梁振英強調......中央堅持認為今次事關重大，涉及國家統一、領土

完整和主權問題，故主動並及時釋法。(特首：切實執行釋法內容，

星島日報 2016-11-08，A06)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認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的解釋，以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及國家安全......有助立法會議

員在就職時依法宣誓，並減少因宣誓所產生的爭議。(梁君彥︰法

院裁決後始處理「梁游」，星島日報  2016-11-08，A04) 

 

《大公報》在釋法報導框架上，由 1999 年強調香港利益轉變為 2016 年的

國家利益框架，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遏止「港獨」，社評為〈堵塞「假

誓」漏洞封殺「港獨」空間〉137，其他新聞標題包括：〈「港獨」再演暴力 今

釋法息亂 〉138、〈學者：法理難容「港獨」〉139，內文屢屢強調國家主權和中

央的權力： 

 

                                                
132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6) 
133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134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6) 
135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136 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4) 
137 大公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4) 
138 大公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1) 
139 大公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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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表明，談論香港法治的時候，一定不要把《基本法》撇在

一邊，故不要動輒以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為藉口，來排斥中央的

權力，甚至凌駕於中央的權力之上。(晤港人大政協闡述釋法正

當性 張曉明：不容「港獨」任議員，大公報  2016-11-07，A02) 

「港獨」勢力在港發展了一段時間，侵犯了國家主權和尊嚴，引

起許多香港及內地民眾憤怒。(釋法說明了對一個議員的基本要

求 梁愛詩：有助覆核案正確判斷，，大公報  2016-11-08，A07) 

 

《蘋果日報》和《大公報》的框架雖然對中央權力一反一撐， 但中央權力

均是兩份報紙報道框架的重心，反映中央權力中心在大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的

重要性和影響愈來愈大。《明報》、《星島日報》及《大公報》社論標題一致

性，均以「港獨」為重點。《星島日報》和《大公報》的社評內文均提出釋法

是「遏止」港獨，傾向中央的立場 (表二十六)。 

對比四份報紙在 1999 年及 2016 年就釋法事件的報道，有兩項觀察： 

(1) 1999 年的新聞框架較偏重入境政策和問題，以及香港利益。2016 年的新

聞框架執上升至內地和香港的矛盾，以及國家安全語主權的層次 ； 

(2) 報道的框架亦反映了四份報紙在場域中的位置變化，《大公報》更靠近

中央權力中心，《蘋果日報》則更遠離，《星島日報》框架較接近《大

公報》，顯示較接近中央權力中心，《明報》標題、引述、用字謹慎，

避免設定框架和清晰立場，反映該報在場域中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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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四份報紙 1999年及 2016年在釋法事件翌日之寫評標題及內容重點  

 蘋果日報 明報 星島日報 大公報 

1999 年 (未設社論) 釋法風波不可再 起

草紀錄憑公開 

釋法解危機 疑慮

仍待消除 

人大「釋法」意義重

大 

 (內容重點)  

常委會的主事官員

說不會輕易啟動釋

法程序﹐意圖減輕

釋法對香港法制的

衝擊﹐但震盪仍然

非同小可。 

(內容重點) 

人大常委會對《基

本法》有關居留權

的解釋﹐使本港避

過了人口危機。然

而這次釋法仍會引

起爭議 

 

(內容重點) 

議案的通過﹐更從

「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高度﹐展示了中央

對香港特區的高度支

持與愛護。 

2016 年 一事一修法 中共

將自食其果 

「釋法」阻入政權

機構  「港獨」不會

因而消退 

釋法早遏港獨 助

港撥亂回穩 

堵塞「假誓」漏洞封

殺「港獨」空間 

(內容重點) 

中共真的會不惜一

次又一次釋法，推

翻香港現有法例、

推翻法官判決，直

到達到目的。 

(內容重點) 

今次「釋法」目的

為應對「港獨」，

北京以不尋常做法

處理，京港互動折

射出來的互信低迷

景况，設若持續下

去肯定對本港不利 

(內容重點) 

解釋條文向港獨分

子牢牢關上立法會

及各重要公職的大

門，遏止港獨思潮

和勢力擴散......有

助防範社會圍繞港

獨議題的矛盾尖銳

化，促進長期政治

和社會穩定。 

(內容重點) 

內容既就特區公職人

員的宣誓問題作出了

具體的規定，同時也

進一步明確了中央堅

決遏止「港獨」的立

場絕不含糊、絕不手

軟。 

 

 

2. 強力平衡 

 

《明報》與《星島日報》在 2016 年的釋法事件報道之中，出現了一些特別

的消息平衡情況，《星島日報》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的兩宗新聞之中，

分別引用了建制派和民主派人是的發言，而且數量對稱，例如，在〈譚耀宗建



162 

 

議 特首為議員監誓〉140 一文中，分別引述了李柱銘和譚耀宗，在〈大律師公

會：有為港立法之嫌〉141 一文，則分別引述了建制派的湯家驊和民主陣營的張

達明。 

《明報》亦出現同樣的情況，例如在〈李柱銘轟奪法院審判權  譚耀宗：

釋法時機合適〉142 中，同樣分別引述了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建制派的譚耀宗，在

〈大律師公會批有替港立法之嫌 陳弘毅：釋法加強基本法本地法例銜接〉143 

一文中分別引述了民主派 (陳文敏、戴耀廷、陳景生) 和建制派 (胡漢清、陳弘

毅、梁美芬) 律師各三人。而且正如上文所說，《明報》在這兩則新聞的標題

上亦力求平衡，盡量不顯示傾向任何陣營。  

新聞平衡是一種專業，平衡是讓各方都有表達觀點的機會，不集中其中一

方的報道，造成偏頗，記者在刊出報道前，也有責任求證內容的真偽，不是單

單把各方意見寫出，令錯誤的信息被發放，誤導讀者。就上述兩宗新聞報道，

《星島日報》和《明報》 所採用的平衡報道手法，較接近區家麟 (2017) 所提出

的「強力平衡」，即是「在不需要平衡時強作平衡，過分強調平衡，甚至引致

扭曲」144。  

 

 

3. 內容同質：場域位置相近 

 

《星島日報》和《大公報》在 2016 年釋法當日和翌日的報道中，出現了十

分類似的內容，這些內容主要是引述港澳辦及中聯辦的消息，和報道中央駐港

高層的發言內容。2016 年 11 月 7 日，四份報章均有報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解

釋釋法，《星島日報》和《大公報》均主要引用中聯辦的新聞稿，大篇幅報道

張曉明的發言。 《大公報》以長達 2402 字詳細報道張的言論：〈晤港人大政

                                                
140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141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8 日，A06) 
142 明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143 明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3) 
144 區家麟 (2017)。《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中文大學，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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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闡述釋法正當性 張曉明：不容「港獨」任議員〉145，《星島日報》的報道同

樣引用中聯辦發稿，並轉述政協常委陳永棋和季霆剛的消息： 

浙江省政協季霆剛表示，當張曉明談到除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

外將有其他議員受釋法影響時，獲得全場鼓掌。(張曉明︰維護國

家安全天經地義，星島日報  2016-11-07，A02)  

《蘋果日報》和《明報》的內容並沒有引用中聯辦，主要是引用政協委員

陳永棋的轉述，《蘋果日報》並引用民主派人士張達明講師反駁張曉明言論 

(張德江拍板人大今釋法  張曉明：梁游是癌細胞，蘋果日報  2016-11-07，A04)，

《明報》則在〈釋法今表決點明宣誓含意監誓人權責 議員行為涉港獨可追究發

假誓〉一文中，小篇幅轉述張曉明談及釋法的原因和方向。 

此外，2016 年 11 月 8 日《星島日報》和《大公報》均刊登了有關港澳辦

和中聯辦的消息，而且內容相似，《蘋果日報》和《明報》則無刊登相關新聞。

《大公報》用兩段稿分別報道港澳辦和中聯辦的消息：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解釋，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對「港獨」的堅定

決心和意志，維護了基本法的權威和香港法治，順應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完全必要，正當其時。(港澳

辦：表明中央遏「獨」決心，大公報  2016-11-08，A05)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負責人表示，此次釋法

有利於解決香港立法會部分候任議員宣誓違法引起的爭議，有利於

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和遏制「港獨」勢力。(中聯辦：定紛止爭劃

明底線，大公報  2016-11-08，A05) 

 《星島日報》的頭條新聞中載有港澳辦及中聯辦的內容，與《大公報》非常相

似，部分字句更是完全相同： 

港澳辦及中聯辦昨日均有回應人大釋法。港澳辦發言人稱釋法

「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對港獨的堅定決心和意志」，順應連同港人

在內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完全必要，正當其時」。中

聯辦負責人則表示，今次釋法有利於解決香港立法會部分候任議
                                                
145 大公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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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宣誓違法引起的爭議，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和遏制港獨

勢力。 (人大釋法一錘定音 梁游議席勢不保 不真誠不莊重 等同拒

絕宣誓，星島日報  2016-11-08，A02) 

《星島日報》和《大公報》呈現了有別於《蘋果日報》和《明報》的同質

性內容，顯示了兩報在消息來源、報道取向上的接近，間接反映了兩報在新聞

場域內的位置較其他兩張報紙接近，亦較為接近中央權力中心。  

 

三、 小結 

 

新聞場域至於大權力場域之中， 理所當然受到各種權力的影響，當中政治

權力對政治新聞的影響最大，受訪的政治記者曾指出，當香港政治環境改變的

時候，新聞傳媒往往首當其衝 (E8)。本章報告和分析香港回歸後報紙就釋法事

件的報道，數據分析、內容分析與深度訪談的結果吻合，更立體地呈現了香港

報紙場域的變化。 

表二十七總結了本章內容分析的發現，釋法報道的消息引述的分析顯示，

中方作為消息來源，近年已有取代港府的趨勢，建制派人士在消息渠道方面的

影響力亦增大，結果與深入訪談內容吻合。報紙場域是一個他律性高自主性較

小的場域，政治權力操控新聞的其中一項重要手段是消息來源。為了維持或獲

取更多社會和文化資本，有些報紙可能會選擇更靠近消息來源並維持良好關係，

而透過消息和資訊的提供，中方權力和建制派人士可以更大程度地操控報紙政

治新聞的內容產製。 

1999 年，四份報紙的框架基本上反映了回歸初期各份報紙的立場 ，四份報

紙各有據點、各有距離，四個框架清晰、各有分別，四者同一之處是框架均香

港問題和利益為主。2016 年，四份報紙有三份有可辨框架，《蘋果日報》、

《大公報》各走極端，卻均與中央有關，《星島日報》如《大公報》一樣，也

是選用釋法合情合理的框架。三個框架分別顯示了報道論述的兩極和同質性，

結果與深入訪談中新聞工作者的意見吻合。這種矛盾的變化反映了三份報紙在

改變了的大權力場域和新聞場域中的位置轉變，《蘋果日報》與中央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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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遠，《星島日報》如《大公報》則靠近。《明報》情況最為特殊，無論選題、

引述、用字均盡量避免傾向任何一方或顯示立場，並無清晰的報道框架。 受訪

者提出，近年一些中立的報章在一些敏感議題的處理上會刻意作出不必要的平

衡，用字謹慎小心，避免顯示立場，這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編採策略，亦是在轉

變的新聞場域中機構行動者的一種生存策略。 

  

表二十七：1999 年及 2016 年四份報紙的釋法報道內容分析總結 

 1999 年 2016 年 

消息引述 
重港輕中 重中輕港 

建制派不重要 建制派趨重要 

報道框架 

香港利益 國家主權 

立場多元 立場兩極、近似 

 強力平衡 

 兩極化、同質化 

 

 

《明報》與《星島日報》的一些報道出現了「強力平衡」的情況，力求內

容引述方面平衡建制派及民主派人士的消息或發言，《明報》甚至在標題亦出

現同樣的情況，有為平衡而作出平衡之嫌。 

此外，新聞內容的比較呈現了報紙內容的同質性，與框架分析的結果一樣，

《星島日報》如《大公報》出現了相似的內容和一樣字句，這些相似的內容與

中央權力中心有關，包括了位高權重的機構或個人行動者的消息或引述。正如

場域理論提出，同一據點的機構或個人行動者會擁有同樣的屬性、相似的慣習，

類似的反應。在新聞場域之內，據點接近的報館機構，也會呈現內容和消息渠

道接近的新聞報道。 

總括而言本研究的釋法新聞內容分析呈現了香港報紙新聞場域和範式的幾

個特點。香港大權力場域中，二元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中央權力中心的主導

角色加重。報紙新聞場域的結構變化，報紙機構行動者的位置改變，一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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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了中央權力中心，個別機構卻更遠離，整體新聞報道同時出現了兩極化和

同質性。一些機構的位置模糊，一方面在政治邏輯與專業邏輯之間擺盪，一方

面又嘗試將兩者融合，政治正確地實踐專業邏輯。香港報紙新聞場域的這種矛

盾，顯示場域的他律性雖然增強，特別是來自中央權力中心的影響，但場域中

仍存有限度的自主性，才會出現兩極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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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總結 

 

 

本章綜合分析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的深入訪談及報章內容分析的結果，探

討香港新聞場域的變化，探討香港報章新聞範式的轉移，同時回應研究問題(三)

及(四)，討論回歸後，香港權力場域中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力量出現何

種變化，呈現怎樣的場域結構轉變，如何影響報業新聞場域；並闡釋本研究可

以對場域理論和範式轉移提供甚麼樣的個案。 

 

一、新聞場域的改變 

 

1.  政治權力的統合與彰顯 

 

1.1. 二元權力趨向一元 

 

Bourdieu (1998a)指新聞場域是政治場域的一部份，而政治行動者會透過影

響新聞場域去影響大眾。回歸初期，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均強調一國兩制的原

則，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表明堅持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由特區政府的領導，「履行當家作主的神聖權利和

職責」146。因此，中央政府甚少干預香港事務，更絕少干預香港傳媒的運作和

報道，中央駐港的權力代表亦非常低調， 較少就香港事務發言，更遑論直接囑

咐傳媒如何報道新聞，有受訪者形容他們「是隱形的，他們奉行一國兩制，也

很強調兩制」 (E8)。雖然當時港府「當家作主」，亦極少明顯的直接干預傳媒

運作，縱使曾蔭權擔任特首，曾聘用傳媒業界人士擔任新聞統籌專員，但受訪

者表示，當時新聞專員充其量只是透過提供資訊的方式間接引導傳媒報道內容

                                                
146 1998 年 7 月，江澤民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高興地看到，一

年來香港同胞發揚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履行當家作主的神聖權利和職責，積極維護祖國尊嚴，

擁護“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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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絕對不會直接告知傳媒如何報道 (D2、E10、E12)。在香港的大權力場

