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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充斥著資訊的網路世界中，資訊焦慮的情形屢見不鮮，而新聞記者的資訊行為

也隨著時代改變，其資訊來源從傳統的外電、公關稿，逐漸轉移到現今的網際網路。

而新聞記者本身既有大量的資訊需求，同時也是大量資訊的生產者，因此，瞭解新聞

記者之資訊行為、資訊焦慮，以及其守門行為是非常重要的。而本研究即以文獻回顧，

探討記者的網路資訊行為以及產生資訊焦慮之情形，並試圖瞭解資訊焦慮與記者守門

行為之關係。 

 

關鍵字(keywords)：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資訊尋求(information seeking)； 

守門人(gatekeeper)；守門行為(gatekeeping)；新聞記者(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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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幾百年來的資訊，一直處於一個穩定成長的階段，但 1950 年代資訊科技逐

漸發展昌盛，資訊量逐年攀升，使得我們步入了一個可以隨時獲得資訊的時代

(Wurman，1994)。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成長，我們的資訊行為也隨之改變，資訊來

源也逐漸被網路媒介所取代。  

    而新聞記者，本身既有大量的資訊需求，同時也產生著大量的資訊內容。方繼德

(2004)認為，新聞記者本身就是資訊尋求者，同時他們的工作也充滿著資訊的流動，

他們日常重複性的新聞工作，與資訊檢索、資訊包裝、處理與傳播有很大的關係。徐

志偉(2007)也在其研究中指出，新聞記者的資訊來源，從傳統的外電、公關稿，逐漸

轉移到網際網路。而許多學者也發現越來越多的新聞記者，把上網檢索作為一個新的

採訪工具(Garrison, 1997；Garrison, 2000；周慶祥，2005；周慶祥、方怡文，2007)。 

    綜觀而論，新聞記者的資訊來源逐漸以網際網路為主，在這樣的資訊尋求過程

中，同時會造成資訊焦慮的產生(Kuhlthau, 1988; 蔡慧美，2003)，資訊焦慮也會影響

使用者的行為(Wurman, 1994; Wurman, 2001; Kuhlthau, 1988；蔡慧美，2003 )。而記者

為新聞資訊的篩選者，因此，資訊焦慮對於記者的守門人角色之影響，值得進一步探

討。 

    綜合上述所言，新聞記者的資訊來源逐漸趨向使用網路媒體，而在網路尋求資訊

的過程中則會產生資訊焦慮，因此本研究主要可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首先探討新聞

記者使用網路尋求資訊之情形，並回顧前人研究之結果；第二部分則進一步說明資訊

焦慮之意涵，而後探討資訊行為過程中如何產生資訊焦慮；第三部分則探討守門人之

意涵與守門過程。試圖瞭解網路資訊尋求行為產生資訊焦慮之情形，以及資訊焦慮與

記者守門人角色之關聯。 

 

二、記者尋求網路資訊之情形 

(一) 記者使用網路資源之重要性 

    Weaver and Wilhoit（1986）認為，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工作上的

伙伴，記者為了蒐集資訊，每天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精力與消息來源接觸，消息來

源成為記者工作的重要部分。而許多研更究證實，越來越多的新聞記者把上網檢索作

為一個新的採訪工具(Garrison, 1997; Garrison, 2000； 王毓莉，2001； 周慶祥，2005； 

周慶祥、方怡文，2007; 徐志偉，2007)，而新聞從業人員接觸線上工具的頻率，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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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64%、1995年的78%、1996年的87%到1997年的93% (Ross and Middleberg, 

1994-1997)。 

    而國內記者使用網路的情形，根據王毓莉(2001)所做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百的

記者使用電腦來進行寫稿，且受訪記者中曾使用網際網路查詢資料則占88.05%，而曾

經上網找尋新聞線索的記者也占了82.39%，由此可見網際網路的使用已進入了媒體記

者的工作領域。 

 

    而對於記者使用網路媒體的行為，許多學者也抱持著不同的看法，可以將其分為

正面觀點與負面觀點。 

  記者使用網路尋求資訊的正面觀點： 

1. 透過搜尋資料庫和電子數據分析，記者可以有更寬闊的報導空間，撰寫出更深入

準確的文章(蘇鑰機，2000)。 

2. 新聞工作者利用網際網路科技的便利性、資訊豐富性來輔助新聞報導，不但使新

聞題材更多樣化，同時使新聞更具深度與廣度(周慶祥，2005)。 

3. 線上檢索所搜尋到的資料，可使記者擺脫傳統來自訪問、專家、分析、評論消息

來源，可使新聞單位直接接觸到第一手文件或報告，而非經由第三者詮釋後的資

料(Garrison, 1997)。 

 

