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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在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下，電子報日益普及。在 1995∼2000 年間，傳統媒

體紛紛投入發展網路電子報。然而，在電子報的網路媒體特殊情境下，電

子報新聞工作者的「勞動過程」情形為何呢？是本研究所關切的議題。 本

研究檢閱了「勞動過程」的相關文獻。早期 Marx 提出的「勞動過程」概

念；接著，Braverman 延伸 Marx 的概念，視勞動過程為生產剩餘價值的所

在；而後，Edwards 視勞動過程為控制與抵抗的場域；邇來，Burawoy 認為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並非一昧的接受而毫無反應，而是有其「主體

性」，且在一定條件下，透過一定的機制，產生「自願性順服」。基於主

要的文獻，筆者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電子報新聞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異

化勞動的情形為何？(2)電子報新聞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的科層控制與意識

型態的控制的情形為何？以及(3)電子報新聞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自願性

順服」的情形為何？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筆者以《中時電子報》為本研

究個案，並於 2001 年 8 月，進入《中時電子報》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與

觀察，之後並對研究個案的電子報新聞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企圖透過

「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兩個方法，能夠更完整的回答本研究問

題。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電子報此一新興產業中，電子報新聞工作者在

「時時截稿」的時間壓力下，不但失去了「創造性」，更必須適應「新聞

模組化」，產生「異化勞動」的情形。不過，從某個層面來看，電子報工

作者異化的情形則會因個人的職責與位置而略有不同；此外，在「趕工遊

戲」下新聞工作者「自認為」有「相對自主性」，因而產生「自願性順

服」。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提出兩點建議。首先，由於電子報是一

個新興的產業，其組織結構較為鬆散；組織規範也較為不明確。在一切皆

無明確規範之下，新聞工作者無可遵循，也可能因不小心觸碰地雷而丟了

飯碗。 因此，筆者認為，一個企業組織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以

及建立完整的工作手冊及組織圖表，並清楚界定每個人的角色與工作職

責，以確實達到上行下效的目的。尤其是像電子報這種產業，電腦化運用

的程度越高，其功能分權的情形更複雜，因此，建立一有效的溝通是保障

電子報新聞工作者的基本條件。 其次，筆者認為，健全的工會組織始能保

障勞動者的權益。新聞工作者必須擁有屬於他們的職業團體，始能保障工

作權。電子報此一新興的產業也應該成立一個「工會組織」，讓新聞工作

者有管道跟資方進行溝通，進而保障自身的權益。 最後，筆者提出未來研

究的建議。首先，在未來，在時間的許可下，可以選擇多家電子報進行研

究、比對。其次，在現實情況允許下，可以「公開的研究者」進行個案的

實地參與觀察，抑或進行田野調查。最後，為了避免在研究方法上信度及

效度的質疑，在時間與能力許可的範圍下，可採取多元的研究方法進行全

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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