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與社會

跨越千禧踏入二十一世紀，由電

腦作中介的互動新媒體將進一步普及

化，國際互聯網會大行其道。資訊科

技界鉅子蓋茨（Bill Gates）預言，在這

個網絡世界，電子報將取代傳統的報

紙和電視，成為人們獲取新聞資訊的

主要來源。

傳播學者麥魯恆（M a r s h a l l

McLuhan）曾提出，每一個時代都有當

時得令的社會主導溝通模式，而新科

技及新媒體的出現，是導致社會主導

溝通模式興替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紀

上半期屬於印刷時代，文字是社會的

主要溝通模式；到了70及80年代，影

音媒介發展成熟，人類社會步入電子／

電視時代。自80年代以來，電腦漸漸

普及，90年代中期的「媒體資訊革命」

更促使電腦科技及傳播科技匯流，合

體之後的「媒體資訊科技」（如國際互聯

網、電子報、互動電視及多媒體系

統），估計會逐漸成為新世紀的主導溝

通模式1，而社會上將愈來愈多人透

過此種媒介互通訊息。回顧歷史，每

當重要的新傳播科技崛興，都會對社

會上固有體制及組織產生很大衝擊，舊

有的社會制度必得適應求存2。新聞

業是現存社會制度中重要的一環，在

這世紀之交適逢科技環境全面變革更

新，它要面對新傳播科技的嚴峻挑

戰。傳統新聞業可說是工業社會的產

物，新聞學的理念及社會功能服膺於

工業社會的需要。它的運作模式及

內容鋪排切合工業社會的科技環

境，印刷媒介及電子廣播媒介先後

成為新聞媒體的主流。邁進後工業

時代的資訊社會，不僅整體社會環

境變了，科技環境也大為不同，固有

的運作方式及社會角色顯然有需要作

出調整。

本文的目的是從媒介理論出發，

分析電子報這種新媒體如何促使新聞

業蛻變以及產生甚麼社會影響。文章

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電子報

的媒介特色；第二部分比較不同地區

電子報的發展軌5，及新聞業在資訊

社會扮演的新角色；第三部分討論電

子報如何影響傳統新聞業的社會地

位，怎樣改變讀者尋找資訊的行為，

同時討論媒體興替、知識壟斷與權力

結構的關係。

電子報在資訊時代的

社會功能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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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媒介分析理論

