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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第一位記者。那次的工作得以順利

完成，回想起來也是個機緣。

接到當時總編輯馬克任的指令時，

距離出海的時間只有一天之隔。他只告

訴我，要我隨海產試驗所的試驗船出

發，如何去完成？由我自己去想辦法。

他說，我曾在基隆採訪多年，相信我有

辦法搞定，並且要我對這次採訪保密。

1970年8月28日，接受工作指令的當

天下午，我在三點多時，跑到了當時設

在台北市博愛路的警備總部，拜訪老朋

友王養正先生。很巧的，當天他是輪值

的值星官。我表達來意並請求協助，因

為跟漁船出海是警總所管轄的，本來依

規定要由報社出公函，經警總核可後才

能生效，但時間太急迫，王值星官和我

是老朋友，他對我的為人很瞭解，也很

信任我。在考慮了幾分鐘之後，立即拿

起桌上的軍用電話，接通了基隆和平島

的漁港檢查哨之後，指示檢查哨作電話

紀錄：「《聯合報》記者陳正光先生，

29日隨水試所海憲號試驗船出海，憑身

分證驗明放行。」

接著，我馬上借用王值星官的電

話，打給基隆水試所所長鄧火土博士，

請求他准許我搭乘海憲號出海。鄧所長

表示同意，並且告訴我，海憲號這次是

協助台灣賽鴿協會，搭載數百隻賽鴿到

釣魚台附近的海面作訓練飛行，而是否

能登上釣魚台的陸地，則視天候而定。

如果風浪太大、極度危險的話，不可硬

闖，他會叮囑王船長特別注意安全。

在安排好必要的手續後，當晚到報

社向攝影室借了兩個長距離鏡頭，然後

搭車到基隆，投宿於柯達飯店。一個晚

上足不出戶，為的是不洩露行蹤。

29日下午，悄悄的隻身趕到和平

島的漁港檢查哨，順利登上海憲號，展

開採訪之旅。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因

為碰上了六、七級的風浪，在航往釣魚

台的途中，船上所有的人都受不了，連

老航海的船長王德泉都吐了，而我更是

連黃膽水都吐出來了。記得在往返航程

中，只喝了31碗冷開水。

8月30日下午安全回到基隆，立即趕

回台北報社撰稿，寫下了〈釣魚台群島

之旅〉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導，刊登於9月

1日的《聯合報》二版。

而這次的釣魚台採訪，目前登錄在

谷歌網的釣魚台大事紀：《聯合報》記

者陳正光1970年9月1日到釣魚台作實地

採訪。（作者為本會會員）

▲1970年9月1日《聯合報》刊登作者的〈釣
魚台群島之旅〉。

網路無敵
印刷媒體大變身

▓柯博文

在2012年行將結束之際，傳統新聞

界發生一件大事。

201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新聞周刊

（Newsweek）》封面下方，印有大大一

行字：「#最後一期印刷版（#Last Print 

Issue)」。

在刻意使用的黑白照片中，紅色的

「Print」格外醒目，而「#」是網路「推

特」族群慣用的標籤符號。

網路巨獸吞噬《新聞周刊》

以後，它只是網路原生媒體《巨獸

日報（The Daily Beast）》的一個枝節。

21世紀的網路科技，毫不留情的把

紙品岀版物逼入絕境。將近80年歷史的

《新聞周刊》，縱然有輝煌的過去，也

無法倖免，被迫徹底轉型。看來我們習

以為常的新聞印刷品，恐怕都難逃打烊

的厄運。

網路改變了世界，無論你喜歡與

否，以後讀書、看報、翻閱雜誌，最方

便的就是利用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早

晨起床，不是去信箱拿報，而是上網看

報。

少數僅存的紙本印刷品，勢將淪為

小眾媒體，價格昂貴而為圖書館及少數

讀者珍藏。

閱讀方式的改變，也必然波及寫

作內容。人人都可以網路貼「聞」，作

者用辭，無須講究典雅而須簡明，內容

不再要求深入而須即時、快速、無所不

包。讀者就是作者，作者也是讀者。面

對網海中大量湧至的資訊，簡單明瞭是

唯一的選擇。什麼修辭、文筆、分析、

細膩等等傳統的新聞寫作標準，都毫無

用處。

大環境的改變，庶民文化將更多

元、更多彩、更快速，但也更八卦、更

浮淺。

▲《新聞周刊》最後一期的印刷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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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周刊》之前，首先喊卡的

