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頁 1-42 

‧1‧ 

一般論文

 

 

批判論述分析的定位爭議及其應用問題： 
以 Norman Fairclough 分析途徑為例的探討 

 

倪炎元* 

投稿日期：100 年 3 月 17 日；通過日期：100 年 9 月 13 日。 
 
* 作者倪炎元為銘傳大學傳播管理所教授，e-mail: ctyuan@mail.chinatimes.com.tw。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2‧ 

《摘要》 

本論文嘗試探討當代倡議以「批判論述分析」研究媒體文

本的代表學者 Norman Fairclough 之理論內涵及其問題，除了簡

述其理論模型的主要特徵外，也檢視學界針對其理論缺失與定

位爭議進行評論或批判的若干觀點。本研究認為 Fairclough 最

終並未完全澄清其在理論上的本體論定位，特別是其中擺盪在

實在論與建構論之間的爭議部分。但在研究實作上，透過

Fairclough 在若干實例分析上所提供的示範，顯示其理論架構

中所提示的若干分析策略，在對媒體文本的解讀上仍有其相當

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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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當代為媒體文本研究提供分析策略的學者中，Norman Fairclough

是位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學者。他不僅學術著作豐富，理論企圖心更

是相當大。說他著作豐富，是在他 1989 年出版第一本著作《語言與權

力》（Language and Power）之後，幾乎每兩年就有新著作出版；說他

有理論野心，並不僅在於他已在「批判論述分析」上成就他的「一家之

言」，更在於他所提示的分析架構中，竟有意識的將活躍於二十世紀後

半葉多位歐陸思想大師的理論精髓，全收編到他的分析架構中。但或許

也是理論整合的戰線實在拉得太大，使得學界對他的爭議也不少。他本

人則不斷在他自己陸續出版的新書中，一再修正他自己的論點與分析架

構，特別是 2000 年以後的作品，與他在 1990 年代的分析架構相較，已

經大不相同，這種變化的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另一方面也因為

Fairclough 大範圍將各家路數不同之理論納入他的分析架構，造成不少

「定位」的爭議，這種「爭議」的本身，同樣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除了理論的耕耘外，Fairclough 更致力將他所發展的分析架構，運

用在實際的案例上。除了在他所任教的英國 Lancaster 大學指導學生分

析各種個案外，他也曾出版多本討論實際案例的論文與專書，詳細示範

如何將他所發展的分析架構，運用在不同的實例上，例如 2000 年出版

的《新工黨，新語言？》（New Labour, New Language?）；2006 年出

版 的 《 語 言 與 全 球 化 》 （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 等 。 由 於

Fairclough 所取材的文本不是媒體的報導就是政治精英的公開談話，因

而受到他影響的不只是他個人所屬的語言學界，還包括政治學、社會學

與媒體研究等的相關領域，不諱言說，要為他做學科歸屬的清楚定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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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並不是件容易的工作。 

當然，Fairclough 特別值得注意還有其它的理由。儘管 Fairclough

並不是唯一在文本分析從事理論開發的學者，但在他 1995 年出版《批

判論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書之後，這個術語也就成

為框架整個學術社群的代名詞（先前曾有批判語言學、批判語言研究、

語言的批判途徑等）（Billig, 2003, p. 35）。換言之，當代學界在「批

判論述分析」的自我指謂下從事討論與對話已經沒有太大爭議，因而討

論類似主題不可能不提到 Fairclough 的著作與角色。  

國內學界陸續開始引入批判論述分析做為媒體分析的研究策略後，

Fairclough 的著作很快就受到注意，這中間最主要還是傳播學的領域。

或許是 Fairclough 早期作品取材以媒體文本居多，特別是他 1995 年出

版《媒介論述》（Media Discourse）一書後，不少國內學者與研究生都

曾嘗試選用他的架構來對台灣媒體的文本個案進行分析。然而不諱言

說，儘管 Fairclough 對他分析架構的應用提供了若干示範，但國內不少

研究卻還是出現若干問題，例如對 Fairclough 的理論引述並不完整，甚

至有時還會出現「誤讀」或「誤用」的情況（碩士研究生的情況最嚴

重），有的將之視為內容分析法附帶性的補充研究，有的只挑選

Fairclough 架構中的一兩個分析項目進行操作，有的在研究設計中宣稱

要用 Fairclough 的理論作為分析架構，但實際操作上卻與 Fairclough 的

觀點完全無關，特別是國內研究者對 Fairclough 分析架構的引用，多半

針對早期的著作，對他後期著作的調整與修正，就幾乎沒再觸碰了。因

而對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架構做更細緻的檢視與探討，對國內傳

播學界或許有相當的必要，甚至已到刻不容緩的階段了。 

在批判論述分析引介上，儘管早在 1990 年代就有研究者曾對「論

述分析」作為一種研究途徑做過初步的檢視，其中當然也包括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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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lough 分析架構的討論，並出版過若干單篇論文（倪炎元，1999a, 

1999b, 2001, 2003），但嚴格的說，這些研究都還只能算是初探，甚至

只能算是引介。稍後幾年儘管華文學界已有不少引介批判論述分析的文

字（蘇峰山，2004；胡春陽，2007），但並未出現對 Fairclough 的分析

架構本身做更深入的檢討與討論，如果要讓一個已經發展成熟的研究途

徑能在華文研究圈生根，就必須要對之進行一種還原、再解讀與批判的

工作，而這項工作正是本研究所期待達成的目的。 

在稍後的討論中，本論文將循四個方向處理相關問題意識。第一部

分主要是梳理 Fairclough 在 1990 年代所發展出的三向度理論模型，這

是他在批判論述分析學術社群中成就一家之言的基礎，也是台灣傳播學

界援引為分析途徑的主要依據；第二個部分則是梳理 1990 年代末葉，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在學界所遭到的種種質疑與批判，進一步牽引出

其理論中若干定位的爭議；第三個部分則主要處理在 2000 年以後，

Fairclough 總結先前理論基設定位上的種種爭議及缺陷，陸續在理論建

構上所做的重大調整與修正，這個部分在華文傳播學界尚未給予太多的

注意；第四個部分則就 Fairclough 在不同時期對相關實際案例分析所提

供的示範，進行操作上的檢視；最後則就未來國內傳播學界該怎麼移殖

或應用他的理論模型，提供若干檢討與建議。 

不諱言說，這並不是件容易的工作，原因不難理解。首先，

Fairclough 的著作相當豐富，單篇論文不計，光專書截至 2010 年為止就

有十一本之多，而且絕大多數都是圍繞他自己理論模型的發展與調整做

討論；其次，Fairclough 非常喜歡收編或整合各家學說理論到他的架構

中，他的分析架構曾先後納入了包括阿圖塞（Louis Althusser）的意識

型態理論、葛蘭西（Anto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理論、傅柯（Michel 

Foucault ） 與 布 爾 迪 厄 （ Pierre Bourdieu ） 的 場 域 理 論 、 哈 伯 瑪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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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gen Habermas）的公共領域理論、巴赫汀（Makhtin Bakhtin）與克

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理論乃至到後來建基

於批判實在論的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由於不同階段他選擇重點處理的學

說不同，導致他的理論模型不斷在修正與調整。而這些理論的路數相當

龐雜，Fairclough 在引述時似乎假定讀者都跟他一樣熟悉各家的理論內

涵，這無疑大幅增加了研究者處理上的困難，因而本研究在很多地方也

只能點到為止，否則可能也跟 Fairclough 一樣，一不小心就將戰線拉遠

了。 

貳、Fairclough 的原初分析模型及理論定位 

Fairclough 的學術本業原是語言學，特別是師承英國的功能語言學

派，他主要是在 1980 年代末開始探究論述分析的相關課題。1990 年代

逐漸展露頭角，並在批判論述分析途徑中開啟一家之言。其中幾本重要

著作，包括在 1989 年的《語言與權力》，揭露了他對語言論述所隱藏

的權力與意識形態有特殊的學術興趣；1992 年出版的《論述與社會變

遷》（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則明白揭示他對所謂「論述」的

特殊觀點，也發展了他對論述分析的一套特殊的分析架構。到了 1995

年出版的《媒介論述》一書，Fairclough 正式將他所發展出的分析架構

應用在報紙、廣播與電視等媒介文本的分析上，成為倡議批判論述分析

途徑的代表學者之一。 

做為批判論述分析途徑創始者之一，Fairclough 所承繼的是強調對

語言之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進行探究的系譜。他宣稱他所從事的

是一種對語言論述的「批判」研究，語言在這裡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實踐

的形式。在早期的著作中，Fairclough 將他的分析架構區分為三個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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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分別為文本（texts）、論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

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在這裡 Fairclough 將論述界定為是透過

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運用，它與社會結構之間呈現一

種辯證（dialectical）的關係，一方面論述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制約，另

