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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公民記者的出現和存在是不擇不扣的事實，並非所有的傳統

專業新聞人員都可以坦然面對民間突然冒出來的另類記者。至少，

加拿大《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編輯Michael Cooke就很不以為

然，認為公民記者是冒牌記者。

加拿大新聞基金會（Canadian Journalism Foundation，CJF） 

2010年6月10日，在多倫多舉行第13屆加拿大新聞優異獎頒獎典禮。

《多倫多星報》是獲獎的媒體之一，Cooke在代表報社致辭時，除了

讚揚報紙記者的出色表現外，還挖苦公民記者。

他說，「新聞是100個無薪博客同時呱噪，還是一個都市中，滿

佈泛散毫無章法的業餘公民記者？博客和公民記者如果算是真正的記

者，那麼卡拉OK無疑就是Frank Sinatra本尊的現場演出了」。他進一

步表示，編輯、發行人和報老闆再好，也好不過記者的良窳。

Sinatra是1998年去世的美國著名歌星和電影演員，演藝生涯從

1940年代起，風行幾個世代，獲得不少獎項，其中以1985年美國總統

自由獎章與1997年美國國會金牌獎最為突出。Cooke拿卡拉OK的演唱

跟Sinatra一生的成就相比，就算是玩笑的諷刺，也極盡揶揄。

像其他國家一樣，有關真理的追尋與對政府的監督方面，加拿大

有些記者的確在新聞報導和評論上，有非凡的貢獻。Cooke的簡短話

語固然並非沒有道理，倒也點出了傳統新聞媒體面對公民新聞挑戰時

的不自在，有種專業領域被侵犯的自衛式本能反應。

在這方面，Örnebring（2013）的研究發現可以佐證。從深度訪談

中，來自六個歐洲國家的63位專業新聞記者指出，專業記者與公民記

者不同，主要在於前者在集體操作上，遵循集體認可的章程與規則，

他們的自主受到一個制度與組織背景的保障；公民記者不屬於這個集

體，自外於共有知識和控制的一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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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rnebring的實證調查與Cooke的觀點多少異曲同工。雖然點到為

止，Cooke提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癥結，記者在新聞事業中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編輯、發行人和報老闆都不能漠視記者的工作，冷眼旁

觀，或自命清高。不論商業決策或人事安排，從執行到管理階層，他

們全都跟市場競爭和媒體的生存榮辱與共。

作為編輯，Cooke沒有明說，但應相當清楚的一個事實是，新聞

記者的能力、知識和文筆再好，都必須在編輯方針、發行人的立場與

報刊老闆的利益旨趣下運作。也就是說，個別記者的工作很難跳脫新

聞事件之外一些因素的干擾。

不管如何獨立或自主，新聞記者首先是一個商業機構的僱員，然

後才是「第四權」的成員。這點跟公民記者絕然不同，後者由公民的

角度出發，從事新聞報導與評論的工作，不受既存成規的束縛。

如果傳統媒體記者是局內人，公民記者便是局外人了。公民新聞

對主流新聞的挑戰包括意識形態、使用術語、操作方法和公共話語的

結構等，最重要的莫過於顛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純粹從形式看，專業記者依附於傳統媒體之下，在結構上，有相

當程度受制於一個「中央化」編輯部的指揮體系，整個流程，難免

受資本家老闆的意識形態左右，亦即是一種「新聞室的社會控制」

（Breed, 1955）。透過任用、解聘、加薪或降級等機制，媒體老闆可

以有效形塑記者和編輯的組成及運作。 

「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不會只發生在任何媒體的編輯部門內，

它可以由內在的個人、群體、組織，一直延伸到外在的機構、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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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社會結構等（Shoemaker & Reese, 1996)。有關的例子，不勝

枚舉，各國皆然。

例如，資深特派員Tom Fenton在工作了38年後，於2004年從美國

哥倫比亞電視網（CBS）退休。他在《壞消息》一書中指出，「晚間

新聞的內容，有時直接，又永遠間接，受到電視網行政主管的影響。

這些決定全國要知道什麽的行政主管們，相信小報新聞賣得出去」

（2005，頁4）。

電視網的行政主管跟政府的電視主管官員差別不大。最直接了當

的，是中國的黨國體制，所有的新聞媒體全被安置在國家機器之下，

受中共中央宣傳部統轄。這是政治結構的有意安排，基本上出自共產

黨與國民黨在1940年代中國內戰期間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根據BBC中文網2013年報導（3月31日），中共各級宣傳部長依