域之內，內地政治權力並不彰顯。所以，回歸初期香港雖然由港英二元權力轉

移至中港二元權力，但中港兩方一隱一顯，就香港政治事務而言，主要是香港

政府與新聞媒體溝通。 

然而，2003 年後中央對港政策改變，中央駐港權力和港府權力呈現變化

(E8、D4)，另一個轉捩點是 2012 年，特首梁振英上台，市民推翻國民教育政策，

自始「中央整個對港政策改變，內地加強了對香港媒體的管控」(D4)，除了不

少報章的老闆或高層獲中央委派政治職銜之外，有記者指出，中央駐港高層近

年和傳媒高層頻繁溝通，並相信機構高層會直接收到來自中央的指示或消息

(E10、E12、E13)。港府權力中心對新聞傳媒亦多了直接的干預，有受訪者表

示，近年港府對傳媒有時候是「明刀明槍」的指示或勸喻 (D4、E8)。不過相比

之下，有受訪者認為來自中央或駐港機構的壓力比特區政府對傳媒的影響更大 

(D4、E10、E13)。 

此外，本研究就釋法事件的新聞報道內容分析發現，引述中方人士和港府

人士消息或發言的報道數目和比例有所改變，除了《蘋果日報》之外，在 2016

年的釋法報道中，《明報》、《大公報》和《星島日報》接近半數的新聞報道

有引述中方人士，顯示中方作為消息或引述來源的重要性已經凌駕港府，《大

公報》和《星島日報》有重中輕港的趨勢，多了引述中方消息，少了引述港府

發言，這可能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報館自己的取向，偏向選擇中方消息；二

是權力中心的話語權改變，中方比港府人士在事件中的發言更多。無論如何，

以釋法事件的個案而言， 中方的話語權在二元權力結構中有超越港府的趨勢。 

本研究的結果，基本符合香港新聞界的觀察和意見，香港記者協會 2011 年

的言論自由年報題為《一國進。兩制退： 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 (香港記者

協會，2011)，而 2017 年的言論自由年報題為《 一國圍城：北京肆意向香港傳

媒施壓》(香港記者協會，2017)，記協在新聞稿表示： 

我們在以「一國圍城：北京肆力向香港傳媒施壓」為題的 2017 年言論自

由年報中打了一個比喻：若說北京在 2003 年前，是安坐於乘客後座上，

在香港出現反對 23 條立法的大遊行後，已坐上前面的副駕駛座；而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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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席習近平上場及港人為爭取民主而於二零一四年爆發佔領運動後，

北京已決定進佔駕駛座。中國第三把手張德江近日的講話，可說是北京

強硬立場的最新闡述。他強調「一國」重於「兩制」，痛斥一切有關本

土自決或香港獨立的言論，並要求港府立法維護國家安全。記協憂慮這

將引起嚴重的寒蟬效應，窒礙新聞自由。(香港記者協會，2017 年 7 月 2

日) 147  

根據記協的觀察，中央政府近年調整了對港的政策，「一國」凌駕「兩

制」 ， 反映中港二元權力之中，中央權力中心漸漸超越港府權力，出現趨向

一元權力的狀況。本研究的受訪者亦有表示「北京因素對傳媒影響大了」(E12)，

有些報館在處理敏感的政治議題上更為謹慎，會比較考慮中央政府的取向(D2、

D3、E10)，有時甚至出現新聞專業邏輯退讓予政治邏輯的情況。至於近年冒起

的「本土派」、「自決派」、「港獨派」，是否能成為影響政治新聞的一股力

量，抗衡中央的一元權力，被訪者未見談及。這方面的力量需待進一步的時間

觀察及研究，才了解其影響力。 

  

  

1.2. 硬權力與軟權力的施展  

 

        回歸之後，政治權力慢慢由以往低調，少干預的作風，轉變為採取較明顯

的直接溝通和干預，政治權力行使「符號暴力」，以硬權力行使法例與制度，

用正式的制度性措施控制文化生產，又以軟權力的方法，用非制度性的規範手

段影響新聞產製。 

在突發新聞方面，政府軟硬權力兼施，一方面警方透過科技賦予的機會推

行了新的資訊發放機制，否定了新聞媒體以專業和新聞自由為理由而獲得相關

資訊的權利，選擇全面規管罪案和意外消息的發放，重新訂定傳媒獲取相關消

息的規則。另一方面，新機制容許警方和消防施行「文化仲裁」，由他們決定

                                                
147  香港記者協會 (2017)。〈《一國圍城》香港記者協會公布 2017 年言論自由年報〉(新聞稿)。

香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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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種是值得傳媒報道的突發新聞消息，甚麼罪案、甚麼意外可以成為突發新聞。

警方又透過科技的使用，推動一些非明文規範，鼓勵報館的高層或記者與警方

保持良好關係，多報道警方的正面新聞，以求在制度以外獲得新聞消息或線索。  

在政治新聞方面，權力中心同樣軟硬兼施，前特首梁振英屢興訴訟，將刊

登他負面新聞或評論的傳媒訴諸法律，有受訪者表示，此舉或多或少會造成寒

蟬效應(E8、D4)。與此同時，受訪者表示，近年內地或港府的政治權力個人或

單位，會向某些報館老闆或高層指示、建議或批評某些報道或報道形式，對所

謂「聽話」的傳媒會給予讚賞、政治酬庸或者間接的經濟利益，對不滿意的報

道，會給予譴責，雖然這些權力沒有通過正式的政策或措施，但這些行為其實

同樣是「文化仲裁」的手段，賦予一套判斷政治新聞適宜與不適宜的準則，而

這些不成文的準則因為發佈者的政治權力和地位，在老闆和高層的心目中取得

一定的合法性，是政治權力中心對政治新聞的報道施行的符號暴力，並藉此取

得新聞場域的話語權。此外，權力中心亦會透過選擇性地發放新聞消息籠絡或

排擠傳媒，他們主要選擇一些「既有公信、報道又在預期之內」的報章(E10)，

有些傳媒為了保住獨家資訊渠道，多會配合權力中心的報道方向，形成雙方之

間一種約定俗成的協作模式，確保報道能夠合乎權力中心的期望和利益，這亦

是一種符號暴力使用的效果。 

香港特區至今仍然奉行一國兩制，中港政府沒有全面地以硬權力直接操控

媒體，不過愈來愈使用一些制度性的措施間接影響媒體的新聞運作，本港的突

發新聞遇到的情況便是一例。中港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運用軟權力，而且軟

權力的手段越來越頻繁、強硬和直接，透過非正式非制度性的規範，軟權力的

使用同樣收到效果。在本研究中，無論是政治新聞或突發新聞的受訪者，均在

一定程度受到政治權力的符號暴力所影響，在軟硬權力兼施之下，在「文化仲

裁」的非專業引導專業下，或多或少改變了他們新聞採訪和報道的常規作業，

就如 Benson (1999)、Kvasny 和 Truex(2000)所言，擁有權力的一方可以透過使

用符號暴力促使形成一種對他們有利的慣習，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達致他們

的目的。在突發新聞的內容分析也顯示突發新聞在種類上和數目上改變，罪案

新聞減少，意外新聞變多，有受訪者指出，這正正是由於警方篩選機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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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透過行使符號暴力，用制度性的方法控制了傳媒報道突發新聞的內容。透

過符號暴力的使用，削弱了記者的專業判斷和行使，干預他們的新聞創作過程

(creative process)，減低了他們和整個新聞場域的自主性。 

 

1.3.  經濟力量的萎縮與隸屬 

 

Bourdieu (1989；1998a) 認為政治權力的影響較不明顯，主要是透過新聞消

息的給予來控制傳媒，甚至認為政治場域的權力和主動性會受經濟力量影響，

所以新聞場域較為受商業力量影響。不過本研究發現，近年影響香港報章新聞

場域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並不如 Bourdieu 所形容政治權力弱而經濟權力強， 

反而是政治權力壓到經濟力量的影響，經濟力量甚至隸屬於政治權力之下，順

應政治權力的方向影響新聞場域。 

影響香港報章的經濟力量之所以依附政治權力，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第

一是由於報章銷量收入下跌，在文獻回顧中提及收費報章的銷量和業績持續下

跌，免費報章的廣告近年亦錄得跌幅，148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市場競爭越來

越劇烈，商業邏輯再難以一支獨秀，在報章場域中抗衡其他權力和凌駕其他邏

輯。第二是因為報章擁有權的「染紅」(香港記者協會，2017)，回歸初期香港

12 份收費報章之中，只有《大公報》、《文匯報》、及《商報》受中央政府直

接控制，及後《新報》和《太陽報》結業，至今尚存的十份收費報章之中，除

三份黨報之外，《成報》被中資企業入股，自 2003 年開始，《星島日報》、

《經濟日報》、《東方日報》和《信報》四位老闆及四位高層相繼被中央政府

授予政治名銜，只有《明報》和《蘋果日報》沒有涉及其中。 

第三是權力中心操控報章的廣告投放，多位受訪者在訪問中均指出，一些

「聽話」的報章會在廣告方面獲益，而「不聽話」的報章則會得到較少的廣告

投放，中資廣告更是絕跡 (D1、D4、E8、E10、E11)。這一點與大權力場的結

構有關，Benson (2006)提出經濟力量的中央化程度和分裂化的程度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會因應政治經濟和科技的變化而改變，繼而影

                                                
148  資本壹週 (2016 年 7 月 7 日)。〈傳統報紙 誰能活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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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新聞場域的生態和景觀。回歸之後，隨著中港融合的程度深化，中方資金在

香港市場的比例越來越高，佔領相當大的份額149，由於中央政府對經濟和市場

有掌控能力，因此出現了政治權力壓倒經濟力量的情況，政治權力中心得以控

制報章的廣告投放。 

基於上述三項因素，經濟權力和商業邏輯在報章新聞領域中的影響減少，

政治權力和政治邏輯取而代之，佔有主導地位，影響報館的取態和報道內容。  

 

1.4. 後真相政治邏輯  

 

龐金友 (2018) 認為，後真相政治秩序邏輯有三個特點，第一是人們重視價

值和情感多於事實與真相；第二，大眾化政治參與令政治精英群體失去優勢；

第三是後政治心理的出現，指的是一種政治上的偏執與懷疑心理。他又指後真

相年代政治存在四種危機，一是感性重於理性，立場、情感和輿論往往成為大

殺傷力武器；二是民眾漸漸失去對媒體的信任；三是道德審判的氾濫；四是介

於真實與虛假、客觀與虛構、理性與情緒之間的「第三種現實」的出現 

(Sismondo, 2017)。本研究發現，香港的新聞場域也受到龐金友所描述的後真相

政治邏輯和危機的影響。 

一是敵我分明、非友即敵的立場與價值取向。港府政治權力中心一些上層

人士近年採取一種敵我分明的取態，立場先於專業，傾向先於報章的立場，將

機構界別，隨後再選取相對的應對策略，或親近或排擠，逼使傳媒「選邊站」。

雖然敵我分明的政治取向並非完全是後現代的產物，不過卻在新媒體和社交媒

體快速發展的年代得以發揚光大。政治權力中心除了傾向友好陣營的報章之外，

更傾向一些親中親政府的網媒，甚至繞過傳統的新聞媒體，向這些網媒提供獨

家新聞，此舉除顯示權力中心對傳統新聞媒體的不信任和漠視之外，亦削弱了

傳統新聞媒體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受訪者認為這種敵我分明的政治取向令報章

                                                
149  路透社曾於 2014 年發表「特別報道」，指中國加強對香港商界的控制，中資企業在香港的

房地產、金融、電力、建築行業和股票市場佔據越來越大的比例。[擷取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4

年 12 月 31 日)：〈路透：中資全面滲入香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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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道更為極端，特別是劃歸為敵對陣營的報章，會投網民所好，政治新聞報

道更趨於立場鮮明，往往加入情感、意見和價值判斷的元素，類近於 Sismondo 

(2017) 提出的「第三種現實」出現在新聞報道之中。  

二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和道德審判。自「雨傘運動」之後，非藍即黃的

二元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變得旗幟鮮明，一些網媒或網民往往會對報章的新聞

報道產生懷疑，認為報館或者記者是親藍或親黃陣營，並將報道劃歸一方立場，

然後對報館甚至撰文的記者予以抨擊和譴責，一些受訪者認為這樣的立場判斷

和道德審判都會對報館機構和新聞工作者都會造成壓力。而且這種後真相年代

的道德審判往往會帶動情感和價值，令大眾忽略新聞專業、事實和真相，打擊

一些社會大眾對新聞傳媒的信任。報章往往因此面對群眾壓力和公信力下降的

雙重打擊，正如龐金友 (2018) 所說，這種立場取向和道德審判是後真相年代最

大殺傷力的武器。  

 

2. 科技之洪荒之力 

 

2.1. 科技場域融匯新聞場域 

 

本研究發現，新聞場域與科技場域出現融匯的情況，隨著科技發展成為場

域，有其場域獨立的權力結構、場域邏輯、機構和個人行動者，甚至有子場域

的存在，例如社交媒體便可視之為其中一種子場域，隨著科技場域的成熟與壯

大，新聞場域已非單是引入科技手段，意思漸漸與科技場域共融，除了網媒的

出現，報章亦在網上平台及社交媒體平台發放新聞，新聞的採訪、內容、傳送

及表達手法愈來愈受科技場域的邏輯影響，網絡更成為新聞龐大的消息來源。 

     兩個場域的融匯對新聞場域造成挑戰，在科技力量的洪流之下，新聞場域的

邏輯相對顯得微不足道，科技場域邏輯牽引著新聞工作者的慣習，改變了新聞

的生產，新聞產品面貌也為適應科技場域而改變。科技成為改變新聞場域的一

股強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新聞場域的變化。面對著科技帶來的強大他

律力量，機構和記者作為新聞場域的行動者，除了適應科技場域的邏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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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新聞專業，極力尋找策略和方法與之抗衡，希望發展出一套保持新聞

專業的作業常規，例如在有限的時間求證網上的消息來源，正如其中一位受訪

者所言：「科技的改變無可避免，我們會慢慢適應，就如同筲箕一樣，篩著篩

著，自會去蕪存菁，把方法優化」(B12)，他的分享正正反映個人行動者面對科

技的挑戰之下，仍然對專業有所追求。有受訪者指出，科技場域賦權於網民這

些個人行動者，令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傳統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貶值，如果再

失去新聞的專業價值和道德倫理，記者的專業身份和地位也會隨之消失。所以，

記者面對科技場域和邏輯的挑戰仍然堅持新聞的專業，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的掙

扎。  

 

2.2. 科技的兩極化力量：降服與解放 

 

根據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模型(圖四)，科技力量存在於左右兩極，右極結合

政治經濟的力量，是令經濟資本趨多而文化資本趨少的其中一種力量；左極結

合政治文化力量，有助場域增加文化資本，減少對經濟資本的依賴。本研究結

果顯示，科技力量對報章新聞場域存在本研究理論架構模型中兩極化的影響。 

 

文化生產場域 

有限生產                      大量生產 

新聞場域 

 

權力場域 

文化資本 + 

經濟資本 --  

經濟資本 + 

文化資本 --  

後真相意識形態 

政
治
、
文
化
、
科
技
極 

 

政
治
、
商
業
、
科
技
極 

 

專業意識形態 

社會空間 

社會空間 

圖四：本研究就大權力場域及新聞場域結構的補充 

 



175 

 

一方面，科技力量為港府政治權力所使用，警方借助數碼科技制度性地杜

絕記者直接取得警方及消防的通訊內容，控制了罪惡和意外的消息進入新聞場

域，顛覆了突發新聞記者的作業常規和慣習，削弱了記者的專業性和新聞報道

的資訊性，令突發新聞作為一種新聞產品的吸引力和價值降低。回歸初期，突

發新聞是報章取得經濟資本的重要新聞產品類別，現時卻較難與其他新聞產品

競爭。此外，科技力量又結合商業力量，在報章銷量下降的時候，網上新聞變

得越來越重要，為追求點擊率，網上新聞報道求快、求多，減縮了核實資料的

時間，新聞內容往往簡單，標題嘩眾取寵吸引網民點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新聞的專業。商業和科技邏輯的結合，令新聞產製更強調經濟資本的效益，而