一方面論述對社會結構的相關面向，也有建構（socially constitutive）的

作用。就前者而言，包括階級結構、社會關係、制度機制、規範約制等

都會對論述的塑造與制約發揮作用；就後者而言，透過論述實踐可以建

構包括社會認同、主體位置、社會關係、知識與信仰體系等。可以說，

論述作為一種實踐，不僅是再現世界，賦與世界意義，甚至也建構或改

變了世界（Fairclough, 1992, p. 64）。 

在對傳播事件的分析上，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主要是循著文

本、論述實踐與社會實踐三個向度交互進行。文本向度的分析主要是承

繼功能語言學的傳統（石鋒編，1994；朱永生，1993），針對文本中語

言學單位進行分析，如檢視字彙所屬類目的選擇，動詞語句類型所履行

的某種意識型態功能等，其它還有針對文本意涵（implication）中預設

的分析，意義部分一貫性的分析等（Fairclough, 1995a, pp. 103-124）。

社會實踐向度分析的部分，主要是處理總體社會學層面上的階級、集

團、社群與團體等權力關係的建立、維持、變遷與論述實踐間所存在的

辯證關係；Fairclough 在這一向度的分析主要取材自西方新馬克斯主義

學者的著作，只不過不同時期 Fairclough 所納入的理論概念並不盡相

同。1992 年他在《論述與社會變遷》一書所提示的分析架構，明示是

受阿圖塞與葛蘭西理論的影響，藉由阿圖塞對所謂支配意識型態在論述

的 再 生 產 上 所 發 揮 的 作 用 ， 以 及 葛 蘭 西 對 相 關 論 述 間 霸 權 競 逐

（hegemonic struggle）的論點，分析社會實踐與論述實踐間的辯證關係

（Fairclough, 1992, pp. 86-96）；到了 1995 年所出版的《媒介論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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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Fairclough 對社會實踐向度的分析，又轉向布爾迪厄取經，透過

現代社會中不同場域（field）中論述的鬥爭，探究其對論述生產與理解

的影響（Fairclough, 1995a, pp. 176-197）。 

連結文本與社會實踐兩向度之間的論述實踐向度，是作為文本與社

會結構的中介。論述實踐向度所處理的主要是文本如何被生產、配置與

消費的過程，受到巴赫汀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理論的啟

發，Fairclough 認為這個過程就是多樣化的論述之間彼此進行支配、競

逐、重組、吸納、與再配置的過程，這一部分的分析 Fairclough 稱之為

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它是從論述實踐的角度去檢視文

本，從文本中覓出論述實踐運作的軌跡，亦就是檢視不同類屬的論述究

竟如何在文本中被構連（Fairclough, 1995a, pp. 76-78）。 

對 Fairclough 而言，三向度的分析並不是個別獨立的在進行，而是

辯證的交融在一起，文本分析與社會實踐分析主要是透過論述實踐分析

居中加以連結（link）（Fairclough, 1998, p. 144）。在這裡 Fairclough

將論述實踐分析的焦點置於互文性分析上，處理其它文本如何參與生產

或詮釋某一特定文本，而被納入分析的一定就是那些對文本生產與詮釋

有相關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資源（Fairclough, 1998, p. 145），也可以說，

論述實踐分析與社會文化分析在這裡已經混同在一起了，這是否意味在

實際分析上其實是循兩個向度在進行？Fairclough 在說明他的分析架構

時，曾表示一個待分析的文本其實是包含了兩個系統，一個是純粹語言

學的系統，另一個則是所謂「論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的系統

（借自福柯的概念）。在這裡「論述秩序」所指的就是「附屬於特定社

會 領域 的一 組文類 與論述 所組 成的 結構化 邏聚體 」（ a structured 

configuration of genres and discourses associated with given social 
domain），人們可以透過論述秩序辨識不同論述實踐之間的組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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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疆界（Fairclough, 1998, p. 145）。可以說，對 Fairclough 而言，任

何有待分析的特定文本，都包含了文本分析、論述分析與社會文化分析

三個向度，但在實際操作上，主要是循兩個方向，一個是語言學取向的

論述分析，另一個則是社會文化取向的論述分析，而這兩種分析彼此之

間則是呈現辯證的關係。 

儘管相關著作都鎖定在方法論的討論上，Fairclough 似乎並不認為

他所從事的僅只是發展一個分析途徑。他認為批判論述分析途徑所真正

關注的是當代社會的變遷，特別當代資本主義變遷過程中對社會生活各

個層面的影響，他用「新資本主義」（new capitalism）來描述這個過

程。亦即在當代一連串激烈快速解組與重組的歷史進程中，資本主義依

舊維持了它的持續性，這個巨大轉型的影響遍及了政治、教育與藝術等

各個層面，而批判論述分析途徑即可透過若干文本的例證，進一步掌握

這個新資本主義轉型的進程（Fairclough, 2003, p. 4）。 

既然批判論述分析所處理的是新資本主義發展的變遷歷程，這等於

是在揭示一個實質的社會甚或歷史發展理論了。為了擺脫他的理論僅只

是提供一個分析工具的印象，Fairclough 明白將他的理論在「定位」

（position）為社會科學哲學中「實在論」（realism）的立場。在 2003

年出版的《分析論述：社會研究中的文本分析》（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一書中，Fairclough 直接宣稱批判

論述分析所採取的是「實在論的本體論」（realist ontology）立場。所

處理的對象包括具體社會事件、較抽象的社會結構，以及較不抽象的

「社會實踐」等，這都是所謂「實體」（reality）的一部分，而這個社

會結構與實踐是不能化約的（Fairclough, 2003, p. 14）。對 Fairclough 而

言，批判論述分析途徑是透過所選擇出來的特定文本做為切片，努力還

原其背後的社會結構。然而文本做為實體的一部分，這種還原根本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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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窮盡，只可能不斷的遞增，但即便一直在遞增，也無可避免都會是片

斷的、不足的、有待填補的，因而這個工作也就必須是跨學科整合的，

借助不同學科的觀點，幫助我們看到隱藏在文本中的事物（pp. 14-

15）。 

而為了突出他這個立場，他在梳理批判論述分析的理論系譜時，所

引述泰半都是新馬克斯理論及法蘭克福學派的著作。在 2001 年由

Margaret Wethortll 等 人 所 編 著 的 《 論 述 作 為 資 料 ： 分 析 指 南 》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一書中，收入了他所撰寫一

篇題為〈新工黨的論述：批判論述分析〉（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論文，在這篇論文中，Fairclough

特別用一個小節的篇幅處理批判論述分析的理論起源。他一開始就宣稱

「批判論述分析可以被視是西方馬克斯主義對語言立場所發展的批判分

析之一種運用」（Fairclough, 2001, p. 232）。他隨後引述了包括葛蘭西

的霸權理論、阿圖塞的意識形態理論、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的批判理論

等。也可以說，Fairclough 不僅認為他批判論述分析是屬於「批判理

論」，而且是定位為實在論的批判理論。 

叁、Fairclough 的分析模型所遭受的批判 

由於 Fairclough 在其所發展的分析架構中，不斷收編當代批判學派

許多大師的分析策略，彷彿所有這些大師的「一家之言」，都可以在他

的架構中完全沒有衝突與矛盾的架接在一起，如果理論整合的工程真是

如此容易，為什麼迄今為止，從未見到其它學者擁有類似的企圖心？這

種大拼盤式的分析架構，讓立論與基設完全不同理論的相互接合，難道

不 會 出 現 缺 口 與 漏 洞 嗎 ？ 事 實 上 純 就 語 言 學 的 立 場 論 ， 這 些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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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lough 納入架構的理論有的採取語用學觀點，有的是採取結構主義

或後結構主義的語言哲學觀點，有的則是完全不觸及語言學層面，這其

中有不少學說的觀點其實是互斥的。換言之，我們如何可能在不同的分

析層次上採用批判論述分析時，還能不加思索的不斷跳接不同的觀點與

立場？這其實是在採用 Fairclough 的途徑進行分析時，很少研究者願意

去進一步深究的課題，但卻也是不能不面對的問題。 

或許是緣於語言學專業的門檻，批判論述分析逐漸形成一個學術社

群之後，與其他相關領域的學術社群之間的實質對話並不多，不少討論

文本分析、傳播研究途徑或是質化研究方法論的著作，都很少或是沒有

納入批判論述分析所發展出的分析策略，反倒是論述分析的學術社群內

部，出現不少討論與反省的文字。這中間遭致批評最多的，正是

Fairclough 的著作，部分原因或許正在於 Fairclough 所發展的理論架構

不僅在論述分析陣營中獨樹一幟，甚至有些「另類」。一方面他明示自

己是承續功能語言學對文本分析的傳統，另一方面他又大量向宏觀的批

判社會學取經，而且戰線愈拉愈大，這種既要語言學分析又想兼顧社會

學分析的操作模式，當然會引發不同領域學者的批評。 

最早對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提出質疑的學者，是同樣在論述分析

理論上耕耘的 Henry G.. Widdowson。不同於 Fairclough 的分析策略，

Widdowson 所從事的是純語言學式的「論述分析」，而不是揉雜社會學

分析的「批判論述分析」。他在 Fairclough 於 1990 年代的代表著陸續

出版後，在《應用語言學》（Applied Linguistic）期刊上先後針對他的

《論述與社會變遷》（1992）及《批判論述分析》（1995b）兩本著作

撰寫書評，對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提出相當嚴厲的批判。 

在 Widdowson 看來，Fairclough 所發展的批判論述分析模型根本就

不是用來從事「分析」的理論，而是用來支撐某種理念信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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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甚至「批判論述分析」這個術語的本身就是矛盾的，畢竟要從事

