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LAMP?
紐約市的學校及社區缺乏認知媒體的基本教
育，LAMP (Learning about multimedia 
project -- 學習多媒體計劃) 為此提供免費的工作
坊及公眾活動，幫助年輕人、家長及老師去認識他
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媒體阻隔。LAMP的工作
坊不但除去媒體內容及科技的神秘面紗，而且亦協
助減低青少年與家長因數位落差而產業的分歧。同
時，為了提高人們在市場的競爭能力，LAMP亦提
供勞動技術的教育。透過創造和編輯自己的博格、
影片和報紙可以鼓勵學生對媒體作出更深入的探
究而知道媒體是一個表達創意的正面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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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如果使用LAMPLit

很多人都很有自信地認為自己明白新

聞，很多人亦對於新聞及他們喜愛的

資料來源 (例如: 報紙、電視、電台及

互聯網) 很有意見。你如何從其他媒體

中識別新聞? 你為何對某類新聞特別喜

愛? 新聞是否時常都一樣? 你對新聞真

正的認識到底有多少?

我們認為新聞跟虛構的和娛樂的 (如: 

電視處境劇及戲劇) 及有說服力的 (如: 

廣告) 不同，新聞是一種有資訊性而不

是虛構的媒體資訊。事實上，新聞包

含以上所有性質: 有資訊性的、有娛樂

性的及有說服力的。LAMPLit是對新聞

的指引: 甚麼是新聞; 如何找到它; 新

聞如何在不如媒體產生 (如: 報紙、電

視、及互聯網等); 它如何隨時間轉變

和繼續轉變; 如何評估新聞及作出明智

的選擇。這就是令你能夠閱讀及認識

新聞的指引。 

以下每一個部份都是獨立的。在

LAMPLit，你可以由任何一個地方開始

你對新聞的探索。每一部份都有額外

的資料參考，讓你能夠加深對某一項

目的認識。有些部份更會建議一些可

以讓人了解新聞徵集、報導及分類過

程的活動。

LAMPLit的最後部份提供一些印刷及電

子資料(書、雜誌及網頁)讓你可以對新

聞探索更多。

➥  New York Times AIR Reader // © 2009, O’Reilly Medi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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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Media (pp. 40-77). Belmont, CA: Wadsworth.

Powers, R. (1980). The Newscasters: The News as Show 
Business. New York: Norton.

新聞的特色

新聞的及時性

你早上起來時在電視上看到的或在收音機聽到的新聞並

不是十年前甚至上年的事 (除非你聽到的是大事件的一

週年紀念，如: 紀念首次有人踏上月球或在紐約市和新

澤西州等地為九一一事件而舉行的紀念活動。)每一天的

新聞是正在發生的、剛剛發生的、或關於正在發生的最

新資訊。這正是它叫”新聞”的原因。新聞是現時的，

不是歷史。當gatekeeper決定新聞內容時，及時性是其中

一項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他們喜歡在直播或網上新聞

中使用”突發事件”或”直播”等字句。上星期發生的

銀行搶劫或家居火警不會是今天的新聞內容，除非有關

於那些事而又適時的事件發生，例如: 有一項重要的新

發展是須要讓人在今天或即時知道的。

新聞是會帶來影響的

成為新聞的事件通常都會影響大部分人，不論這些事件

是關於政治、經濟、天災或鄰近地區，只要它們能影響

很多人，就會在電視、報紙、電台或互聯網中成為新

聞。當股票市場長期處於波動狀態，令很多投資者損失

大量金錢、公司規模縮小和很多人失業，這個情況就會

成為新聞。雖然不是所有記者和新聞機構都會用一樣的

方式和原因去解釋這些情況，但他們都會明白到這是一

件影響到很多人和整個經濟的重要事件，絕對值得成為

一則新聞。

你或許會留意到名人或知名人士都是大多數新聞的焦

點。新聞機構會報導名人瑣碎而又私人的事，其中一

個最大的原因是它們認為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換句話

說，名人影響很多人，而那些人會很想深入了解名人的

私人生活。不論你認為這是不是重要的新聞，新聞機構

彷彿都會將這些納入為新聞，還會將它們戲劇化而吸引

觀眾。

有時一件戲劇性的事件未必會影響很多人，因此不會成

為大新聞。例如: 在洛杉磯北部發生的地震會影響很多

人，因為它會破壞基礎建設和構成人命傷亡，所以這會

成為一則國家性及國際性並廷長很久的大新聞。

在郊區或人口稀疏的地區可能會發生黎克特制很高的地

震，但這不會成為大新聞，因為受影響的人較少。

甚麼是新聞?

