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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市場導向的新聞產製蔚為風潮，新聞從業人員普遍相信製作成

本低、娛樂價值高的新聞娛樂化作法，有助於提升收視率。不過，國外

研究已相繼指出，這樣的新聞操作方式，對短期收視確有刺激作用，在

長期而言卻因未能真正滿足觀眾的需求，而導致新聞觀眾加速流失。 本

研究便關心這樣的立論，在國內電視新聞發展日益競爭的情況下是否也



能成立。首先，經由「內容分析法」檢視國內三台晚間新聞娛樂化之情

形，再舉行三場「焦點團體訪談」，由電視觀眾之新聞收視經驗，瞭解

電視觀眾對三台新聞娛樂化之看法。 研究結果發現：在市場導向的媒體

環境中，三台晚間新聞有娛樂化之情形，表現在「新聞主題」、「新聞

性質」等新聞內容面，以及新聞結構面之「報導順序」上；而且電視觀

眾普遍對三台新聞娛樂化抱持著負面評價，普遍認為三台新聞娛樂化的

作法，不僅會使他們產生負面情緒，更會減低收視新聞興趣與意願。 因

此，本研究建議三台新聞不宜繼續朝向新聞娛樂化之發展方向，應回歸

公共事務性的報導，加強新聞深度、新聞專業與建立權威，方為提振新

聞收視率之根本之計。 本研究之發現與國外相關報告之結果一致，即媒

體認為迎合電視觀眾需求的新聞娛樂化作法，未能真正符合觀眾的需

求。  

摘要

(英) 

Recent studies by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in today’s 

competitive news market the market driven ‘infotainment’ concept has a strong 

impact on news broadcasts. Infotainment tries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enhance news ratings by capturing the general public’s attention while cutting 

costs with low production cost entertaining news. Howeve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lso indicate that although in the short term this strategy might work it is bound to 

fail over the long term: as entertaining news doesn’t really satisfy news audiences 

these will gradually shrink. It is my aim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above assertions 

are also true in Taiwan’s competitive news market. Using ‘content analysis’ I 

first measured the degree of infotainment in the 2001 evening news broadcasts of 

three Taiwan TV channels. Then I conducted thre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find out how the news audience perceived and interpreted infotainment in the news 

broadcasts of these three channels. My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aiwan’s market 

driven media environment an infotainment tendency in the evening news 

broadcasts manifests itself. Furthermore m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ews audience 

perceives this tendency negatively: all this infotainment adversely influences the 

audience’s emotions and reduces their desire to watch news. The news audience 

advises the three channels to reverse this trend and emphasizes th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opics of ‘public interest’ and cover the news ‘in depth’. I 

claim that only by becoming more professional and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s a 

reliable ‘authority’ when it comes to news coverage will these TV channel’s 

news ratings go up again. The conclusions of my research largely coincide with the 

finding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he media’s strategy of using infotainment to 

satisfy the news audience fails to really meet the latter’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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