  記者使用網路尋求資訊的負面觀點(周慶祥，2005)：  

1. 記者在使用網路資料時仍須注意其正確性，不宜抱持盲目的信仰尋找資料而忽略

資料的正確性。 

2. 記者越來越依靠資料庫的資料，會令記者慢慢失去與被訪者的聯繫，令以後採訪

遇到更大的困難，反而逐漸減少第一手資料的接觸。  

3. 使用網路資料作為新聞來源不見得省時，有時反而會剝奪以往待在新聞現場的採

訪時間，反而降低了新聞品質。 記者必須對資料的可靠性有判斷能力，防範資

料中可能遇到的陷阱，否則容易造成資料的誤用。 

  此外，徐志偉（2007）在其報紙科技記者的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當中，指出科技記者

一般所利用之二手資源，為公關稿、外電及網路資源等三大類，其中「網路因具即時

性及便利性等特點，並可打破地域限制，對於科技記者而言，受限於截稿時間壓力，

網路資源逐漸成為重要的報導寫作取材來源之一」。徐志偉也在研究中指出，資淺記

者較資深記者容易接受網路資源，但網路資源的準確性有待查證，故記者在這豐沛的

網路環境中，時常需要查證資源的真實性。但其研究結果發現，記者多表示截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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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響記者資訊蒐集之關鍵因素，記者必須於主題多元化、資訊查證及時間壓力等目

標、限制下完成任務，而「記者通常較側重於截稿時間以致於資訊查證工作無法善盡。」

故記者在此兩難的情況下，一方面要查證、選擇正確的資訊，另外還要顧慮到截稿的

時間，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作者相信新聞記者時常處於焦慮的狀態。而這種焦慮的

狀態對於新聞報導品質有很大的影響，故新聞記者網路資訊尋求與資訊焦慮的情形，

對於守門行為之影響，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二) 記者尋求資訊的目的 

    許多學者也列舉出記者尋求資訊的目的，如 Nicholas, David, Martin and  

Helen(1997)等人的個案研究中，發現記者對資訊尋求的主要目的為：  

1.確定事實 

2.關心最新的事件 

3.研究 

4.得到事件的背景資料 

5.刺激新想法 

    而 Garrison(1997)的報告則指出，記者上網尋求資訊的主要目的在於  

1.尋找新聞的背景  

2.消息來源  

3.專家  

4.其他新聞機構是否有相關主題的報導  

    王毓莉(2001)也針對 20 位記者進行研究，發現記者使用網路進行資訊蒐集的主

要目的為：  

1.讀取過去的資料  

2.防止新聞獨漏  

3.增加新聞時效性 

4.可增加報導的豐富與多樣性  

5.背景資料庫查詢便利  

6.搜尋突發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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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ense and Ward(1991)基本資料尋求模式：  

 
圖 2-4 記者資訊尋求模式(資料來源：Hense & Ward, 1991，轉引自周慶祥，2005) 

 

    Hense & Ward(1991)也提出了一套記者的資訊尋求模式，其中資訊尋求管道可分

為兩種，其一為人際管道的第一手資料，其二則為網路、實體資料等二手資料，在獲

取資料以後，才進入採訪蒐集及撰稿階段。 

     

    由以上學者所提出的要點來看，記者所使用的資訊來源逐漸以網路媒體為重，而

進行資訊蒐集的主要目的，大多是尋找新聞背景資料、搜尋最新消息等，而網路媒體

中所蘊含大量的資訊，極容易使記者產生資訊焦慮，以下即探討資訊焦慮產生的情

形，以及在資訊行為過程中如何產生資訊焦慮。 

 

三、資訊焦慮 

  資訊焦慮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我們可以將其拆解為「資訊」、「焦慮」兩個概

念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先探討資訊、焦慮，爾後再進一步探討學者們認為的資

訊焦慮。 

(一) 何謂資訊？ 

  各學者對資訊的定義都不盡相同，不同的學科主題，對於資訊也有不同的看法。

而資訊(information)最常用的定義是「經過處理後有意義的資料」（徐一綺，1995；吳

美美、楊曉雯，1999），所以「資料」經過「處理」就會變成「資訊」。劉炯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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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精簡的定義為：「資訊就是資料，就是知識」。 

  此外，Wellish（1972）曾蒐集39 種定義，而最常被引用的定義是：「資訊能夠

減少資訊使用者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事實或數據」。 

  而Wurman（1994）將我們遭週的資訊分為五個層次： 

 

圖 2-1 資訊的五層同心圓（資料來源：Wurman, 1994） 

 

  第一層內在資訊，為影響內在系統與身體功能的訊息。我們對此層的控制力最

小，受影響程度也最大。第二層為談話資訊，即我們與周遭的人進行的正式或非正式

談話。談話是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其價值卻常被忽略或低估。但我們對於這層資訊的