在簡介中提到，我們認為新聞是一種有資訊性而不是虛

構的媒體資訊。它是一個對我們的世界、國家、城市、

鄰居的事件和問題的真正記述，而這些記述都是重要而

需要讓人知道的。雖然有些事可能對你、你的家人和朋

友都重要，但並不是一日內發生的所有事都重要得可以

成為新聞。例如: 你在上學途中錯過了一輛巴士而最終

要走路回校並不是一項重要得可以出現在五時電視新聞

報導的新聞，但如果你在途中發生了異常的事，例如: 

你從垃圾堆中發現了一個大紙盒，裡面裝著一些被唯棄

的老虎嬰兒，然後你將牠們送到動物唯棄中心，這便可

能會成為新聞。

新聞一般都不是關於每日都會發生的事情，亦不是只會

對一個人重要的事情。上述的例子可以感動人因為這是

關於受了傷的野生動物，再者，這是關聯到保護動物和

拯救生命的大議題。其實，這件事有戲劇性、有影響力

和及時性。我們會在另一個叫”新聞的特色”的部份再

談這些概念。

新聞由gatekeeper決定

在新聞機構工作的人決定甚麼可以成為電視新聞或網上

新聞。這些人叫編輯、新聞總監或新聞管理員，視乎媒

體的性質而定 (出版、傳播、互聯網)。記者、助理編輯

和其他在同一機構工作的人會過濾一日發生的事情，然

後作出甚麼能成為新聞的最後決定。這些決策人又叫

gatekeeper。這是我們在這裡用的名稱，這個名稱很實用

因為那些決策人就是要決定最終甚麼能夠”穿越閘口”

成為新聞，可以出版或發表到報紙、雜誌、電台或電視

節目和網頁。

Gatekeeper為自己的機構決策，他們會因應自己的經驗、

新聞企業、自己所受過的訓練、讀者的需要、自己或其

他決策人的興趣而作出決定。但如果Gatekeeper只為自己

的機構決策而與其他機構分離，為何每天在電視、報紙

和網上看到的新聞都好像一樣的?

你可能會留意到，很多新聞機構都會報導同一樣的新

聞，而當中沒有甚麼變化，原因是無論誰是gatekeeper，

無論他們的決策過程是怎樣，整個新聞界，甚至整個文

化都對新聞擁有同一樣的基本認知。無論是新聞工作者

或是一般的讀者、聽眾或觀眾，他們都會明白一些基本

的新聞特色。我們會在這裡探討一些特色，尤其是及時

性、戲劇性、影響性、相近性及敘述性。

參考資料
Jamison, K. Hall, and Campbell, K. K. (1997). What is News? In 
The Interplay of Influence: News, Advertising, Politic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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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相似的國家的問題和事件，例如: 歐洲國家和日

本。

所以相熟性和地理都是gatekeeper考慮新聞內容和怎樣報

導新聞的重要因素。

新聞是戲劇性的

很多在報章、雜誌、電視、電台或互聯網上找到的新聞

都很戲劇化，這代表有戲劇原素的事件(有明顯的好、壞

角色或情景)都很有機會成為新聞。一則在便利店發生

的搶劫案會提到受害者(好人)和搶劫者(通常都是攜有手

槍或武器的壞人)。有這個情況的新聞都令人很清楚誰

是好、誰是壞。另一相似的戲劇性新聞是某人不惜一切

或不顧難度去爭取心中所需。另一個較正面的例子是一

個俱有出眾技術的運動員羸得奧運獎牌，縱使那運動員

的個人或社會障礙可能會較為注目。最後，英雄事跡是

另一類戲劇化的好新聞，例如: 數年前有一群鵝飛進了

一架大型客機的引擎，該客機的機師卻能夠以安全的方

法將客機降落於紐約市的赫德遜河，讓乘客能安全地逃

生。這令那機師成為英雄，亦成為一則了不起的新聞。

事實上，所有關於此事的新聞都將那機師塑造成英雄。

新聞是地區及文化相近的

大部分的新聞都是關於我們熟悉或鄰近我們的人和地，

另一種說法是新聞是有相鄰性的。當gatekeeper決定新聞

內容時，他們其中的一個考慮因素是事件是否與觀眾有

關。有時新聞只有發生在鄰近地區、影響某一地區的人

或有高相近性才會與人們有關。大部分地區性新聞節目

的新聞和報紙只會與該區或鄰近地區有關。一宗在紐約

市布魯克林發生的家居火警，很有機會在紐約市的晚間

電視新聞出現，但就不會在波士頓或芝加哥播出。

全國性的無線電視如: ABC, CBS和 NBC或有線電視如: 

