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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報紙的功用，除了傳達一些基本的、龐雜的訊息，也可以是民眾對政策、公共議

題發表評論的空間，同時，也是政府或權勢者帶風向、製造輿論的利器，向民眾洗腦

控制。 

 為了知道大學生對社報的解讀能力，筆者在靜宜大學中文系開授的「台灣生界文

化田野調查」課程，要求學生連續三天細讀十份以上的報紙，比較各報之間的內容差

異、撰寫風格、版面狀況，對照各報創報背景及宗旨，同時，採訪台中地區若干新聞

記者，作為佐證或新詮。 

 學生回饋的 41份報告，多數看法充滿偏見、主觀想法，無法對媒體識讀做更深層

的思考。而文末，附上一份較有程度的報告。另藉此機會，筆者利用以學生對各報的

評價，暫時將多種報紙約略分作三大派別：一、保守派；二、中立派；三、自由派。 

                                                 
＊
  本研究特別誌謝東興先生贊助。 

＊＊
  台灣生態研究中心負責人，生態博士；台中市西屯路 3 段 159 巷 56 弄 4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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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報紙的基本功能在於傳遞龐雜的訊息，後來，漸漸演變為具備所謂

「輿論」壓力的社會公器。然而，報紙媒體是否得以絕對或相對性的公

平、公正、客觀的方式從事報導，以今日社會文化的暸解，殆無天真的

思考可以期待。問題出在讀者或廣大民眾看報的態度，有無解析、比

較、透視或任何包括直覺等能力，去接受或反省訊息的告知、鼓舞或污

染？在此處處充滿陷阱、弔詭的概念遊戲中，民眾將如何應對或檢討？

事實上，台灣當今的媒體，經常控制了台灣社會的「真理」，民眾也習

於經年累月的洗腦作用，養成養眼慣性，提供「二報三台」統一制的溫

床，反映當前社會文化的水準。 

為教育之啟發性效應，筆者在靜宜大學中文系開授的「台灣生界文

化田野調查」課程中，要求學生的若干作業，包括「如何看報」的報

告，藉此一窺大學生對報導的解析能力，提供如何培養思辨能力的參

考。筆者要求每位學生，連續三天細讀十份以上的報紙，依據各報對同

一則新聞的處理方式，比較各報之間的差異及其風格；針對各報版面作

分析，對照各報創報背景及宗旨，試予簡評；同時，採訪台中地區若干

新聞記者，作為佐證或新詮。 

交來的 41 份報告，曝露了這群學生對傳播的認識稍嫌淺薄，欠缺較

細膩或深入的思考，他們大致將現行報紙劃歸為三大類，一為保守派，

如中華、中央、台灣新生報等「黨報」；一為中立派，如自立報系、中

時報系；另一類為自由派，也就是上二派以外的各報，如聯合報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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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及工商時報等。 

這等「結論」以及一些見解頗教筆者「吃驚」，但推測當今台灣的

「常民文化」的水準，很可能也高明不到那裏，因而在此披露這群學生

的見解，先以原汁的方式呈現，提供有心人士參考。 

由學生搜集來的各報創報歷史及其宗旨，大抵係依據「中華民國新

聞年鑑」資料，在此簡錄學生的描述，同時對照以學生的總評。由於這

是集合學生們的觀點，因而包括對立或二極化的偏見，一併臚列如下。 

二、學生報告整理 

(一) 自立報系 

登錄資料： 

自立晚報創刊於民國 36 年 10 月 10 日，係台灣第一份中文晚報。一

向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為口號，即在政治上不傾向任何黨派，也

不妥協於任何財團或勢力團體自許；另於民國 77 年創辦自立早報，走全

民性的綜合報導路線。 

學生評注： 

自立晚報－ 

1. 元老級報紙、歷史悠久；版面分佈略顯零亂；立場雖略偏國民    

黨，同時又批判國民黨。 

2. 幾乎為民進黨報。 

3. 無黨派，獨立經營，立場鮮明，能堅持民間報紙獨立的地位。 

4. 有較多本土關懷話題。 

5. 副刊為本土文化訴求，重視生態保護。 

自立早報－ 

1. 清爽、彩色活潑的排版方式。 

2. 如同自晚風格，堅持民間報紙獨立的地位。 

3. 副刊特色：強調本土文化訴求；地方新聞的特徵：分縣且記者署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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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偏向人民。因標榜無黨派，獨立經營，故言論尺度寬；支持本土