「分析」，最起碼必須檢視對文本所有可能的詮釋，但 Widdowson 卻

認為批判論述分析似乎早就有先驗的判準了。而從事分析的研究者既然

已經預設某種特定的信仰，就勢必心懷某種意識型態的偏見，將文本的

解讀導向某一特定封閉的意義，而不是將意義的界定朝多元性加以釋

放；更嚴重的是，為了符合某種偏見或是理論操作的需要，分析者往往

會特別挑選合乎理論詮釋的例證，而刻意忽略許多明顯的反證；在對文

本的解讀上，分析者的詮釋與一般人常識的理解是否有可能出現差異？

難道分析者的詮釋真能代表甚至壟斷所有受眾的詮釋嗎？（Widdowson, 

1995, pp. 512-516）。很明顯 Widdowson 認為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是

「立場」凌駕「分析」，先以意識型態的偏見選擇特定例證，再提出先

入為主的解讀與詮釋，這根本從頭到尾就是帶有意識形態偏見的詮釋而

不是分析，對 Widdowson 而言，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已經背離

「論述分析」在處理語言資料上應有的定位。或許是 Widdowson 的批

判實在太嚴厲，迫使 Fairclough 還特別撰寫專文回應，除了否認他存有

意識型態偏見外，也澄清他的理論模型對文本的解讀永遠是開放的

（Fairclough, 1996, pp. 1-8）。 

在語言學流派的系譜中，Widdowson 屬於應用語言學派，他對論述

分析的觀點相當接近語用學，比較強調交際溝通在解讀論述上的重要

性。這種立場使得 Widdowson 在面對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時，更關注

其能否為特定語言論述的意義提供精確的解讀。在 Widdowson 看來，

Fairclough 的分析策略不僅預設特定立場，甚至只提供了 Fairclough 自

我想當然爾的解讀，這種質疑也等於挑明，Fairclough 的理論架構背

後，存有「定位」上的爭議。 

從語言學立場提出質疑的另一位學者，則是在德國教授英語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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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ichael Stubbs。他在 1998 年所撰寫的論文〈Whorf 的孩子們：對批

判論述分析的批判〉（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儘管該文是以整個「批判論述分析」途徑

為檢討對象，但實際上從引述文獻檢視，他主要批判對象，就是

Fairclough 的著作。Stubbs 引述 Fairclough 在 1995 年出版的《批判論述

分析》一書中的說法，認為所謂批判論述分析的目標，主要是提供一個

建基於語言學證據上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ism which is based on firm 

linguistic evidence），亦即他是要將政治上的批判與系統而詳盡的文本

分析做一個連結。Stubbs 表示「我質疑的就是，批判論述分析究竟能符

合所謂詳盡、準確及系統分析標準到什麼程度」（Stubbs, 1998, p. 

102）。Stubbs 接著對批判論述分析提出了十一項質疑，這其中有一半

以上的質疑所引述的文獻，就是 Fairclough 的著作。 

Stubbs 對「批判論述分析」提出質疑的策略，帶有很濃厚的實證論

色彩。例如他追問評斷批判論述分析是否準確的標準（criteria）究竟在

那裡？他借用實證論途徑評估研究設計的兩個指標「信度」與「效度」

來質問：如何確保不同的分析者採取同一方法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又如

何確保所分析的資料具有涵蓋性與代表性？Stubbs 認為批判論述分析從

未清楚交待文本的形式特徵及其詮釋（interpretation）之間所存在的竟

是什麼關係，Stubbs 認為這中間最主要矛盾在於，批判論述分析一方面

摘錄出一系列語言材料並宣稱其存有顯著的意識形態意涵，另一方面卻

又強調形式與功能之間並不存有一對一一的關係，文本所包含的意識形

態並不能機械式的加以解讀，這兩種立場明顯是矛盾的（Stubbs, 1998, 

p. 103）。 

除了文本與詮釋間對應的曖昧張力外，Stubbs 認為 Fairclough 的理

論架構在梳理文本與脈絡之間的關係時，呈現某種因果定位的曖昧，導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14‧ 

致 在 實 際 分 析 時 很 容 易 出 現 循 環 論 證 式 的 套 套 邏 輯 。 Stubbs 指

Fairclough 一方面宣稱論述是受到權力與意識形態所塑造，另一方面又

宣稱論述能夠影響社會認同及信仰系統，等於說在這裡論述「既為社會

塑造又在建構社會」（socially shap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儘管

Fairclough 自己是用辯證（dialectic）關係來解釋這種狀況，但 Stubbs 卻

認為它是涉及宏觀（macro-）與微觀（micro-）不同分析層次間複雜連

結與推論的問題，如果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互為因果、互為解釋，那麼豈

不 正 好 陷 入 某 種 邏 輯 上 的 循 環 （ circular ） 論 證 （ Stubbs, 1998, p. 

104）？ 

Stubbs 對 Fairclough 批判論述分析所提出的最後質疑，是批判論述

分析與建構論語言觀的關係究竟如何？Stubbs 宣稱這是他對批判論述分

析最主要的批判，這個指向定位的質疑確實也打到 Fairclough 的痛處

（Stubbs, 1998, p. 109）。在 Stubbs 看來，Fairclough 對媒體文本的分析

策略，其實與不少文學批評理論者所使用的概念相去不遠。在文學批評

理論中，針對文本該怎麼詮釋早有廣泛辯論，這些辯論至少突顯一個問

題，即任何形式的文本分析都不可能完全不偏不倚，也都不可能完全擺

脫作者的意圖，以及相關專業與體制的脈絡，批判論述分析處理的既然

是文本，自然也不可能例外。講再直接一點，批判論述分析對媒體文本

的處理，只不過是諸多學派所提示的不同文本分析策略中，由批判論述

分析學派的詮釋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所提供的詮釋角度而

已，但這種論點卻是隸屬建構論立場。Stubbs 挑明的說，Fairclough 的

批判論述分析既然特別關心語言使用當中那些被視為當然、日常慣例與

自然化（naturalised）部分，那麼何以與他立場相當貼近的幾位隸屬詮

釋學傳統之學者及其著作，如費雪（Stanley Fish）的詮釋社群理論、柏

格的（Peter Berger）與魯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社會建構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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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以及現象社會學者如舒茲（Alfred 

Schutz）等人的著作，Fairclough 不但未加以引述，甚至連提都未提？

不僅詮釋學派，Stubbs 也發現與 Fairclough 有同樣語言學背景的重要著

作，除了 Halliday 所代表的功能言學著作外，其它在當代同樣關注文本

分析的語言學經典作品如 John Searle 的《社會實體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1995）；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live by）（1980）；乃至

於女性主義語言學家如 David Cameron 的《女性主義與語言學理論》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等，Fairclough 也一樣未見有任何引

述（Stubbs, 1998, pp. 109-110）。 

語言學家的質疑，有大半是站在分析哲學的立場上提出批判，如果

Fairclough 認 定 自 己 屬 於 批 判 理 論 的 系 譜 ， 他 大 可 不 予 理 會 ， 但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真的可以被定位為批判理論嗎？以從事民族誌

（ethnographer）而著稱的學者 Martyn Hammersley 則選擇從 Fairclough

理論模型中所建基的哲學基礎進行質疑。Hammersley 認為 Fairclough 既

然宣稱他的分析架構是「批判的」（critical），那麼就該歸類為學術社

群中「批判學派」，但 Fairclough 對批判理論的立場究竟應該納入那一

個批判學派的系譜中？Hammersley 於是列舉相關批判理論一一拿出來

檢視。第一個被檢視的當然是馬克斯理論的傳統，由於 Fairclough 在交

待他的理論起源時，曾不只一次提及他的理論受到新馬克斯理論大師如

葛蘭西與阿圖塞學說的影響，照道理說這兩位新馬克斯學者對資本主義

體制所採取的批判立場，應該對 Fairclough 的理論架構有顯著影響才

對，但 Hammersley 直指 Fairclough 在實際分析上一直都迴避歷史發展

的檢視，亦即從馬克斯到新馬克斯理論中對資本主義歷史與結構的批

判，在 Fairclough 的著作中都未見引述或討論，因而 Fairclough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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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sley 看來並不能被歸類為馬克斯傳統的批判學派（Hammersley, 

1997, p. 241）。同樣的，Hammersley 也檢視了批判理論另外兩個系

譜，分別是後結構主義學派以及哈伯瑪斯批判理論所使用普遍語用學分

析逐一比對，發現批判論述分析也都不能建基於這些批判理論背後的後

設哲學基礎上。在 Hammersley 看來，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僅只是在立