指示傳達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五點宣傳基調。第一點是，「中國的媒

體，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應當是黨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

今後不允許黨管的媒體發出與黨和人民利益相違背的聲音，否則就收

回經營權」。簡單說，中國媒體的所有權都在黨國手中，新聞工作人

員只是被委託的經營者而已。

第二個基調是，「今後不能允許反馬列毛言論公開地堂而皇之地

在媒體上出現」。對這一點，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騰訊微

博上指出，「在今天這個時代，堅持毛的遺產，不僅僅是不合時宜的

問題，而是跟人類為敵的問題」。（BBC中文網，2013年3月31日）

張鳴的貼文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在一國兩制的假象下，中宣部的長手雖然還未公然伸到香港，但

也相去不遠。在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期間，香港《成報》2012年3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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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然篡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專欄文章，由批判梁振英被修改為挺

梁，無疑是編輯部揣摩上意，討好中央政府欽定梁振英的舉動。有代

理人，中宣部自不用勞師動眾。

台灣也一樣，2012年9月1日「反旺中集團」壟斷媒體與打壓言論

自由的社會運動，是1994年以來，第二次大規模的記者示威活動。

包括記者、學者、學生和公民團體成員等，幾千人走上街頭，最大起

因就是集團總裁蔡衍明以政經利益，對新聞自由與言論尺度的無理

干擾。這種看門狗被追打的狼狽，大概只有梅鐸（Rupert Murdoch）

「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所屬的《世界新聞報》在英國深陷

四面楚歌的情形可以比擬（見第二章）。

因為沒有一個中心單位在背後直接或間接的操縱，公民記者的操

作結構便很鬆散，往往是單打獨鬥的局面，要想和龐大財團支持的傳

統媒體相抗衡，不免是老鼠抗爭大象，不自量力。這是公民新聞的弱

點，也是結構上不可避免的缺陷。

往好的方面看，去中心化，其實正是公民記者的特徵，更是潛力

所在。三個臭皮匠，總勝過一個諸葛亮，這是群眾智慧的能力結合

（Surowiecki, 2005）。簡單說，中心單位的消失，是權利不再集中的

一種指標。力量一旦分散，像旺中集團蔡衍明之類的媒體大亨就很難

我行我素，支配人民的所見、所聞和所思。

不管是名詞或實際操作，公民記者的躍上社會舞台，不會是憑空

而降或一夜之間蹦出來的新鮮玩意，總有蛛絲馬跡，涉及觀念的演

變、傳播科技的創新、意見自由市場的萎縮、新聞報導的低俗化和政

商勾結的霸道等因素。要一一理出大概的頭緒，取徑之一應是歷史的

回顧，尤其是它的發源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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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記者的源起

雖然公民記者的歷史不長，在美國新聞與傳播文獻中，有關這個

名詞產生的記載和當時的情境，依然沒有準確的一份原始文字記錄，

如報紙雜誌的文章或學術期刊的論文，頂多是片語隻字或零星的段

落。比較明朗的正式討論，大約在1995年互聯網開始盛行之後。

美國「公民媒體中心」（Center for Citizen Media）創辦人與主

任Dan Gillmor 2008年7月14日在博客中指出，公民記者一詞最早見

諸於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羅斯市《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 