發布與接收擁有最大的主控權。第三層為參考資訊，此指科學與技術，或與個人生活

有直接關係的參考資料。第四層為新聞資訊，此資訊涵蓋所有的時事，即經由媒體傳

遞關於人、地、事的資訊，這類資訊可能不會影響人們的生活，卻會影響其世界觀。

第五層為文化資訊，為最難以量化的資訊形式。舉凡歷史、哲學、藝術，或任何嘗試

瞭解、認同文化的表現。其他四層資訊在此合併形成的資訊體，是影響個人態度、信

念與社會整體性質的決定性因子。資訊焦慮也可能存在任何一個層次。 

  綜合以上的學者對於資訊的定義，可以間單的將其定義為：資訊是對於個人有意

義，且有助於降低其不確定性之經過整理的資料。 

(二) 何謂焦慮？ 

  根據心理學家的解釋，由於外在環境導致個體產生需求，但這個需求又無法滿足

時，就是產生焦慮的感受（蔡慧美，2003），同時，這種焦慮感也將驅使個人從事降

低焦慮感的行為（蘇映云，1999）。張春興（1991）則認為，焦慮是由緊張、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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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擔心等負面感受交織而成的複雜情緒狀態。Eysenck（1982）也認為，焦慮是

一種共同普遍的經驗，在人們的內心產生慌張、擔心與焦急的感受，使得工作者的外

在行為也受到影響，表現出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及行為混亂等現象，連帶影響工作表

現。 

    心理學家 Spielberger（1972）則將焦慮的歷程分為五個階段： 

（1）狀況評估 

  對可能造成威脅或導致危險的情況進行評估。 

（2）狀況認定 

  根據評估的結果，來認定這些狀況使否具有危險性或是威脅性，或是根本不具傷

害性。 

（3）情境焦慮 

  若是個人認為有威脅、危險，便會產生焦慮，心理學家稱之為情境焦慮。個人通

常會伴隨生理的反應，如心跳加速、流汗、發抖或心理的特殊反應，如憂慮、無助感。 

（4）認知上的重估 

  緊接而來的是理智上或是認知上對情況的重新評估，根據過去的經驗與學習過

程，個體會嘗試找出解決方法。 

（5）行為階段 

  在此階段，個人以實際的行為試著解決自己的焦慮狀態。如逃避或是假裝該狀況

並不存在。 

    綜合以上所述，焦慮的情形是由於個人的憂懼、煩亂等相當複雜的負面情緒所組

成，且會影響其行為以及工作表現。 

(三) 何謂資訊焦慮？ 

    若由以上的定義來看，「資訊」是可降低資訊使用者不確定性的事實或數據，而

「焦慮」則是由煩亂、憂懼及不確定這類複雜感受所組成，故資訊的使用者，應會降

低其不確定性，但為何又會有資訊焦慮呢？由此可演繹出，當「資訊」過多或過少，

不足以減少使用者不確定性時，就會產生資訊焦慮。但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

是個很難清楚界定的概念，其與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認知焦慮(cognitive 

anxiety)的概念相近(Girard, 2005)，但又不盡相同。其差別在於：資訊焦慮屬於個人情

緒上的面向，且資訊焦慮產生的情形有許多種，包括資訊缺乏，「資訊超載」也屬於

其中之一，因此資訊超載的概念包含於資訊焦慮中。而認知焦慮，其概念與資訊焦慮

相差不多，但較少人使用此名詞，因此在此並不作深入探討。 

    關於資訊超載，Venkatesh and Speier (1999)認為當大量的資訊放入一個超過它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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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容量系統中，就會產生資訊超載。Bawden(2001)則認為資訊超載的意義主要在如

何利用，或找出潛在的可利用價值，但資訊通常是個障礙，無法幫助人們。另外，

Huotari and Wilson(2001)將資訊超載區分為個人問題與組織問題，個人的資訊超載發

生於個人工作任務與資訊流當中，通常容易管理。組織的資訊超載則會全部擴散到整

個組織，也會降低整個管理運作的效率。 

    Gartner(2005)的資訊超載調查報告，總結了四個會影響資訊超載的議題：  

1. 孤立的(Siloed)資訊  

2. 太多資訊  

3. 未經索引的資訊  

4. 缺乏效率的檢索過程  

    而資訊焦慮，學者 Wurman（1994）在其資訊焦慮(information anxiety)一書中，

已有完整的架構與定義，其認為，形成資訊焦慮的原因在於，「我們真正瞭解的」與

「我們以為應該瞭解的」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而資訊爆炸帶來了龐大的資料量，但

卻形同一個空殼，又令人渴望求「知」，在這樣的情況下，資訊焦慮是資料與知識的

黑洞，資訊如果無法滿足人們想要、需要知道的，資訊焦慮的病情會特別嚴重。而

Wurman（2001）認為引發資訊焦慮的情況有下列幾種：（1）不瞭解資訊（2）覺得

要瞭解的資訊量多得無法負荷（3）不知道某項資訊是與否存在（4）不知道哪裡可以

找到資訊（5）確切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資訊卻不得其門而入。綜合以上的情況，資訊