對傳播媒介的分析，一向集中於

傳媒內容及其影響，但有一些學者卻

另闢議題，強調媒體的組織形式

（format）可能比其內容更為重要。加

拿大學者英尼斯（Harold A. Innis）首先

提出傳媒形式的獨特角色和重要性。

他在研究科技發明如何影響社會及文

化時指出，應區分石頭和泥塑等「有利

於時間」（time-biased）的媒體與紙張等

「有利於空間」（space-biased）的媒體。

前者導致宗教權威的出現，強調過去

和傳統；後者則促成了現代大型帝國的

產生，以及世俗政治權威的管治3。

麥魯恆將英尼斯的想法普及化和微觀

化，他認為傳播科技影響人的五項官

能的相對重要性，並且改變了大眾對

事物的反應。他的名句「媒介就是訊

息」深刻地指出，媒介的組織形式遠比

其內容重要4。

其他媒介理論（medium theory）的

學者沿�英尼斯和麥魯恆的理論足

印，從不同方面探討媒介形式如何影

響社會。例如有人分析從口語社會轉

移到文字社會的變化5，也有人研究

從書寫到印刷所帶來的影響6，及

電子傳媒出現之後個人及社會組織

如何適應調整7。邁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就強調媒介形式對社會行

為有很大的影響，如書籍的本質令它

變成個人收藏品並能反映讀者的文化

品味，但電視的公共性質卻使它成為

跨越性別、年齡和社會階層的「公共空

間」。因此，以對象而言，書籍是有選

擇性的篩選文化精英，而電視則包容

地盡量吸納最多的觀眾8。

萊文森（Paul Levinson）認為，在

新資訊紀元來臨時，權力結構將面臨

巨變，數碼年代打破了中央集權形

式，個人的角色因而變得更重要9。

新科技令媒介的形式改變，進而帶來

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變化。從媒介

理論看電子報的出現，這種媒體代表

了新傳播科技年代的嶄新媒介形式，

其特性與傳統媒介比較有革命性的分

別，而這些分別可以用「開放符碼」

（open code）和「封閉符碼」（closed

code）這對概念來歸納。

二　電子報的媒介特色

從教育社會學者伯恩斯坦（Basil

B. Bernstein）的「教育符碼」（educational

code）研究得到啟發bk，我們提出「傳媒

符碼」（media code）的意念來分析電子

報的媒介特色。對比傳統報和電子報

的特性，傳統報可被稱為「封閉符

碼」，而電子報則是「開放符碼」。

「符碼」（code）是指一套有系統的

法則，它支配�訊息系統的運作bl。

因此，「傳媒符碼」可被視為一套規範

媒介表達和傳遞訊息的法則。「傳媒符

碼」可分為兩部分，首先是資訊內容的

分類及組織，其次是資訊的傳遞方

式。「封閉符碼」是指傳播機構很清楚

地對內容作出分類，而且按照重要性

來組織內容，傳遞資訊時又有嚴格控

制，發布權在傳播者而不在受眾。「開

放符碼」的特色則是資訊內容沒有嚴格

分類，而資訊的傳遞採互動形式，傳

播者並非只是單方面控制資訊的發

放。表1總結了傳統報及電子報在內

容編排及傳遞模式的分別。

電子報的媒介性質屬於「開放符

碼」，它突破了傳統報很多方面的限

制。首先，在新聞內容的組織方面，

傳統報把新聞故事按照重要性作有秩

序的科層排列，每則新聞都依類別及

對傳播媒介的分析，

一向集中於傳媒內容

及其影響，但有一些

學者卻另闢議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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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放在不同的版位，又用標題及

版面設計突出頭版和頭條新聞。電子

報則打破了這種嚴格的科層排列方

式，新聞只有較粗略的分類，同類新

聞的先後次序並不絕對反映其重要

性，而相關的新聞故事卻透過「超文本

連繫」（hyperlink）連結在一起，所以電

子報的新聞排列可說是網絡狀，每則

新聞是放置在新聞鏈（news chain）或新

聞網之中。

以新聞的傳遞模式看，電子報與

傳統報也截然不同。傳統報屬單向及

採取由上而下的傳遞方式，而電子報

卻具有互動功能，讀者可以主動搜索

及擇選自己想看的新聞。一些電子報

如《華爾街日報》甚至可以按個別讀者

自定的喜好標準，來提供專有的資訊

組合。電子報由於有超文本連繫，可

以把一宗新聞與另一些新聞、資料庫

甚至是其他網站連結起來，故此電子

報是透過所謂「非線性陳述形式」來表

達一宗新聞事件，讀者可自行決定欲

了解某宗事件的深入程度。如果他喜

歡多知這一點，可以運用連繫功能多

看幾宗相關的新聞，如果無興趣又可

就此打住。因此，電子報在新聞傳遞

的速度、數量及內容方面，不再由編

輯全盤操控，而是把部分控制權交到

讀者手中。

電子報由於在網上發布新聞，不

再受地域國界的限制，而且也沒有篇

幅的制肘，新聞不僅可以作深入報

導，還可羅列很多相關的背景資料供

讀者參考。傳統的大眾傳媒把訊息由

一個中心發布到不同的接收點，但電

子報的形式是點與點傳播，報館可以

針對讀者個別需要提供個人化的服

務。此外，電子報可以運用多媒體方

式（包括錄像及聲帶）傳達新聞，而傳

統報則只能用文字及圖片表達。電子

報有搜索和儲存功能，新聞不再是即

看即棄，轉而成為可存放及有參考翻

查價值的資料。電子報不像傳統報那

樣有嚴格截稿時間，而是隨時可以更

表1　傳統報和電子報媒介形式的比較

傳統報 電子報

（封閉符碼） （開放符碼）

  A 內容的組織方式：

（1）新聞和版面的科層區別較強 （1）新聞和版面的科層區別較弱

（2）內容種類多 （2）內容種類更多

（3）沒有資料庫 （3）設資料庫供讀者查閱

（4）每段新聞故事獨立存在 （4）新聞故事可連結到其他故事或

資料庫

  B 內容傳送模式：

（1）單向傳遞 （1）互動式溝通

（2）線性陳述 （2）非線性的連結陳述

（3）沒有連結到已有的內容 （3）讀者可自行搜尋資訊

（4）印刷文字及圖片 （4）多媒體（文字、圖像、聲音、錄像）

（5）內容每日更新一次 　  方式

（5）即時新聞，每日可作多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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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可以把一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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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及發放，甚至可作現場直播及即時