Tribune）1988年10月12日的一篇懷念退休專欄作家Barbara Flanagan

文章中的一句話：作為一個公民記者，她一直是社區裏一股為善的

力量（...as a citizen-journalist she has been a force for good in her 

community....）。

因為Flanagan當了25年的記者，這句話中的citizen-journalist稱呼

雖然可以翻譯為公民記者，其所指涉的真正含義應該是，作為記者，

她的新聞報導心懷公民事務。也就是說，citizen-journalist這個名詞突

顯的是她的新聞內容傾向，並非她的身份跟目前的公民記者一樣，獨

立於專業媒體之外。

一個簡單的理由是，在美國，儘管任何專業的記者都是公民，但

是他們不會自認是公民記者，並且對外做如此宣稱。他們應很清楚：

公民，是個法律概念，指的是一國之內具有某種權利與義務的國民；

記者，是個職位，專屬新聞媒體的工作範疇。公民是法律規範的自然

人，記者是種行業選擇的從業人。

記者通常是公民，但公民並不必是記者。兩者的先後秩序往往

是：公民先，記者後。只有極少的例子，如由一國移到它國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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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其道而行。在一國之內，除非記者辭去現有的職務，而仍然從事新

聞報導工作，否則，公民記者的稱謂就混淆了職業地位與專業化。

就大部分美國記者來說，一旦職業地位和專業化被質疑，便是對

專門知識、特殊的報導或傳播能力、工作的獨立自主態度與新聞倫理

規範等原則的挑戰（Chang et al., 2009）。因此，公民記者與專業記

者根本難以同等看待，不然就是對「無冕王」的一種褻瀆。

在新聞報導和評論上，美國的記者所以抱持超然，甚至是傲慢的

態度，一方面有理論的依據，另一方面則為實際操作的倫理基礎。

首先，在眾多行業之間，新聞界是唯一受到美國憲法明確保障的

行業。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禁止國會制定任何法律，以尊崇某一宗

教，妨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干涉和平集會自

由，或禁止人民請願的自由。對新聞自由的維護，隨時間演變，由原

先的印刷媒體延伸到當今的數據媒體。

第二，從官方到民間，媒體被普遍接受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

的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職責是監督政府部門，亦即是代表人

民的看門狗，在民主過程中，扮演告知民眾與啟迪民智的重要角色。

簡單說，新聞媒體是維持民主的磐石之一，也是保持民意警醒與通暢

的主要管道。

第三，儘管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經歷過「黃色新聞」的

黑暗時期，包括報業老闆William Randolph Hearst鼓動的1898年美國

與西班牙戰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新聞取捨與評論傾向上，

美國新聞媒體便逐漸由聳動、不負責任的「扒糞新聞」，轉變為目前

新聞工作及臧否時事的專業化（Schudson, 1978），調查報導被認為

是「公眾良知的守護者」（Feldstein, 2006，頁106）。儘管不同於

醫生、律師和其他需要執照的行業，新聞記者所宣稱的專業化至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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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個工作領域的區隔機制，隱含特別知識與技術能力。不過，前

《聯合晚報》社長項國寧認為新聞工作者就像醫師、律師是「專業掛

帥」的看法，便過於牽強（《立報》，2010年5月31日，頁3）。

第四，普立茲新聞獎自1917年設立以來，由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嚴

謹評審，已經成為美國新聞界工作表現的最高榮譽。在相當程度上，

普立茲獎標示新聞界的自律和自省不假他求，進一步奠定了美國新聞

媒體做為社會公器的正當性，並把新聞行業的獨立自主制度化。

在這些條件下，美國專業記者對新聞領域採取唯我獨尊的態度及

立場，也就不足為奇，任何可能侵犯職務範圍的舉動，勢必引起懷

疑、側目或排斥。公民記者的概念與實際操作，便是在如此不利成長

的大環境中破土萌芽，隨時間茁壯，尤其是網絡和其他個人數據傳播

工具打破傳統媒體的獨霸局面後。

面對媒體生態的巨變，即使是穩重老成的《紐約時報》也不可

能視而不見，或無動於衷。例如，美國的報紙數目由1950年的1,772

家，減到2009年的1,387家，發行量從2003年到2011年連續下降，廣

告收益連帶衰退，原因之一是廣告流向網絡。《經濟學人》雜誌在一

篇以「誰殺死了報紙」為封面的特別報導中指出，報紙到目前還找不

出一套可行的商業模式與網絡競爭（2006年8月26日）。

這些變動與財務壓力不可能對《紐約時報》沒有任何影響，2008

年該報裁減了新聞部門100個職位。2009年3月初，《紐約時報》在紐

約市和新澤西州的五個特定地區，推出兩個當地公民新聞的網站。這

一舉動不僅讓《紐約時報》投入成長中的地方公民新聞世界，也意味

建制媒體已接受博客是新聞操作的一個正當層面（Strupp, 2009）。

跟其他媒體一樣，《紐約時報》別無選擇，被迫改變內部的新聞

操作與內容生產方式，甚至重整組織結構及適應市場邏輯，以便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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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變化的媒體環境中，繼續競爭和生存（Glaser, 2004）。也就是說，