焦慮來自於資訊的缺乏以及資訊的超載，使得人們在充斥資訊的社會中顯得焦慮不

安。 

  Wurman（2001）所提出的五種情況，資訊焦慮的成因大致可分為資訊的缺乏以及

資訊的超載兩種類型。而蔡慧美（2003）在其研究中歸納出，資訊焦慮的原因可分為

四種：除了上述的資訊過量以及資訊缺乏，第三種資訊焦慮是因為資訊科技所帶來的

「沒有盡頭的進步感到焦慮」。因為資訊科技造成的資訊爆炸，使得人們沒有辦法確

定自己是否已經掌握了「所有」或「最新」的資訊。紀建良、鄭依萍（2001)認為，

人們不斷的追求資訊只不過是企圖填滿「欠缺」，資訊的焦慮是因為焦慮永遠找不到

「合適、正確」的資訊。 

而第四種資訊焦慮，是來自學習、工作、人際溝通等壓力，人們不斷的在區別哪些

是不該做的，哪些是該做的？哪些是該讀的是不該讀的，有沒有遺漏該吸收的資訊？

這是一種「失衡的愧疚感」，是另一種焦慮的產生。而有時候這種愧疚感是來自於人

際溝通，如別人所知道的資訊，若自己不知道，則會產生一種愧疚感，使人們產生應

該去吸收這些資訊的感覺，所以來自生活壓力產生失衡的愧疚感也是導致資訊焦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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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蔡慧美，2003）。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資訊焦慮的原因可分為四種，其一是因資訊爆炸，資訊過

多而無法選擇自己所要的資訊；其二為資訊缺乏，不知自己所需的資訊在哪裡；其三

為資訊科技的影響，為深怕自己跟不上資訊科技變遷的速度。其四則為人際的影響因

素，外在的壓力所造成的愧疚感。並將其分類如下(表 2-1)： 

 

表 2-1 資訊焦慮形成原因 

資訊超載 覺得要瞭解的資訊量多得無法負荷(Wurman, 2001) 

資訊缺乏 不瞭解資訊、不知道某項資訊是與否存在、不知道哪裡可

以找到資訊、確切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資訊卻不得其門而入

(Wurman, 2001) 

資訊科技 科技迅速改變帶來的「沒有盡頭的進步感到焦慮」(蔡慧

美，2003) 

外在壓力 人際關係所產生的「失衡的愧疚感」(蔡慧美，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Wurman, 1994；Wurman, 2001；蔡慧美，2003) 

 

    新聞記者位於資訊爆炸的媒體當中，需要不斷的追求最新的資訊，且記者在媒體

機構中，也存在著非常大的外在壓力。在此種情況中，不但容易產生資訊焦慮的問題，

也會影響記者的行為以及工作，而下一部分即在探討資訊行為過程中資訊焦慮產生的

情形。  

 

四、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與資訊焦慮的產生 

    使用者會有資訊尋求行為，是因其意識到自己本身資訊的不足，而產生資訊的需

求，進而採取資訊尋求行為以滿足其需求。因此本研究第一個部份，首先探討資訊尋

求的產生，而在第二個部份，則針對資訊尋求行為進行探討。 

(一) 資訊需求的產生 

    資訊需求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學者們對於資訊需求的定義也不盡相同，如

Voigt(1959)即將資訊需求分成三種：（1）保持不落伍。（2）需要一特定的資料。（3）

需要所有相關的資料。此外，Line（1974）認為資訊需求的定義可以為：「任何人為

了他的工作、研究和構思所需要的事實或數據」。此外，Wilson（1981）認為，「為滿

足人類生理、感情和認知的需求，一個人可能會去尋求資訊」。Nicholas and Bel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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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則認為，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出了問題，想要解決這些異常現象時，就

會產生資訊需求。 

    而有關資訊需求的本質，最早由Taylor(1968)提出需求層次說，他將諮詢過程中

的問題之形成分為個四層次： 

（1）內藏式需求(Visceral Need) 

  在人的心中最深處，人們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受性需求，是處於模糊概念時

期。 

（2）意識化需求(Conscious Need) 

  人們可以清楚意識到自己對資訊的需求，但未必能夠明確地描述，是有意識時期。 

（3）正式化的需求(Formalized Need) 

  可以用語言文字清楚陳述需求。 

（4）妥協後需求(Compromised Need) 

  用資訊系統所能瞭解的語言來表達。 

  Taylor(1968)的資訊需求層次概念指出，人們所感知的需求與所能表達的需求，

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 

  此外，Nicholas and Belkin(1998)提出「知識渾沌說」，或稱「ASK模式」 (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其認為資訊需求源自一個人模糊的知識狀況，人們尋求各種資

訊是為了解決這種認知上的異常狀況。Dervin and Nilan (1986)則以使用者為中心，提

出「意義建構模式」(Sense–making Model)，並認為在一連串的行動所構成的生活中，

人們不斷尋求對周遭事物的理解，以便能持續地進行各種行為活動，當已經知道與所

需要知道的之間有一鴻溝或差距產生時，為彌補此一差距，人們就會去尋找資訊。

Dervin and Nilan並使用「狀況(Situation)—差距(Gap)—使用/幫助(Use/Help)」三段模

式來描述上述情境，亦即「感知差距產生資訊需求」。 

    Krikelas（1983）則認為，資訊需求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可延緩的需求，另一種