場上宣稱其是建基在批判理論哲學基礎上，其作用最多也只是向學界宣

告他是「站在那一邊」而已（pp. 242-244）。 

為了強調「批判」的定位，Fairclough 除了在他的分析模型上特別

冠上「批判」的形容詞外，也經常引述葛蘭西的霸權理論、阿圖塞的意

識形態理論與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的批判理論等，但耐人尋味的是，這

幾位在理論架構中被 Fairclough 賦予重要位置學者的批判觀點，在邁入

對實際範例進行操作分析時，卻經常是被淡化甚至完全消失不見，甚至

在實際分析操作上似乎還會與批判理論「反支配」的性格背離。換個角

度說，那怕是批判理論家最該質疑的社會既得利益者，都可以借用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來分析任何文本，並得出他們所期待的結論，試

問這樣還能標誌為「批判理論」嗎？ 

在澳洲任教的教育學者 Allan Luke 同樣透過批判理論的學術系譜檢

視批判論述分析的定位。他認為批判論述分析的基本困境在於，即便已

經納入各種批判理論的經典原則（canonical principles），但批判論述分

析和「批判」仍不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他建議批判論述分析不要只專

注意識形態批判，而應更關注若干「他者」（other）的文本與論述，如

賤民的（subaltern）、散居異鄉的、解放性的、地域性的、少數的群體

等。在 Luke 看來，要判定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究竟算不算批判

理論，並不只能看其收編了那些批判理論的觀點，還要看其在社會運作

過程中，究竟選擇站在那一個發言位置進行批判（Luke, 2002,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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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名古屋大學任教，並嘗試將批判論述分析納入生態學領域學

者 Edward Haig 也認為，就是 Fairclough 這種自我認定為批判理論的宣

告，讓其他也在從事論述分析的學者感到不快，從而對他展開批判。畢

竟這彷彿暗示只有他的理論是「批判的」（critical），別人的理論都是

「非批判」或「次級批判」的（Haig, 2004）。也或許這種隱然帶有

「道德置高點」的暗示，讓 Fairclough 所受到的批判，大半來自己所屬

的語言學的學術社群。 

總結上述各種對 Fairclough 理論模型的批判，大致可以獲致一個簡

單的結論：一方面來自語言學界的 Widdowson 與 Stabbs 認為 Fairclough

的理論架構在「分析」性格上明顯不足；另一方面來自民族誌背景的

Hammersley 則認為其理論架構根本不是批判理論。一個名為「批判論

述分析」的理論架構被指「分析」不足，又不算「批判」，等於說是整

個理論「定位」都被質疑了。換言之，Fairclough 意圖將語言學分析與

批判社會學理論整合的結果，似乎並未出現相得益彰的化學變化，反而

是在定位上備受質疑。 

彙整相關批評者對 Fairclough 理論模型所提出的質疑，大致可理出

兩個涉及定位的爭議點，而這兩個爭議點彼此間還是構連的。第一個爭

議點是，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到底是想提示一套解讀特定語言

「論述」的分析途徑？亦或是討論特定語言「論述」在總體社會、政治

或文化變遷中的角色與功能？他究竟是想提示一套解讀語言文本的分析

策略，還是一個指向資本主義體制矛盾的批判理論？還是兩種「認知興

趣」都要包含在內？換個方式問，Fairclough 究竟是希望學術社群將他

視為引介文本分析途徑的方法論專家，還是針對總體社會變遷提供特殊

觀點的批判理論家？如果是前者，那麼批判論述分析更該關注它在分析

上的「工具理性」，Widdowson 與 Stubbs 正是從這個角度質疑其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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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的不足；如果是後者，那麼批判論述分析該被強調的是它做

為批判理論的「實質理性」，Hammersley 與 Haig 也正是從這個角度質

疑其做為批判理論的不足。 

第二個爭議點是，在社會科學哲學本體論的定位上，批判論述分析

是否真如 Fairclough 所主張，是屬於實在論的立場，亦或是較接近建構

論的立場？這種爭議即是「本體論定位」（ontological position）的爭

議。他自己曾一再宣稱他的批判論述分析在本體論立場上是屬於實在論

的，但在詮釋或運用他自己的分析架構時，卻又讓學界發現其帶有濃厚

的建構論色彩。這中間的關鍵就在於，人文或社會科學的理論系譜中，

從實在論立場出發的理論或途徑很少是用來處理語言文本的資料，反倒

是處理文本的理論絕大多數都屬於建構論立場的理論，而 Fairclough 的

批判論述分析模型不論再怎麼複雜，終究還是從語言文本為分析對象出

發的，這中間不可能沒有理論定位的疑義。而語言學者 Stubbs 對

Fairclough 分析架構的重要批評之一，正在於他前後不一且曖昧的語言

學立場。這也確實是 Fairclough 所提示的分析策略中，最令人困惑之

處，畢竟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架構主要分析的對象，就是語言資

料，亦就是所謂的「文本」，偏偏 Fairclough 自我定位的實在論立場，

以及他所引述葛蘭西、阿圖塞與哈伯瑪斯等批判理論的學說，「論述」

都是鑲嵌鉅觀的歷史／結構中，論述是做為歷史結構的一部分被描述

的，並不是做為論述主體被分析的。 

這種定位落點的爭議，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對語言與實體間關係的

立場。本來語言與社會科學界之間就存著不同的理論傳統，這其中與

「論述分析」相關的理論，由於多半都是突出「語言」面向的，因而基

本上都是與建構論的立場選擇性親近的。以 Fairclough 分析架構最核心

的文本分析為例，所採取的分析策略主要是來自 Halliday 的功能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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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這個傳統主要是研究同一語言的不同措辭（wording）與語法對

語句意義的建構有何影響，這是很典型的建構主義語言觀；同樣的，在

Fairclough 批判論述分析架構扮演關鍵位置的互文性分析，將所有被分

析的元素「文本化」，一切與文本發生互涉關係的其它文本，不論是社

會的、文化的、心理的亦或是歷史的情境因素，都成為與文本交錯的互

文本，這種分析在定位上也是屬於建構論的立場，但 Fairclough 卻一再

宣稱他的批判論述分析在本體論的立場是隸屬「實在論」。這意味他自

己在理論建構中所宣示的目標及立場，與他自己所展示的分析策略之

間，存在著不算小的鴻溝。 

肆、Fairclough 分析模型的定位爭議與他的修正 

除了只針對少數的批評做出回應外，Fairclough 並未對來自學界的

其他批評直接做回應。但不論 Fairclough 自己是否清楚，他在 1990 年

代所發展出的三向度分析架構，確實存在著嚴重的理論疑義。造成這種

困境很大一部分的主因，在於 Fairclough 所收編的理論學說實在太龐

雜，導致他自己的理論架構一直處在兩種知識理路間曖昧的游移。換言

之，將「諸子百家」的學說收編在一起是一回事，但在實際研究上怎麼

操作則是另一回事。Fairclough 當然不樂見他的理論架構一再陷入「定

位」的爭議中，在後期的著作中，他開始面對這些定位的爭議，並陸續

對他的分析架構進行調整與修正。然而 Fairclough 所採取的策略，依舊

是尋求與新的理論進行架接與整合。 

先談理論與方法之間游移定位的爭議。Fairclough 從未掩飾他想為

批判理論提示「一家之言」的企圖心，但實情卻是，多數時候他的著作

還是被當做研究途徑加以討論。Fairclough 曾經形容他的批判論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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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只是「指引而非藍圖」（guide not a blueprint），它提供了一個方

法論的設計，嘗試將所有文本分析的技巧綜合起來，針對經過取樣的論

述進行分析（Fairclough, 1989, p. 110）。但這樣終究不等於「理論」。

正如同嘗試將批判論述分析運用到學校識讀研究的澳洲學者 Robyn 

Henderson 所批評的，一個發展並不完全的社會理論，加上目標不甚清

晰的分析技術，是不可能達成社會正義目標的（Henderson, 2005, p. 

6）。 

在 1999 年 Fairclough 與 Lilile Chouliaraki 所共同出版的《晚期現代

性中的論述：對批判論述分析的再思考》（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書中有段話很有意思。這段話

說「批判論述分析」既是理論也是方法，這個分析架構就是要將許多理

論引進架構中進行對話。這些理論一邊是語言學，另一邊則是社會學，

它本來就是不同的理論觀點不斷在進行動態綜合的理論（its theory is 

shifting synthesis of other theories ） （ Fairclough, 1996, p. 15 ） 。

Fairclough 這個表態無異承認，他的理論架構本來就是一直在變的，任

何研究者想要明確將他的理論與途徑定式化，或許根本就是徒勞無功

的。 

對於批判論述分析不夠「批判」的質疑，Fairclough 不可能不在

意，畢竟這已經挑戰到他整個理論架構的基本旨趣了。然而不論

Fairclough 怎麼擴大收編理論資源，或是尋求更多的結盟，他終究不能

迴避，他所發展的理論架構做為一個「分析途徑」的性格要遠大於做為

「批判理論」的性格。為了回應這個質疑，Fairclough 曾一再重修他的

理論架構。2010 年 Fairclough 出版他的《批判論述分析：對語言的批判

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增

訂版，相較於 1995 年的第一版，這本增訂版其實就是另一本全新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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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中間據稱收錄了他從 1983 年到 2008 年長達 25 年就批判論述分

析討論的所有單篇論文，而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 2005 年以後他所

思索的新方向。其中一篇文字是他在 2008 年所撰寫的〈對社會研究中

批判論述分析的一種辯證關係途徑〉（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 。 在 這 篇 論 文 中

Fairclough 引介了所謂「辯證關係途徑」，亦就是將馬克斯理論傳統最

廣泛運用的辯證分析策略，納入他的理論模型中，將符號文本的分析與

社會過程辯證的關聯在一起（Fairclough, 2010, pp. 230-231）。透過這篇

論文的討論，Fairclough 嘗試將他的理論架構進一步朝批判理論的方向

強化。 

當然，為了強化他在理論定位上的批判性格，Fairclough 特別宣稱

所謂「辯證─關聯」觀點下的批判論述分析，要處理的焦點是「社會錯

誤」（social wrong）（Fairclough, 2010, p. 226）。這個錯誤包含了人們

經驗中的所有不公不義（如貧窮、種族歧視等），他將這個方法論區分

為四個步驟，分別是一、將焦點置於社會錯誤，特別是鎖定「符號」的

層面；二、指出解決這些社會錯誤的障礙；三、考量現存社會秩序是否

需要此一社會錯誤；四、指出超越障礙的可能方式（p. 235）。在這四

個步驟中，Fairclough 挑明他的理論架構完全從「錯誤」的實質社會問

題出發，一直到步驟二才邁入要挑選相關文本進行分析的階段，而分析

的重點也在於文本與整個社會諸要素之間所存在的辯證關係（p. 