在制度性的新聞生產過程中，專業記者的領域被公民記者入侵，而傳

統的勞力分工也因此被削弱。

事實上，頗負影響力的美國專業記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在2008年就接納了公民新聞，並在它的「公民記

者學院」舉辦首次工作坊，訓練非專業的公民記者如何「正確的、

有道德的和公平的」從事新聞報導工作（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2009）。

雖然性質不盡相同，《紐約時報》和SPJ的做法都表明一個事

實：新聞工作不再是專業記者的禁臠或權限範圍，非專業人員或門外

漢也可插上一腳。美國有線新聞頻道CNN的iReport就是建立在相同認

知的基礎上，從觀念轉變到實際操作，把公民新聞整合到一個全新的

典範架構之下（Hume, 1996）。

公民記者的發萌源自於公民角色的演變，在新聞報導中，經歷雙

重過程。其一是，專業媒體對公民參與的程度，由排斥到接納，甚至

收編到體制內；其二是，公民已不再只是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等

傳統媒體的受眾，被動的接收訊息及其他內容，而是主客異位，從消

費者轉化成為生產者，很多時候則兩者兼具。

公民與新聞報導

以舞台做比喻 [1] ，第一個過程顯示的是，不論是編輯或記者，在

1. 舞台的概念取自 Goffman（1959），並非只限在具體的劇院內，它可以延伸到其他各種場

景，特別是有關前台和後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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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都各佔其位，各司其職。從分工來說，專業記者是前台的

演員，編輯則是後台的導演，再加上其他幕後工作人員的搭配，如燈

光、音效和道具等，一場戲才能順利演出。

由前台到後台，即使萬事具備，一齣戲的演出如果沒有觀眾捧

場，也就不成為戲，頂多是種排練罷了。一旦缺乏觀眾，專業戲團根

本就無法生存，關門不過是遲早問題。

從新聞報導的層面看，記者是台上的演出者，一般人就是台下的

觀眾了。這些觀眾隨演出的場地，如印刷或廣播媒體，而選擇接觸與

否，更受劇情訴求的安排，如專業報導或危言聳聽，而有不同程度的

投入。

第二個過程所反映的卻是，不管什麽原因，台下的觀眾決定粉墨

登場，自導自演，自娛娛人。在新聞報導方面，觀眾不再被動的依賴

專業記者，或假手他人，而是自己另搭戲台，主動上場，從劇本寫作

到演出，一氣呵成，觀眾可以是一人或成千上萬，均無損業餘的性

質。

專業記者對觀眾的關注，除了後者是前者的衣食父母之外，主要

動機還在於媒體、民意和民主的互動關係。畢竟，新聞是對社會現實

的某種反映與呈現，它所應着眼的不外人民日常生活如何受到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政府採取的國計民生

措施，往往與公民息息相關。

因此，美國的傳統媒體，至少是那些以社會公器自居，又以服務

公民為主的主流報紙，儘管有時採取保留或質疑的態度，通常會在新

聞題材的選擇和報導的範圍上，設法讓相關社區內的公民參與運作。

一些以進步為標榜的報紙或雜誌，更打破所謂新聞中立的不成文規

範，直接採取某種主張的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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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7年Hutchins委員會提出「一個自由與負責的報業」報告以