為立即的需求。前者指的是解決一個問題後，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便產生新的資訊

需求；而後者指的是問題解決後便告一個段落。 

  另外，Wilson（1981）指出人的需求有三方面：生理需求、情感需求、及認知需

求（如圖 2-2）。不同的需求會造成不同的資訊尋求行為，而不同的資訊尋求行為也

會滿足不同的資訊需求。 

(二) 資訊尋求行為 

    資訊尋求行為同樣也沒有被共同接受的標準定義，不同的研究通常使用不同的定

義。Line (1974)認為資訊需求的行為，是因為個人察覺目前的知識狀況少於所需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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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行為。另外根據Abdelmajid and Bouazza (1989)的詮釋，資訊尋求行為就是資訊利

用，即為利用資訊來滿足一個人資訊需求的行為。Krikelas（1983）則認為，當一個

人欲確認一個訊息，以滿足察覺到的需求時，所從事的任何活動是資訊尋求行為。 

  Wilson（1981）以較大的環境層面來解釋資訊需求與尋求的關係，其認為資訊尋

求的障礙包括個人的、人際的、以及環境因素(圖2-2)。在人際關係層面對資訊使用有

兩種影響，即資訊來源的選擇，會構成干擾或激勵資訊的搜尋。在環境層面上，如社

會文化與政治經濟環境，教育程度較低或經濟狀況較差的社會階層，則不容易取得所

需要的資訊。 

  此外，個人資訊尋求動機的根源，在工作角色層面上，主要屬於認知方面的需求；

組織的性質、個人的人格特質，多為情感方面的需求。因此，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行

為的影響因素必須廣泛涵蓋工作角色之環境的觀點、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等外在環境的

特別影響（賴鼎銘、高雅慧，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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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影響資訊需求和資訊尋求行為的因素(資料來源：Wilson, T.D., 1981，轉

引自賴鼎銘、高雅慧，2006） 

 

  綜合上述學者提出的各種資訊需求概念，可以發現資訊尋求與資訊需求幾乎是同

時存在，簡單來說，當一個人產生資訊需求時，欲滿足各種需求的行為，即可稱作資

訊尋求行為。 

 

(三) 資訊行為與資訊焦慮 

    Kuhlthau(1988)認為，資訊焦慮是資訊尋求過程中，自然產生的情緒反應，焦慮

的情緒反應會推動資訊搜尋者去探索。而蔡慧美（2003）在其研究中以 Kuhlthau 的

理論，指出資訊尋求行為當中出現的資訊焦慮的情形。她指出，無論資訊的過多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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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都會造成資訊焦慮的產生，資訊焦慮所產生的影響有負面也有正面。負面是一種過

大的壓力、不安的感覺而導致放棄或不停地擔心找不到最適合的資訊；正面是一種適

當的壓力去驅使個人進行資訊尋求行為。例如當使用者開始搜尋資訊時，他可能面對

著過多或不足的資訊，他必須去分辨出個人覺得相關或不相關的資訊，而分辨的當中

同時也會產生焦慮。因此，蔡慧美（2003）認為資訊焦慮可能產生於資訊行為過程中

的每一個階段。蔡慧美將資訊焦慮的因素，加入 Kuhlthau(1988)的資訊尋求模式，修

改後如圖 2-3 所示： 

 

圖 2-3 加入資訊焦慮的Kuhlthau資訊尋求過程模式（資料來源：蔡慧美，2003） 

 

蔡慧美（2003）所引用的為Kuhlthau 1988年所發表的模式，而Kuhlthau則於2004年

將其資訊行為模式增加了「評估」的階段，同樣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發展出一個資

訊尋求過程的模式，如表2-1，共將過程分為七個階段：  

(一) 開始(Initiation)： 開始察覺有資訊的需求。 

(二) 選擇(Selection)： 選擇研究的題目和研究方法。 

(三) 探索(Exploration)： 蒐集資訊以增加對主題之瞭解。 

(四) 形成觀點(Formulation)：為資訊搜尋過程的一個轉折點， 個人從查尋到之資訊

中形成觀點。 

(五) 收集(Collection)： 為使用者與資訊系統進行最有效率與效益的互動之階段， 使

用者收集與焦點題目的相關資訊。 

(六) 發表(Presentation)：完成收集資料，並開始寫作。 

(七) 評估(Assessment)：評估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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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Kuhlthau的資訊尋求過程 

 開始  選擇  探索  形成觀點 收集  發表  評估 

感受  不確定

感  

樂觀  迷惑、挫

折、懷疑 

清晰  有方向感

與信心 

滿意/

失望  

成就感 

思想     鎖定範圍  增加

興趣  

提升自

我意識 

行動  尋求背

景資訊  

 尋求相關

資訊  

 尋求相關

文件  

形成

資訊  

 