CNN, MSNBC和FOX播出的電視新聞以及全國性的報紙

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以全國甚至整個世界為

與觀眾相關的地方，這些地方比新聞接觸到的地方還要

廣，但它們報導世界各地的新聞的方式都不一樣。

有時文化的熟悉度及相近性會為gatekeeper帶出不同的

選擇。對於美國的新聞機構，國外的新聞都好像不能比

較，例如: 新聞研究員很多時會發現美國新聞機構都以

不同方式報導與美國相似的國家(部分主流文化)、與美

國不相似的國家、歐洲國家、非洲國家及南美國家的新

聞，他們的投訴是美國新聞機構都專注報導南美和非洲

國家的災難和矛盾，但同時亦大量報導與自己在社會及

➥  An interview with an AFAQ TV reporter at a water distribution site on Joint Security Station Shawra Wa Um Jidir // © 2009, NewsBlaze, Dail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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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找到新聞?

新聞如何在不同媒體裡產生?

到現時為止，我們談及過新聞機構，以及在報紙、新聞

雜誌、電視、電台及互聯網出現的新聞。到今天，這些

都是人們獲得新聞的主要媒體，但人們對新聞的選擇不

是時常都那麼闊，在收音機及電視發明之前，如果人們

能負擔得起，大部份人都是在報紙裡看新聞。收音機

在1920年代發明後開始成為人們的新聞來源，雖然人們

在1940年代已可以看電視，但他們於1960年代才可以在

CBS看到晚間新聞，大概十年後，電視才開始有每日的

新聞報導。今天，我們已可以從有線或無線電視的不同

頻道收看廿四小時的新聞。從互聯網在1993年發明後，

它亦成為另一廿四小時新聞的主要來源。今天我們可以

從以上所有媒體中獲取新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每一

個新聞媒體都與別不同，而這些原因都很重要，因為它

們可以讓我們明白從不同媒體得到的新聞。

不同的媒體都以不同的方式報導新聞，所以觀眾選擇不

同的媒體時，對於世界發生的事會得到不同的觀點。

先由印刷新聞說起 - 報紙及新聞雜誌。這些媒體都是以

文字交代新聞內容，所以我們須要有能力閱讀用來寫新

聞的那種語言。例如: 我們須要有能力去閱讀及明白英

文才可以看英文報紙。此外，對於印刷新聞，另一個我

們須要有的條件就是我們能夠拿著及翻閱它們，在我們

自己的地方閱讀。我們會看不同的出版，有時每日，有

時每星期或每月。傳統的印刷資料都是一種存在的物

質，與電子資料非常不同。我們可以控制在印刷資料上

所花的時間。

電台和電視台是第一個電子

來源可以用一個頻道在同

一時間來播放新聞給很多

人。人們已有很長的時間

去用這些媒體獲得新聞，

一個傳播新聞比印刷新聞

的優勝之處就是人們可以

更快知道新聞，有時事件一

發生就立刻知道。但有速度未必

一般而言，副有戲劇性的事件會較易成為新聞。一次不

穩定的飛機降落沒有報導的價值，但如果這次降落令引

擎冒火而乘客須要疏散，即使所有人最終都平安無事，

但由於火警和拯救都很戲劇化，這都是值得報導的。如

果你細心留意每天的新聞，大部份都有戲劇原素。

新聞是敘述的 

我們通常以聽故事的形式去明白在我們的世界和生命裡

發生的事，說故事的形式又叫敘事，你們也會留意到我

們會叫新聞做新聞故事。大部份以文字、圖片或影片形

式出現的新聞都被稱為故事或敘事，因為這是其中一個

最好的方法讓新聞工作者如: 記者和gatekeeper去解釋我

們身邊發生的事，以及讓我們整個文化去明白我們身邊

發生的事。這並不是一個時常都能讓我們準確地明白事

情的方法，但卻很有效。

例如: 一則關於一個一次過生了八個孩子的女人的新

聞，在那個女人生產當日報導，是一則很及時又非常不