職棒。 

5. 社會新聞之描寫不致於太誇張，但本土性尚稱不足。  

(二) 中國時報 

登錄資訊： 

民國 39 年 10 月 2 日創刊，原名「徵信新聞」，先前係以經濟性報

紙的型態出現，以工商界為主要發行對象。民國 49 年元旦起改名「徵信

新聞報」，正式邁向綜合性報紙之途。民國 57 年 9 月 1 日改名「中國時

報」，成為一般性的民營報紙，以「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

性、求進步」為宗旨。 

學生評注： 

1. 頭版兼顧國內外大事，時有問卷（對重大事件如 228），將結果

製成圖表，加以分析，使讀者易於客觀了解事件。要聞：國內、

外要聞交錯編排，使讀者易於得知國內、外重大事件。特色：

「深度報導」、「時報科學」、「寰宇」等知識性版面，提供新

知。廣告很多，但因編排技術高明，不會使人感覺出。可能是目

前各大報中最中立者。 

2. 最喜歡、最習慣，尤其人間副刊最常看。時事新聞較相信其可信

度，但版面一直沒有 什麼改變，印刷似乎越趨簡陋，套色不準、

傷視力。 

3. 歷來政爭中，多傾向主流派。 

4. 與聯合報競爭激烈。 

5. 版面多、各方面資訊亦多，滿足廣大的需求，銷售量大。 

6. 比聯合報好，內容比聯合報豐富，至少比較本土。  

(三) 中時晚報 

登錄資訊： 

民國 77 年 3 月 5 日創刊，是份一般性的民營報紙，以「人類在飛速

進步中，時間不為中國人停止，我們要為中國的歷史，留下今天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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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面貌」作為抱負。 

學生評注： 

1. 立場在三大晚報中最為中立，對選舉結果、重大事件之民意，皆

以數據、圖表為旁證，有助讀者了解真相及增加客觀性。 

2. 無整版廣告，圖片說明多，每版約 2-6 個圖片，排版活潑引人、

清晰。 

3. 歷來政爭中，多傾向主流派。 

4. 時代文學為其特色，其餘與中時相差不多。 

5. 有點鄉土卻不夠本土。 

(四) 聯合報 

登錄資訊： 

民國 40 年 9 月 16 日創刊，時稱「民族報、全民日報、經濟時報聯

合版」，46 年 6 月 20 日正式定名為「聯合報」。發行宗旨為「客觀報導

新聞，獨立評議時事，忠誠服務大眾」，是一般性的民營報紙。 

學生評注： 

1. 每日張數不同，易造成讀者不便，新聞報導多有利己身；關於大

陸新聞，以針對政府為主。專刊少，記者用字有個人情緒化傾

向，即新聞報導不夠客觀，常誤導讀者。 

2. 風格保守，傾向國民黨的「右派」色彩，為執政黨宣傳；「文

藝」辦得不錯，每年文學獎，鼓勵不少優秀作品；全國性工作廣

告多，求職者必看。 

3. 在政爭中向來不遺餘力，必插一腳。 

4. 雜亂，廣告太多（等於是買廣告來看）。 

5. 大雜燴、沒營養。 

(五) 工商時報 

登錄資訊： 

民國 67 年 12 月 1 日創刊，是一份專業性的民營報紙。發行宗旨為： 

1. 積極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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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及監督大規模企業的發展。 