資料來源：翻譯自Kuhlthau(2004), Seeking Meaning: 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p.82 

 

  原 Kuhlthau 資訊尋求過程模式，認為資訊焦慮產生於一、二、三階段，但蔡慧美

（2003）認為，資訊焦慮存在於資訊焦慮的許多階段，甚至是在搜尋結束以後，也有

可能會發現資訊的不足，而開始另外一次的資訊尋求行為。 

 

五、守門人理論 

(一) 守門人之意涵 

    守門的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Lewin(1947)所提出，他將「守門人」定義

為：「在訊息通過各個關卡的過程，負責容許訊息通過的人稱為守門人」，並認為「改

變或決定整個生產過程的人，是在整個產銷過程中真正擁有決策權的人」。而國內學

者李金銓(1987)也認為，一則新聞從事件的發生到見報，會經過層層的關卡，這些把

守關卡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學上稱之為「守門人」(gatekeeper)。此外，周慶祥、

方怡文(2007)認為，一則新聞從發生到傳送到閱聽人面前，會經過漫長的傳播流程，

此流程一般來說有以下步驟：1.現象的發生；2.現象的發現；3.消息的採訪報導；4.

新聞的編輯製作；5.排印或播報新聞；6.將新聞傳播給閱聽人；7.閱聽人接收新聞，

並理解使用。這七項過程就是所謂的採訪、寫作、後製(印刷)到傳送。而周慶祥、方

怡文也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關卡都有人扮演了各個「新聞守門人」的角色，

他們共同合作，決定哪些新聞應該傳送給閱聽人，哪些新聞又會被遺棄在垃圾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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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White(1950)，是最早將守門人理論置於組織中研究之學者，他將電訊編輯稱

為守門人，分析其取捨新聞的過程，並歸納影響新聞取捨的因素，結果發現：(1)通

訊社稿量極多，但報社只用了十分之一。(2)通訊社的稿件內容不均，但以政治新聞、

趣味性新聞佔最大比例，約三分之二。(3)通訊社收到新聞稿內容的類別多寡，與報

紙刊登該類新聞的多寡成正比。White 的「守門人」角色，在決定新聞選擇的過程中

自認是非常主觀的，其是將各種不同的接收來源，轉變為各種訊息，再傳送給不同的

接收者，因此，消息是否變為新聞或如何被報導，都取決於這些守門人。McQuial and 

Windahl(1981)將 White 的守門人概念，繪製為下圖： 

 
圖 2-5 White 的守門人概念(McQuial and Windahl, 1981, p.100.轉引自周慶祥，2005，

頁 149。) 

 

    關於守門人概念的層次，除了個人之外，也有不少學者將其概念擴大至組織的層

次。Breed(1955)在研究影響新聞取捨的守門人過程中，提出了「編輯部社會化」的概

念，將影響新聞取捨的層次，由個人層次提升到組織層次。而 Breed 也發現，記者

在決定新聞取捨時，時常受到新聞媒體內部的社會化影響，而產生影響的原因有：1.

擔心組織內規的制裁；2.受組織權威的影響；3.可望有更高的成就；4.為了保住工作。

Breed 指出，記者在取捨新聞時，有時根本不是依照自己的價值觀或個人判斷，而是

服膺於整個組織或接受長官指揮。 

    同樣地，Bailey 與 Lichty(1972)也認為「組織才是守門人」。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

守門的關卡不只一個，把關者也並非一人，媒介組織的「正式溝通網路」以及「非正

式溝通網路」決定了媒介的溝通，因此研究應以整個組織為分析對象，分析各新聞人

員的政治立場、道德價值系統、對上司和受眾的認知、組織中的溝通網路和新聞團體

次文化等。 

 II – 383



黃柏堯 / 新聞記者網路之資訊尋求行為與資訊焦慮產生對守門行為影響之初探 

 

(二) 影響守門行為的因素 

    對於影響守門行為的因素，許多研究都提出了多樣的結果，且由很早即開始有

學者提出，如 Maletzke(1963)在其影響傳播者行為的研究中即提出： 

(1) 訊息本身的壓力或限制 

(2) 媒介本身的壓力或限制 

(3) 傳播者的自我印象 

(4) 傳播者的人格結構 

(5) 傳播者與他的工作群 

(6) 傳播者與他所屬的組織 

(7) 媒介內容的公眾特質所造成的壓力和限制 

(8) 傳播者的社會環境 

(9) 接收者與傳播者相互的印象 

(10) 接收者的自發性回饋 

    此外，Liebes(1966)於美國加州 28 家日報的研究中指出，電訊編輯使用電訊時，

影響新聞判斷的因素有： 

(1) 新聞政策 

(2) 個人特質 

(3) 通訊社對新聞的分配 

(4) 新聞的優先性 

(5) 自動化 

(6) 報紙版面的限制 

而 Hirsch(1977)則將守門行為影響因素分為： 

(1) 個人層次 

(2) 組織層次 

(3) 社會制度層次 

    而後，Dimmick 與 Coit(1982)更進一步整理出影響媒介的因子包括： 

(1) 超國家層次：如國際性的調節機構或多國公司的商業力量。 

(2) 社會層次：如政府或政黨這樣的全國性社會機構。 

(3) 工商業層次：如競爭性媒介、廣告商、廣告客戶等。 

(4) 超組織層次：如運銷聯網、聯合性大企業等。 

(5) 社區層次：城鎮地方社會及工商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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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織內部層次：如某組織內部群體或部門。 