來，美國的大眾傳播媒體便經歷過各種以公民為重心的新聞報導的創

新及改革，有些出自外在因素的壓力，如各州新聞評議會的建立、訴

訟和消息來源的抵制，有些則脫胎於內部的反思與自律，如專業道德

條例的制定和媒體機構內部的調查仲裁員（ombudsman）的設置。

這些嘗試以不同的名詞在不同的階段出現，成敗互見。除了少數

幾個州，新聞評議會幾乎已在美國銷聲匿跡，包括全國性的評議會。

主要原因自然是它們沒有「執法」的力量，無從有效約束或整頓新聞

媒體的違規亂紀行為，而大多數媒體由於獨立自主的性格，又對外來

的道德干涉，抱持戒心或敵意。

儘管如此，媒體關注社會責任，多少顯示專業新聞從業人員對受眾

的公民角色的矛盾情結：如果與民之所好或民之所惡脫節，新聞報導的

意義何在？反過來說，如果讀者或觀眾的偏好是新聞取捨的標竿或最終

目的，媒體的獨立自主又何以為繼？貫穿這兩個問題的根本難題是，新

聞媒體對道德規範和社會知識是否肩負無可推諉的特定使命？

單從名詞看，在美國新聞史上，特別是在網絡和數據媒體尚

未普及之前，與公民有關的新聞報導形式有以下幾種 [2 ]：倡導新聞

（advocacy journalism）、下源新聞（bottom-up journalism）、市民

新聞（civic journalism）、草根新聞（grassroots journalism）、參與新

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和公眾新聞（public journalism）。因為

用字有別，縱使有所重疊，這些名詞並不盡然可以相互轉用。不求甚

解，就不免誤導，指鹿為馬。

2. 以下的這些概念定義參考不同的書籍和文章改寫，尤其是Bowman & Willis（2003）、 

Rosenberry & St. John（2010）與Singer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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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歷史背景與理論基礎，這些不同的新聞模式在目的、消息來

源、內容導向和社會效用上，採取特定的格局，有別於傳統媒體的操

作。簡單說，它們具有某種傾向與區隔：

倡導新聞摒棄客觀的立場，以主觀的態度提倡某種政治或社會目

的。

下源新聞讓讀者有參與新聞報導的機會，一種由下往上的過程。

市民新聞探索公民對公共問題的看法和解決之道，並在新聞報導

中納入相關意見。

草根新聞在社區公共事務報導上，堅信公民自主、自為的操作，

有助於生活環境的改善。

參與新聞涉及公民對主流或另類媒體，在影像、相片或文字報導

方面，直接或間接有所貢獻。

公眾新聞比較廣泛，但主要着重在以媒體促進和增長公眾生活的

品質，而非只是消極的報導新聞。

不論是哪一種形式，新聞都是主要概念，在它前面附加的名稱是

次要概念。儘管次要名稱差異不小（如倡導和草根），操作起來，它

們之間未必相互排斥，頂多是層面和手段的分野。其實，它們的最大

共同點是公眾/公民的參與，不過幾乎每一種形式都受傳統媒體專業化

的主導。也就是說，動力來自建制媒體對外在環境變化的反應。

在不同時期內，伴隨這種反應而出現的新聞形態，或多或少，都

經歷過實務試驗，孰優孰劣，大概沒有定論，也不會有結論。到底，

它們全是觀念方面的轉換，在行動上，並沒帶來很大的質變，受眾與

記者身份分明，台上台下角色有異，跟目前逐漸流行的公民記者，不

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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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記者：由觀眾到演員