非文化資本的累積。 

        另一方面，在香港政府大力支持下，科技和社交媒體得以蓬勃發展，各類

文化、消息和資訊充滿互聯網世界，成為新聞場域和工作者抗衡右極力量的支

持。在突發新聞方面，社交媒體成為記者獲取突發新聞消息的重要平台，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警方的資訊箝制，內容分析的數據顯示，突發新聞在 2015 年在

數量有所回升，而所有受訪者亦表示出是對社交媒體的依重，有受訪者表示：

「突發新聞之所以沒有完全死去，全因為 Facebook」(C15)，可以說，科技在

這方面保留了突發新聞子場域一定的自主度，令突發新聞的源頭不至完全由警

方操控。在政治新聞方面，網上平台和社交媒體令一些記者獲取了抗衡政治權

力和報館機構的空間，這些個人行動者可以透過虛擬平台發表意見甚至不滿，

有時會令報館機構有所忌憚(E7)，部分記者也可以在網上分享對新聞事件的看

法，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針對政治情況或事件直接發聲。 

        本研究的結果所見，上述情況證明了本研究提出的場域理論模型中對科技

力量的修訂，就是科技力量如同 Benson (1999, 2008)提出的政治兩極論一樣，

對文化生產場域與及新聞場域存在兩極化的影響。右極的科技力量結合政治和

經濟力量對新聞場域施壓，香港的報章媒體，面對強大的科技、政治和經濟力

量，臣服在這些權力的邏輯之下。左極的科技力量結合文化力量，加強了資訊

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令突發新聞記者可以從警方新通訊制度的桎梏之中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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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獲得解放，從社交媒體平台上獲得突發新聞消息和材料；也令記者作為個人

行動者可以在網上發佈政治觀點和評論，由新聞機構的限制和規範中獲得解放。 

 

2.3. 後真相浪潮席捲 

 

在新傳播科技和網絡媒體的快速推動之下，後真相現象席捲全球，令傳統

媒體易陷入其中，新聞專業面對不少挑戰，其中包括海量信息的提供、消息的

準確度、核證事實的困難、以及情感觀點帶動事實的趨勢。 

第一是錯亂零碎的新聞事實。媒體要不斷提供訊息內容以滿足網民要求，

在後真相年代，網民傾向在網上追求海量訊息多於精準事實，社交媒體的用戶

追求量和速度對於深度並不重視。English (2016) 認為網上平台如今成為新聞場

域中的重要元素，對於需要不斷提供新聞消息，對本研究中的突發新聞和政治

新聞記者都造成困難和壓力，新聞報道變得碎川化和簡單化，不單改變了他們

的新聞作業常規，也減少了他們生產專業和有深度的新聞報道。本研究發現，

報章的網上突發新聞會出現零碎而頻密的更新報道，在報道時序上有時會有別

於傳統的事後跟進，而出現所謂前傳式的更正/更新報道。  

第二是海量夾雜真假事實的資訊。網上資訊多而繁雜，迅速而範圍龐大的

轉發往往令資訊源頭變得模糊和無法追尋，對核證事實 (fact checking) 造成困

難。受訪者表示，突發新聞非常追求速度，要在短時間內核實信息，是對新聞

工作者把關人角色的挑戰，但在香港警方的新資訊發放制度之下，記者往往無

法第一時間趕赴意外或案發現場，失去了訪問傷者或目擊者的機會，不得不依

賴網民消息，至於網民是否第一身目擊者，還是穿鑿附會，有時難以核實，因

此，往往犧牲了新聞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第三是情感和意見帶動事實的趨勢。網民很多時由情感和觀點帶動，進而

決定是否點擊閱讀新聞內容，再加上以上提及道德審判的趨勢，新聞工作者在

生產網上新聞內容時，有時候需要兼顧網民這種後真相取向。受訪者指出，有

時在跟進新聞難免要考慮網民的情緒和輿論，假如網民一面倒傾向同情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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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雖然不會做假，但難免會「避重就輕」(B11)，新聞的選題、角度甚至內容

會因此受網民的情感和意見影響。  

第四是社交媒體內容的同質性。在使用社交媒體時，用戶可以因應自己的

偏好自主選擇訊息，社媒營運商亦會選擇類同的內容呈現給用戶，相異的內容

會被過濾，根據這種社媒的邏輯，用戶往往陷入一種如同「回音壁」的信息場

域之內(de Saint-Laurent 等，2017)。為了爭取曝光率，報館和記者難免需要計

算網民的閱讀喜好，反覆製作同質性的新聞內容，例如虐待動物，儘管這些新

聞內容以往並非主流，甚至不會考慮成為新聞題材(B12)。 

基於上述後真相政治邏輯和後真相報道形態之呈現，報業新聞的專業性備

受威脅，已在政治、經濟和科技的三股力量共同推動之下，近年香港報業有漸

靠近後真相意識形態的趨勢。 

 

3. 香港大權力場的重塑 

 

3.1. 回歸初期的場域權力結構：模型一 (經濟權力主導) 

 

雖然本研究不是直接探討香港的大權力場域，不過從新聞場域和行動者的

改變，可以側面反映外在大權力場的若干變化。上述的分析顯示，香港大權力

場域中的結構呈現改變，回歸初期的香港，內地權力秉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的原則，基本上是較低調、不干預香港事務的，港府的政治權力基本上採取接

近西方的做法，尊重傳媒的新聞自由，中港兩方政治權力各司其職，並沒有一

元權力獨大的情況。當時影響報章最大的是經濟權力、商業邏輯。根據本研究

提出的場域權力結構模型，香港的大權力場域結構傾向由經濟力量主導、各種

權力整合度低的第一種模式(圖五)。在這種模式之下，香港權力場域主要受資

本主義之下的經濟力量主導，當時有學者提出報業出現完全市場導向的傾向(蘇

鑰機，1997)，有些報館傾向遵循商業邏輯辦報和生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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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韜文(1997b) 意見，政治社會經濟等力量的整合度越低，政治權力分

佈傾向不集中，影響新聞傳媒的力量就愈分散，新聞空間相對較大，傳媒機構

擁有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在這樣場域權力結構之下，報館往往以盈利為本，

商業掛帥，因此市場力量甚至有助新聞傳媒抗衡來自政治力量的壓力，保持自

由多元 (李金銓，2003)。150 

  

                                                
150 李金銓 (2003)：〈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廿一世紀經

濟評論》，第 77 期，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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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本研究中劃分權力結構的兩軸及四種權力結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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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年的場域權力結構：模型四 (政治權力主導統合、科技場域影響增大) 

 

近年，香港的大權力場出現了四種情況，改變了權力場的結構，第一是政

治權力的強大與操控性，在政治權力中心方面，漸漸出現中央權力中心凌駕香

港政府權力中心的情況，呈現一元權力獨大的情況，無論是來自內地或港府的

政治權力干預愈來愈強；第二，香港的科技場域急速壯大，流動通訊與社交媒

體形成龐大力量，融匯其他場域，報業的例子顯示，政治權力、經濟力量與科

技力量高度交織，第三，中方資本在香港各關鍵行業和市場所佔比例持續提高，

這種單一性的資金來源改變了原有的市場結構，讓政治權力可以輕易操控市場

力量，例如商戶對報章的廣告投放受到政治權力的操控；第四，後真相浪潮席

捲，政治力量融匯科技力量推使後真相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的盛行，經濟力量

亦服從這種邏輯和意識形態，以討好權力中心和讀者，後真相意識形態增加了

各個場域的黏附度。這四方面的因素令致香港的各權力場高度重疊，當中政治

力量的主導性較強，依據場域權力結構模型，近年香港大權力場域的結構轉向

由政治力量主導、權力整合度高的第四種模式 (圖六)，新聞場域與其他場域高

度重疊，不重疊的新聞自由區縮小。 

當一個地方的政治權力越集中，政治社會及經濟等系統的整合度愈高，權

力越傾向政治中心，權力中心便能擁有更多影響新聞產製的資源和力量，在這

種情況之下傳媒機構會更依附權力中心，主流報道互相協調，新聞產製的自主

性和自由度減低 (陳韜文，1997b)。本研究的政治新聞內容分析和記者訪談的結

果顯示，發現原本較中立、或較接近港府的報章，近年在一些政治報道上，有

較符合權力中心的傾向，與此同時部分的受訪者亦反映政治新聞的報道空間和

自由日漸縮減，傳媒面對的環境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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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son (1999) 曾經提出，一個場域抗衡外力影響的程度會影響該場域的自

主性，他警告，當社會大部分的場域都失去自主性，由一個場域主導其他場域

的時候，這個主導性的場域決定了價值的定義，出現完全主導的局面。當社會

的其他力量全面依附政治權力時，即是當圖六的第四種模式走向極致，各種場

域出現高度重疊並依附政治權力時，政治權力中心便可以主導其他所有場域， 

屆時文化生產，包括新聞產製的創作過程(creative process)便會受到嚴重的干預，

新聞自由的空間便會遭受嚴重壓縮。不過，本研究並未發現新聞場域被完全主

導，香港的報章新聞場域中仍存在遠離權力中心的機構行動者，雖然他們備受

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但仍然擁有新聞報道的自主性，甚至令香港報章的新聞報

道有時出現兩極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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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香港大權力場域的結構由回歸初期的模型(1)轉為近年的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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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聞場域位置右移 

 

本研究發現，香港報章的新聞場域在大場域中有所變化(圖七)：(1) 場域向

右極移動，更靠近政治、商業和科技極；(2) 更遠離左邊的政治、文化和科技極；

(3) 場域的右移同時更靠近後真相意識形態的一端，稍為遠離專業意識形態的一

端。新聞場域的位置右移主要是因為在政治和科技因素增強的情況之下，更為

順服於政治與科技邏輯。然而，新聞場域更靠近右極的結果，一是場域出現去

專業化的情況，令報章新聞的文化資本貶值；二是新聞場域的他律性增強，自

主度減低，新聞自由的空間縮減。下文將詳細逐一新聞場域右移的原因和結果。 

 

 

4.1. 位置右移的原因：政治與科技邏輯 

 

近年報業的新聞場域內，由於政治權力增強，部分機構行動者的位置更靠

近權力中心：磅礡的科技力量令科技場域加強與其他場域的融匯，報業市場萎

縮令報館更加對廣告和點擊率珍而重之。大部分香港報章是上市公司，受到商

業邏輯影響，上述總結有關政治權力和科技力量的分析顯示，報館的運作愈來

文化生產場域右移 

有限生產                      大量生產 

新聞場域 

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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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文化生產場域及新聞場域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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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受政治和科技邏輯所影響，這些外部規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新聞場域本身的

邏輯。 

當政治權力對場域的影響增大，一些被視為政治正確的外部規則會慢慢地

被機構和個人行動者內化，經過實踐成為場域邏輯，政治正確更會成為競爭的

重要資本 (Benson, 2006)。根據本研究訪問的政治新聞記者的意見，回歸之後政

治正確成為報館新聞場域中的一個重要邏輯，指導和規範政治新聞的採訪和報

道，有些不服從這些邏輯的報館，會受到權力中心的消息和廣告制裁；有受制

裁的報館，其後選擇服膺政治正確的邏輯。 

除了政治邏輯之外，香港的新聞場域亦極受科技邏輯的影響。本研究的訪

談結果顯示，政治新聞記者在採訪上很多時需要兼顧網上新聞，需要作多媒體

訪攝，並在撰稿安排和速度上配合。突發新聞受到科技場域的邏輯影響更大。

在採訪上，突發新聞非常倚重社交媒體的消息，因此，新聞場域與社媒場域高

度融匯，更大程度地服膺社媒的遊戲規則。 

新聞專業內化了政治與科技邏輯的結果，就是把香港的報章場域推向右面

的政治、商業和科技極，遠離左邊的政治、文化和科技極。愈近右極，新聞專

業面對的挑戰愈大，擁有的文化資本愈少，更為順服於政治與科技邏輯，以及

後真相意識形態。 

 

4.2. 位置右移的結果：去專業化和文化資本貶值 

 

學者認為記者作為專業群體中的一員，擁有專業知識、社會網絡、專業的

合法性和地位，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這兩種資本均有助於場域整

體和行動者的文化資本，令新聞場域可以成為一個抗衡外在壓力的半自主場域

(Benson & Neveu, 2005；Bourdieu, 1988；Hanitzch, 2007；Meyen & Riesmeyer, 

2012；Siapera & Spyridou, 2012)。然而，本研究發現在回歸之後，報章的政治

新聞和突發新聞記者因為外在政治權力和科技力量的制約，以及報館機構的策

略調整，出現去專業化的情況。圖八綜合本研究結果影響新聞場域去專業化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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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驅使新聞場域的文化資本下降。一方面突發新聞記者因為警方的

新資訊機制，限制了新聞消息來源。另一方面，權力中心選擇向報館的老闆和

高層發放新聞消息，政府內部的變化令公務員減少向記者發佈消息。政府和政

治中心軟硬權力兼施，影響了新聞記者的消息和人際網絡，削弱了他們的社會

資本。 

後真相政治邏輯令符號資本下降。面對政治權力的變化和壓力，有些報館

傾向政治正確的邏輯，立場變化往往令新聞報道欠缺持平。不同的應變策略又

往往掣肘了新聞報道的產製，特別是政治方面的調查性報道，令專業的報道數

目減少。此外，與權力中心越離越遠的新聞機構則傾向帶有意見情感式的報道，

政治力量 

圖八： 影響新聞場域去專業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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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爭取網民的支持。兩種極端的報道形式均有損市民對新聞工作者的信心，新

聞專業的權威、聲望和合法性都受到質疑和打擊新聞場域的符號資本下降。  

科技的改變弱化新聞成為一般傳播資訊。受訪者指網民傾向認為圖片、評

論、意見就是事實，就是新聞，正如 Brin 及 Drolet (2008)所言，新聞資訊被一

般傳播溝通取代了，將新聞重新定位為一種互動，一種與公眾接觸的模式。151

在這些模式的衝擊下，新聞報道變得越來越短，報道的速度越來越重要，獨家

新聞變得越來越困難，新聞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下降。 

傳播技術令到大量非專業記者湧現，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當人人都可以

成為新聞的目擊者，人人都可以在網上發放資訊時，大眾對記者和新聞專業的

重視和尊重也就減低了(B8)。與此同時，香港報章的突發新聞記者無可避免地

大量使用這些業餘記者的資訊材料，他們的文字、意見或圖片被加入新聞報章

之中，變相等於傳統媒體對這些非專業行動者的肯定和認同，是他們獲取合法

性的關鍵(Bourdieu, 1998a，Tandoc & Jenkins，2017)，Hujanen (2016) 認為這些

非專業人士加入新聞場域對新聞的質素造成威脅。因此，在數碼化年代每一個

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出現了所謂非專業化的意識形態，削弱報章新聞專業的符

號資本。  

經濟力量擴大了新聞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報章市場萎縮，廣告下跌，為了

保持盈利，報館都更著重網上新聞，機構和記者需要大量產製新聞提供網絡和

社媒平台，新聞場域更貼近文化生產場域的右邊，有更貼近大權力場的右極。

此外，報館機構更強調網上的瀏覽率和點擊率，希望吸引廣告商和投資者，記

者不免在新聞產製時將網民的喜好考慮其中，影響了新聞的選材、標題、內容，

甚至質素，令新聞的專業水平受到一定影響。 

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由於以上因素而下降，令場域整體和行動者的文化資

本下降，當新聞場域移向文化資本右軸方向時，表示場域內可以抗衡外力的專

業減退，新聞場域的他律性增強、自主性減低。 

 