(7) 個人層次：如角色、社會背景、個人態度、性別、種族、出身等。 

    此外，楊志弘(1994)並進一步將組織層次再區分為媒體組織和傳播業兩個層

次，歸納出六個分析層次： 

(1) 個人層次：如人口背景、職業經歷、思考模式、決策制定、個人價值觀、人格

特質、工作類型、角色期望等 

(2) 傳播常規層次：如截稿時間、倒金字塔寫作、平衡報導、採訪路線、新聞價值

觀等。 

(3) 媒體組織層次：如所有權屬性、經營規模、組織文化等。 

(4) 傳播業層次：如傳播專業團體、媒體競爭、其他媒體等。 

(5) 外在環境層次：如政府、利益團體、閱聽眾、發行市場、廣告主、公關活動、

經濟活動等。 

(6) 社會系統層次：如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意識形態等。 

    國內學者林東泰(1997)，也提出影響守門行為之因素，並可將其分為五個層面： 

1. 個人層面：新聞工作者的態度與價值判斷影響到新聞的取捨。 

2. 工作層面：受截稿時間壓力與力行性工作習慣而影響新聞取捨。 

3. 組織層面：受媒體所有權干涉而影響到新聞的取捨。 

4. 社會與機構層面；受體間的競爭而影響新聞的取捨。 

5. 社會體系層面：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影響新聞的取捨。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將其簡單地區分為個人層次以及組織、環境層次以

及資訊內容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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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學者提出影響守門行為因素之歸類(本研究整理) 

個人層次 組織層次 環境層次 

林東泰(1997) 

個人層面 工作層面、組織層面 社會與機構層面、社會體

系層面 

楊志弘(1994) 

個人層次、傳播常規層次 媒體組織層次、傳播業層次 外在環境層次、社會系統

層次 

Dimmick 與 Coit(1982) 

個人層次 組織內部層次 超國家層次、社會層次、

工商業層次、社區層次 

Hirsch(1977) 

個人層次 組織層次 社會制度層次 

Liebes(1966) 

個人特質 新聞政策、通訊社對新聞

的分配、新聞的優先性、

報紙版面的限制、自動化 

 

Maletzke(1963) 

傳播者的自我印

象、傳播者的人格結

構、傳播者與他的工

作群、接收者與傳播

者相互的印象、接收

者的自發性回饋 

傳播者與他所屬的組織 傳播者的社會環境 

 

 

表 2-3 資訊內容層次(本研究整理) 

資訊內容層次 

訊息本身的壓力或限制、媒介內容的公眾特質所造成的壓力和限制、媒介本身

的壓力或限制(Maletzke，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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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看出各學者依年代的演進，所著重的要點也有所不同，尤其「資訊內容

層次」，僅有 Maletzke(1963)提出資訊的內容本身，會影響傳播者的行為，其餘學者，

則越來越注重社會、環境層次的影響，由此可知，守門人影響因素之研究，一開始由

個人做為研究對象，而後逐漸邁入組織、大環境的層次。 

    雖然目前研究的趨勢逐漸遠離守門人個體的影響力，但在這充斥資訊的網路時

代，守門人自身產生資訊焦慮的情形也越來越普及。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本研究想

追本溯源，欲探討記者的網路尋求行為與資訊焦慮產生情形，對其守門行為的影

響，藉此瞭解記者處理資訊的重要性以及資訊焦慮的影響力。 

(三) 守門過程 

    從整個組織面向來看，由新聞產製過程可得知，記者在過程中所扮演的守門角

色。Ericson 等人(1987)提出了新聞製造模式(圖 3-2)，從事件開始，一直到新聞組織

開始編輯撰稿，可以發現記者與消息來源是整個新聞製造的中介，透過消息來源組織

第一手取得消息，並傳遞至新聞組織，在這過程當中，記者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守門角

色。 

 

圖 3-2 Ericson 等人(1987)新聞製造模式(轉引自楊志弘、莫季雍，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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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Ericson 等人(1987)新聞生產過程模式 (轉引自楊志弘、莫季雍，1997)  

 