是著名的綜合性雜誌《生活（Life）》。

這份創刊於1937年的綜合性雜誌，

雖然品質優秀，深入家庭，但在2007年

不得不停止出版，改成網路雜誌後頓失

魅力，浮沉在廣大的網海中，再也不出

眾了，只有四十歲以上的讀者，還會想

到有這樣一個背後有七十多年歷史的網

站。

接下來是專業性雜誌。2009年，

《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停止印

刷出版。

《生活》先垮《商周》繼之

創刊於1929年的《商業週刊》，知

名度極高，發行網遍布全球140個國家，

每期銷售480萬本，影響力非常大，關心

世界財經問題的人，幾乎人手一本。

網路時代來臨，無法避免重創。

2007年，它訂戶人數銳減，然後廣告收

入劇降。

美國閱讀率調查網站Adver t i s i ng 

Age，更在2009年7月14日發佈《商業週

刊》的廣告調查，十年來它廣告量共下

跌64%。廣告量就是銷售量的縮影，而

銷售量又和影響力成正比。

Advertising Age的調查報告，其實就

是判了《商業週刊》死刑。悠久的歷史

和輝煌的過去救不了命，《商業週刊》

只好改網路發行，於是也和《生活雜

誌》同樣的沉淪網海，不再出色。

《商業週刊》的沒落，說明專業財

經平面媒體沒法在網路時代立足，而網

路原生的財經資訊，又多如過江之鯽。

這些網站都起家於網路，甚至和網路同

生，任何一家由傳統印刷轉型網路發行

的刊物，無論過去有多大的盛名，在這

個新的發行平台上都是新手，不易和原

生型網站競爭。

傳統媒體轉型不一定能活

《紐約時報》的發行人小阿瑟．奧

茨．索爾茲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相當了解媒體網路化的必然性，但

是他也直言，傳統印刷媒體轉型網路化

非常困難，因為這些傳統媒體並未與網

路同生長，而是在網路茁壯後，被迫轉

型圖存，轉型後必然要和成千上萬的網

路原生型媒體競爭，難度極高。

《紐約時報》轉型後果然如他所

料，還是艱困重重，「網民」上網尋找

訊息，根本無視你是不是百年老店，而

是你能不能滿足他的需求。

《紐約時報》一開始免費閱讀，

不收費，倒也維持不低的點閱率，但網

路廣告低廉，收入有限，無法維持這家

百年老店的龐大開支，不得不收費賣內

容，但讀者立刻跑光光，只好停止收

費。這種情形反覆出現，讓《紐約時

報》網路版的點閱率愈來愈下滑。

英國媒體大亨梅鐸，曾投資五百萬

英鎊研究網路媒體收費的方式，三年時

間，一無所獲。他麾下網路媒體的「收

費牆」，蓋了又拆，拆了又蓋，就是找

不到方法可以兩全。

終極殺手：社群媒體+行動裝置

網路資訊多如牛毛，除非內容特

殊，如暢銷歌曲、名著、色情網站等，

一般資訊型網站，你一收費，讀者就

「轉檯」。這彷彿是攻不破的鐵率。傳

統印刷媒體不是說轉型網路，就保證能

活下來。

網路影響傳媒，在2010年後更劇。

「社群媒體」和「行動裝置」的成

熟，訊息傳播的更快、讀取的更方便，

人人都可以刊出訊息，人人都能做網路

出版。網路科技發展至此，新聞性雜誌

繼綜合性與專業性雜誌之後，不迅速遭

殃也難。

「行動裝置（Mobil Device）」指可

以隨身攜帶，隨處可上網的平板電腦、

智慧手機等機器，「社群媒體（Social 