3. 促使政府與社會對中小企業的重視及對他們的需要之照顧。 

4. 主張勞工大眾應有的利益。 

5. 為沈默的消費大眾說話。 

學生評注： 

1. 專業性高。 

2. 特色：提供最新商情分析給工商業界，使其了解經濟動態。 

3. 一般人罕見閱讀。 

(六) 民生報 

登錄資訊： 

民生報是聯合報的姊妹報，也是我國第一家報導衣、食、住、行、

育、樂、 和實用知識及趣味性並重的報紙，於民國 67 年 2 月 18 日創

刊，發行宗旨是實踐民生主義，促進大眾福利，提高生活素質，倡導健

康生活。 

學生評注： 

1. 著重影視新聞；運動、體育新聞佳，職棒最詳盡，體壇新聞看民

生。 

2. 屬日常生活之資訊的民間性報紙。 

3. 偏軟調、家庭的訴求方向；自詡為無社會新聞污染的、最健康、

適合全家大小閱讀；讀來輕鬆，不須用很大心思。 

4. 特色：杏林天地（醫藥保健）、婦女版，提供少數人的特殊服

務。婦女版除「傳統女人須知」，亦鼓吹婦女成長，很好！廣告

以減肥、隆乳的誇大彩色廣告，用語、攝影「大膽」，不適合小

朋友，怎適合全家！彩色印刷的品質良好；能表現生活、綜藝、

休閒面貌，民眾喜看其旅遊消息。 

5. 不具意識形態，多報導民生。 

6. 以民生有關問題為主，社會新聞少、體育新聞最多，編排最佳。

屬休閒性報紙，長期閱讀會營養不良（缺乏社會現實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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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廣告大幅、欠缺人文方面的本土關懷；是份教人如何「消費」、

「花錢」的報紙，大幅影視新聞助長靡靡之風。 

(七) 台灣時報 

登錄資訊： 

民國 60 年 8 月 25 創刊，是一般性的民營報紙。前身係由台中的

「台灣晚報」 變 更成日報發行。發行宗旨為維持國策，反應社會民情，

關心台灣二千萬人的前 途與福祉。 

學生評注： 

1. 立場偏向民進黨，或有打壓國民黨的感覺。對各地新聞皆稍稍提

及，但未完整報導， 易造成讀者誤解；將近四個版存有狀似高

利貸的廣告，並在頭版刊登廣告，予人強烈商業化的感覺。 

2. 較大眾化，可見其南部民眾草根性的特質。 

3. 全省焦點佔四個版面，亦為特色。 

4. 新聞報導的用詞不會太誇張或太偏激，蠻本土化的。5.是目前最

具台灣意識的報紙。 

(八) 中央日報 

登錄資料： 

民國 17 年 2 月 1 日創刊於上海，18 年 2 月遷移南京，38 年 3 月 12

日在台北續刊。是中國國民黨所經營的代表性報紙，所有權歸屬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發行宗旨在堅持國策及執政黨政策之貫徹，以服務人群。 

學生評注： 

1. 完全報導老 K 正面消息，負面隻字不提。對中共的消息更是報憂

不報喜。特色：擁國民黨且無分類廣告，純黨報。 

2. 彩色效果不好、印刷模糊。廣告以全國性、公營機關等事業較多

（如補習班、學校、國營事業），無全版廣告，圖片說明少。 

3. 堅持國策及報政黨政策之貫徹；偏重政令宣導。 

4. 黨報的一貫立場，以「國家」、「主義」、「責任」為準則；國

內要聞篇幅較多；新聞內容重體育、文教；雖初期以宣揚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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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府與人民間的橋樑，但今日不免淪 為作風偏袒之譏。 