    新聞生產過程模式中則可發現(圖 3-3)，除了電訊供應與新聞服務之外，記者為

主要的新聞來源，由記者提出新聞，再經由新聞會議、生產會決議，經由編輯後直接

生產。擔任接收資訊前鋒的新聞記者，於取捨是否成為新聞報導的新聞資訊，同時也

扮演著守門人角色，此時記者對於新聞的選擇，也會間接影響新聞內容與呈現的品質。 

    除此之外，Bass(1969)也提出內部新聞流通「雙重行為」模式。其認為最重要的

守門活動是發生在新聞組織中，此過程可以分為「新聞採訪」及「新聞處理」二大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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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Bass(1969)內部新聞流通雙重模式(資料來源：劉從哲，2002) 

 

    不同於其他學者的觀點，Bass(1969)將整個新聞處理過程簡單的二分為兩個階

段，將其變為精簡且容易理解。在此圖中，守門人的角色產生於「新聞採訪者」與

「新聞處理者」之中，但在整個新聞產製過程中，則不只此兩類守門人。 

 

六、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首先可以瞭解，記者使用網路媒體的機會逐漸提高，如徐志

偉（2007）的研究指出，網路已逐漸成為記者重要的資訊來源；根據Ross and 

Middleberg(1994-1997)的調查，新聞從業人員接觸線上工具的頻率，也從1994年的

64%、1995年的78%、1996年的87%到1997年的93%，由此都可以看出網際網路的工

作已進入了媒體記者的工作領域。 

    此外，在這富含大量資訊的網路媒體當中，資訊超載也容易形成資訊焦慮。在資

訊尋求過程中產生資訊焦慮的情形，Kuhlthau（1988）認為在其模式中的「開始」與

「搜索」兩階段，會有資訊焦慮的產生；蔡慧美（2003）也以Kuhlthau的資訊尋求理

論為基，主張資訊焦慮應該會產生於資訊尋求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 

    另外關於守門人的研究，由文獻回顧中可看出近來研究的發展趨勢，守門人研究

已逐漸由個人轉變到組織，甚至環境層面，但本研究認為，如今資訊焦慮產生的情形

屢見不鮮，新聞記者又同時身兼資訊的需求者與生產者，其個人資訊焦慮的產生與其

影響守門行為的情形應該被重視。而資訊焦慮，蔡慧美(2003)也提出其有正負面的影

響，這樣的情形是不是會影響記者本身守門人的角色，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也進行了初步的實徵研究，相對於表2-1本研究所整理的資訊焦慮成因，

經過初步訪談與觀察之結果，發現現今的記者隨著資訊使用能力提升，因此科技變遷

以及網路使用技術，已然不是造成資訊焦慮的主因；而在面對資訊方面，因為新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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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本質，必須滿足許多條件，如記者欲在網路上尋求某資訊，卻發現非常之少時，

其資訊本身就很難構成新聞，因此，「缺乏資訊」也很少會帶給記者資訊焦慮。 

    雖然如此，在初步訪談的過程中，還是可以發現幾種行為，例如：記者們工作上

最常做的一件事，即為翻閱同行的報紙或收看其他電視台的新聞，藉此尋找相關新聞

的蛛絲馬跡，這屬於「外在壓力」的情形，記者以及新聞媒體機構，對於同行擁有的

資訊非常在意，這會促使他們進一步跟進相關新聞。但這方面，與守門行為之關聯也

較小。 

   而對於記者守門行為影響較大的資訊焦慮情形，即在記者面對網路大量的資訊

時，所產生的資訊焦慮。這種資訊焦慮的影響取決於記者個人，可能促使記者更進一

步篩選有用的資訊帶至觀眾面前，或是造成對新聞資訊的忽略、未經證實等負面影

響，此種情形會直接的影響記者的守門行為以及觀眾最後收到的新聞品質。而其中資

訊焦慮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細部的運作情形，是本研究下一步欲探討的目標。 

 

(二) 建議 

    經由以上的文獻回顧，本研究發現關於資訊焦慮的研究非常之少，且大部分屬於

理論或為論述性質之文獻，或許可能因為Wurman(1994)在其書中已有詳盡的理論架

構，所以關於資訊焦慮的文章在Wurman之後即少了許多。但本研究認為，在這資訊

發達的時代，使用者資訊焦慮產生的情形也隨之高漲，而這種個體層面的情緒反應，

應該也要被重視，可以多進行一些實徵研究，瞭解資訊焦慮的影響力。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守門人的研究也從個體，逐漸轉變到組織、環境的層次，但

在資訊焦慮隨處可見的情境之下，本研究認為，將資訊焦慮的概念與守門人的意涵結

合是可行的，可多瞭解個體本身的各種因素，以及影響守門人之情形。 

    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中，後續研究可朝瞭解資訊焦慮的影響力邁進。除了本研究提

到的新聞記者守門人之角色，也可進一步針對各種使用者進行實徵研究，例如圖書館

網站使用者、自動借還機使用者等，深入了解其資訊行為以及資訊焦慮的產生情形，

而資訊焦慮又造成使用者產生何種行為，進一步瞭解並修正系統，或提供更佳的服

務，以達到資訊焦慮理論應用於實務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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