                                                
151 Brin, C., & Drolet, G. (2008). Tabloid Nouveau Genre: Format change and news content in Quebec 

City's Le Soleil. Journalism Practice, 2(3), pp.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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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聞場域內部結構變動 

 

新聞內容產製是受到回歸後場域權力和結構的變化所影響，報章與權力中

心的距離影響著他們的立場，也影響了他們的報道策略和慣習。越近權力中心

的報館，愈傾向依從權力中心的指示。根據文獻回顧及受訪者的意見，回歸後

親中央和親政府的報章增多，但亦有報章與政府的立場愈走愈遠，代表了這些

報章和權力中心的距離產生變化。蘇鑰機 (2016)曾不同類別的新聞機構，進行

政治和表現兩方面的評分，並繪製成新聞機構的位置圖，圖的橫軸是政治取向，

本土和建制立場分別置於橫軸的兩端。基於蘇鑰機的概念，圖九和圖十綜合了

文獻回顧和本研究的結果，以概念圖像(非量化)呈現回歸初期及近年報章與權

力中心的新聞場域距離 152 橫軸代表概念性的場域距離，亦象徵政治取向，愈

靠近左方末端，報章的位置和政治取向愈靠近權力中心。圖九是回歸初期的情

況，除了《大公》、《文匯》、《商報》三份黨報最靠近權力中心外，大部份

報章都處於中間距離，《蘋果日報》則離開權力中心較遠。 

 

 

 

 (註：場域距離為行動者在結構內的相對距離，並非量化的實際距離。) 

 

                                                
152圖中的距離為場域內的相對距離，並非量化的實際距離，由研究者基於報館的資金來源、老

闆和高層的政治授勳以及本研究中內容分析和深度訪談的結果繪製 

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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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與權力中心的場域距離                                               遠 

圖九： 回歸初期報紙與權力中心的新聞場域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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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是近年的情況，幾個行動者的數目有所改變，四份免費報加入市場，

當中兩份分別隸屬《星島日報》和《經濟日報》，假設立場相同。圖中顯示三

分黨報依然最靠近權力中心，但這權力中心已為中央主導，大部份的報章都移

近了權力中心，《蘋果日報》仍然離開權力中心最遠。圖像顯示香港大部分的

報章都比較靠近權力中心，而《蘋果日報》與權力中心的距離加大，與其他報

章的距離亦變遠，形成數量的多與少、距離的近與遠的兩極分明狀態。 

 

 

 

(註：場域距離為行動者在結構內的相對距離，並非量化的實際距離。) 

 

報章在報道策略和報道內容亦隨著它們的場域位置變動而有所改變，傾向

奉行政治正確的邏輯；非親中央和政府的報館，在回歸後距離權力中心愈來愈

遠，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陷入後真相政治和科技邏輯的危機之中，在報道

立場和內容上偏向支持他們的網民所好，走向極端，以爭取讀者市場，並以網

民意見與政治權力抗衡。 

 

二、 香港報章新聞範式轉變 

 

根據學者的定義，新聞範式反映在行業、機構和個人的層面(J. M. Chan, 

1987；J. M. Chan & C. C. Lee, 1984, 1991；F. L. Lee，2006；Pan & Ch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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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近年報紙與權力中心的新聞場域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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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e, 1990；鄧淑玲，2000)，是行業內普遍接受的想法和做法，隱藏在組織策

略和編輯政策之內的文明和不明文指引，是新聞工作者的實踐，指導新聞應該

如何被解讀和報道。M. Carlson (2015) 指出，當新聞行業的爭議越來越多，出

現不同論述的時候，正正顯示範式修訂的出現，回歸之後，影響報章新聞場域

的大權力場出現變化，報章新聞行業亦隨之而變，以突發新聞為例，消息來源

機制的爭議及修訂令突發新聞的採訪和報道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至於政治新

聞方面，過去二十年亦出現不少爭議，反映了報章行業經歷範式修訂。 

 

1. 香港報章新聞範式轉移的動因  

  

在文獻回顧中提及，新聞範式的轉移與四項因素有關，分別是外在力量、

讀者取向、傳媒機構的生存策略和新聞工作者的適應策略。 回歸之後， 影響

香港報業場域和範式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均出現變化，本文

第四章將 1995 年至今的香港報業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綜合文獻回顧和受訪者的

意見，這三段時期有不同力量影響和主導報業的新聞範式： 

第一階段： 市場力量導向 (1995 年至 2002 年)。這一階段的主導力量主要

是來自市場和資本權力，報業奉行商業邏輯，愈能吸引讀者的新聞愈有市場，

因此突發新聞迎來了輝煌年代，與此同時，傳播和攝錄科技的進步亦令突發新

聞更為多姿多彩，內容更加豐富，對讀者具有吸引力，報館亦願意投入較多的

人力物力採訪突發新聞。而一些強調公信力和質素的報章，傾向追求和持守新

聞專業，報導對香港人重要的政治新聞，再加上當時中港權力中心均較為低調，

亦較尊重傳媒和新聞自由，對傳媒的直接干預較少，報章在報導政治新聞方面

的空間較大。  

第二階段：經濟政治權力更迭 (2003 年至 2012 年)。第二階段是政治和經

濟力量的交替更迭期，網上新聞日漸流行，實體報章銷售情況轉差，廣告收入

不理想，加上免費報紙的競爭，印刷報紙市場萎縮，與此同時，報業注入更多

紅色資本。另一方面，根據受訪者的意見，在 03 年 50 萬人上街遊行、特首董

建華辭職之後，中央改變對香港的政策，開始加強在香港政治上的角色，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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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政治事務發言和平論，並增加與傳媒的直接溝通，然而，來自政府直接

的干預仍是較少。科技力量在這階段的影響變得更為重要，首先是警方和消防

轉換數碼通訊系統，警方和傳媒的關係在 03 年之後轉差，警方選擇在通訊系統

轉換之後不容許傳媒直接取得通訊內容，令突發新聞的發掘和採訪發生根本性

的變化。其次是網絡傳播技術的興盛，令網上新聞消息更為快捷和豐富，為突

發新聞提供重要的消息來源渠道。在此階段，政治經濟和科技的力量比較均衡，

無明顯的主導力量，不過政治力量結合科技力量，顛覆了突發新聞的原有範式，

推動特發新聞的範式轉移。  

第三階段： 政治權力強勢 (2012 年至 2017 年)。2012 年反國民教育事件之

後，中央進一步改變對港政策，政治力量干預漸顯，中港二元權力中心以中方

的一元權力為重，中港政府對傳媒的直接干預堵增多，力度增大，而且每每直

接向報館老闆或高層施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治新聞的採訪，令編採傾向

奉行政治正確的邏輯；另外，紙媒繼續萎縮，中央權力透過操控經濟資本，控

制廣告投放，傳媒受壓，有報館失去中資廣告，亦有報館調整編採策略，在立

場上作出改變，以求獲得廣告投放。另外，科技成為另一股銳不可擋的力量，

無論突發新聞和政治新聞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科技邏輯的影響， 求快、求多、求

片、求點擊。科技對突發新聞的影響尤其大，網絡消息和材料成為突發新聞非

常重要的資訊，在網絡上發掘、採訪和跟進新聞成為突發新聞的採訪常規的一

部分，有受訪者甚至認為科技拯救了瀕死的突發新聞。 在此階段，主導政治新

聞的最重要力量是政治權力，尤其是來自中方的一元權力，推動政治新聞的範

式轉移；而科技力量則主導了突發新聞的範式重塑。 

讀者/受眾的取向是範式轉移的另一元素，過去廿年，香港報業的讀者取向

亦出現變化，首先，讀者相比以往更傾向網上新聞，社交媒體成為他們閱讀新

聞的重要平台；其次，讀者亦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特別是在上述第三階段，

相對中方一元權力中心的角色加重，官方更加強調「一國」的重要性多於「兩

制」，民間與此同時興起本土力量，強調香港核心價值和本土的政治重要性，

兩種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慢慢走向對立，這一情況在雨傘運動之後更為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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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各以己見為先，更各自在社交媒體建立新聞專頁，常以意見感情帶動真相，

這種後真相意識形態蔓延到新聞傳媒，影響傳媒的政治新聞報道。 

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機構的適應策略亦會推動範式轉移，由於新聞工作者非

常倚重日常工作常規 (Reese, 1990；Tuchman, 1973, 1978, 2002)。當記者編輯遇

到一些不能用工作常規應付的事件或問題時，就會推動他們尋找方法，慢慢改

變常規實踐，逐漸形成新聞範式 (Pan & Chan，2003)。突發新聞的慣習出現軌

跡偏離的情況，警方和消防轉換通訊系統並推出新的資訊發放機制，結合了科

技和政治力量，根本性地改變了突發記者的新聞實踐，讓他們原本的慣習無法

有效地取得罪案和意外的消息，無法令原本的突發新聞作業常規正常運作，突

發記者唯有另闢溪徑，一方面適應新的資訊發放機制，另一方面記者為了解決

問題，不斷調整作業方法，慢慢地更依靠讀者及社交媒體提供消息，所以，新

聞範式可以是從行業內部自我修訂的。新聞內容分析顯示，2012 年剛完成系統

轉換全面支援新機制時，突發新聞數目銳減，顯示偏離原有軌跡的新慣習，並

未能在實踐的初期有效令機構和個人行動者繼續佔領或者重回原有的場域位置。

及至 2015 年的數據顯示，突發新聞的數目輕微回升，深度訪談的結果顯示，新

慣習已逐漸趨於穩定，受訪者的作業常規趨於一致，顯示突發新聞範式的修訂

已逐漸完成，出現了新的範式。 

因應新的權力結構，傳媒機構會調整新聞報道的策略和編輯政策，採用新

的新聞取向和評論立場，慢慢地，新的範式逐漸形成 (C. C. Lee, 1998)。在政治

新聞方面，在政治力量的挑戰之下，報章內容分析反映回歸之後報章在釋法事

件的報道出現改變，在訪問之中，受訪者提及不少政治權力干預的例子，亦有

一些業內的爭議事件，例如中央及港府權力中心直接與報館老闆或高層溝通、

指示甚至批評，行業內亦出現一些富爭議性的報道，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領

導人訪港事件等等，業內行動者雖然對這些爭議性報道不表認同，但同時亦承

認有時在報道的選題和處理手法上有所改變，報館亦趨向謹慎處理，這正正顯

示了範式修訂的出現，不過，種種的爭議仍然存在，顯示現階段仍處於修訂的

過程中，不像突發新聞般已完成了範式的修訂。下文會探討現今香港報章新聞

範式的專業實踐內涵及報道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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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實踐的範式變化 

 

範式修訂需要透過機構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實踐，同樣在場域理論中， 場

域內部的改變是一個自我產生的機制，Bourdieu 認為歷史與場域結構會影響新

聞產製，新聞慣習就是兩者的結合，個人或機構的慣習和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

是相符的。153 

Benson (1999) 指出行動者進入場域要接受場域的基本遊戲規則，形成不同

的慣習，令場域穩定，方便場域的再生產，不遵從規則慣習的，又有失誤的，

在場域競爭中較難生存(Swartz, 1997)。因此 Benson (2006) 及 Sparrow (1999)均

認為，記者的選擇一般會符合機構或社會的情況，處於相若位置的新聞機構或

記者會有類近的行為。本研究發現，就政治新聞來說，任職黨報的記者由於報

章的立場非常清晰，記者會奉行報章既定的政治正確路線；至於一些近年更為

親近權力中心的報章，記者會由機構的內部溝通、來自上層的明示或暗示、慢

慢地從轉變的機構慣習中領悟老闆的立場，大多數會漸漸選擇合符報館取向的

做法。力求中立的報館機構及其任職記者，面對的專業掙扎最大，報館在政治

正確和專業正確之間擺蕩，記者則力求抗衡政治邏輯，盡量堅持專業的追求。 

  

2.1. 選題範式 

 

回歸之前香港的新聞範式大致沿襲西方的新聞專業理念，選取新聞議題最

主要是考慮新聞的重要性和影響性，雖然可能也有一些敏感和具爭議性的題目，

但大多與政治無關，更沒有所謂禁區的存在，當時雖然三份黨報路線清晰，但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黨報在跟隨中央路線，也會傾向香港社會，1999 年的

釋法事件新聞分析便是一例(圖十一)。 

                                                
153 Benson (2006), p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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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力中心的壓力和政治正確的邏輯指導下，一些報館會在新聞選題、作

業流程、遣詞用字上變得非常小心謹慎。在政治新聞的選題方面出現了幾種情

況 (圖十二)： 

(1) 禁區： 有受訪者表示，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機構內部會知道有一

些新聞是不可以做的，例如支持法輪功、反共產黨的活動、支持港獨等

等 (D1、E9、E12)。 

(2) 灰色區： 排除或謹慎處理敏感議題、敏感人物、敏感報道手法或敏感字

詞 (E8、E9、E10、E13)，而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例如六四事件、劉曉

波事件等等，因為歷史和港人感情，仍然有傳媒打著擦邊球測試底線 

(E10)。 

(3) 紅色區：在一些核心的議題，特別是牽涉一國治港等議題，或者一些中

央政府有明確立場的議題上，一些報館選擇跟著中央路線報道，基本上

沒有彈性空間，有時甚至犧牲客觀平衡這些專業理念，跟隨「紅色」路

線報道 (D4、D2、E8、E9、E10)。 

(4) 安全區：在一些不敏感、不涉及中央元素、又或者中央沒有明顯立場的

新聞上，例如香港內部的政策問題，機構一般會讓記者有較大的報道空

間(D2、E10)。 

近年香港報業的題材區間有所變化，根據上文顯示，題材上出現了禁區，

就是一般報章不會報道的題材；灰色區域增大，顯示敏感議題增多。據訪談內

容顯示，受訪者列舉的例子大多是政治議題。紅色區也加大，除了三分黨報之

外，一些親中央親政府的報章，在一些與中央有關的議題上，都傾向跟隨中央

路線；在禁區出現、灰色和紅色區增大的情況之下，香港報業的自由題材區間

面積減少，顯示報章在選擇議題方面自由度減少了，需要考慮、審慎處理和避

免的題材相對增加。 

所以，近年香港報章在選題上出現了上述這些區分，以權力中心的取向和

政治正確邏輯作為指導思想成為報館機構的生存策略，但在專業實踐上卻一定

程度上偏離了原本的西方新聞專業理念，有受訪者甚至表示：「香港在政治新

聞的報道上一些做法愈來愈與內地新聞傳媒的做法相似」(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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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回歸初期香港報業的新聞題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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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近年香港報業的新聞題材區間 

禁

區 



193 

 

2.2. 新聞專業範式 

 