在傳統的大眾新聞媒體當道時，即使專業記者逐漸接受公民在新

聞報導中的重要性，但是由於多數媒體依然掌控在財團或家庭企業的

手中，公民被視為在品味需求、公共事務的參與及對現實世界的關注

等方面，並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不過是需要被告知、啓發和引導的清

一色大量受眾。

就廣告商來說，公民只是消費者，越多越好，最好像填鴨一樣，

能不分青紅皂白，接受相同的產品訴求，喜歡不變的生活形態，購買

一致的物品或服務。到最後，每個人都如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量產拷

貝，在生活中頂多是資本家累積財富的計算單位，而非獨立自主的自

由人。

新媒體的出現，尤其是網絡和個人化訊息與傳播設置的日益簡易

和功能強大，改革了傳統媒體的生態環境，改寫了傳播的遊戲規則，

改變了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的分工體系。這種革命性的巨變或劇變

的後果是，在公共空間裏，公民不再是客卿，而是主人，他們意識到

自身存在與周遭事物不可分的切身意義，一種「操之在我」的覺醒，

公民新聞因此應運而生。

紐約大學新聞系教授Jay Rosen是最早注意到這個現象的學者和

專家之一，他對公民新聞所下的定義簡明扼要，十分清楚的點出了

公民記者的精神和操作。他於2008年7月14日在Pressthink的博客中

說，「公民新聞就是，先前被認為是受眾的人，以他們所持有的新聞

工具，通告彼此」。（When 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 

employ the press tools they have in their possession to inform one another, 

that’s citizen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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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定義表明，公民新聞是一般受眾所做的報導，載具自然是公

民媒體了。Rosen的見解最早出現於2004年Dan Gillmor 出版的《我

們媒體》（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他在接受Gillmor訪問時說，新聞權威的性質正在變動，當被

稱為受眾的人們成為參與者時，那是種不同的關係（頁30）。

在Gillmor看來，草根新聞就是公民新聞。 《我們媒體》是探討公

民媒體的最主要著作，《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書的背頁上推

薦時指出，對那些相信網絡媒體將會改善新聞事業的人來說，它已成

為一本聖書了。

這本書已經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包括在台灣發行的中文版。

Gillmor用了12章的篇幅，不厭其詳的探討草根新聞的歷史沿革、概念

與科技的更換、書寫網絡媒體、新聞製造者的角色和作用、統治者與

被統治者的關係、公民的地位與政治參與、新聞中心及邊陲的互動、

專業記者與公民記者、博客和社會行動者、商業模式及法律規範、謠

言及譭謗、言論自由和知識產權、財團和內容產生等問題。

雖然《我們媒體》也引起中國媒體的注意（見第五章），它所提

出的一些有關公民新聞與公民媒體的主要觀念和主張，似乎並未在中

國新聞界之間引起很大的反思，有時還強作解讀。橘越淮變枳，一些

中國公民記者的操作或許符合Rosen所下的定義，就抽象原則來看，

卻不盡然有獨立和公民參與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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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德國之聲譽為中國公民記者第一人的周曙光 [3]（黃哲斌、何榮

幸，《中國時報》，2009年1月24日，頁A6）對公民媒體所下的定義

是：「作為個人性質的記錄，不需要刻意平衡觀點，不需要客觀，不

需要獨立。只需要真實，只需要記錄者交待自己在所報導事件中的角

色或者位置，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何國華，《中國時報》，

2007年12月22日，頁A19）。周曙光對公民新聞的看法（訪問見第五

章），跟傳統專業新聞的原則，有很大的區別。

由私人舉止到公共行為，這是一種觀念和角色的轉變。從專業媒

體與大眾傳播的角度來看，讀者或聽眾都只是私人，個別活動於私領

域，反正他們是在家裏讀報紙、聽收音機或看電視的零散個人，沒有

真正的公共性。當許多個人走出他們自己的小天地，在公共空間或公

領域從事業餘的新聞工作，他們並非喧賓奪主，而是重新發現個人在

社會裏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在傳統的傳播過程中，受眾就是訊息接收者。他們通常都是被動

的，除了受與不受外，對於訊息的種類、形式或內容，雖然未必照單

全收，卻沒有太多選擇，往往受到訊息生產者或推銷者的可能預設的

範圍限制。亦即，這是單向的線性結構，一種生產者與消費者力量不

對等的溝通模式。

3. 誰是中國公民記者第一人在國內外似乎有不同的認定，《北京時報》2007年8月11日，就

以「中國公民記者第一人」的頭銜稱呼博客寫手「老虎廟」。《北京時報》報導，「老虎

廟」被方興東「中國博客大事記」記錄為「中國公民記者第一人」，並被《新聞周刊》、

《三聯生活周刊》等多家媒體稱為「公民記者的第一實踐者」（頁32）。不過，《北京青年

報》則在2007年6月13日指出，周曙光被一些網友稱為「中國第一個通過博客關注並參與公

共事件的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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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社交媒體與個人通訊裝置的普及，不僅提供受眾全新的日