237）。Fairclough 甚至特別借用當代批判實在論的代表學者之一巴斯卡

（ R. Bhaskar ） 所 使 用 的 「 解 釋 的 批 判 」 （ explanatory critique ）

（Bhaskar, 1987）來形容他的方法論，目的只有一個，即宣稱他的理念

模型就是道道地地的「批判理論」。 

Fairclough 上述的種種做法，有點像是先射好箭，再畫上靶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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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示只鎖定社會不公不義的議題，才動員相關理論策略去進行分析，

以確保其「批判性格」。這種藉由預選問題，而不是從總體結構矛盾切

入討論的處理方式，是否就可將其歸類為「批判理論」？其實是有很大

的討論空間的。畢竟所謂「社會錯誤」的符號層面，在傳統批判理論家

看來就是意識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運轉過程中因為結構矛盾所形成的

支配與剝削現象是必然的後果，並不是什麼「社會錯誤」的問題。 

至於實在論與建構論之間的定位困境，Fairclough 也沒有迴避。在

《晚期現代性中的論述：批判論述分析的再思考》一書中，開宗明義就

明示要就批判論述分析的本體論與知識論的假定做一個澄清，這無異是

暗示其先前的理模型確實存在著定位爭議。Fairclough 當然不會願意從

一路所堅持的實在論立場上退卻，他顯然更不願意被歸類到建構論的立

場上，於是在這本著作中他還特別批評那些對論述理論持「社會建構

論」的主張有陷入「論述唯心論」（discourse idealism）的危險。並再

一度重申「論述」所涉及的非理念層次（non-idealistic）的部分，是不

能被化約成單純語言的（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p. 28）。耐人

尋味的是 Fairclough 在這本著作中改了一種說法，他宣稱他的論述觀點

是建立在「建構主義者─結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structuralist）的

立場上，語言論述是辯證式的被結構化也在進行建構（dialectically as 

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p. 37）。這形同宣稱，他的本體立場既是

實在論也是建構論。 

光是立場的重申當然不夠，Fairclough 還是必須在理論建構上解決

他的難題。在《晚期現代性中的論述》一書中，Fairclough 正面面對了

社會與人文學中結構主義與詮釋學兩種對語言觀點截然對立的理論系

譜，而這兩大理論系譜正是社會科學理論中所謂「結構／行動」的二元

對立課題。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顯然同時觸及了兩個理論系譜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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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了化解這兩個理論系譜間所存在的張力，Fairclough 除了納入巴

赫汀的對話理論尋求調停外（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p. 49），

也開始向若干在「結構／行動」的張力上致力尋求整合的學者取經，例

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他們

兩人都關注特定情境實踐中的權力操作與外在權力關係之間的複雜糾葛

關係（p. 24）。某種程度上說，這兩位學者的理論也確實讓 Fairclough

在理論定位爭議上找到了解套的可能。例如在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中

占有相當重要位置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分析，同也是紀登斯分

析社會過程的核心概念之一，紀登斯為了解決結構／行動二元對立的難

題，特別發展了「結構化理論」（structuration theory），主張將社會生

活視為人們所進行的一系列持續不斷的活動和實踐，這些活動與實踐同

時還複製較宏觀的機構與制度（Giddens, 1984）。至於布爾迪厄的場域

理論，則早在 Fairclough 於 1995 年出版《媒介論述》時，就已經收編

在其理論架構之內了（Fairclough, 1995a, p. 176）。 

儘管部分整合「結構／行動」的理論可以緩解 Fairclough 的理論在

定位上的爭議，但 Fairclough 終究還是想要在「實在論」的本體論立場

上尋求更大的支撐。對 Fairclough 而言，如果「收編」達不到這個目

的，何不改採「加盟」的策略呢？假如從實在論出發的鉅觀社會理論比

較忽略文本層面，Fairclough 的理論不是正好可以提供補充嗎？於是在

2000 年以後，Fairclough 又找到了新的結盟對象，這回他選中的是建基

於批判實在論（critical realism）的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途徑。這個途徑主要是由英國蘭開斯特（Lancaster）大學社

會學者 Bob Jessop 所提出的觀點。這個途徑主張經濟過程不僅是嵌在政

治條件中受到制約，也同樣是嵌在文化條件中受到制約，因而所有的經

濟制度與政府形式都取決於一時一地特定的的意義、價值觀與態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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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說，即便是同樣的政治經濟結構，因為不同文化詮釋，也會導致不

同的社會後果（Jessop, 2002）。有趣的是，Fairclough 這回所採取的方

式與先前著作不同，他並未將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編到他自己的大

架構中，而是將兩個架構連結（combining）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話

說，他是將批判論述分析與文化政治經濟學加以結盟（alliance）。很顯

然在這段期間 Fairclough 也結識了從事文化政治經濟學理論建構的學者

Jessop，後者曾致力將批判符號分析與文化政治經濟學加以結合，這一

點對必須堅持以實在論立場上從事文本分析的 Fairclough 很有幫助，他

曾在 2010 年與 Jessop 及另一位批判實在論的倡議者 Andrew Sayer 共同

撰寫了〈批判實在論與符號學〉（Critical Realism and Semiosis）一文，

在這篇合寫的論文中所討論之焦點，並不是批判論述分析是否屬於實在

論的範疇，而是直接討論批判論述分析可以如何彌補批判實在論在處理

符號文本上的不足（Fairclough, Jessop, & Sayer, 2010, pp. 202-222）。 

Fairclough 既然完成與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結盟，2000 年以後就開始

修訂他原先的三向度分析模型，發展出一組新的理論架構。原先文本／

論述實踐／社會實踐的三向度分析，改成從具體到抽象階梯遞升之社會

事件／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三層次（levels）的分析。這中間社會結構

（ social structures ） 指 的 是 長 期 的 社 會 條 件 ， 而 社 會 事 件 （ social 

events）則是指社會生活的具體事例，社會實踐則是行事的制度化模式

（institutionalised way of doing thing），這三個層次均各自有其「符號

化 的 時 機 」 （ semiotic moments ） ， 並 各 自 建 構 了 其 論 述 面 向

（ discursive aspect ） ， 這 些 面 向 彼 此 之 間 又 是 辯 證 的 相 互 關 連

（dialectically related）。這其中「文本」建構了社會事件的符號化時

機，至於「論述次序」（orders of discourse）則是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

語言的符號化時機所組成。文本基本上是由不同權力與資源在論述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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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交互角逐與競爭下的後果。而論述次序則是由不同論述、不同文類

與 不 同 風 格 所 形 成 相 對 穩 定 的 邏 聚 體 （ relatively stabilized 

configuration）所組成。不同的社會代理人（如個人、團體、國家）是

從一個論述次序中生產特定文本，而這個文本的生產是交互作用下的結

果。至於文本分析的主要類目則包括論述、文類與風格；在這裡針對文

本所主要追問的分析問題是，其「是否」或「如何」循某種慣例或創新

的方式將不同的論述、不同的文類與不同風格加以結合？文本被

Fairclough 形容成是一個「論述交鋒雜交混合物」（ interdiscursively 

hybrid），不斷形成新的雜交混血的論述、文類與風格，並融入或混進

既有的論述次序中（Fairclough, 2006, pp. 166-167）。這個理論分析架構

與 Fairclough 在 1990 年代所發展的模型相較，確實已經有很大的不

同。 

問題在於，在整個分析架構中居核心位置的「論述次序」，做為

「相對穩定的邏聚體」，既然是藉由不同文類、論述與風格交互參差下

所「建構」形成的，那麼在理論定位上，其實還是擺脫不了建構論的色

彩。可以說，Fairclough 在 2000 年以後對批判論述分析所進行的調整與

修訂，就是希望能在「定位」上能站穩做為「實在論立場的批判理

論」，但實際的情況卻好像是進兩步退一步，他最終還是承認批判論述

分析既是理論也是方法，也承認其在本體論的立場是「建構主義─結構

主義者」，等於說他致力在「定位」爭議上澄清的結果，依舊未能在定

位上擺脫「非Ａ即Ｂ」的爭議，反而是走向「既Ａ且Ｂ」模稜兩可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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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Fairclough 如何在個案討論中示範他的分析策略  