尋常的新聞，但這只是因為她一次過所生的孩子的數目

而已。但當記者和其他新聞工作者對情況作出更多了解

時，他們發現那女人已經有六個孩子，而她更是未婚

的。這些種種湊合起來令事件變得更加不尋常，尤其比

起我們文化所認知的母親，因為在我們社會的母親是很

難會生這麼多個孩子，但由於現今醫學發展了生殖技

術，女人是可以一次過生數個孩子，甚至八個。為了讓

這有可能發生但不尋常的情況變得有道理，很多新聞機

構都不單將她塑造成一個不尋常的人，並令她成為一個

壞的母親榜樣。事實上，她被妖魔化。它們稱她為”八

爪母親”，將她等同為一隻海洋生物，這樣令人覺得她

不是一個人類。這就是新聞機構其中一個塑造這個故事

的方法，它們主要突出那個女人的個人特點，並將她遠

離主流。這段新聞沒有怎樣提及有關這件事的其他事

實，例如: 現代的生殖技術、醫學倫理或牽涉其中的男

性(孩子的父親)的角色。

重點是當新聞機構報導新聞時，它們不單會告訴事實的

真相，並會以一些途徑讓人明白事件的情況，它們以文

化的共同價值和目的將新聞變得最有戲劇性和有趣去銷

售。結果，新聞可以被簡化，因為沒有空間去解釋複雜

的資料。

試試看

自己嘗試當gatekeeper是一個有趣的實驗，試想想你會選

擇甚麼發生在你的鄰居、市鎮、城市裡的事成為你的新

聞? 想想你認為新聞是甚麼? 你的價值是甚麼? 你認為人

們需要或會想知道甚麼? 甚麼是最重要的事? 根據所以考

慮，為你身處的地區新聞做一張清單，你還可以與其他

人的選舉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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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好的，有時人們想等到明天才看昨日的新聞，甚

至待一星期才看新聞雜誌。

之前提及過，傳播新聞和印刷新聞的最大分別是報紙是

靠文字傳達新聞，但電視則用移動的影像，而收音機則

用說話或其他聲音，印刷文字、影像及聲音都是以不同

的方式去傳播新聞，而每一種媒體都須要不同的注意

力，帶給人們對於新聞的不同理解和連繫。

例如: 如果一間地區學校發生火警，所有在該區新聞機

構的gatekeeper都會選擇這事件為大新聞，地區報紙會

以文字形容火警，亦很有機會在明天的報紙中使用佈滿

火艷的驚人圖片。地區電視台則可以直播火警現場的

畫面，亦可以即席訪問消防員、鄰近的人、甚至學校

校長。地區電台亦可直播現場實放，除了形容火警現場

外，亦可以播放聲音片段，例如: 消防車的聲音、消防

員的叫喊聲及途人的說話。

以上每一個報導新聞的方法都很不同，每一個都有自己

的優點。報紙可以比轉播的媒體作出更深入的報導及提

供更詳盡的資料。電視則會給觀眾

畫面上及感情上即時的震撼。電

台的新聞雖然都可以帶給聽眾

感情上的震撼，但由於只靠

聲音，所以與畫面上的很不

同。每一種媒體都要求人們

使用不同的官感，亦會激發

起不同的興趣。印刷的資料

比電子的會更加迎合人的

邏輯推理，電視和收音機

則會激起人們的感情。

每一種媒體都很獨特，

但沒有一個比其他優勝，

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

喜好，很多時都會選擇自己偏

好的。

今天的新聞轉變得很快，報紙、

電視及電台再不會提供大量的新

聞，由於有互聯網的存在，加上

網站的超連結及不停的更新，新

聞可以文字、影像、聲音轉達得

更快。傳統的報紙、電視台及電

台亦開始成立網站，讓人可以在

網上看新聞及與新聞節目互動。

網上新聞與傳統在報紙、電視台

及電台看到或聽到的不同，我們

會在下一個部份”新聞如何在改

變?”研究這些不同之處。

試試看

一個有趣的實驗: 試想一件很可能成為新聞的地區性或

全國性的新聞。首先，將它寫成新聞，然後寫一份兩分

鐘的電視新聞稿，再形容一下會播出的影片，最後，再

寫一份兩分鐘的電台的新聞稿，然後形容一下有可能在

這兩分鐘播出的聲音。問問自己，這件新聞在不同媒體

出現時有甚麼不同? 你認為那一段最好? 為什麼?