討論，資訊傳遞方面更富彈性及多元

化。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無論是內容

組織還是傳遞方式，電子報都和傳統

報不同。電子報的「開放符碼」特色有

以下數項：（一）新聞內容不按科層次

序排列；（二）內容更多元化；（三）新

聞與資料的藩籬被打破；（四）記者編

者與讀者互動；（五）「連結」的功能協

助編織新聞網；（六）具備方便的搜索

功能；（七）可用多媒體方式表達；

（八）具更強的時宜性。

由傳統報的「封閉符碼」發展至電

子報的「開放符碼」，是打破了傳播者

與受眾、新聞與資料、頭版新聞與內

頁新聞、印刷與廣播、事件與背景、

本地與國際、過去與現在的種種界

限。「封閉符碼」由上而下的單向傳遞

特色強化了傳播者作為新聞守門人

（gatekeeper）及議題設定者（agenda-

setter）的角色，而「開放符碼」的訊息

傳遞強調互動及讀者的參與權，所以

電子報的讀者可享有更大的資訊自

由。

三　電子報作為數碼市集

電子報因採用了「開放符碼」形式

而令它的功能得以擴展，其社會角色

也相應有所轉變。電子報除了有傳統

的新聞資訊發放和言論廣場的功能

外，還結合了電子商業活動，提供商

品交易的服務。我們提出「數碼市集」

（digital marketplace）這個概念來總結

電子報的新舊社會功能。「市集」是現

代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意指交易的場

所，可供買賣雙方在認定的時間和地

點作商品交易bm，而市集的根本特色

在於其開放性、互動性和多點連繫。

我們選取了不同地區的一些電子報作

觀察對象，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今日

美國報》和《紐約郵報》，英國的《倫敦

時報》和《鏡報》，香港的《蘋果日報》

和《星島日報》，台灣的《中國時報》和

《中央日報》，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

和《深圳特區報》。這些電子報包括所

謂精英化的「質報」和大眾化的「量

報」，加起來應頗能反映上述地區的電

子報情況。

電子報的第一個角色是作為「資

訊市集」。讀者不單在電子報上得到新

聞和資訊，更可主動選取自己喜歡的

項目，與記者、編輯討論某些新聞，

更可轉而傳送一些新聞資訊給自己的

朋友，或進入別的網址。在我們選取

的電子報中，世界各地的讀者均可免

費進入其網站。這些電子報更努力提

供傳統印刷報紙沒有的服務，以吸引

更多網上讀者。

網上技術令電子報不用擔心版面

的限制，因此編輯可以把全篇的講

詞、訪問全文、法庭文件、會議紀

錄、調查結果、地圖、統計數字、資

料庫、背景資料等全部提供給讀者，

讓他們各取所需。透過「連結」的功

能，電子報讓讀者進入其他網址，瀏

覽相關的新聞，搜尋其他消息，並享

用由多媒體方式傳來的豐富多姿資

訊。報紙資訊不再局限於文字，還有

聲音和影像。例如《紐約時報》中的「學

習網絡」可讓讀者與某些記者交流看

法。《今日美國報》鼓勵讀者行動起來

參加其「參與式體育」部分；它的「書

架」類別更讓讀者進行「互動故事」創

作，作者和讀者共同發展故事內容。

《華盛頓郵報》的讀者可向該報的就業

顧問提問，並獲顧問在網上回應有關

電子報的「開放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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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經濟與社會 工作的疑難。《倫敦時報》設有「資訊時