正如 Au (2016) 有關香港廣播新聞業界的自我審查的研究發現，新聞機構

會透過重新定義新聞專業的概念內規範記者的新聞報道，本研究發現香港報章

業界在平衡報道的專業實踐上同樣出現了 Au (2016) 發現的幾種情況： 

(1) 不對等的平衡(Asymmetric balancing) ：受訪者指出，機構雖然強調平衡

報道，例如不同立場人士的發言機會比例，但機構很多時在報道的內容

安排上卻會出現不對等的處理，例如在報道中引述的次序、字數等等

(D2、D3、E5、E9)。  

(2) 豁免平衡(Exemption in balancing)： 一些報章高層在處理權力核心領導

的意見或說話時，會認為這些領導具有超越的權威性(Authority 

Supremacy)(Au，2016)，因此不需要作出平衡報道 (D4、E7、E10)。 

(3) 官方事實(Official facts as fact)：在處理一些政府官員的發言時，一些報

館的主管會將發言內容定義為事實而非意見，認為記者用直述式的報道

便可，不需要再找其他立場人士回應或評論(D3、E12)。 

(4) 不需平衡的新聞欄目(Genre design) ：有一些親近權力中心的報章會選擇

在一些帶軟新聞性質的政治新聞欄目中，談及政治權力中心的意見或政

府政策，由於欄目的性質不同於一般新聞，因此可以不需作平衡報道 

(D2、E13)。 

 

一直以來都有學者質疑所謂真正的持平和不偏不倚 (Hackett, 1984；Hall, 

Crithc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 1978; Hartley, 1982)，認為客觀、平衡和公

正等概念只是支持主流意識形態的術語，當中涉及文化霸權的話語鬥爭，是實

現權威地位的主導話語和沉默的從屬話語之間的區別(Raeijmaekers & Maeseele, 

2017)。有受訪者認為機構採用的平衡概念其實只是政治正確邏輯的策略，有些

報章高層近年更常強調和諧(E7、E8)，這種「不對等的平衡」其實桎梏了專業

新聞報道的產製，正如 Carey (2008)、 Tandoc 及 Thomas (2017) 質疑，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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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可能令新聞「非智化」和「技術化」，將新聞報道變成一項純粹的傳播

過程而不是知識生產。  

 

2.3. 日常工作常規的改變 

 

在突發新聞方面，以往記者可以直接收聽警方和消防的通訊內容，在發掘

新聞消息和採訪新聞上均擁有主導地位，記者自己可以自行決定哪些事件有新

聞價值，判斷如何採訪和跟進， 並可以第一時間到達事件現場，採訪目擊者和

傷者，拍攝現場圖片，甚至作出第一身的目擊報道。 

然而在警方數碼通訊系統啟用之後，原本的日常工作常規不能運作，突發

記者完全唔需要透過警方提供篩選過的資訊，才能啟動採訪程序，警方扮演了

最重要、最主動的新聞守門人角色，削弱了記者的主動性。基於警方消息的不

穩定和貧乏，網絡資訊成為突發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突發新聞新的日常工作

常規中，加重了網絡採訪的工作，網絡和社交媒體成為突發新聞記者發掘消息

和取證的重要渠道，與網民的互動成為突發記者的日常工作之一，網上採訪和

照片搜集成為慣常的採訪手段。 

 

2.4. 報道內容的改變 

 

新聞範式指導新聞工作者決定甚麼應該成為新聞，如何去理解、採訪和報

道事件(J. M. Chan, 1987；J. M. Chan & C. C. Lee, 1984, 1991；F. L. Lee, 2006)。

香港新聞範式改變令報章新聞出現政治新聞商品化、兩極化、同質化和後真相

新聞報道的特色。 

政治新聞商品化。政治新聞成為商品，向兩類市場銷售，第一類是讀者市

場，第二類是權力中心市場。讀者市場對商業營運的報章依然重要，印刷版的

報章市場萎縮，新媒體和網媒平台成為報章另一主攻市場。例如《蘋果日報》

在新聞場域的位置上遠離權力中心，在消息渠道和經濟上受到箝制，於是更加

傾向倚重政治立場相同的讀者支持，在政治新聞的報道上更是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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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之後，中央和香港的權力中心改變了傳媒策略，權力中心成為報章

的另類市場。權力中心透過受與報館老闆和高層政治任命，向他們提供政治資

本，有受訪者認為這些政治資本的擁有或多或少影響了報章的新聞產製。與此

同時，新聞產品轉化成文化資本，理論上透過吸引廣告，可以轉為經濟資本。

不過，Bourdieu (1998a，2000)指出，資本是否能有效轉換，需要視乎新聞產品

是否符合政治權力中心的需要，在深入訪談中，有受訪者反映，一些在報道立

場上符合權力中心需要的報章會獲得較多的廣告投入，特別是內地資金的廣告。

相反，在報道上愈是與權力中心的立場不一，愈少獲得廣告，內地資金廣告更

往往絕跡(E8，E10)。香港報業出現了 Bourdieu 指出的情況，新聞產品是否合

乎權力中心需要會影響文化資本是否能有效轉化為經濟資本，也反映了政治新

聞商品化的情況，報章的政治新聞變成向權力中心銷售的商品，這種另類權力

市場導向之下，報館亦需要因應權力中心的需要而調整商品的內容。 

  

兩極化和同質化。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央日漸主導新聞場域，報章在場域

的位置出現變化，靠近權利中心的報章增多，遠離權力中心的報章離得更遠。

加上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趨向黃藍兩極，新媒體平台的政治二元化更

為極端，報章內容的兩極化更趨嚴重。本研究發現，為了爭取讀者和權力中心

的支持，香港近年一些立場鮮明的報章往往在新聞報道的選題角度和內容上更

加壁壘分明，以釋法新聞為例，《蘋果日報》和《大公報》在新聞框架、選題、

消息引述、內容和用字方面，都出現了兩極化的情況。  

另一方面，場域位置接近，立場上相近的報章，在某些重要和敏感的政治

議題報道上，報道漸趨一致，本研究的釋法新聞內容分析發現，《明報》、

《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在消息資訊引述方面，都倚重中方和建制人士。

《星島日報》及《大公報》在消息來源、新聞報道內容、甚至用字方面更有非

常相似之處。 

後真相年代的新聞報道。後真相年代，在政治、經濟和科技因素影響，突

發新聞和政治新聞都出現了後真相新聞報道的特點，意見情感帶動新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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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政治取向和道德審判、偽資訊滲入傳統新聞報道、以及錯亂零碎的新聞報

道。 

  

 

三、 研究貢獻 

 

本研究在理論、研究方法和應用方面有下列貢獻。 

結合新聞範式概念與場域理論。本研究用新聞範式的理論概念與場域理論

框架探討香港回歸後報章新聞的改變，場域理論為新聞範式的變化提供了歷史

和背景因素(historic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的理論框架，將範式變化作更理論

性、邏輯性、歷史性和立體化的呈現。將影響新聞範式的宏觀政治、科技、經

濟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呈現範式轉變的機構和個人因素，透過中觀層次的場域

理論結合起來，令理論框架更為全面豐滿。  

補充場域理論中政治和科技力量的角色。Bourdieu 原來的場域理論比較重

視經濟權力的角色和影響，Benson (2006)補充場域理論，提出政治權力對文化

和新聞場域具兩極化的影響。本研究在兩位學者的理論基礎之上，擴充了政治

和科技力量的角色。首先，本研究提出政治權力如同經濟權力一樣，可以主導

其他權力，本研究結果顯示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權力出現壓倒經濟權力的情況，

成為主導力量，影響大權力場和新聞場域的結構。本文亦以香港報業的個案研

究，提出科技的多元角色，既是一種場域，其行動者如社交媒體平台，以及科

技邏輯，會與其他場域互有關連，影響其他場域的邏輯和運作；本研究亦證實

科技如同經濟政治力量一樣，有其兩面性，對新聞場域有兩極性的影響。 

以突發和政治新聞作為政治科技雙誘因下的雙個案。在研究方法方面，過

去有關新聞場域或範式的研究大多探討一個新聞類別，本研究引用突發和政治

新聞兩種新聞類別作為雙個案，全面地探討在政治科技雙誘因之下，報章新聞

場域和新聞專業實踐的變化。  

補充香港報章新聞研究。本研究系統性地研究回歸 20 年來香港報章的場

域和範式變遷，就影響報章場域的經濟、政治、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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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叉分析和探討。過去較多學者研究香港報章的政治和經濟新聞，本文補

充了突發新聞的回顧、分析和討論，豐富了香港報章的相關研究。  

 

 

四、研究局限與建議 

 

香港回歸之後，網絡搶佔報業市場，導致報章經營困難，有報章長期虧損

下選擇停刊；有報章裁員、凍薪。對新聞工作者而言，工資未能追上通脹，新

聞自由空間逐漸收窄。這十年間，選擇離開的新聞工作者為數不少，部分更是

資深的新聞從業員。本研究是以突發新聞及政治新聞兩個不同的新聞範疇，探

討回歸後新聞範式的轉移，故訪談對象的年資越長，越能看出其中的變化，尤

突發新聞方面，基於本研究需要，訪談對象必須是 2004 前，即警方轉換數碼化

系統前入職的記者。這樣，才能透過他們的訪談，了解警方及消防在數碼系統

更換後，新聞採訪的前後變化，要找年資超過 15 年願意接受訪問的突發記者並

不容易，令至整個訪問的時段超過一年。 

另一方面，本港報章的政治新聞記者，連同主管層僅 40 人左右，礙於本研

究題目敏感，涉及報社的立場、編、採運作及方針，在現時的政治環境及傳媒

生態下，有從業員擔心訪談內容暴露其身份，因而婉拒，令研究時間增長，受

訪的人數也受到局限。還有的就是只能成功約訪三位報章高層管理人士，有較

多受訪者為中層及前線人員。  

此外，回歸後備受爭議的政治事件不少，遠有 1999 年的居港權、2003 年

的「二十三條」立法；近有 2014 年的「政制改革」、「雨傘運動」、「旺角騷

亂」及「港獨」議題。要從眾多政治新聞中，找一條共通的主軸，探討其變化，

並不容易。由於研究時間的局限，本研究以回歸後五次釋法事件的報道為研究

內容，倘若能把更多政治議題列入探討及分析，可能更為全面。另外，本研究

僅選取四份中文報章為樣本，如能對全港中文報章作全面的研究，或會有更多

發現。這兩點可留待對中文報業傳媒有興趣的研究者日後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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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論文研究了香港報業的兩類重要新聞，分別是政治新聞和突發新

聞報道，為了解香港新聞場域及範式變化，提供了雙個案。事實上，經濟新聞

亦是報業的重要新聞類別，也受新聞場域內在力量的影響，建議其他研究者日

後可在這一方面加以探討，為新聞場域理論和範式轉移提供更多個案。 



199 

 

徵引書目 

 

報刊雜誌： 

《大公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1）。〈人大「釋法」意義重大〉。 

《大公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1) 。〈喬曉陽：符港整體利益 釋法必要適當 維

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大公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3）。〈釋法為港解決大難題 港區人代政協委員

發聲明 堅信香港法治必將更穩固〉。 

《大公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3）。〈釋法消除憂慮符民意 商界社團均表示支

持〉。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1）。〈「港獨」再演暴力 今釋法息亂〉。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2）。〈晤港人大政協闡述釋法正當性 張曉明：不

容「港獨」任議員〉。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6）。〈學者：法理難容「港獨」〉。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4）。〈堵塞「假誓」漏洞封殺「港獨」空間〉。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5）。〈中聯辦：定紛止爭劃明底線〉。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5）。〈港澳辦：表明中央遏「獨」決心〉。 

《大公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7）。〈釋法說明了對一個議員的基本要求 梁愛

詩：有助覆核案正確判斷〉。 

《大公報》（2016 年 3 月 31 日，A01）。〈《太陽報》暫停出版啟事〉。 

《大公報》（2003 年 1 月 14 日，B03）。〈陽光通過 9290 萬購成報〉。 

《成報》（2006 年 8 月 9 日，A07）。〈李澤楷斥資約 2.8 億入主《信報》〉。 

《明報》（1998 年 10 月 30 日，A03）。〈北上嫖妓純屬表演？〉。 



200 

 

《明報》（1999 年 6 月 26 日，A13）。〈養子居權案未決定上訴〉。 

《明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1）。〈人大釋法居權人數 160 萬變 17 萬〉。 

《明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2）。〈入境修例議案周三提立會〉。 

《明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2）。〈內地領養兒或失居權〉。 

《明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2）。〈何喜華民主黨：釋法觸發更多訴訟〉。 

《明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2）。〈釋法風波不可再 起草紀錄憑公開〉。 

《明報》（2011 年 12 月 20 日，A06）。〈梁辭星島非執董稱專心競選〉。 

《明報》（2011 年 12 月 7 日，A04）。〈梁批星島日日針對抹黑 何柱國：依外電報

道有問題可告我們明報〉。 

《明報》（2015 年 7 月 12 日，A12）。〈新報突停刊遣散 130 人 社長：長期虧損對

員工抱歉〉。 

《明報》（2016 年 11 月 11 日）。〈《蘋果日報》加價 下周一起每份 8 元〉。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1111/s00001/147885349

4952 

《明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2）。〈李柱銘轟奪法院審判權 譚耀宗：釋法時機

合適〉。 

《明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14）。〈北京釋法針對港獨 泛民溝通之門料未關〉。 

《明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3）。〈大律師公會批有替港立法之嫌 陳弘毅：釋

法加強基本法本地法例銜接〉。 

《明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3）。〈泛民憂變違誓批鬥 建制促審視其他人宣

誓〉。 

《明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4）。〈「釋法」阻入政權機構 「港獨」不會因而

消退〉。 

《東方日報》（2012 年 1 月 27 日，A06）。〈消防跟風熄機 社會勢陷黑暗〉。 

林天悟（信報財經新聞，2012 年 2 月 6 日，A14）。〈突發新聞「關機」了！〉。 



201 

 

《信報》（1995 年 2 月 17 日，A02）。〈言論是商品〉。 

《信報》（2003 年 7 月 10 日，P08）。〈李國寶指港澳辦對 23 條無看法〉。 

《信報》（2014 年 12 月 31 日）。〈路透：中資全面滲入香港經濟〉。 

《星島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13）。〈邵善波：立法手段補裁判錯誤〉。 

《星島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14）。〈人大通過釋法終院判決不變準港人減至

71 萬〉。 

《星島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14）。〈釋法解危機 疑慮仍待消除〉。 

《星島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15）。〈測試個案已變釋法根源 逾千行街客料

失居權〉。 

《星島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15）。〈新增合資格者僅逾 17 萬 統計處長：存

嚴重低估可能〉。 

《星島日報》（2011 年 6 月 5 日，A17）。〈採訪受阻 削弱知情權〉。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2）。〈張曉明︰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2）。〈譚允芝：釋法衝擊應較預期小〉。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2）。〈譚耀宗建議 特首為議員監誓〉。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2）。〈人大釋法一錘定音 梁游議席勢不保 不

真誠不莊重 等同拒絕宣誓〉。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6）。〈大律師公會：有為港立法之嫌〉。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6）。〈釋法早遏港獨 助港撥亂回穩例如〉。 

《星島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6）。〈釋法與司法獨立 袁國強稱可並存〉。 

茂斯（《明報》，2012 年 2 月 9 日，D04）。〈悼突發新聞〉。 

香港記者協會（2017 年 7 月 2 日）。〈《一國圍城》香港記者協會公布 2017 年言論自

由年報〉（新聞稿）。 



202 

 