5. 副刊很官化，廣告大多為推銷自出的書，不關心人文或本土；多

看黨報只會被洗腦、 變笨，還會變無趣、死板。 

(九) 自由時報 

登錄資訊： 

民國 71 年 1 月 1 日創刊，發行宗旨以追求民主自由為最高理念，以

新聞專業知識、經驗與責任良知，奉獻心力，為讀者提供最佳服務。前

身為自強日報，民國 70 年改為自由日報，77 年更名為自由時報。 

學生評注： 

1. 立場明顯偏國民黨。地方新聞各地皆刊，反而顯不出各地之真實

情況。對當地人而言，新聞毫無意義。 

2. 較趨向綜合報導，包括國內外政經新聞、體育等等。 

3. 立場漸失中立；各報導版面均詳細。 

4. 廣告多，無日常生活的報導，本土意識欠缺。 

(十) 中華日報 

登錄資訊： 

民國 35 年 2 月 20 日創刊。所有權歸屬中國國民黨。發行宗旨：闡揚

國策，激勵民心士氣，改善社會風氣，提昇文化水準，促進團結和諧。 

學生評注： 

1. 頭版三分之一是新聞，三分之二是廣告；以學術文化新聞為頭

條；國際版面新聞似點綴置放於整版廣告中，地方新聞更是零零

落落，對於非當地人而言，這些稱不上新聞，只能說是一些不重

要的訊息而已。 

2. 偏向國民黨。 

3. 「闡揚國策、激勵民心、促進團結」，十足偏見的報紙。 

4. 黨營新聞，言論方針隨政府施政目標與局勢需要而擬定；純為宣

揚國策政令而已。 

5. 中華醫藥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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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台灣新生報 

登錄資料： 

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創刊，係接收日據時期的「台灣新報」設備

者。發行宗旨為「宣揚政策、宣達政令、報導國內外新聞。」 

學生評注： 

1. 黨報：擁國民黨，報導政府施政的光明面，對政府不利的事實輕

描淡寫；亦無分 類廣告。 

2. 不愧為省政府傳聲筒，多以省府新聞為頭條，讚揚歌頌省府德

政。 

3. 省政機關報──省政信箱、空大新聞為特徵；頭條總是省政府、

省主席新聞，政治氣氛濃。 

4. 著重事件表面的平舖直述，無評論。 

(十二) 青年日報 

登錄資料： 

前身為青年戰士報，初期服務對象為國軍官兵及青年學生，民國 46

年元旦起擴版對社會發行，以「軍事、青年、文教」為報紙特色，73 年

10 月 10 日易名為青年日報。 

學生評注： 

1. 與中央日報大致相似，擁執政黨、無分類廣告。但其特有「軍事

專題報導」、「人事服務」及勵志作品，為軍中閱讀的報紙；

「黨報」之一。 

2. 雖為公營報紙，所有權歸「國防部」。若想達成發行宗旨「普及

社會各階層，發揮輿論」恐有困難，因其只向國民黨附和。 

(十三) 民眾日報 

登錄資訊： 

民國 39 年 9 月 5 日創刊，發行宗旨：為民眾服務，為民眾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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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注： 

1. 不再以全省為一區域，設有一「中部新聞版」；對政府與人民、

國內外大事，有較深 入且詳實的分析與報導，此外，提供一些生

活知識；較親民進黨。 

2. 發展以高雄為中心，尚稱立場中立。 

3. 印刷不良，但具有較多的本土關懷。 

4. 較關照中下層人民生活，為弱勢說話；有六合彩夾報。 

5. 雖標榜為民眾服務盡力，但其言論仍偏向國民黨。 

6. 有本土意識，愛鄉里，較偏民進黨。 

(十四) 台灣日報 

登錄資訊： 

民國 67 年 9 月 1 日重新發行；發行宗旨：為民眾講公道話，為國家

社會盡言責，促進國家更進步，全民更團結。 

學生評注： 

1. 頭版欠缺提要；頭版新聞為國內外重大新聞，地方新聞則多為慶

祝活動；特有「農情報導」，對於農民應小有助益；立場親國民

黨，對未來抱持樂觀態度。 

2. 重地方新聞，藝文與政治甚少。 

3. 特色：「前瞻」、「空大園地」。 

4. 平時多地方報導，蠻鄉土化的。 

(十五) 太平洋日報 

登錄資料： 

民國 77 年 7 月 5 日創刊，發行宗旨為闡揚基本國策，激勵民心士

氣。 

學生評注： 

1. 內夾觀言日報（六合彩資訊）。 

2. 報導呈多面向，但似乎矯枉過正，易使人有為反對而反對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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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青年日報 