報」欄目，提供有用和及時的本地與國

際時事資訊。

電子報的第二個角色是作為「意

見市集」。在我們選取的大部分報章

中，都有論壇、交談室、民意調查等

項目。電子報的互動與即時性功能，

加強了它的意見市集角色。這些論壇

與交談室包括下列種類：自由論壇、

定題討論、民意調查、每日論題、指

引式辯論、即時研討、有主持人的論

壇和交談室等。透過不同形式的論

壇，電子報讓讀者、記者、專欄作者

等人作互動溝通，充分發揮自由表達

意見的精神。

電子報的第三個功能是作為「貿易

市集」。雖然「電子商業」（e-commerce）

已存在一段時間，但隨�新傳播科技

的興起和互聯網的發展，這種形式的

貿易更上一層樓，並且可利用電子報

作貿易中介。傳統報只是提供篇幅給

客戶刊登廣告，它並沒有自行向讀者

售賣商品或提供服務，但電子報則可

突破這個界限。最簡單的售賣方式，

是在電子報上簡介商品的特點、售價

和刊出其照片，並告知讀者在何處購

買這些產品。第二種方式是利用「超連

結」，讓讀者到其他商業網址去瀏覽，

在過程中電子報向這些商戶收取少量

服務費。《紐約時報》便是一個例子。

第三種方式是在電子報上設立「虛擬商

場」，讓客戶在商場開店營業。例如在

《洛杉磯時報》的網上商場，共有十四

種商品和服務類別，每種類別又有數

十間店戶，讀者在光顧時可用信用卡

或透過電話付款。第四種方式是由電

子報透過在網上或於其他公司直接出

售產品，與讀者進行交易。《今日美國

報》和一些全國大型連鎖店合作，在網

上提供相關的資訊、服務和產品銷

售，讀者可獲折扣優惠，於是閱讀資

訊變成引發購買行為。

利用前述所選的一些電子報，我

們可以比較各地區電子報的發展，研

究結果綜合於表2。以各種特性和功

能作為指標，我們發現不同地區的電

子報處於相異的發展階段，其中以美

國最為先進，英國次之，中港台則較

為落後。美國電子報的樣本顯示，其

內容分層程度低，互動性、連結性和

即時性均強，搜尋功能和市集功能也

佳，只是多媒體功能較為普通。英國

電子報平均表現尚可，但其即時性和

市集功能較弱。香港和台灣的電子報

尚處於偏低的水平，各項指標都未符

理想。大陸的電子報也是在初始發展

階段，整體表現較差，但有部分項目

卻比香港和台灣稍強。

表2　各地區電子報特性比較

特性 大陸 香港 台灣 英國 美國

內容分層程度 偏低 偏高 偏高 偏高 低

互動性 稍弱 稍弱 稍弱 普通 強

連結性 普通 弱 稍弱 普通 強

即時性 最弱 弱 弱 弱 強

搜尋功能 普通 弱 弱 普通 強

多媒體功能 普通 弱 弱 普通 普通

市集功能 弱 弱 弱 弱 強

電子報的其中一個角

色是作為「意見市

集」。在我們選取的

大部分報章中，都有

論壇、交談室、民意

調查等項目。透過不

同形式的論壇，電子

報讓讀者、記者、專

欄作者等人作互動溝

通，充分發揮自由表

達意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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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90年代末各地電子報的發展

情況，它們的內容分層程度日漸下

降，打破了傳統報紙中各版面及新聞

故事之間的界限，靜態資訊與動態新

聞的分野也愈見模糊。至於互動性、

連結性和搜尋功能這三方面，各地區

互見長短，有些發展得快，有些仍在

起步。多媒體功能則有待進一步發

展，現時未見充分發揮。除了美國的

一些電子報外，一般而言即時性的特

點仍需加強，市集功能也有待開拓，

方能盡量利用電子報「開放符碼」的特

點和優勢。

四　電子報的社會影響

電子報「開放符碼」的媒介特性，

助長了讀者採取新的尋找資訊模式。

不少學者提出，從來沒有一種媒體像

電子報那樣，可以賦予讀者這種主動

的參與角色bn。新的尋找資訊模式有

多項特點。首先，讀者是主動地尋找

資訊而非被動地接收資訊。第二，讀

者有高度的資訊選擇權。第三，電子

報的互動、連結及搜索功能令讀者可

以決定「怎樣」去閱讀新聞和資訊，讀

者將閱讀的先後次序及速度掌握在自

己手中。第四，電子報的超連結容許讀

者從多個角度去了解一件事情。第五，

讀者尋求的往往不僅限於本地資訊，而

且還包括環球訊息。第六，讀者找尋的

不再是那些被認定是「有價值知識」，而

是配合個人需要及能應用的資訊。

這種新的尋找資訊模式，正好切

合後工業資訊社會所需。卡斯托斯

（Manuel Castells）把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稱為網絡社會，他指出新世紀的經濟