參考資料
Fry, K. (2003). Constructing the Heartland: Television News and 
Natural Disast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Pavlik, J. (2001).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stman, N. and Powers, S. (1992). How to Watch TV News. 
New York: Penguin.

誰要為新聞付錢?

大部份在美國新聞機構獲得的新聞都是由廣告商付款

的，這個傳統由十九世紀開始，當時有很多報紙在大城

市內競爭，它們都想爭取住在發展城市的人的注意，但

當時的人都買不起報紙。廣告商想這些人成為自己的顧

客便在報紙登廣告以展視自己的產品，所以它們花很多

錢出版報紙並訂價很低。

當電視及電台在20世紀發展成新聞媒體時，新聞由廣

告商付款的制度繼續。結果，新聞變得很便宜，接近

免費。我們還需要買報紙或新聞雜誌，但我們所付的

錢只佔採訪和印刷的很少部份，而廣告商付大部份的

錢。大部份報紙佔八成都是廣告，另外的兩成叫 “news 

hole”(新聞洞) 或留給新聞的空間。電視台及電台都有

同樣的情況，廣告商付很多錢給電視台及電台在新聞節

目期間播出廣告，而新聞製作人亦會因應廣告商的目標

觀眾而特別設計報導方式，去吸引那些觀眾。

由於在媒體播放的新聞都是由廣告商付款的，所以廣告

商有時會與決定新聞內容的gatekeeper有意見分歧。例如: 

有一間大型連鎖超級市場付錢給一個電視新聞節目，要

求在節目期間播放大量自己的廣告，如果當晚有其中一

則新聞是關於超級市場的問題而電視台不將它抽起的

話，那間超級市場很有可能會恐嚇電視台，說會將自己

的廣告都抽起。在這個情況下，gatekeeper要決定將超級

市場的資訊帶給大眾，還是要失去廣告商帶來的利潤。

這些矛盾常常在商業的電視台、電台及印刷媒體出現，

因為它們所報導的新聞都依賴廣告商的資金。

對於傳統的電子媒體如: 電視和收音機，另一個獲取報

導新聞的資金的來源是公眾廣播。這表示一些電視台及

電台不用依賴廣告商的資金，但它們的新聞仍然可以接

近免費。大部份美國地區都有的公眾電視台及電台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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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同的。它們提供大量新聞和資訊節目，但它們有

其他資金來源: 大機構、政府的納稅人、想服務大眾的

公司、甚至公眾電視台及電台本身的觀眾或聽眾，這些

觀眾或聽眾只想接收不受廣告商影響的新聞，因為廣告

商只圖利益。

我們需要記住…

對於閱讀、收看、收聽新聞的人，知道誰為新聞提供

資金是很重要的，這會令我們明白當gatekeeper選擇新聞

時，他們通常會考慮甚麼 - 為觀眾提供資訊，還是要取

悅廣告商以得到它們的資金? 這會幫助到你評估由任何

來源得來的新聞。Gatekeeper通常都想兩存其美，但這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

參考資料
Hamilton, J.T. (2004).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How the 
Market Transforms Information Into New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quires, J.D. (1994). Read All About It!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America’s Newspapers. New York: Times Books.

新聞如何在改變?

新聞正進行很大的改變，大家從傳統的新聞媒體(如: 我

們討論過的報紙、雜誌、電視台、電台)獲取世界資訊

已有一段時間，而這些媒體的新聞都是由傳統的記者和

gatekeeper採訪得來的，所以在上一個世紀或更早前，

佔大部份時間，新聞都只是由幾個人採訪和報導的，而

接收資訊的觀眾都不參與其中，他們最多只會有時寫信

給報館的編輯或致電給地區新聞站提供自己對某些新

聞的意見。但現在，由於我們有互聯網和其他電子科

技，這些情況已在改變。現今再不是只有受過訓練的記

者或其他新聞從業員才可以當gatekeeper或提供新聞的

人，我們大家都可以成為提供新聞的人、記者、編輯和

gatekeeper。

今天幾乎所有用互聯網和有時間搜集和報導資料的人都

可以擔當這些角色，”民間記者”這個名詞是形容那些

可以自己製作新聞並將它廣發的人，民間記者將地區

性、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新聞以電子形式傳發，所有

使用電子數碼媒體的人都可以得到這些資訊，這些媒體

包括: 博客、vlog、個人網誌、社會性網絡的網誌、影片

網站，以及所有類似的網站，人們可以用自己的電腦、

手提電話、pda，及其他電子用品來觀看。民間記者以

文字、影像、聲音來報導新聞。

➥  Kent Miller (assistant photojournalism professor,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shooting in Alaska // © 2009,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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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製作方式以及人們取得新聞的方式都有所改變，這