《香港商報》（2005 年 6 月 28 日，A04）。〈分兩期狂擲 1 億《am730》第四季面世 

施永青搶食免費報紙〉。 

張健波（《明報》，2010 年 9 月 20 日，D04）。〈突發組的轉型〉。 

張達明（《信報》，2013 年 2 月 9 日，A06）。〈練文屬評論不構成誹謗〉。 

黃麗裳（2004 年 1 月 31 日）：〈《成報》等新老細出糧〉。《壹週刊》，第 731 期，

頁 40。 

《資本壹週》（2016 年 7 月 7 日）。〈傳統報紙 誰能活到最後？〉。 

劉進圖（《眾新聞》，2016 年 1 月 17 日）。〈與港人講地商榷〉。擷取自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911/%E8%88%87%E6%B8%AF%E4%BA%BA%E8

%AC%9B%E5%9C%B0%E5%95%86%E6%A6%B7 

盧峯（《蘋果日報》，2012 年 3 月 29 日，A08）。〈梁振英不是市民認受的特首〉。 

蘇鑰機 (《端傳媒》，2016 年 10 月 5 日) 。〈大學生眼中的政黨和傳媒是怎樣的？〉

擷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05-opinion-clementso-umbrellamovement/ 

蘇鑰機、李月蓮（《明報》，2016 年 11 月 3 日，A26）。〈香港新聞網站流量排名知

多少〉。 

《蘋果日報》（1999 年 6 月 27 日，A02）。〈大律師公會：法官難審案〉。 

《蘋果日報》（2004 年 2 月 21 日，A12）。〈內地傳媒大亨掌《成報》三度增持 

成現代旌旗最大股東〉。 

《蘋果日報》（2012 年 3 月 22 日，A06）。〈中聯辦公然干預立會查西九 為救梁振

英破壞一國兩制〉。 

《蘋果日報》（2013 年 10 月 19 日，A01）。〈《爽報》下周一停刊〉。 

《蘋果日報》（2013 年 12 月 12 日，A06）。〈經濟日報粗暴河蟹路姆西 刪周博賢專

欄文章「梁振英」三字〉。 

《蘋果日報》（2014 年 1 月 15 日，A02）。〈《AM 730》《蘋果》因編採立場被抽廣

告〉。 

《蘋果日報》（2015 年 6 月 19 日，S10-11）。〈每日新聞點擊次數近三千萬 《蘋果》

轉型 拓網媒增收入〉。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911/%E8%88%87%E6%B8%AF%E4%BA%BA%E8%AC%9B%E5%9C%B0%E5%95%86%E6%A6%B7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911/%E8%88%87%E6%B8%AF%E4%BA%BA%E8%AC%9B%E5%9C%B0%E5%95%86%E6%A6%B7


203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4）。〈張德江拍板人大今釋法 張曉明：梁游

是癌細胞〉。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3）。〈1.3 萬人上街抗京毀法治〉。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7 日，A04）。〈譚允芝稱萬一論損法庭威信〉。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1）。〈釋法變立法 京誓連根拔起本土派〉。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2）。〈朱凱廸轟中共政治羅網越張越大〉。 

《蘋果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A06）。〈一事一修法 中共將自食其果〉。 

 

中文書目： 

 

Bourdieu, P.（2000）：《布赫迪厄論電視》（蔡筱穎，譯）。台北：麥田。（原著出

版於 1996 年） 

李少南（2015）：《香港傳媒新世紀》（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谷城（2000）：《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 

李金銓（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谷淑美（2007）：〈邁向強勢管治的弔詭：後九七公民權何去何從？〉，載於葉健民

（編），《從九七算起：公民社會的第一個十年》（頁 68-81）。香港：進一步多

媒體。 

政府統計處（2016）。〈新媒體使用情況〉。載於《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 61 號報

告書》（頁 13-67）。香港。政府統計處社會統計調查組。 

施清彬（2006）：《香港報業現狀研究》。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 

香港記者協會 （2003）：《虛假的安全：香港國安法嚴重威脅言論自由》。香港：作

者。 

香港記者協會（1994）：《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一九九四）》。香港：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2004）：《北京加壓──香港表達自由受挫》。香港：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2005）：《時移世易──言論自由在港面對新挑戰》。香港：作者。  



204 

 

香港記者協會（2011）：《一國進‧兩制退──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香港：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2012）：《特首換 恐嚇添──香港表達自由挑戰重重》。香港：作者。 

香港記者協會（2017a）：《一國圍城：北京肆意向香港傳媒施壓》。香港：作者。 

高宣揚（2004）：《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 

區家麟（2017）：《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 

張圭陽（2000）：《金庸與報業》。香港：明報出版社。 

郭國燦（2007）：《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 

陳健佳（2015）：〈回歸 17 年後的新聞自由〉。載於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

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韜文（1997a）：〈從九七年再出發的香港傳媒〉，載於吳國光（編），《九七效

應》。香港：太平洋出版社。 

陳韜文、李立峯（2009）：〈從民意激盪中重構香港政治文化：七一大遊行公共論述

分析〉。載於馬傑偉、吳俊雄、呂大樂（編），《香港文化政治》（頁 53-78）。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黃天賜（2013）：《新聞已死》。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趙月枝（2011）：《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

社。 

劉兆佳（2013）：《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 

潘邦順（1997）：《組織傳播學 ──科技社會下的授權》。台北：風雲論壇。 

鄭宇碩、羅金義（2009）：《政治學新探：中華經驗與西方學理》。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 

黎佩兒（2012）：《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轉變》。香港：天地圖書。 

蘇鑰機（1997）：〈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載於陳韜文、

朱立、潘忠黨（主編），《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頁 215-234）。香港：鑪峰學

會出版。 



205 

 

蘇鑰機、譚麗珊、鄧晧文（2012）：〈特首選舉報章報道：總結與檢討〉，載於蘇鑰

機（主編），《特首選戰‧傳媒‧民意》（頁 64-76）。香港：天地圖書。 

 

中文期刊與網絡資訊： 

 

BBC 中文網（2008）：〈金融風暴：中國面臨的危機與機遇〉。擷取自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640000/newsid_7644900/7644918.stm 

王永平（2015）：〈中央高度治港，港人如何自處〉。《信報論壇》。擷取自

http://forum.hkej.com/node/120129 

朱瑤（2008）：〈金融海嘯對世界各國經濟的影響〉。《人民網》，擷取自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8083612.html 

李月蓮（2012）：〈邁向 Web 3.0 的「傳媒資訊素養」〉。《傳媒透視》。香港：香

港電台。擷取自 http://rthk9.rthk.hk/mediadigest/20120613_76_122873.html 

李立峯（2007）：〈策略互動、文化共向和九七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傳

播與社會學刊》，第 3 期，頁 31-52。 

李金銓（1997）：〈新聞記者的專業意識〉。《傳媒透視》。香港：香港電台。擷取

自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d9709/Sep1.html 

李金銓（2003）：〈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廿

一世紀經濟評論》，第 77 期，頁 4-16。 

杜耀明（2015）：〈新傳播、新主體與新公民社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台北。 

東方報業集團（2017）：〈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截至 2017 年 3 月 31 日止年度業績

公告〉。擷取自 http://opg.on.cc/tc/pdf/corpsite_report/2017/tc20170623.pdf 

娄偉（2011）：〈論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東北亞論壇》，第 2011（4）期，頁

37-43。 

胡恩威（2005）：〈香港報業蘋果化的十年〉。《亞洲週刊》，第 19（26）期。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997）：《民意快訊》。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香港記者協會（2018 年 4 月 11 日）：〈香港新聞自由指數 ，公眾評價創新低，中央

政府成壓力及憂慮主要來源〉新聞稿。香港：作者。擷取自

https://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 -1633&lang=zh-TW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640000/newsid_7644900/7644918.stm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8083612.html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d9709/Sep1.html


206 

 

香港貿易發展局（2012）：〈新媒體改變遊戲規則 香港報章適應求存香港〉。擷取自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

%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

9%81%8A%E6%88%B2%E8%A6%8F%E5%89%87-

%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

%E6%B1%82%E5%AD%98 

孫曉娥（2015）：〈紮根理論在深度訪談研究中的實例探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31（6）期，頁 87-92。 

馬偉傑、朱志文、許貫林、陳倩欣（2011）：〈全港新聞媒體與網絡行為調查〉。

《傳媒透視》。香港：香港電台。 

張志安（2010）：〈新聞場域的歷史建構及其生產慣習——以《南方都市報》為個案

的研究〉。《新聞大學》，第 2010（4）期，頁 48-55。 

陳韜文（1997b）：〈香港的權力結構與新聞開放格局〉。《新聞與傳媒研究》（第四

卷），第 2 期，頁 31-37。 

陳韜文（1997c）：〈權力、經濟發展與新聞體制：香港與新加坡的比較〉。現代傳播，

1997（3）。 

陳韜文、蘇鑰機、李金銓（1999）：〈自我檢查陰影未去‧新聞操守問題突顯〉。

《傳媒透視》。香港：香港電台。擷取自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741 

麥燕庭（2000）：〈新聞專業操守〉。《傳媒透視》。香港：香港電台。擷取自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81 

壹傳媒集團（2006）：壹傳媒集團年報 （2005/06）。 

壹傳媒集團（2017）：壹傳媒集團年報 （2016/17）。擷取自

http://www.nextdigital.com.hk/investor/download/c_w0282_AR2017.pdf.c73aa1fcb871

d322e762c56e53dab8a3 

黃天賜（2006）：〈香港傳媒生態與記者身分認同的改變〉（文學碩士畢業論文）。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黃盈盈（2007）：〈董建華時期的學生運動 : 權力修辭分析〉（傳理文學碩士畢業

論文）。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黃順星（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

104 期，頁 113-160。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9%81%8A%E6%88%B2%E8%A6%8F%E5%89%87-%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E6%B1%82%E5%AD%98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9%81%8A%E6%88%B2%E8%A6%8F%E5%89%87-%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E6%B1%82%E5%AD%98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9%81%8A%E6%88%B2%E8%A6%8F%E5%89%87-%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E6%B1%82%E5%AD%98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9%81%8A%E6%88%B2%E8%A6%8F%E5%89%87-%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E6%B1%82%E5%AD%98
http://hkmb.hktdc.com/tc/1X09TKRL/%E7%B6%93%E8%B2%BF%E7%A0%94%E7%A9%B6/%E6%96%B0%E5%AA%92%E9%AB%94%E6%94%B9%E8%AE%8A%E9%81%8A%E6%88%B2%E8%A6%8F%E5%89%87-%E9%A6%99%E6%B8%AF%E5%A0%B1%E7%AB%A0%E9%81%A9%E6%87%89%E6%B1%82%E5%AD%98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81


207 

 

鄧淑玲（2000）：〈回歸後香港中文報業組織運作：中國報道個案分析〉（碩士論

文）。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鄧鍵一、程曉萱、蘇鑰機 （2014）：〈報人、報業與香港社會變遷：《明報》、

《信報》和《蘋果日報》的個案探討〉。《國際新聞界》，第 36（8）期，頁

23-37。 

龐金友（2018）：〈網路時代“後真相”政治的動因、邏輯與應對〉。《探索》，第

2018（3）期，頁 77-84。 

 

外文書目與期刊： 

 

Adoni, H., & Mane, S.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3), 23-340. 

Albarran, A. B., Anderson, T., Bejar, L. G., Bussart, A. L., Daggett, E., Gibson, 

S., … Way, H. (2007). What happened to our audience? Radio and new 

technology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mong young adult users. Journal of Radio 

Studies, 14, 92-101. 

Aldridge, M. and Evetts, J. (2003).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547-564. 

Altschull, H. J. (1984).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NY: Longman. 

Alvesson, M. (2004) Knowledge Work and Knowledge Intensive Firm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 A. K. L. (2016).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Constitutive Censorship: The Case in 

Hong Kong Broadcast News Media. (Doctoral thesis). Hong K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astos, M. T. (2015). Shares, pins, and tweets: News readership from daily papers to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16(3), 305-325.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208 

 

Bennett, W. L, Gressett, L. A., & Haltom, W. (1985). Repairing the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s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 50-68. 

Benson, R. (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3), 463-498. 

Benson, R. (2006). News media as a “journalistic field”: What Bourdieu adds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2), 187-202. 

Benson, R. (2008[1999]). 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3), 464-498. 

Benson, R. (2016). Bourdieu, Pierre. In K. B. Jensen, R. T. Craig, J .D. Pooley, & E. 

W. Rothenbuhler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hilosophy.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Benson, R., & Neveu, E. (2005).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Cambridge, 

UK: Polity. 

Benson, R., Blach-Ø rsten, M., Powers, M., Willig, I., & Zambrano, S. V. (2012). 

Media systems online and off: Comparing the form of n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nmark, and Fra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1), 21-38. 

Berkowitz, D. (1992). Non‐routine news and newswork: Exploring a what‐a‐st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1), 82-94. doi:10.1111/j.1460-

2466.1992.tb00770.x 

Berkowitz, D. (1997). Refining the Gatekeeping Metaphor for Local Television News.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 of News. California, UK: Sage  

Berkowitz, D., Limor, Y., & Singer, J. (2004). A cross-cultural look at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merican and Israeli journalists consider ethical scenarios. 

Journalism, 5(2), 159–181. 

Bettig, R. V. (2002).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J. T. Nealon, & C. Irr (Eds.), 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 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 (pp. 31-58).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leske, G. L. (1991). Ms. Gates takes over: An updated version of a 1949 case 

study.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2(4), 88-97. 

Blumler, J. G., Blumler, J., & Gurevitch, M. (1995).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9 

 

Boczkowski, P. J. (2004). The processes of adopting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ity in 

three online newsroo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2), 197-213. 

Boczkowski, P. J., & Ferris, J. A. (2005). Multiple media, convergent processes, and 

divergent produ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at a 

European fir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1), 32-47. 

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198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London: Routledge.  

Bourdieu, P. (1991).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field. In P. Bourdieu (Ed.),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p. 171-20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2). The rules of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8a). On television. New York, NY: New Press. 

Bourdieu, P. (1998b).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pp. 

29-47). Cambridge, UK: Polity. 

Bourdieu, P., & Wacquant, L.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Brin, C., & Drolet, G. (2008). Tabloid Nouveau Genre: Format change and news 

content in Quebec City's Le Soleil. Journalism Practice, 2(3), 386-401. 

Capitol Hill Monitors (2000). DC Fire/EMS Trunked System Switch-over Coming 

Soon! Capitol Hill Monitor, 6(1), 1. Retrieved from 

http://www.henney.com/chm/0200  

Carey, J. (1997).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Edge of 

the Postmodern. In E. M. Munson, & C. A. Warren (Eds.), James Carey: A 

http://www.henney.com/chm/0200


210 

 

Critical Reader (pp. 228-258).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rey, J. W. (200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Carlson, D. (2003). The history of online journalism. In Kawamoto, K. (Ed.),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31-5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arlson, M. (2007). Order versus Access: News Search Engines and the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Journalistic Rol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9(6), 1014-1030. 

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M. Carlson, 

& S. C. Lewis (Eds.),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pp. 1-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Carlson, M., & Lewis, S. C. (2015).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n, C. K. (2017).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localism: The China factor and beyond.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413-432. 

Chan, J. M. (1987).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Hong Kong: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 J. M. (1992). Mass media and socio-political formation in Hong Kong, 1949-

1992.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 106-129. 

Chan, J. M., & Lee, C. C. (1984).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 A. Arno, &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183-202). Boulder, CO: Westview. 

Chan, J. M., & Lee, C. C. (1988). Press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2), 185-197. 