M e d i a ） 」 泛 指 可 以 讓 登 入 者 互 動 的

網站，如「『推特』（Twit te r）」、

「『臉書』（Facebook）」和某些「部落

格（Blog；大陸稱『博客』）」。

「社群媒體」和「行動裝置」的特

色是：即時新聞的出現與網民即時的互

動。這些都是傳統媒體轉戰網路後最難

以突破的困境。

所謂「新聞」，在過去的認知，

凡是「新發生」的事情都是，因此新聞

是過去式。但現在行動上網的時代，已

經沒有「新發生的事」這個概念，而是

「正在發生」的事。

透過智慧手機，任何人可以利用

「推特」或「臉書」，把他目擊的事

件，邊看邊報導出來。所以網路上有

「新聞頂多只能維持二十分鐘」的諺

語，因為立刻就會有其他的新鮮事情來

取代人們的關注。這就是網路新聞講究

的「即時性」。

至於傳統媒體所自豪的「深度報

導」，現在只有少數人才關心。世界之

大，「正在發生」的新鮮事太多了，閱

聽者根本來不及瀏覽，很少有人再關心

深入分析。

「推特」和「臉書」的普及，「網

民」對於網媒的要求也和以往不同。傳

統媒體比較少和讀者互動，新聞往往是

單向式的傳播，現在「網民」要求的是

互動、是雙向。

《紐時》和《華郵》未雨綢繆

因此，《紐約時報》網路版於2010

年特設「社群媒體編輯（Social Media 

Editor）」一職，由珍妮佛‧普雷斯頓

（Jennifer Preston）擔綱，以擁抱「臉

書」、「推特」和行動上網者，與社群

媒體讀者互動。雖然普雷斯頓不久後離

職，但她累積的經驗，卻讓《紐約時

報》獲益匪淺。

《華盛頓郵報》早在2008年就體

認 到 這 種 新 傳 播 的 形 勢 ， 投 資 「 臉

書」後，董事長唐諾‧葛蘭（Donald 

Graham）親自跑去當董事，向矽谷取

經，而在2010年 7 月出手買下了新聞入

口網站iCurrent，接著又在2011年推出個

人化新聞社群平台Trove，想要要成為行

動上網時代的新聞總彙入口。

雖然Trove設計很新穎，而且不收

費，可是經過一年多的運作，到2012年

行將結束時，似乎和期望值有相當的差

距。這或許和網路上有太多相近的網站

有關。有興趣的讀者，可到下面的網站

去一探究竟，裡面有中文發音的影片，

對Trove有詳細的介紹：http://techcrunch.

com/2011/04/20/ the-washington-post -

launches-trove-a-personalized-social-news-

site/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難倖免 

2010年，美國三大新聞週刊之一

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不堪虧損，100%改為

網路發行。

新聞界學到了教訓：原來在網路世

界，「個人傳播」和「小眾媒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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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取代權威的、優雅的、正確的、有