如果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模型有那麼多理論上的疑義，那麼

傳播研究者該用怎樣的態度去面對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呢？ 要處理

Fairclough 分析架構的應用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自己怎麼操作他

的架構。Fairclough 經常在其著作中示範實例分析，但絕大多數的書寫

方式，都是在說明他理論模型中個別分析策略怎麼操作，譬如要示範互

文性分析，他可能隨機挑選一篇英國泰晤士報的報導做示範。這種示範

對如何學習應用 Fairclough 的模型其實幫助有限。比較系統而完整的運

用他的全套理論模型對實例進行分析反而不多。例如在 1995 年出版的

《批判論述分析：語言的批判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一書中，Fairclough 曾將他所發展的三向度

分析架構逐一透過各種個案來做示範分析。他所選擇的個案，即是社會

各個層面所使用的「語言」，素材包括男性警察對受性侵害女性所做筆

錄的內容、英國主要報紙對下議院有關藥物濫用管制的報告、男性醫生

與女性病人的問診對話紀錄、英國貿易與工業部官員對政府產業政策的

演說講稿、英國大學的招生廣告、英國電視對下議院選舉的報導與評

論、對醫護人員與病患所作的個別訪談報告、英國標準英語教學的政策

報告等，透過上述實際案例的分析，Fairclough 逐項討論他所發展的批

判論述分析架構中所涉及的理論與應用的問題（Fairclough, 1995b）。

台灣傳播界所引用的 Fairclough 理論架構，主要也是參考他在這個階段

的著作。 

以下是從 Fairclough 的著作中所挑選出三個實例分析做為示範，檢

視其在不同時期如何演練其分析策略。選擇這三個實例分析做討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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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基於兩項考量：首先，在 Fairclough 的著作中這三個個案研究都是

以整套的分析架構進行操作，而非僅就局部架構分析做示範；其次，這

三個實例恰好可以反映 Fairclough 在不同時期所提示的分析策略。 

個案討論一：〈新工黨的論述：批判論述分析〉 

Fairclough 這篇著作收錄在由 Margaret Wetherell, Stephanie Taylor

等人於 2001 年所編著的《論述做為一種資料：分析入門手冊》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一書中。這本著作原本是為

英國遠距空中大學（Open University）所編寫的教材，收錄了所有以

「論述分析」為名的研究途徑，如會話分析、系譜學分析等，當然也包

括了批判論述分析。每位作者除了必須介紹其途徑的理論基設與分析策

略外，也必須以完整的實例分析加以演練。Fairclough 也就是在這部著

作中，完整示範了批判論述分析的操作步驟與分析策略。他所選擇的實

例是英國工黨在 1998 年 3 月針對福利政策改革所出版的綠皮書 The 

green paper on welfare reform，摘錄其中第三章〈工作的重要性〉的前

十九條主張（總共四十條），做為他分析的樣本（Fairclough, 2001b, pp. 

245-250）。儘管這篇著作是在 2001 年出版，但這篇長文倒是示範了

Fairclough 在 1990 年代著作中所發展出的文本／論述實踐／社會實踐三

向度模型，如何循序漸進的對文本進行分析（pp. 229-266）。 

在工黨政策綠皮書所摘錄的部分，主要談的是工黨所倡議的就業政

策方案，特別是鼓勵那些在福利政策保障下未就業的人們重回職場。

Fairclough 認為這個政策綠皮書的每一個章節，其實就是某一特定社會

問題呈現的符號面向（a social problem in its semiotic aspect）；在這裡

所再現的問題（problems of representation），即是政府如何透過各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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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案，如教育、補助、訓練等，輔導那些受福利政策照顧的人們獲得

工作能力與機會，進而解決貧窮與社會弱勢的問題。Fairclough 建議研

究者在分析這個文本前，必須先廣泛涉獵與勞動及就業相關的文獻，包

括官方文書、首長演說、學術文獻、各個政黨的立場、媒體報導、利益

團體的聲明等，這些文類構成了一個論述次序，與文本之間形成連結或

互動的辯證關係，如此才能有效掌握這個文本與社會其他部門的對話

（dialgial）面向（Fairclough, 2001b, p. 251）。 

在 分 析 進 路 上 ， Fairclough 首 先 展 開 的 是 「 交 互 論 述 分 析 」

（interdiscursive analysis），亦就是處理這十九條主張與其它文類文本

的對話。例如 Fairclough 認為分析者必須注意首相布萊爾（Tony Blar）

在這本綠皮書中所撰寫的前言，以及其它章節內容，檢視有那些部分與

這十九條的內容有關？布萊爾乃至於部會首長在公開演說或新聞發佈

時，會特別強調這些條文中的那些部分？媒體又會特別處理那些部分？

在野黨、民間利益團體與學界人士等又會就那些部分進行評述？透過這

種分析，Fairclough 認為研究者就可以將這十九個條文置入在不同文類

與論述的互動與對話鏈（chains）之中，從而理解這十九條文是交錯在

怎樣的脈絡裡（Fairclough, 2001b, pp. 254-257）。 

接下來就是針對文本的語言學分析。Fairclough 將這部分的分析區

分為四部分，分別為全文（whole-text language organization）、條文組

合（clause combination）、個別條款與單字。在全文的組織上，這十九

條主張基本是以「問題─解答的結構」（problem-solution structure）所

組合而成，包括目標、問題、解答與對解答的評估。目標部分就是第一

到第五條，主要強調的是「工作的重要性」，後面的內容全部都是以問

題與解答形式結構所鋪陳的「政策倡議」。條文組合部分則顯示全文多

半都是以簡單句所組成，只有很少的複合句與複雜句，也就是說其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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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多半是一組簡單句所組成的斷言（assertions），而非一組論證；個

別條文分析部分則是顯示其在語態上多半為正面肯定的陳述句，並且主

要是以政府為主詞，以待業的民眾為受詞，藉由「我們將要提供…」、

「我們將協助…」、「我們將補助」…形式加以表達；單字部分則可以

特別注意其對「工作」這個概念的使用等（Fairclough, 2001b, pp. 258-

262）。 

Fairclough 透過這篇長文的示範，展示了他所謂三向度理論模型可

以如何對語言文本進行分析，用他自己的話說，批判論述分析提供了研

究 者 對 不 同 文 類 文 本 進 行 細 緻 分 析 的 方 式 （ Fairclough, 2001b, p. 

227）。換言之，不論是任何種類的文本，在 Fairclough 看來，都是可

以循他所提供的步驟進行「批判論述分析」。在這個個案中，批判論述

分析很清楚的是被視做為一種分析工具，而非實質的理論觀點；在分析

進程中，Fairclough 先後動員了功能語言分析與互文性分析的策略，對

工黨綠皮書的文本進行分析，這種處理是比較接近建構構論立場的，並

未觸及到實在論立場應該關注的層面，例如英國就業政策背後的任何歷

史進程或是深層的社會結構矛盾等。 

個案討論二：《新語言，新工黨？》 

Fairclough 在 2000 年所出版的《新工黨，新語言？》，在 Fairclough

大量著作中是有些另類的作品。說它「另類」，是這本書相較於

Fairclough 其它的著作，有幾項特色：第一，全書完全從實際案例出

發，不做任何理論的開發與延伸；第二，Fairclough 自己最常提及的批

判論述分析架構，在這本著作中幾乎消失不見。全書真正提到所謂「批

判論述分析」這個術語時已經是全書的倒數第三頁（Fairclough, 200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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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第三，在實際分析上，Fairclough 也揚棄了他在 1990 年代所慣

用的三向度分析架構，置換成文類／論述／風格的三面向（aspects）分

析。甚至 Fairclough 自己在書中都坦承，他這本著作無意討論「論述理

論或分析論述的方法」（p. 143），但所採取的還是「論述分析」途

徑。或許 Fairclough 本意上是要將之寫成一本通俗著作，因此刻意淡化

所有理論術語，但無論如何，這依舊是一本檢視 Fairclough 如何應用他

的分析策略最重要的範例之一。 

1990 年代，英國工黨在黨魁布萊爾循「第三條路」的意識型態路

線修正下，成功的終結了保守黨長達十八年的執政，布萊爾是怎麼扭轉

工黨的左傾路線？又怎麼成功的贏得政權？Fairclough 在這部著作中以

布萊爾多篇公開演說的講稿為研究對象進行批判論述分析，發現布萊爾

的成功，有大半因素是他大量使用了與傳統工黨不同的語言，特別是他

所謂「第三條路」的語言，這個語言策略讓工黨成功吸納了部分保守黨

的選票，也讓工黨維持相當長執政優勢（Fairclough, 2000）。 

《新工黨，新語言？》一書最主要的目的，在於論證一個命題，即

英國首相布萊爾在 1990 年代所領導的「新工黨」，之所以能與「舊」

工黨切割，在於其成功的操作了一套「新語言」。為了證明他這個論

點，他蒐集了一系列布萊爾的演講稿、記者採訪稿，以及工黨相關的政

策白皮書等，藉由這些文字或口語的語言材料，Fairclough 展開了他的

「批判論述分析」。他選擇了三個面向（aspects）：第一是政治領袖的

溝通風格（the communicative style）；第二是與特定政黨連結的政治論

述（如「第三條路」的政治論述）；以及第三、政府或工黨如何將新的

政治語言運用在治理過程中，Fairclough 將這三個面向的討論打散在六

個章節中分別討論（Fairclough, 2000, p. 6）。 

在實際分析上，有一個專章用來討論新工黨「第三條路」的政治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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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Fairclough 的處理方式是先摘出工黨政策白皮書中一段聲明做範