Chan, J. M., & Lee, C. C. (1989).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Editorial sta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17, 97-117. 

doi:10.1017/s0305741000023663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11 

 

Chan, J. M., & Lee, F. L.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 decade after 

the handover. China Perspectives, 2007(2), 49-57. doi:10.4324/9781315869131 

Chan, J. M., & Lee, F. L. (2011). The primacy of local interest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Energized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s political paralle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1 July 2003 rall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1, 71-96. 

Chan, J. M., Lee, F. L. & So, C. Y. K. (2012).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A decade 

after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n D. H. Weaver, & L. Willnat (Eds.), 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pp. 22-35).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n, J. M., Pan, Z. D. & Lee, F. L. (2004). Professional aspir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midst of media changes: The case of Chinese journalis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 254-273. 

Cheng, E. W. (2016). Street politics in a hybrid regime: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activism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226, 383–406. 

Cheung, M. M., & Wong, T. C. (2016). News Information Censorship and Changing 

Gatekeeping Roles: Non-Routine News Coverage and News Routines in the 

Context of Polic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4), 1091-1114. doi: 10.1177/1077699016628818 

Chomsky, N. (1989).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London, UK: Pluto. 

Christians, C. G., Glasser, T. L., McQuail, D., Nordenstreng, K., & White, R. A. 

(2009). Normative theories of the media: Journalism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u, L. L., & Lee, P. S. N. (1995).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adaption, and survival.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1-17. 

Cook, T. E. (1998).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rner, J. (2017). Fake news, post-truth and media–political chan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7), 1100-1107. 

Cottle, S. (2007). Ethnography and news production: New(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Sociology Compass, 1(1), 1-16. 



212 

 

Couldry, N. (2003). Media meta-capital: extending the rang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32(5-6), 653-677. 

Couldry, N. (2005). The individual point of view: learning from Bourdieu’s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5(3), 354-372. 

Cross, K. A. (2010). Experts in the news: The differential use of sources in election 

television new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3).  

Curran, J. (2000). Rethinking media and democrac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 pp. 120-154). London, UK: Arnold. 

Dardis, F. E. (2006). Marginalization Devices in U.S. Press Coverage of Iraq War 

Protest: A Content Analysi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2), 117–135. 

De Saint-Laurent, C., Brescó de Luna, I., Awad, S. H., & Wagoner, B. (2017).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t-truth era. Culture & 

Psychology, 23(2), 147-155. 

Deuze, M. (2002). National news cultures: A comparison of Dutch, German, British, 

Australian, and U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1), 134-149. 

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6(4), 443-

465. 

Deuze, M. (2007). Convergence culture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2), 243-263. 

Diddi, A. and LaRose, R. (2006). Getting hooked on news: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s habi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an internet 

environmen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0, 193-210. 

Dimitrova, D. V., & Strömbäck, J. (2009). Look who's talking: Use of sources in 

newspaper coverage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Practice, 3(1), 

75-91. doi: 10.1080/17512780802560773 

Domingo, D., Quandt, T., Heinonen, A., Paulussen, S., Singer, J. B., & Vujnovic, M. 

(2008).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itiatives in online newspapers. Journalism 

practice, 2(3), 326-342. 



213 

 

Donohue, G. A., Tichenor, P. J., & Olien, C. N. (1972). Gatekeeping: Mass media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41-70. 

Doyle, G. (2002). Media ownership: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nvergence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UK and European media. London, UK: Sage. 

Dzur, A. W. (2002). Public Journalism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y, 34(3), 

313-336. 

Edmonds, R. (2013, June 25). ASNE census finds 2,600 newsroom jobs were lost in 

2012. Poy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ynter.org/news/asne-census-finds-

2600-newsroom-jobs-were-lost-2012 

Elgot, J. (2018, February 6). Decline of local journalism threatens democracy, says 

Ma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8/feb/06/decline-of-local-journalism-

threatens-democracy-says-may 

Elliott, D. (1988). All is Not Relative: Essential Shared Values and the Pres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3(1), 28-32. 

English, P. (2016). Mapping the sports journalism field: Bourdieu and broadsheet 

newsrooms. Journalism, 17(8), 1001-1017. 

Evetts, 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2), 395-415. 

Fiss, O. M. (1996). The irony of free spee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ng, B. C. 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523-

556. doi:10.1177/0097700417691470 

Freidson, E. (1986). Professional Powers: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idson, E.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ambridge, UK: Polity. 

Fuller, S. (2018). Post-Truth: Knowledge as a Power Game. London; New York, NY: 

Anthem Press.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8/feb/06/decline-of-local-journalism-threatens-democracy-says-may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8/feb/06/decline-of-local-journalism-threatens-democracy-says-may


214 

 

Fung, A. Y. H.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Galakiewicz, J. (1985).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281-304. 

Gallagher, M. (1995). An Unfinished Story: Gender patterns in Media Employment. 

Paris, France: UNESCO. 

Gandy, O. H., Jr. (1982).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ardner, H., Csikszentmihalyi, M., & Damon, W. (2001).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Garnham, N. (1990).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Sage. 

Garnham, N. (2000).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eber, W. (1956). Across the Deck: A Study of 16 Telegraph Editors. Journalism 

Quarterly, 33, 423-433. 

Ginosar, A. (2015). Understanding patriotic journalism: Culture, ideology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0(4), 289-301. 

Gitlin, T. (1980/2003).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eason, S. (2010). Harnessing social media: News outlets are assigning staffers to 

focus on networking.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32(1), 6-8. 

Golding, P., & Murdock, G. (1996).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Y: Arnold. 

Guback, T. H. (1969). 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dustry. In G. Gerbner (Eds.), Mass 

Media Policies in Changing Cultures (pp. 21-40).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215 

 

Gunther, R., & Mughan, A. (2000).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ckett, R. A. (1984). Decline of a paradigm? Bias and objectivity in news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3), 229-259. 

Hafez, K. (2002). Journalism ethics revisited: A comparison of ethics codes in 

Europe,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Muslim As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2), 225-250. 

Hall, S. (1997). Introduction.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pp. 1-12).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allin, D. C. (2000).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 243-262. 

Hanitzsch, T. (2007). Deconstructing journalism culture: Toward a univers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17(4), 367-385. 

Hanitzsch, T. (2011) Populist disseminators, detached watchdogs, critical change 

agents and opportunist facilitators: Professional milieus,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nd autonomy in 18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6), 

477–494. 

Hanitzsch, T., & Vos, T. P. (2017). Journalistic role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7(2), 115-135. 

Hartley, J.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Helen, G. (2014). Culture, Aesthetics and Affect in Ubiquitous Media: 

The Prosaic Image. London, UK: Routledge.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NY: 

Pantheon. 

Herman, E. S., & Chomsky, N. (2002). A propaganda model. In E. S. Herman, & N. 

Chomsky (Eds.),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p. 1-36).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216 

 

Hermida, A. (2016). Twitter, breaking the news, and hybridity in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 (pp. 407-416). NY: Routledge. 

Hesmondhalgh, D. (2006). Bourdieu, the media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2), 211-231. 

Hilgers, M., & Mangez, E. (2015).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field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shire, UK: Routledge. 

Himma-Kadakas, M. (2017). Alternative facts and fake news entering journalistic 

content production cycle.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2), 25-40. 

Hindman, E. B. (2005). Jayson Blair, The New York Times, and Paradigm 

Repai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225-241. 

Holz, J. R. & Wright, C. R. (1979).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 193-217.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07). Annual Report 2007: Shrinking margins -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Hong Kong: Author.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0). Annual Report 2010: The vice tightens - 

Pressure grows on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2). Annual Report 2012: New leader raises 

fears: Challeng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Report 2013: DARK ON THE 

HORIZON: Hong Kong'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aces new threats. Hong Kong: 

Author. 

Hovden, J. F. (2008). Profane and Sacred: A Study of the Norwegian Journalistic 

Fiel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Huang, Y., & Fahmy, S. (2011). Same events, two stories Comparing the 

photographic coverage of the 2008 anti-China/Olympics demonstrations in 

Chinese and US newspape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8), 732-

752. doi: 10.1177/1748048511420091 

Hujanen, J. (2016). Participation and the blurring value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7(7), 871-880. 



217 

 

Hutcheon, S. (1998). Pressing Concerns: Hong Kong's Media in an Era of Tran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D-32, September.  

Ignatow, G., & Robinson, L. (2017). Pierre Bourdieu: Theorizing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7), 950-966. 

Katz, D., & Kahn, R. L. (1966). The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HR Folks International. 

Kilman, L. (2015, June 1). World Press Trends: Newspaper Revenues Shift to New 

Sources.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n-ifra.org/press-releases/2015/06/01/world-press-trends-

newspaper-revenues-shift-to-new-sources 

Kirsch, L. S. (1997). Portfolios of control modes and IS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8(3), 215-239. 

Klein, H., & Kraft, P. (1994).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act in NetWORKing: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of Knowledge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2(1-2), 89-108. 

Klinenberg, E. (2005). 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a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7(1), 48-64.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nl.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vasny, L., & Truex, D. (20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A research paradigm. In Baskerville, R., Stage, J., & 

DeGross, J. (Eds.),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277-293). Boston, MA: Springer. 

Lacy, S., Wildman, S. S., Fico, F., Bergan, D., Baldwin, T., & Zube, P. (2013). How 

radio news uses sources to cover local government news and factors affecting 

source us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0(3), 457-477. 

Lee, C. C. (1985). Partisan press coverage of government new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Quarterly, 62, 770-776. doi:10.1177/107769908506200409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doi:10.1177/1081180x98003002005 



218 

 

Lee, C. C. (2001).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4), 81-102. 

Lee, F. L. (2006). Poll reporting and journalistic paradigm: A study of popularity poll 

coverage in Hong Kong newspaper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2), 

132-151. 

Lee, F. L. (2007). Strategic interaction, cultural co-orient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34-147. 

Lee, F. L. (2017). Political scandals, “black materials,” and changing backstage 

imaginary in the Hong Kong press, 2001–2015.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450-465. 

Lee, F. L. F., & Chan, J. M.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Lee, F. L., & Chan, J. M. (2015). Digital media use and participation leadership in 

social protests: The case of Tiananmen commemoration in Hong 

Kong.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2(4), 879-889. 

Lee, P. S. N., & Chu, L. L. (1998). The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59-77. 

Lewis, S. C. (2015). Journalism in an Era of Big Data: Cases, concepts, and critiques. 

Digital Journalism, 3(3), 321-330. doi:10.1080/21670811.2014.976399 

Lewis, S. C., & Westlund, O. (2015). Actors, actants, audiences, and activities in 

cross-media news work: A matrix and a research agenda. Digital 

Journalism, 3(1), 19-37. 

Light, I. (2004). Social capital’s unique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0(2), 145-151. 

Lowrey, W. (2012). Journalism innovation and the ec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Institutional tendencie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4, 214–

287. 

Lukes, S. (1978).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UK: Macmillan. 

Ma, W. W. K., Chow, C. L., Yip, S. W., Ng, S. P., & Leung, C. Y. (2016, September 

21). News and social media use behavior survey 2016. Media Digest. Retrieved 

from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084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084


219 

 

Martin, N. (2017). Journalism, the pressures of verification and notions of post-truth 

in civil society.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2), 

41-56. 

Mawby, R. C. (2010). Chibnall revisited: Crime reporters, the police and 'law-and-

order news'.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0(6), 1060-1076. 

doi:10.1093/bjc/azq037 

McChesney, R. W.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2(1), 109-116. 

McIntyre, L. (2018). Post-tru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Lennan, D., & Miles, J. (2018, March 21). A once unimaginable scenario: No 

more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03/21/newspapers

/?noredirect=on&utm_term=.a3f17744e6b7 

McLeod, D. M. & Hertog, J. (1999). Social control, social change and the mass 

media'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test groups. In D. Demers, & K. Viswanath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pp. 305-330). Ames, IO: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entor. 

McQuail, D. (1983).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eyen, M., & Riesmeyer, C. (2012). Service Providers, Sentinels, and Traders: 

Journalists' role percep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Studies, 13(3), 386-401. 

Moon, S. J., & Hadley, P. (2014). Routinizing a new technology in the newsroom: 

Twitter as a news source in mainstream media.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8(2), 289-305.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Sage.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am, E. (2009). Media ownership and concentration in Americ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0 

 

Nord, L. (2007).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Sweden: A not so noticeable noble art. 

Journalism, 8(5), 517–521. 

Pan, Z.,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49-682. 

Parsons, 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 Free Press. 

Paterson, C. A., & Domingo, D. (Eds.). (2008). Making online news: The 

ethnography of new media production (Vol. 1). Peter Lang. 

Pihl-Thingvad, S. (2015). Professional ideals and daily practice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16(3), 392-411. 

Raeijmaekers, D., & Maeseele, P. (2017). In objectivity we trust? Pluralism,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18(6), 647-663. 

Reese, S. D. (1990).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7(4), 390-

409. 

Reich, Z. (2006). The process model of news initiative. Sources lead first, reporters 

thereafter. Journalism Studies, 7(4), 497-514. doi:10.1080/14616700600757928 

Reinardy, S. (2011). Newspaper journalism in crisis: Burnout on the rise, eroding 

young journalists’ career commitment. Journalism, 12(1), 33-50. 

Robinson, S. (2009). The cyber-newsroom: A case study of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in a news narrative's journey from a newspaper to cyberspa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2(4), 403-422. 

Romm, C., & Pliskin, N. (1997). Toward a Virtual Politicking Model.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0(11), 95-100. 

Ross, P. (1997). Software as Career Threat, in P. Winters (Ed.), Computers and 

Society (pp. 44-48). San Diego, CA: Greenhaven Press. 

Salancik, G. R. & Preffer, J. (1977). Who gets power - and how they hold on to it.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5(3), 3-21. 

Sales, L. (2017). New ACTU boss says it’s OK for workers to break ‘unjust laws’. 

[Video Fi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7/s4636757.htm 



221 

 

Schifferes, S., Newman, N., Thurman, N., Corney, D., Göker, A., & Martin, C. 

(2014). Identifying and Verifying News through Social Media. Digital 

Journalism, 2(3), 406-418. doi:10.1080/21670811.2014.892747 

Schlesinger, 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Schoenbach, K. (2004). A balance between imitation and contrast: What makes 

newspapers successful? A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ly compar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17(3), 219-227.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NY: Basic. 

Schultz, B., & Sheffer, M. L. (2007). Sports journalists who blog cling to traditional 

valu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8(4), 62-76. 

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2), 190-207. 

Scott, R. K., & Goff, D. H. (1988). How excitation from prior programming affects 

television news recall. Journalism Quarterly, 65(3), 615-620. 

Scott, W. R. & Meyer, W. (1994).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rban, F. C. (2017). I Am a Reporter and You are Not: How Legacy and Digital-

only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Negotiate Their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hahin, S., Zheng, P., Sturm, H. A., & Fadnis, D. (2016). Protesting the paradig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s coverage of protests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1(2), 143-164. 

Sheffer, M. L., & Schultz, B. (2010). Paradigm shift or passing fad? Twitter and 

sports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 3(4), 472-484. 

Shehata, A. (2010). Marking journalistic independence: Official dominance and the 

rule of product substitution in Swedish press cover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2), 123-137. doi: 10.1177/0267323110363654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2013).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New York, NY: Routledge. 