令新聞本身及人們對新聞的看法都有改變。由於人們使

用手提電話的內置相機、訊息及博客，如: twitter，那些

原本不會被傳統新聞媒體報導得這麼快的事件都會很快

被人們知道。例如: 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的屠

殺事件，有關的初部資料都是由身處學校的學生從手提

電話上載的。首先是校方、然後是地區及全國媒體，最

初都是由手機的通話和訊息知道事件的發展。校方、地

區及全國媒體都是用手機通訊的方式來警告在校的人要

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沒有手機，電視台和報章都不能

這樣報導出這件事件來。2009年的冬天，有一架美國航

空公司的客機在紐約市的赫德遜河作緊急降落，很多人

都是看到第一手目擊者的twitter而得知事件，電視台和

報章都是從這些twitter及網站得知這次降落事件。

當人們可以用電子用品互通消息、轉發新聞和資訊，傳

統的新聞媒體對大部份人得到的新聞再沒有完全的控

制，它們開始損失它們作為gatekeeper的控制權。這對傳

統新聞媒體的將來還不太明確，而這對傳統新聞媒體對

新聞的定義、新聞的特色及誰會資助新聞都不太清楚。

試試看

如果你是一個民間記者，你每天會報導甚麼類型的新

聞? 你會使用甚麼媒體? 

參考資料
Carey, J., and Maynard, N.H. (2005). The Future of News,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in G. Overholser and K.H. Jamieson (Eds.), 
The Press (pp. 415-43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s, M. (2007). A History of News. New York: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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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新聞作出良好的選擇?

我們被新聞及新聞媒體包圍，我們很容易會受不了，我

們亦會疑惑哪個才是值得信任的新聞媒體。我們應在哪

裡找新聞? 我們沒有一個明顯的答案。

現在，最好的答案或許是你應該留意多個不同的新聞來

源 -- 不同的媒體、不同的訊息。另一種說法是，如果

你只看有線電視的新聞，那你都應該看一點報紙，或聽

一些公眾電台，了解一下它們在報導些甚麼。同樣地，

如果你只看報紙的新聞，你偶爾可以看看有線電視，留

意一下它怎樣報導同樣的新聞。如果互聯網是你唯一的

新聞來源，你可以比較一下你所看的主流新聞機構的網

站和其他博客、或社會性網絡如: facebook、或影片網站

如: youtube。

對新聞的媒體有不同的看法通常都是好的。要懂得閱讀

新聞，其中一樣要明白的事就是新聞並不客觀，而且由

於有很多科技、及個人、組織上及經濟上的考慮，所有

新聞媒體都有自己的方法去製作新聞。很多人都會喜歡

和自己有同一政治或社會觀點的新聞媒體，亦會特別留

意與自己有同一樣或不一樣看法的新聞媒體。但是留意

多個不同的新聞媒體可以令我們了解新聞在不同的媒體

裡是怎樣被報導的，這可以讓我們完全明白不同報導新

聞的方式，以及令我們更開放地看這個世界。你對這個

世界的看法是被很多因素影響的，包括你所選擇的新聞

媒體。

很多人只有很少時間跟進地區、全國及國際新聞媒體所

報導的重要事件，他們亦只會定期選擇一至兩個媒體看

新聞。 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是”新聞毒販”，他們用很

多時間閱讀及聽不同媒體的新聞。很多人都是這兩種人

之間，而其餘的人則完全不留意新聞。無論你看新聞的

習慣是如何，擁有一些閱讀新聞的技巧始終都是重要

的。這是Lamplit成立的目的。

我們希望這指引令你對新聞有新的看法，這只是一個開

始。要查詢更多這裡介紹過有關新聞的不同層面的資

料，你可以先看看我們提供的參考資料，或直接聯絡

lamp。

更多關於新聞的參考資料
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 www.fair.org

Vanderbilt Television News Archive. www.tvnews.vanderbilt.edu

Kerbel, M.R. (2001). If it Bleeds, it Leads: An Anatomy of Television 
News. Bouleder, CO: Westview Press.

Local TV News Project. www.localtvnews.org

➥  Washington Post on an Apple iPh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