例，這段聲明主要是討論為何英國應該提升競爭力及打造知識經濟。

Fairclough 透過語法的分析，認為這些表述根本就不是站在英國政府立

場，而是以跨國企業為主體的立場在發言，但跨國企業做為實際的主詞

並未出現在段落中，Fairclough 形容這個在白皮書中缺席的主體是「機

器中的幽靈」（the ghost in the machine），而 Fairclough 發現其在語法

運用上是透過被動語態將主詞省略掉了（Fairclough, 2000, pp. 23-24）。

Fairclough 在這段文字上並未停留太久，很快的就將文類轉到布萊爾的

一篇講稿，討論英國在競爭激烈的全球經濟中該如何自處。Fairclough

在這裡又搬出名詞化（nominalisation）的分析策略，指出布萊爾有意識

的將「改變」（change）這個字眼從動詞變成名詞，「改變」在講稿中

不被視為是一個過程，而被視為是某個過程中的因果實體（causal 

entity），「改變」的本身被置換成背景，已經成為名詞的「改變」，

則成為未來願景的「結果」（p. 26）。 

接著 Fairclough 再從布萊爾親撰的一本介紹「第三條路」的小冊子

中，摘出其中一個段落，並透過互文性分析的策略，顯示布萊爾如何在

字眼使用上，調合右翼傾自由主義的論述以及左翼傾社會民主主義的論

述。Fairclough 發現布萊爾既納入了右翼論述經常使用的「愛國心」、

「責任感」、「企業精神」等概念，也納入了左翼論述中的經常使用的

「國際主義」、「權利」、「反貧窮與歧視」等概念，一起融合成他所

謂「第三條路」的論述（Fairclough, 2000, p. 46）。 

Fairclough 另 外 還 闢 了 一 個 專 章 來 討 論 布 萊 爾 的 修 辭 風 格

（rhetorical style）。亦即布萊爾如何在公開場合中運用他的語言。

Fairclough 所選擇的文類是他在 1997 年工黨大會上的演說，以及他在

1999 年接受 BBC 專訪的內容。Fairclough 發現布萊爾在公開講話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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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企圖呈現「平民化」的風格，他很喜歡使用民眾日常交談的語言而非

官式語言；而在為政策辯護時，他又表現的像是一個有信念的政治家

（a conviction politician），將對政策的實踐表達成是他個人的承諾與心

願；在與對手政黨互動時，他也很少使用論戰（polemic）的字眼擴大

朝野的對立；有些時候布萊爾還會為了營造令人感動的氛圍，刻意選擇

一 些 帶 有 美 學 甚 至 含 詩 意 的 語 句 ， 以 塑 造 他 某 種 感 性 的 風 格

（Fairclough, 2000, pp. 95-114）。 

透過這本著作，Fairclough 試圖證明批判論述分析是可以為政治社

會的變遷提供詮釋的。在書中他即是將英國新工黨「第三條路」的論

述，視做為是一種魚與熊掌都想兼得的「和解修辭學」（rhetoric of 

reconciliation），畢竟在現實上要同時獲取「經濟活力」（economy 

dynamism）與「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真的很困難，但在語言上

要做到這一點卻很容易；在 Fairclough 看來，「第三條路」很大一部分

只是一種語言現象而已（Fairclough, 2000, p. viii）。這個結論明顯透露

出 Fairclough 對布萊爾的工黨操縱語言的「批判」，問題是 Fairclough

所動員的分析策略，主要還是向建構論的功能語言分析與互文性分析，

並未觸及到社會結構層面，事實上布萊爾在他首相任內，對媒體與公關

操作的介入相當深，而這一部分正是提供 Fairclough 進行結構批判的真

正背景，也是實在論定位的理論應該要處理的部分，但 Fairclough 幾乎

都未見加以處理。  

個案討論三：《語言與全球化》 

先前提過，Fairclough 在 2006 年所出版的《語言與全球化》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是他在尋求與文化政治經濟學整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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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版的個案研究，書中用了一整章的篇幅梳理批判論述分析與文化政

治經濟學的整合，也意味他將循著與先前著作不一樣的方式來討論他的

主題。在這本著作中，Fairclough 將他在《新語言、新工黨？》中所曾

使用的文類／論述／風格的三面向分析，納入了更大架構的社會事件／

社會實踐／社會結構的三層次分析，在個案處理上已經與先前的著作大

不相同。 

《語言與全球化》一書中所嘗試探討的，是全球化過程中「語言」

所扮演的角色。Fairclough 依舊是擷取「文本」做為分析單元，但卻是

以更細緻的方式來呈現他的主題。亦即所有被他選取的文本，不論其隸

屬何種文類、論述或風格，也不論其落點在那一個分析層次上，彼此間

都存在著複雜交錯的辯證關係。在 Fairclough 看來，語言脈絡中所謂的

「全球化」，是一種「層次體以及層次體之間的變遷」（globalization 

as change in ‘scale’ and relation between the scale）；換言之，全球化並不

只是在概念上的一種「全球層次體的建構」，也是全球層次體與其它層

次體之間的一種互動與變化關係，這種互動與變化導致各個層次體都啟

動了「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ation）的過程，亦就是在全新的脈絡

下各個層次體都透過積極介入或再詮釋的實踐更動其指謂框架（frame 

of reference）的過程（Fairclough, 2006, p. 12）。Fairclough 即是藉由這

樣的推論展開他的主題，討論全球各個不同層次體的代理人或代理機

構，如聯合國機構、美國總統、英國首相、羅馬尼亞總統、大學、媒體

等如何介入這個對全球化的「再脈絡化」過程。  

Fairclough 首先在第三章討論〈全球化的論述〉（Discourses on 

Globalization）。透過一系列對政府官方聲明與文書「文本」的分析，

摘錄出各種有關全球化及其策略的表述方式，被他選擇摘錄的例證包括

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商業與農業的前副國務卿 Stuart Eizenstat 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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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就美國外交政策所發表的一篇演說。這篇演說主要在解釋美國外交政

策如何從昔日的圍堵共黨擴張，到現今支持各國邁向民主化、市場自由

化的全球化政策；其他被摘錄的文本還有英國貿易與產業部在 1998 年

一篇有關全球競爭力白皮書的前言、聯合國經濟委員會在 2002 年就拉

丁美洲與加勒比海發展所發表的白皮書、馬來西亞前總理馬哈地在

2002 年東亞高峰會的談話等，Fairclough 從這一系列文類中摘錄其中有

關倡議全球主義（globalism）與知識經濟的文字表述，這些重複出現命

題表述，形塑了他所謂的全球化論述（Fairclough, 2006, pp. 39-63）。 

梳理了全球化的主流論述後，Fairclough 在稍後的章節中，刻意選

擇東歐的前共黨國家羅馬尼亞做為個案，探討其在語言面向上是如何因

應全球化論述的衝擊。按照 Fairclough 的分析，全球化如果是意指不同

層次體間關係的變化，羅馬尼亞做為某一特定層次體上的空間實體，介

入全球化的過程即是一種「再層次化」（re-scaling），亦就是羅馬尼亞

與其它層次體重新確定關係的過程。Fairclough 選擇了羅馬尼亞各個部

門的許多「文本」，來顯示其如何在語言論述上進行「再脈絡化」以因

應全球化的衝擊。例如在高等教育改革上，Fairclough 選擇了羅馬尼亞

布加勒斯大學所出版的《質量改革手冊》，摘取其中討論「導師制」改

革的文本，檢視其如何將歐盟在教育改革上的論述，引入到導師制的改

革中（Fairclough, 2006, pp. 70-85）。教育改革之外，Fairclough 也討論

了媒體在羅馬尼亞因應全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例如在 2004 年總

統大選中，總統候選人 Traian Bascescu 如何模仿西方的選舉模式，藉由

政治廣告將他自己打造成一個政治品牌（pp. 102-103）；又例如羅馬尼

亞有一本專門介紹時尚趨勢的雜誌《大都會》，Fairclough 特別挑出了

在 2005 年 4 月號所刊載的一篇教導女性如何做決定的文章，分析西方

鼓勵女性獨立自主的論述，如何被引介進入羅馬尼亞。在 Fairclough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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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全球化的論述進入羅馬尼亞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充滿矛盾、不均衡