公信力的大眾傳媒。連深受世人推崇的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都不得不改用

網路發行，被迫成為上千萬個的電子報

之一，那其他的新聞媒體也只能「剉咧

等」。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1933年

創立，原先稱為《美國新聞》，1948年

和《世界報導》合併，乃改今名，是一

份保守色彩較濃的新聞雜誌，過去較受

台灣讀者的歡迎。每期都有專題設計，

針對美國國內外問題及各國官方人物進

行深度報導和分析，可讀性高。內容則

偏重於世界軍事、戰略的述評，頗具分

量，廣受重視。

1983年起，該刊又推出美國大學及

其院系排名表，雖然有爭議，但仍不失

公正，很有特色。

筆者進入報社服務時，經常看到所

謂國際問題評論者，往往就是在做翻譯

工作而已，一手字典、一手《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就大作其文章。這份雜

誌對國人世界觀導引之巨，甚至擴及政

策之制定，影響力可想而知。

上述的美國三大新聞週刊，除《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外，就是自由主義

色彩較農的《新聞周刊》與《時代雜誌

（Times）》。

2010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之

敗給網路，雖讓新聞界受到教訓，但感

到遺憾的人比感到震撼的人來得多，但

《新聞周刊》在2012年行將結束時，也

跟進打烊，把紙本雜誌停掉，那就不只

是遺憾，而是震撼；強烈的震撼，原來

紙本雜誌業已日薄西山。

《新聞週刊》由《時代雜誌》前主

編托馬斯．馬丁（Thomas J.C. Martyn）

於1933年創立，是一份比《時代雜誌》

更自由派的新聞性刊物，甚至有人批

評它是左翼雜誌。譬如2005年5月9日，

《新聞週刊》根據秘密證人指控，報導

美軍在關塔那摩灣基地中逼供時將《可

蘭經》沖入馬桶，結果引發全球回教徒

強大反美情緒。5月18日，美國白宮還公

開批評這一報導嚴重損害美國的國際形

象。

《新聞週刊》慘遭賤價拋售

不過《新聞週刊》的內容充實、可

讀性高，卻為不爭的事實。它有突發性

新聞的報導，也有具深度的新聞分析，

是所謂「全方位新聞類雜誌」，影響性

自不容輕視，也因此在1961年《華盛頓

郵報》才願意出資800萬美元，購得該雜

誌59%的股權，取得經營權，而《新聞

週刊》有《華盛頓郵報》的加持，自如

虎添翼，輿論力量不輸銷量位居第一的

《時代雜誌》。

在21世紀網路時代的初期，《新

聞週刊》還是不動如山，2003年初的統

計，它在全球還有超過400萬本的發行

量。其總部設在紐約，在全球有22個分

支機構，其中美國國內9個，北京、開

普敦、法蘭克福、香港、耶路撒冷、倫

敦、墨西哥城、莫斯科、墨爾本、巴

黎、東京和華沙等地都有分社。除英文

版外，還出版日、韓、波蘭、俄、西、

阿拉伯等多種語言版本，聲勢顯赫。同

時，它也架設網站促銷。

誰曾料到，短短五年，《新聞週

刊》就快速屈服於網路。

2008年它虧損一千六百萬美元，

2009年擴大為二千九百萬美元，2010年

第一季就虧損達一千一百萬美元，《華

盛頓郵報》無法繼續撐持這樣的財務破

洞，就在這年的8月3日，以一美元連同

四千七百萬美元的債務賣給美國加州富

豪西德尼．哈曼（Sidney Harman）。哈

曼把《新聞週刊》和旗下的網路新聞

《巨獸日報（The Daily Beast）》合併經

營，聘請曾主編《浮華世界》、《紐約

客》等雜誌的緹娜．布朗（Tina Brown）

擔任主編。

哈曼是《新聞週刊》的忠實讀者，

雖然紙本賠錢，但他並不願意停刊，繼

續燒錢，可是2012年6月哈曼去世了，他

的家族不願再虧損，於是在一次電話會

議中，三言兩語就決定《新聞週刊》紙

本印刷版的命運。2012年行將結束時，

這份有將近80年歷史的紙本雜誌，終於

撤出印刷出版市場。

《 新 聞 周 刊 》 的 下 一 步 將 如 何

走？《巨獸日報》的執行長巴巴．夏堤

（Baba Shetty）是e世代的年輕創業者，

自然會結合平板電腦的廣大消費市場，

把《新聞週刊》全面網路化。不過，無

論巴巴．夏堤如何重視《新聞周刊》的

歷史成就，信誓旦旦它不會結束，只是

轉型，但緹娜．布朗說：「有時候改變

不只是好事，而是必要。」透露出這份

老雜誌的滄桑無奈。

事實上網路原生的《巨獸日報》，

就是一份非常自由主義的成功媒體，

《新聞周刊》不過是副掛他旗下的一個

網刊而已，你在網路瀏覽器中打上 www.

newsweek.com，就自動把你帶往www.