登錄資訊：（缺） 

學生評注： 

1. 在頭版版面左方常有二、三則廣告，予人強烈商業化的感覺；立

場偏向民進黨，新聞  著眼當前社會事件的黑暗面；國際新聞版

排在影藝新聞、生活版之後，有本末倒置， 且不重要的感覺。 

2. 偏新黨，對在野黨亦能客觀報導。 

3. 三多：股市情報多、政黨新聞多、廣告多，不夠本土，新聞多樣

但無什麼內容氣質。 

(十七) 中國晨報 

登錄資訊： 

民國 77 年 6 月 21 日創刊，發行宗旨在建立民族自主、政治民主、

經濟自由、社會富強的中華民國。 

學生評注： 

1. 廣告多屬算命、色情、借款、通靈。廣告版紙張倒放，內夾六合

彩資訊及香港彩訊 

2. 色情廣告最為低級。 

(十八) 大成報 

登錄資訊： 

民國 79 年 1 月 10 日創刊，發行宗旨為提供讀者更生活化的新聞及

對投資、理財、消費、娛樂資訊的需求，是一般性的民營報紙。 

學生評注： 

1. 主要閱讀群為關心電視、電影、明星動態的民眾，頭版為明星消

息（雖也有 2 張獨立的政經消息）。 

2. 提供生活化的新聞及對投資、理財、消費、娛樂、資訊的需求。 

3. 提供的資訊營養不良，報導內容缺乏社會現實面的反映，在民生

內容訴求上又不如民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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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台灣新聞報 

登錄資訊： 

民國 38 年 6 月 20 日創刊，原為台灣新生報南部版。所有權歸屬台

灣省政府。 

學生評注： 

1. 其新聞著眼於所謂「全民利益」，但其國際新聞零零碎碎像從別

處剪來亂貼者，約二分之一的版面為分類廣告，不禁令人懷疑此

報之可信度。 

(二十) 學生對其餘報系之評注 

台中晚報 

1. 特色：刊登六合彩廣告高達 2.5 版面，色情廣告比例似亦居各報

之冠。 

2. 廣告約五個版，多為理容中心、六合彩，可見台中風化城並非浪

得虛名。 

台灣公論報： 

1. 屬小報，政情佔三版，可見對政治之關注；地方版佔五版，可見

亦偏重地域性。 

三、評析 

以上之評注係 41 位學生，每位對 10 份以上報紙看三天後的意見摘

要，其看法顯然充滿偏見或所謂「見仁見智」，例如對聯合報的評注，

殆受到退報運動的嚴重影響之所致。下列數據為學生引用各報的比例，

說明為何對各報的評注並不均勻的另一影響因素。 

由每位學生所參考十份以上的報紙，統計各報被採用的比率為： 

 1.中國時報： 97.6 %        2.中時晚報：  41.5 % 

 3.聯合報：  90.2 %        4.聯合晚報：  46.3 % 

 5.工商時報： 36.6 %        6.經濟日報：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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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民生報：  90.2 %        8.自立早報：  63.4 % 