且不可預測的結果（pp. 97-120）。 

在這本著作中，Fairclough 非常細緻的討論了不同文類的「全球化

論述」，在不同層次間的流動、融合與對抗的過程。特別是個別國家、

團體乃至個人如何在語言論述上被捲入這個過程中，先前著作中比較常

見的語言學分析，則是減少了許多。在 Fairclough 看來，全球化的進程

藉由核心國家的語言論述所發揮的支配力量，讓所有周邊或邊陲的國家

無所選擇被納入這個浪潮中，換言之，所有被捲進全球化浪潮的國家，

都 是 先 從 語 言 論 述 的 轉 化 開 始 的 。 某 種 程 度 上 ， 這 本 著 作 也 是

Fairclough 證明他的批判論述分析可以如何處理宏觀社會的變遷。只不

過，Fairclough 完全沒有處理離散在全球的各種「反全球化」的力量與

論述，這使得他在梳理全球化論述的支配力量時，同樣也失去了批判的

力道。 

從前面所引述 Fairclough 親自示範的三個操作範例，不難發現

Fairclough 對實際議題的分析，其實在不同階段有很不一樣的操作方

式，釐清這一部分對研究者而言其實頗為重要。首先是分析架構的演

變，Fairclough 在不同時期的分析策略，除了收編或加盟的理論資源不

同外，另一項重要的差異是他藉由怎樣的類目來處理資料在「總體／個

體」（macro/micro）上分析層次（levels of analysis）之難題，以便針對

特定文本或論述進行分梳處理。以上述三個個案分析為例，第一例所使

用的分梳類目，是比較強調空間維度的「向度」，分析架構是「文本／

論述實踐／社會實踐」；第二例所使用的分梳類目是強調同一實體不同

特徵的「面向」，分析架構是「文類／論述／風格」；而第三例所使用

的分梳類目則是分層堆疊的「層次」，分析架構則是「社會事件／社會

實踐／社會結構」。這種類目使用的變化，也反映了 Fairclough 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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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著作中，不斷針對其理論進行定位調整的努力。 

再就實際分析對比，Fairclough 在 1990 年代所提出的三向度分析架

構，主要是以「單一文本」為中心加以展開的。正如同上節所引的第一

例，Fairclough 只從工黨在 1998 年福利政策改革綠皮書中第三章中摘錄

了幾頁篇幅，就直接展開分析了。換言之，在 Fairclough 看來，任何文

本都是交織在複雜的論述脈絡與社會文化結構中，任何單一的文本，不

論在文類上它是個別新聞稿、演說稿或是政策白皮書，只要是被選出來

當做分析對象，都可以順著「文本／論述／社會」三個向度展開分析，

猶如從一個「單一文本」窺看世界，其它的「文本」都是為了成就這個

「單一文本」的分析，這是一種很典型的「小題大做」式的分析。 

但從 Fairclough 在 2000 年以後著作中所示範的案例分析，則是以

「議題」為中心加以展開的，或者說，它是透過「一組文本」去處理一

個實存現象的變遷。正如同上一節所舉的第二例與第三例，《新工黨，

新語言？》一書所呈現的是英國工黨在 1990 年代如何透過一組新的語

言，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黨形象。而《語言與全球化》則是處理全球化

過程中語言所發揮的角色。換言之，工黨之所以會變成「新工黨」，是

其操作了一套「新語言」；而全球化的過程絕不僅只是一個政治、經濟

的轉型過程，也是一個語言轉化過程，個別國家被捲入全球化，語言論

述的轉化是其中的關鍵。Fairclough 在這兩本著作中處理議題的方式，

都是先確定了所欲探討的主題之後，再刻意挑出若干文本，依需要選擇

特定分析策略進行討論。唯一不同的是，Fairclough 在《新工黨，新語

言？》一書中僅處理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變遷，而在《語言與全球化》

一書中，則是結合文化政治經濟學之後，處理更大範圍的全球化變遷。

為了有效突出議題，Fairclough 選擇的文本包括了採訪稿、演講稿、政

策白皮書等，由於文本比較多，根本不可能針對每一個個別文本進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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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的語言學分析，只能依內容性質選擇某一特定分析策略進行操作。這

彷彿是在處理一個大社會變遷過程中的若干語言切片，比較接近「大題

小做」式的分析。 

不論是從「單一文本」亦或是「總體議題」切入，Fairclough 都無

法閃躲他所展示的分析進程，究竟是屬於本體論那一種立場。有趣的地

方正是在這裡，Fairclough 依舊是以立場的擺盪來回答這個問題，換言

之，他自己所宣示的「定位」立場，與他所示範的實例分析之間，還是

有些斷裂的。而檢視上述三個實例分析，第一例是 Fairclough 藉由不同

文類與論述相互交錯所構成的論述次序，對英國工黨福利政策綠皮書中

的十九條條文所做的解讀，亦即他認為這十九條條文必須置入在不同論

述與文類所交織的脈絡中，才能被分析。然而重點是這些不同的文類、

論述乃至語句，都是 Fairclough 挑出來認為可以對這十九條文進行解讀

的，這種分析策略是道地的建構論立場；相對的他完全沒有採取實在論

的處理模式，將這十九條文納入總體社會結構與機制中，做為其因果構

連的一環。同樣的在處理第二例與第三例上，Fairclough 也是藉由一組

分別代表不同文類、論述與風格的文本，去說明英國新工黨的崛起以及

全球化的擴散。假如新工黨的成功乃至全球化的有效擴散，都是

Fairclough 所挑出的一組文類、論述與風格的語言操作所詮釋的，試問

這不正是建構論的立場？可以說，Fairclough 在實例分析上所提供的示

範，並沒有充分澄清他在「定位」上的立場。 

陸、結語：兼論對應用 Fairclough 理論模型的建議 

本論文大致梳理了 Fairclough 對批判論述分析的建構策略、所受到

的批判以及他在不同階段所做的修正。這其中包括了他在 1990 年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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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的三向度的分析架構，以及 2000 年以後數度修正後的多層次辯證

的分析架構，後一階段的修正，主要是他的三向度分析模型在 1990 年

代末葉遭到不少批評，這些質疑也確實點出了他在理論基設乃至操作上

所存在的若干爭議。理清這些爭議或許是理論家的工作，但對所有有意

援引他的架構對實例進行分析的研究者而言，真正在乎的或許是，

Fairclough 在不同階段所發展出的分析架構，在實際應用上究竟能提供

那些幫助？透過前述的討論不難發現，由於 Fairclough 對理論建構懷有

持續不歇的興趣，導致他的分析架構一變再變，嘗試要為他的分析策略

梳理出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根本不可能，再加上他在本體論立場上的曖昧

與猶疑，初學者出現「誤讀」或「誤用」的情況，並不令人意外。 

這樣的結論，並非暗示研究者最好儘量避免選用 Fairclough 的理論

架構做為實際研究的分析途徑，相反的，藉由對 Fairclough 理論架構在

定位爭議上的梳理，讓研究者更可以理解其理論的適用性與局限性。換

言之，不論 Fairclough 動員多少學說來合理化其在實在論上的定位，研

究者都不必跟著他一起陷在理論整合的文字迷障中，做為處理語言文本

的分析途徑之一，Fairclough 的分析策略本來就可以提供很大的助益。

而選用他的理論架構做為分析策略，並不意味這種分析必須要被強迫隸

屬在「社會批判」的旨趣之上。 

姑不論 Fairclough 在「本體論立場」是否存在難解的曖昧，對所有

有意選用 Fairclough 的理論模型進行批判論述分析的研究者而言，以下

幾項暫時的結語或許是有助益的：一、不論 Fairclough 收編或加盟多少

宏觀的理論學說，他永遠都是以「語言文本」的資料做為討論基礎，並

不需要另行納入其它社會結構的分析；二、正因為 Fairclough 的批判論

述分析一定是從語言文本為對象啟動分析，因而不論研究者有沒有特別

意識，至少透過前述對 Fairclough 理論發展過程的檢視，依舊不能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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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lough 已經解決了他在實在論與建構論之間的定位爭議，也很難說

他的分析架構已經算得上是所謂的「批判理論」，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

定位上的曖昧，並不構成研究者對實例進行分析的障礙，換言之，在處

理對語言文本的分析上，Fairclough 所提示的分析策略，還是具有高度

可操作性的；三、在研究範圍上，研究者如果有意選擇以單一文本為個

案進行批判論述分析，那就不妨選擇 Fairclough 在 1990 年代所發展的

「文本／論述／社會」三向度模型為途徑展開分析；如果是想透過若干

語言文本的範例，去探討任何一個宏觀的議題或是總體社會政治的變

遷，那麼就不妨參考他在後期所發展出的「社會事件／社會實踐／社會

結構」三層次的分析模型為途徑展開分析；四、儘管 Fairclough 認為他

的論點既是「批判理論」也是「分析途徑」，但研究者只要選擇以分析

途徑視之，就不至於會陷入其理論建構上所隱藏的定位爭議，而要充分

理解 Fairclough 如何操作他的分析策略，與其從他所建構的抽象理論架

構出發，不如從他所示範的實例出發，或許更能掌握其分析上的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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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ce and problem of the theory of N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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