典範，是由工業社會的大量生產模

式轉變為個體化的網絡生產模式，

整個社會將會強調個人創作、互動和

連繫bo。斯特（Nico Stehr）則把新世紀

稱為知識社會，在這個競爭劇烈的社

會E，每一個人都要成為專家，人人

崇尚創意及發明bp。麥思提出，若要

在新社會出人頭地，就必得發展個

人的「知訊力」（infoledge）bq，而長谷川

慶太郎則鼓勵建立個人的情報力

（information power）br。換言之，在新

社會人們必須自我激勵，主動地追求

資訊和知識，推崇個體創意的勞動市

場要求個人吸收的是「相關知識」而非

「權威知識」。由此可見，新的尋找資

訊模式與後工業資訊社會的發展息息

相關。

電子報的新聞是嵌在資訊網絡中

的，讀者開始培養在網上漫遊的閱讀

習慣，透過電子報提供的超連結功

能，由某版面的一宗新聞跳到另一版

在新社會人們必須自

我激勵，主動地追求

資訊和知識，推崇個

體創意的勞動市場要

求個人吸收的是「相

關知識」而非「權威知

識」。由此可見，新

的尋找資訊模式與後

工業資訊社會的發展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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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由一份電子報刊跳到另一份電

子報刊，由電子報的資料庫跳到另一

個機構的網站。這種自我主導的尋找

資訊模式令每一位讀者所看的報紙都

是不同的版本，他們根據個人需要了

解不同的事物，吸收不同的知識，這

與傳統看報紙了解共同的幾件社會大

事那種模式大相逕庭。而當讀者由看

一兩份傳統報改為在網上瀏覽多份電

子報，結果是他們所獲取的由「深層知

識」轉移至「表面知識」，所吸收的由本

地資訊轉移至環球資訊，由重視特定

學識轉移到重視從多角度理解問題。

伯恩斯坦（Basil B. Bernstein）認為，工

業社會需要的是順從謙恭而不需靈活

的勞動力，但二十一世紀卻要求既遵

守規則又能靈活自主的人才bs。故此，

新世紀的知識基礎講求多元化和多角

度，強調類推及綜合，而電子報正好

配合這種後工業社會的需要。

不過，在電子報的讀者擺脫報館

及編者的操控，並自行揀選及判斷新

聞的同時，讀者與讀者之間似乎又失

去了一些共同的連繫，因為他們只閱

讀與自己相關的資訊，容易忽略了社

會全貌，減弱了社區意識。沒有了共

同的新聞議題，可能令社會缺乏共識

甚至導致社會整合困難，這對於民主

社會的運作有一定威脅。此外，電子

報要求它的讀者擁有電腦知識及傳媒

素養（media literacy），這意味�知識

愈豐富的人會獲得更多知識，反之亦

然，進一步令「知識鴻溝」擴大bt。

電子報的出現，除了影響讀者尋

找資訊的方式，還衝擊傳統的新聞

業，改變了新聞專業與讀者之間原

有的上下權力關係。紐黑根（John E.