thedailybeast.com/newsweek.html。《新聞

周刊》已無獨立網站，其命運如何，可

以想見。

有90年歷史的《時代雜誌》，是另

一個面對轉型網路經營的新聞刊物。

《時代雜誌》做好轉型準備

這份享譽數十年的權威雜誌，於

1923年3月由亨利．盧斯（Henry Luce）

與他耶魯同學布里頓．哈登（Br i t on 

Hadden）共同創辦。在發刊辭中，他們

道出創辦這份雜誌，是由於日報雖然刊

載了消息，對新聞作出評論，但人們還

▲緹娜．布朗宣布新聞週刊轉型。
▼新聞週刊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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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了解情況，沒有一種出版物能使讀

者費時不多，卻能周知世事。由此可見

《時代雜誌》編輯方針，顯然這在20世

紀，受到讀者歡迎，成為全美最大的新

聞雜誌，在全世界聘用員工達9,000人。

到了網路時代，《時代雜誌》就

每下愈況。Statista網站分析它的廣告收

益，2006年計賣出2,311.48頁的廣告，

2011年則下降到1,370.3頁，幅度達四成。

到了2012年，衰退的更慘，7月29日

的《紐約時報》報導，《時代雜誌》第

一季廣告收入就減少了5%，使得整體營

收下降38%，僅有三千九百萬美元。

《 時 代 雜 誌 》 已 經 做 好 轉 型 的

準備。2008年，它所屬的「時代公司

（Time Inc.）」，聘請深通網路事業的羅

拉．蘭（Laura Lang）擔任CEO，就開始

把這家全美最大的出版公司加以轉型。

羅拉．蘭說：「我們不會就這樣吹

著口哨離開房間，用力把房門關上。」

顯然她對轉型網路，是有所準備的。

美麗虛擬新世界

2012年9月統計，「臉書」活躍用戶

已經超過十億，而「推特」的1.5億使用

者，每天發出4億條推文，這二者已經形

成龐大的網路虛擬世界，無論你使用不

使用「臉書」或「推特」，都無法不重

視他們的存在。

人說已故的蘋果公司執行長史帝

夫．賈柏斯的iPhone和iPad改變了世界，

事實上他改變的只是閱聽習慣。但是馬

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創辦的

「臉書」和傑克．多西（Jack Dorsey）創

造的「推特」，也在這段時間成熟，這

就發生了幾何級數的連鎖效果。短短五

年，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網路讓整整一櫃子的大英百科全書

變成了裝飾品，隨時可以扔掉，也讓音

樂唱片業者紛紛倒閉，而新聞刊物受災

最重，雖然轉型，仍然不敵網路巨獸，

直到今日，還沒有一個對應的方案。

《華盛頓郵報》的Trove雖然邁出了

一大步，但能否成功，仍在未定之天。

人人可以當作者、人人可以當出版

商，訊息不再操控在少數媒體經營者手

中，每個人的聲音都會被大眾聽到。

「天涯若比鄰」的時代已來到，你

無法抗拒，只有接受。

誠懇的建議，學會使用平板電腦或

智慧手機吧，否則，你將來恐無資訊可

讀。（作者為本會會員）

▲巨獸日報。

《僑協雜誌》牽線 
楊家麟兄妹喜相逢

▓衣谷

楊家麟何許人也？知道的人可能不

多。但很多人一定看過中正紀念堂正門

牌樓鑲嵌的「大中至正」四個大字。但

很不幸的，陳水扁主政時期硬是將「大

中至正」卸下，換上「自由廣場」四個

字。「大中至正」的書寫人就是楊家

麟，而「自由廣場」四個字則是取自王

羲之的墨寶。楊家麟的書法能與王羲之

墨寶鑲嵌在同樣的地方，堪稱台灣的書

法泰斗而不愧。

101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社

會綜合版一則標題為「『大中至正』題

字書法大師，失散65年楊家麟與妹喜相

逢」。細讀之下，是楊家麟、楊家英兄

妹因逢戰亂失散，時隔六十五年後在台

灣重逢的感人實事。

陪媽媽楊家英來台灣的谷愛華說，

她找尋失散已久的舅舅楊家麟二十多年

了，始終沒有消息，直到今年（2012）

五月初，她偶然看到台灣華僑協會出版

▲101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