 9.自立晚報： 63.4 %       10.台灣新生報：70.7 % 

11.台灣新聞報：36.6 %                         12.大成報：    24.4 % 

13.台灣時報： 73.2 %                           14.中華日報：  53.7 % 

15.中央日報： 85.4 %                           16.自由時報：  78.0 % 

17.民眾日報： 80.5 %                           18.台灣日報：  68.3 % 

19.青年日報： 34.1 %                           20.中國晨報：   9.8 % 

21.太平洋日報：14.6 %                         22.台灣公論報： 9.8 % 

23.台中晚報：  9.8 %         

綜合以上學生對各報的評論，約略可將其歸為三大派別：一、保守

派；二、中立派；三、自由派。各派別的區分標準如下。 

一、保守派： 

以學生評為「國民黨黨報」、「官化」、「黨營報紙」、「立場明

顯偏向國民黨」、「風格保守」、「右派色彩濃」為區分標準，劃歸為

帶有保守色彩的保守派，例如：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青

年日報。 

二、中立派： 

以學生評為「立場中立」、「較無黨派色彩」者為區分標準，劃歸

為中立派，例如：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自立早報、自立晚報。 

三、自由派： 

除以上二者之外的其餘各報，因評語或有兩極化傾向或無特殊傾向

評論，全部劃歸為帶有自由寫作風格的自由派。例如：聯合報、聯合晚

報、太平洋日報、民眾日報、中國晨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台灣公

論報、大成報、台中晚報、民生報、台灣時報、台灣日報、自由時報、

台灣新聞報。 

事實上這些矛盾對立的評價，說明今日一些大學生的思辨能力或有

待加強，亦可反映報紙的若干傾向。然而，媒體的「可信度」，似繫於

讀者個人的主觀評估，先前的研究也指出「不可能單就媒體本身的特質

進行研究」，因此，上述學生之對各報的評注，宜以參考資料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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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惟筆者在乎者，集中於學生如何解讀媒體。 

在此，筆者僅舉個人認為最成熟的思考模式為範例，作為「如何看

報」的規範，那是 41 份報告中令我驚喜的一份例外。 

一位郭姓大四學生，依照作業要求的新聞比較，進行數十項報導的

分析，且採訪若干地方記者之後，條理分明地闡釋了她的解析方式。 

首先，她提出「有無客觀或中性報導的新聞」或「有無客觀的輿

論」之命題，再把同項新聞並列比較，從文字多寡、遣詞用字、標題落

字、角度或習慣，配合對各報背景的瞭解，從而推翻所謂「客觀中立」

的可能性，說明各報的風格歧異，顯著反映其基本心態或「偏見原

則」！ 

其次，她探討「何謂某報的風格或報風」，以及此風格之與讀者群

的相關。在她熟悉新聞版面的生產過程之後，從新聞來源、一般路線、

各報分享、記者撰稿、看稿、編輯的層層關卡或處理，她下一結論：

「何謂某報的風格？報格？其可指新聞生產過程中，經歷各關卡，例如

記者、特派、編輯室等等，表現報社各級成員的『同質性』，且此一

『同質性』在一段時日之後，形成『常態』的作風，即該報的報格」；

此一報格可由讀者群得到印證，同時，許多民眾正因個人性格偏好，具

有非理性的獨好某報之傾向。顯然的，報格與讀者之間相互影響，但民

眾或讀者屬於「必然的弱勢」，除非報風驟變，否則媒體可透過漸進式

「天天少量餵食」的方式，形塑讀者的觀念或偏見，此間的技巧多的不

可勝數。 

因此，充其量只有相對性、程度性的「客觀報導」，完全繫於一些

人的特質、動機或目的而定，沒有公正可信賴的任何報導，因而與其要

求客觀中立的媒體，不如建立民眾解讀的判釋能力，進而形成社會的選

擇規範，淘汰不良報導，然而，相因相循的偏見如何免除？個人的思辨

能力如何培養？多重管道是所必須，日常生活中繁富的訊息接觸，歧異

的觀點與價值的多樣，在在可形成個人省照、檢討的材料，建立正確的

思考、思辨，達成個人內在是非、標準的判斷能力，才可能免於輕易地

受到誤導。如果要給予簡易可行的「立即式」「解毒」良方，建議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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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一個月或一段時間換一種報紙，一年之後再決定你的偏好，但請記

得，同一種報紙千萬不要長期閱讀，因其將造成思考模式的同化，偏見

與習慣是一體兩面的現象。當然，同時看異質性的多種報紙也是途徑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