Newhagen）和利維（Mark R. Levy）兩人

曾指出，傳統的新聞發放是單向和瓶

頸式的，社會資訊通過新聞界這個「瓶

頸」，接受記者和編輯篩選才有望傳達

至讀者，資訊的流通控制權基本掌握

在新聞工作者手中，他們因而決定新

聞議題ck。但互動新科技可以挑戰這

種權威，透過更多新聞渠道的出現和

競爭，加上電子報的創新傳送特色，

資訊選擇權及解釋權某程度上回歸讀

者，新聞專業的專家形象逐漸褪色，

其社會地位因而會隨之下降。當新聞

的選擇權及判斷權回歸到讀者手上，

讀者吸收的資訊是否正確和健康，是

廣告還是新聞，也很大程度由讀者自

行判斷。所以在二十一世紀，傳媒教

育和資訊教育就愈來愈重要，讀者要

掌握如何有效搜集、判別和使用資訊

的技巧，才能成為一個精明的現代

人。

傳統新聞業（包括報業及廣播新

聞）萌芽於大眾社會工業，託身於大眾

傳播媒介。但電子數碼新聞則生於後

工業資訊社會，依賴個人化的互動傳

播科技。隨�社會變遷及科技發展，

新聞業的社會角色又怎能不蛻變？首

先，傳統新聞工作者是議題設定者及

資訊守門人，但未來的新聞工作者只

會是「資訊導遊」或「資訊經紀」。其

次，電子報的互動及連結性，令它們

的讀者能即時就新聞時事在網上展開

討論，所以新聞作為意見討論協作人

的角色會愈來愈吃重，反而作為意見

領袖的角色會減弱。電子報的網上運

作形式方便電子商業的發展，很多電

子報都開闢了「購物天地」欄目，直接

向讀者推銷及售賣貨品，新聞業也由

一個刊登廣告的中介者，搖身變為網

上商販，其商業角色更明顯地蓋過其

社會公器角色，這樣對新聞界的公信

力會有損害，繼而也影響其社會地

位。

在電子報的讀者擺脫

報館及編者的操控，

並自行揀選及判斷新

聞的同時，讀者與讀

者之間似乎失去了共

同的連繫，容易忽略

了社會全貌，減弱了

社區意識。沒有了共

同的新聞議題，可能

令社會缺乏共識甚至

導致社會整合困難，

這對於民主社會的運

作有一定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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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知識壟斷與權力結構

上文曾提及，英尼斯認為每一種

媒介都有其傳播偏向特色，他提出每

一種媒介或新科技都會基於它的偏

向，令社會上某些人得以壟斷它，而

能夠壟斷意念和知識的利益集團便成

為特權階級cl。像中世紀的僧侶及修

士就壟斷了文字知識及抄寫複製技

巧，他們於是成為社會的當權者，直

到印刷機的出現才打破這種壟斷。

引用英尼斯的知識壟斷理論，配

合「封閉符碼」及「開放符碼」的對比，

可以論證互動新傳播科技的出現，其

社會效果是突破了傳統新聞業的知識

壟斷及資訊控制。無論是報紙新聞、

電台新聞或電視新聞，若以媒介形式

來分析，它們均屬「封閉符碼」，因為

它們在新聞內容組織方面是科層式

的，在新聞傳遞方面是由上而下的單

向瓶頸式的。舉凡採用封閉符碼方式

的媒介（報紙、電台、電視），都是「有

利於傳播者」（sender-biased）的，傳播

者可以充分掌握資訊控制權，結果令

新聞專業在社會上享有祟高地位和權

威。

新聞界透過下列幾個方面進行知

識壟斷：（一）消息搜集。普通讀者沒

有時間也沒有機會接觸第一手資料，

而新聞業則有資料搜集的機制，而且

享有採訪權及報導權，並獲得作為行

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社會「第四權」

（fourth estate）的特殊身份。（二）資料

選取及組織。由於新聞篇幅有限，只

可選取最重要及最有價值的新聞刊登

及廣播，新聞工作者便成了守門人及

議題設定者。（三）資訊詮釋。新聞工

作者不僅傳送資訊，並且透過種種處

理手法給新聞賦予意義，又刊登社論

影響民意。（四）單向式發布新聞，令

傳播者高高在上，讀者只好被動式地

接收資訊。

至於代表互動科技的電子報屬於

「開放符碼」方式，資訊權力下放，用

者更為主導。開放符碼的媒介是「有利

於受眾」（receiver-biased）的，接收訊

息的受眾可分享資訊控制權。電子報

及其連繫的資料庫及相關網站，提供

新聞的背景及原材料，讀者有機會接

觸第一手資料，新聞工作者再無法完全

壟斷消息來源。電子報只陳列新聞，讀

者可自行選擇資訊，新聞工作者的守門

人角色減弱，他們的資訊控制權自然也

下降。電子報的互動機制令讀者可自

由參與即時論壇，新聞機構也不再壟

斷新聞的詮譯。而電子報的雙向互動及

多線的超連結，令新聞及資訊的流通以

網絡形式發散，傳統新聞界的知識及

言論壟斷局面也隨之而被打破。

當新聞業面臨角色轉變和地位下

降，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權力也被削弱

時，新聞傳媒作為維持公眾領域

（public sphere）和言論自由的主要社會

機制又如何維持？新聞業在民主社會

中擔當的吃重角色又會有甚麼變化？

如何保證市民能得到準確和持平的新

聞資訊？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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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推廣香港傳媒教育運動。

蘇鑰機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副教授。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安倫堡傳播學院博士學位，曾在香

港和加拿大任電視研究員、記者及編

輯。研究興趣包括傳播學的發展、引

文分析、新聞社會學及新傳播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