常生活經驗，更改變受眾的傳播地位，由旁觀者被提升到參與者的角

色，或者從台下的默默無聞，打扮一番，自己現身說法：他們不再是

觀眾，而是演員，他們也不是配角，而是主角。世界是他們的舞台，

新聞也無界限（見第三章）。

他們不是臨時登場，拿着劇本照本宣科。其實，他們沒有劇本，

經常即興演出，是「一種隨機的新聞行動」（Lasica，2003，頁71）；

演的全是發生在周遭的大小事情，方式可以是日記性質的獨白、記錄

短片、現場直播、電影、廣告或公關說帖，甚至三言兩語等，不一而

足，全看個人的想像力或創造力而定。

就個別演員來說，這些事情也許瑣碎、偏狹、平淡無味，一般人

應該不會感興趣，或浪費太多時間琢磨細節。不過，正因為它們相當

貼近許多人的生活經驗或感受，特別是相對於精英或上層社會的普羅

大眾，他們的故事倒也能引起共鳴。更何況，整體看，群眾智慧的累

積不時會蹦出火花，跳出既有框架的局限，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從Johan Gutenberg在15世紀中葉發明活字印刷術起，西方傳播科

技的創新和進展一日千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便經常圍繞在不同形式

和內容的媒體左右，隨時間演變。由報紙、雜誌、收音機、無線和有

線電視、衛星電視到網絡，再加上各種周邊產品，任何個人接觸與使

用某種媒體的機會和場地有增無減，要在公開空間展現自我並不難。

雖然並未直接涉及公民新聞的操作，歷史學家Eric Hobsbawm 在

《極端的年代》書中的一段話（1994，頁192），頗能點出公民記者

的重要性。他說，「很顯然，20世紀是普通人的世紀，充滿由他們生

產與為他們生產的藝術」，特別是，報導文學與照相機是兩個相互關

聯的工具，使普通人的世界顯而易見，也能訴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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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聞的生產結構來說，在意見的自由市場裏，專業記者不再是

唯一的主要定義者或生產者，公民記者已經加入了這個行列，製造了

形形色色的產品，無償供應，任人選擇。

在21世紀的今天，數據媒體與個人傳播設備早已成為日常生活中

的必需品，智慧型手機所附加的照相機不僅越來越精巧，顯像度也越

來越清晰，隨時隨地可以在公共空間拍照（見圖1.1），並可立即上

傳網絡。Hobsbawm的看法用來解釋人人都是公民記者的可能，無疑

更說得通，因為誰「都可在機緣湊巧時當公民記者」，或者成為狗仔

（譚中興，《聯合報》，2009年4月6日，頁C1）。

圖1.1 以手機拍攝示威、遊行或公眾聚會的情形，在社會裏越來越普遍。2012年9月1
日，香港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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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演變是好是壞，全不能以既有的知識或以往的經驗來判斷，

其實也無法一對一的評比。不同世代經歷不同的時空變遷，交叉的地

方有限，一如長江後浪推前浪，公民記者是後來者，他們的波動才方

興未艾。

只要公民一機在手，又隨時留意周遭發生的事，新聞報導或評論

已不再是傳統媒體的專斷工作，特別是商業媒體逐漸墮落的網絡時

代。從私人空間轉進到公共空間，由台下到台上，公民記者的出現象

徵傳統新聞的式微，特別是操守和操作方面，主流新聞媒體日漸被資

本主義的市場競爭邏輯腐蝕。

香港一位全職家庭主婦兼民間記者的談話可以做個註腳 [4]。她說，

「我覺得社會好像有病，大家只顧自己的利益，生活得不開心、社會

不和諧。我作為一個市民，也想去改善。民間記者不像主流媒體要顧

及市場，不用譁眾取寵，也不受政治因素影響，他們做不到的議題，

我們反而做到」（《蘋果日報》，2006年12月6日，頁A20）。

4. 香港報紙在初期時，經常以民間記者這個名詞來討論目前所通稱的公民記者，見第六章。

因為她兼任《女流》雜誌的民間記者，這是否算得上獨立的公民記者，可能還有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