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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

(中)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 守門人 電視專題節目 尋找報導題材 說故事 

關鍵

字

(英) 

Discover New Taiwan Step by Step gate-keeper special TV report report subject 

search story-telling 

摘要

(中) 

本研究採用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以研究者亦是節目製作者的角

度，將 TVBS 新聞台《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節目的報導題材來源與

節目精神系統化分類，並試圖建立一尋題方向，藉由學術與實務的相輔

相成，為該節目在產製流程的最前端，順利開發出更多台灣小人物真

誠、向上的善念故事。 研究發現《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節目的文字



記者，在尋找報導題材時，共有十七種訊息來源管道，以及七十九種符

合節目的精神。進一步將兩者交叉分析後，發現在每位文字記者各有其

選題意志的情形下，「堅持」與「傳承」兩種精神，普遍現於各類題材

來源管道中，亦可視作該節目尋找報導題材慣於維持的基本方向。而未

達顯著水準的「克服困難」、「用心」、「公益」、「使命感」、「健

康」等五大類精神，建議可為日後該節目還可再加強擴充的報導題材。  

摘要

(英) 

This study appli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s to study 

TVBS’ “Discover New Taiwan Step by Step” program from the program 

producer’s point of view. Author analyzed the sources of the reported subjects 

and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them to the essence of the program. By combin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 and practical issues learned from program 

production, we want to develop a guideline that can be used, in advance, to 

identify the future subjects that can uncover more stories related to the genuine 

sincerity of the common Taiwanese people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be 

successful. In our study, we found out that the reporters for the “Discover New 

Taiwan Step by Step” usually have 17 story sources and 79 guidelines to meet 

the program essence. After cross-analyzing those two factors, it was found that 

under the freewill, most of the reporters tend to pick “persistence” and 

“inheritance” a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program. Those two characteristics 

showed up in almost all the stories picked from all different sources and can be 

treated as the basic guidelines for picking stories. On the contrary, other fiv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gram essence: “overcome challenge”, 

“dedication”, “char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ealth” were not 

applied in their story picking decisions. We sugges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picking those stories that meet tho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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