222 

 

Siapera, E., & Spyridou, L. (2012). The field of online journalism: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In E. Siapera, & A. Veglis (Ed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77-98).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Siegel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32-151. 

Singer, J. B. (2003). Who are these guys? The online challenge to the not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4(2), 139-163. 

Singer, J. B. (2004). Strange bedfellows? The diffusion of convergence in four news 

organiz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5(1), 3-18. 

Sismondo, S. (2017). Post-truth?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1), 3-6. 

Smythe, D. W. (1960).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7(4), 563-572. 

So, C. Y. K. (1996). Pre-1997 Hong Kong Press Cut-throat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ing Paradigm.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o, C. Y. K. (2017a). Hong Kong media and politics revisited in 2017: Introduc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333-337. 

doi:10.1080/17544750.2017.1406840 

So, C. Y. K. (2017b). More coverage is less confidence? Media portrayal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377-394. 

So, C. Y. K., & Chan, J. M. (1999). Research on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An 

overview. In C. Y. K. So, & J. M. Cha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 (pp. 1-31).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C. Y. K., Chan, J. M., & Lee, C. C. (2000). Hong Kong SAR (China). In S. A. 

Gunaratne, (Ed.) Handbook of the media in Asia (pp. 527-551). New Delhi: Sage. 

Sparrow, B. H. (1999). Uncertain guardian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London, U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plichal, S., & Dahlgren, P. (2016). Journalism between de-profession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1), 5-18. 



223 

 

Stanley, J. (2012). Women’s absence from news photos: the role of tabloid strategies 

at elite and non-elite newspaper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8), 979-998.  

Steiner, L., Guo, J., McCaffrey, R., & Hills, P. (2013). The Wire and repair of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Journalism, 14(6), 703-720. 

Strauss, A., & Corbin, J. M.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ussman, G. (1997).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UK: Sage.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ndoc, E. C., Jr & Thomas, R. J. (2017). Readers value objectivity over 

transparency.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8(1), 32-45. 

Tandoc, E. C., Jr., & Jenkins, J. (2017). The Buzzfeedication of journalism? How 

tradi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re talking about a new entrant to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ill surprise you! Journalism, 18(4), 482-500. 

Tandoc, E. C., Jr., Hellmueller, L., & Vos, T. (2013). Mind the gap. Journalism 

Practice, 7(5), 539-554. 

The Standard (2016, September 26). Facebook claims 5 million monthly users in HK.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php?id=80084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urman, N., & Newman, N. (2014). The Future of Breaking News Online? A study 

of live blogs through surveys of their consumption, and of reader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5(5), 655-667.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doi:10.1086/225510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Tuchman, G. (2002). The Production of News. In K. B. Jensen (Ed.), 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London, UK: Routledge. 

http://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php?id=80084


224 

 

Underwood, D. (2000). Reporting and the Push for Market-Oriented Journalism: 

Media Organizations as Businesses. In W. Bennett, & R. Entman (Eds.), 

Mediated Politics: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pp. 99-11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613852.006 

Waisbord, S. (2000). Between the Rock of the State and the Hard Place of the 

Market. In J. Curran, & M. J.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50-62). London, UK: Routledge. 

Wasserman, H., & Rao, S. (2008). The glob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Journalism, 

9(2), 163-181. 

Weaver, D. H., & Wu, W. (1998).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Weaver, D., Beam, R., Brownlee, B., Voakes, P. & Wilhoit, C. (2007).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Weber, M. (1949).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Weick, K. (197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Wiik, J. (2010).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wedish 

Journalists (PhD thesis). Gothenburg University, Sweden. 

Willig, I. (2012). Newsroom ethnography in a field perspective. Journalism, 14(3), 

372-387. 

Willig, I. (2016). Field theory and media production: A bridge-building strategy. In C. 

Paterson, D. Lee, A. Saha., & A. Zoellner (Eds.), Advancing Media Production 

Research (pp. 53-67).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Willig, I., Waltorp, K., & Hartley, J. M. (2015). Field theory approaches to new 

media practices: An introduction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Medie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58), 1-12. 



225 

 

Windhauser, J. W., Seiter, J., & Winfree, L. T. (1990). Crime news in the Lousiana 

Press, 1980 vs. 1985.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7(1), 72-

78. doi: 10.1177/107769909006700111 

Yoon, Y. (1989).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press ideology in South Korea. University 

Microfilm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3), 219–237. doi:10.1080/15295039309366865.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Zillien, N., & Marr, M. (2013). The digital divide in Europe. In M. Ragnedda & G. W. 

Muschert (Ed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55-66). London, UK: Routledge. 

  



226 

 

附錄一 

 

質化研究選取分析的新聞報道 

 

 

 

蘋果日報 1999 年 6 月 26 日及 27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26/6 梁愛詩反指司法界自毀長城 A20 569 

27/6 不獲身分證 難民都不如 A02 344 

27/6 人大釋法訂明居港權 「出生前父或母為永久居民」 A02 561 

27/6 釋法毀司法 港府毀自治 A02 785 

27/6 大律師公會：法官難審案 A02 511 

 未設社評   

 

 

明報 1999 年 6 月 26 日及 27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26/6 梁愛詩﹕港人勿「夜郎自大」 要好好熟習內地的一套 A13 578 

26/6 法律界破天荒遊行 A13 338 

26/6 養子居權案未決定上訴 A13 312 

27/6 何喜華 民主黨：釋法觸發更多訴訟 A02 774 

27/6 入境修例議案周三提立會 料獲通過 A02 501 

27/6 掛籠起衝突  A02 465 

27/6 內地領養兒或失居權 A02 705 

27/6 人大釋法居權人數 160 萬變 17 萬 A01 964 

27/6 釋法風波不可再  起草紀錄憑公開(社評) A02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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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1999 年 6 月 26 日及 27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26/6 測試個案已變釋法根源 逾千行街客料失居權 A15 876 

26/6 梁愛詩打經濟牌護釋法 指危言聳聽損投資者信心 A16 725 

26/6 新增合資格者僅逾 17 萬 統計處長:存嚴重低估可能 A15 352 

26/6 港府出爾反爾? A15 450 

26/6 人大今早表決釋法議案 特區政府料迅速回應 A16 725 

27/6 民主派率眾政府總部抗議釋法 鳥籠圖掛國徽警民衝突 A13 661 

27/6 陳欣欣‘上岸’難捨戰友 A13 628 

27/6 邵善波: 立法手段補裁判錯誤 A13 496 

27/6 人大通過釋法終院判決不變準港人減至 71 萬 三千七人

「網」外享居權 

A14 1070 

27/6 人大解釋合法合憲 董:少數人圖誤導國際輿論 A14 506 

27/6 何喜華猛轟港府暴政 A14 551 

27/6 訴訟若涉基本法第廿四條 法院須參考 9 6 年籌委意見 A14 590 

27/6 駐京辦破例借場開記者會 A14 356 

27/6 釋法解危機 疑慮仍待消除 (社評) A02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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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1999 年 6 月 26 日及 27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26/6 徐四民:釋法緩解人口壓力 梁振英:依法行事合情合理 

唐英年:不影響投資者信心 港九新界販商社聯支持釋法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稱符民意 

A01 928 

26/6 釋法後跟進措施 立會下周一討論 A01 374 

26/6 梁世華在日本談釋法 稱不影響港司法獨立 A11 759 

26/6 梁愛詩:釋法有十足法理依據 政府不會排拒新移民 但須

衡量承受能力 

A01 934 

27/6 梁愛詩稱釋法有法律效力 鄭國雄表示中央支持按基本

法施政 

A01 260 

27/6 喬曉陽:符港整體利益 釋法必要適當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A01 274 

27/6 各界支持釋法維護法治 梁振英:不影響司法獨立 譚耀

宗:法治建基基本法 唐英年:增外商投資信心 

A03 551 

27/6 內地法律專家吳建璠: 釋法不損獨立司法權終審權 清揚 A03 1377 

27/6 釋法為港解決大難題 港區人代政協委員發聲明 堅信香

港法治必將更穩固 

A03 3782 

27/6 釋法消除憂慮符民意 商界社團均表示支持 A03 732 

27/6 釋法不影響終院裁決 兩類別共三千七百人仍可享有居

留權 

A03 622 

27/6 胡漢清認為人大常委會解釋條文清晰 反對釋法者不尊

重「一國兩制」 律師會:真理越辯越明 

A04 877 

27/6 必須依人大解釋作審裁 A04 286 

27/6 出席論壇人士認為 釋法考慮香港環境 A04 455 

27/6 大律師公會又表遺憾 民主黨照例反對釋法 A04 474 

27/6 釋法是為了維護法治 董建華發言及和梁愛詩與記者答

問(全文) 

A05 2847 

27/6 慶祝香港回歸兩周年暨會慶 新界社團聯會聯歡 A06 228 

27/6 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 居港權條款以解為準 董建華:合法

合憲圓滿解決 以港整體利益為依歸 因應釋法作出三決

定 

A01 1322 

27/6 人大「釋法」意義重大 (社評) A01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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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及 8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7/11 李柱銘斥京藉詞奪港司法權 A04 517 

7/11 林榮基憂釋法陸續有來 A03 736 

7/11 1.3 萬人上街抗京毀法治 A03 764 

7/11 譚惠珠指內地撐釋法者更多 A04 514 

7/11 張德江拍板 人大今釋法 A04 1026 

7/11 譚允芝稱萬一論損法庭威信 A04 532 

7/11 梁游行龍尾 轉戰中聯辦 A02 519 

7/11 傅振中集會挑機遭狂噓 A03 439 

7/11 港媽上街 捍衞孩子未來 A02 767 

7/11 梁頌恆運送食水物資 A02 925 

7/11 反釋法遊行後 4,000 人夜圍中聯辦與警衝突 A01 1283 

8/11 中央粗暴推倒港司法制度 A03 1249 

8/11 釋法變立法 京誓連根拔起本土派 A01 1421 

8/11 李飛定義：自決是港獨  朱凱廸轟中共政治羅網越張越

大 

A02 

1231 

8/11 梁特形容釋法：不過係 5 次 A01 505 

8/11 勢影響梁天琦選舉呈請案 A02 510 

8/11 袁國強拒辭職 反問：有何意義？ A02 572 

8/11 陸委會：京違對港承諾 A03 484 

8/11 監誓人被質疑權力過大 A03 625 

8/11 強硬治港利「醜人」連任 A02 516 

8/11 李飛諷港議員不守規 A03 553 

8/11 一事一修法 中共將自食其果 (社評) A06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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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及 8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7/11 釋法今表決點明宣誓含意監誓人權責 A02 1752 

7/11 示威者中聯辦外佔馬路 A03 2786 

7/11 李柱銘轟奪法院審判權譚耀宗：釋法時機合適 A02 876 

7/11 北京釋法針對港獨 泛民溝通之門料未關 A14 1255 

8/11 釋法遏港獨管宣誓參選權 袁國強：未判案件應按釋法處

理 

A02 

2390 

8/11 大律師公會批有替港立法之嫌 陳弘毅：釋法加強基本法

本地法例銜接 

A03 

1865 

8/11 泛民憂變違誓批鬥建制促審視其他人宣誓 A03 685 

8/11 李斥有法定職責人員沒按基本法辦事 A04 601 

8/11 袁國強：整體內容與港法例精神一致 A03 537 

8/11 饒戈平：本地法律未禁梁游補選 A03 618 

8/11 批釋法違高度自治 台陸委會籲京守諾 A04 377 

8/11 「釋法」阻入政權機構  「港獨」不會因而消退 (社評) A04 1655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及 8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版面 字數 

7/11 譚允芝：釋法衝擊應較預期小 A02 662 

7/11 張曉明︰維護國家安全天經地義 A02 866 

7/11 譚耀宗建議 特首為議員監誓 A02 636 

8/11 大律師公會：有為港立法之嫌 A06 740 

8/11 人大釋法一錘定音 梁游議席勢不保 A02 2506 

8/11 涂謹申：猶如「僭建」港法例 A06 764 

8/11 釋法與司法獨立 袁國強稱可並存 A06 645 

8/11 特首：切實執行釋法內容 廿三條立法有「現實意義」 A06 985 

8/11 梁君彥︰法院裁決後始處理「梁游」 A04 679 

8/11 「貌似法律權威散播輿論陷阱」 A02 714 

8/11 不當服飾道具 皆可違真誠宣誓 A02 492 

8/11 釋法早遏港獨 助港撥亂回穩 (社評) A0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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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2016 年 11 月 7 日及 8 日釋法報道及社評 

 

日期 新聞標題 版面 字數 

7/11 晤港人大政協闡述釋法正當性 張曉明：不容「港獨」

任議員 

A02 

2402 

7/11 譚耀宗批反釋法者庇「獨」 A02 655 

7/11 民意所趨 95%人支持釋法 網民：梁游遺臭萬年受人唾

棄 

A02 

933 

7/11 法律界挺中央正本清源 釋法維護港法治 合憲合法合理

及時 

A04 

1213 

7/11 委員一直堅決反「獨」 A02 925 

7/11 各界：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 A02 1185 

7/11 工商界：排「獨」利營商 A04 1106 

7/11 法學教授：人大釋法與港司法並行不悖 A06 686 

7/11 議員痛斥反對派包庇「港獨」 A04 786 

7/11 「港獨」再演暴力 今釋法息亂 A01 1569 

7/11 專家：無損港司法獨立 A06 927 

7/11 各界譴責暴力促 警嚴正執法 A03 1113 

7/11 校董學會：刻不容緩教聯會：法院審判依據 A06 953 

7/11 學者：法理難容「港獨」 A06 623 

8/11 釋法說明了對一個議員的基本要求 梁愛詩：有助覆核

案正確判斷 

A07 

1568 

8/11 批評長毛為首宣誓「玩嘢」 法律界或據釋法內容採行

動 

A06 

1255 

8/11 嚴正依法處理刻意違反者 梁振英：全面切實執行釋法 A04 1143 

8/11 廣東社總：進一步完善港法制 A09 810 

8/11 政界： 助立會早日重回正軌 A09 1009 

8/11 褻瀆宣誓不容「自決派」入議會 A05 1518 

8/11 陳弘毅： 澄清灰色地帶 A07 695 

8/11 廖長城：全面講出 104 條立法原意 A06 779 

8/11 工商界：釋疑止爭穩港金融 A09 1359 

8/11 港區人代：一致支持釋法 A09 671 

8/11 饒戈平：兩個階段區別明顯 A06 899 

8/11 港不存在超越基本法的司法獨立 A02 759 

8/11 梁游或須「回水」186 萬薪津 A06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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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胡漢清：違法者要承擔法律責任 A06 506 

8/11 公務員團體：釋法回應主流民意 A14 332 

8/11 中聯辦：定紛止爭劃明底線 A05 832 

8/11 教育界促加強基本法中史教育 A14 884 

8/11 外交部冀國際社會認清「港獨」真面目 A09 524 

8/11 釋法具追溯力 A02 338 

8/11 李飛：監誓人須法律上代表特區 A04 657 

8/11 梁國雄羅冠聰等涉不嚴肅看待誓言 A04 652 

8/11 堵塞「假誓」漏洞封殺「港獨」空間 (社評) A04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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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 

 

 

本論文作者黃天賜的履歷 

 

 

香港城市大學  應用中文高級文憑 2002 年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學位 (新聞主修) 2004 年 

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碩士(文化研究) 2006 年 

 

 

 

  二零一八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