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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介紹語料庫分析法及其應用在分析媒介文本的實際

程序，研究者以《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及《聯合報》3

家報紙共計 1,363 篇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做為分析語料。研究結

果指出，媒體語料庫分析特色包括了對媒介文本內容量化的全

觀考察和質性的深度探索。運用語料庫方法分析總體經濟新聞

報導也發現，總體經濟新聞經常出現簡化的經濟成長率描繪、

系統性的歸因論述，同時經濟成長被視為是政府可管理之事務。

這些意識形態與價值觀點均反映在媒體報導的字彙實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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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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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語料庫（corpora）分析指利用相關軟體程式分析文本中字彙運用的

一種方法，該方法在語言學領域已行之有年，並累積豐碩成果，但在傳

播研究領域仍然屬於新興領域。部份語言學相關語料庫研究運用媒介語

料進行分析，但在問題意識上仍偏向語言相關問題的探討，被認為缺乏

對文本以外社會文化脈絡的關懷（Baker et al., 2008），因此整體而言，

站在以媒介觀點出發及開展的語料庫分析，至今仍然不多見。 

近年來由於數位化的巨量資料（Big Data）相關運用及處理問題受

各界關注，而語料庫分析方法在意義上又近似處理大量資料的技術，被

認為是適合用於探勘電子化資料庫的文本及分析大量文本資料的方法，

因而再度受到重視。加上目前媒介文本多數已有數位化版本，大量媒介

數位化文本如何運用相關技術進行分析，也是語料庫分析技術受到重視

的原因。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語料庫分析方法在「中文書寫新聞文本」分

析過程中的運用方法、對媒體文本研究的意義，以及可能遇到的相關問

題等。研究者欲藉由語料庫分析方法的解析及實證資料的佐證，以呈現

語料庫分析技術的多樣性及特徵。本研究特別強調研究歸屬於「中文書

寫文本的語料庫分析」，主要是鑒於中文語料庫分析在方法上雖可借用

英語書寫文本分析概念，但在語料庫建構及分析技術上，則需要進行不

同於英文書寫處理程序，因此本研究除了在文獻檢閱及概念層次上介紹

語料庫分析方法，也以《聯合報》、《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3 家

臺灣中文報紙中的總體經濟新聞（Macroeconomic news）做為分析案

例，讓本研究更清晰聚焦在「以媒體文本為基礎的語料分析技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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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語料庫分析理論基礎是「字彙實踐」（vocabulary practice）及

其連結的意義生產。字彙可視為是語言文本的最小（基礎）組成單位。

根據文化研究大師 Raymond Williams（1983）的觀點，字彙運用本就具

有文化意義，語言中的字彙可視為是文化中的「關鍵字」（cultural 

keyword）。另一位社會學大師 C. Right Mills（1940）也認為，字彙的

選用都是「具動機的」，他稱為「字彙動機」，因此字彙選擇反映了社

會行為者語言運用偏好及目的。從上述名家觀點來看，字彙使用實踐問

題的探索目的是希望「發掘文本背後生產者如何將社會結構、價值觀及

意識形態組織於文本中的一種方法」。 

而就新聞及媒體字彙使用研究而言，一項經常被提出的觀點是：新

聞報導的字彙選擇本質上是反映現實情況，或引用原始受訪者的語彙運

用。這樣的觀點基本上不去質疑語言文本中字彙運用所涉及的意識形態

與價值觀點。然而，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體研究群（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80）則拒絕了前述觀點。該研究群指出，新聞中關於社

會事件描述的字彙使用經常是「不平衡的」，某些具有意義字彙常在新

聞報導中「缺席」，即便是間接引用、描述社會事件，字彙運用仍然是

具有價值判斷的實踐活動，也呈現新聞工作者的偏好。 

本研究基本上依循上述「媒體文本中字彙選用是反映特定價值觀點

與意識形態」的觀點做為主要論據。研究者認為新聞生產涉及許多字彙

選用實踐，這些字彙被運用在不同新聞文本之中，並且產生意義。前述

基本觀點同時也引導出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究竟媒體文本字彙使用

要如何進行分析？而媒體文本字彙運用的分析，又可以使我們獲得及理

解哪些關於媒體對事件意義再現的角度與觀點？ 

語料庫分析是本研究採用做為回應前述問題意識的方法，該分析方

法可追溯自古代對聖經或莎士比亞文學作品的研究，近年來因軟體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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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讓語料庫分析得以結合了巨量資料探勘程式軟體運用，相關研究

得以從大量語文資料中發掘文本中未知且潛藏的知識，並找尋其資料特

徵及資料間的關聯性。這類「知識發現」的形式，成為語言分析中廣泛

受到重視及被運用的方法。 

語料庫分析近年來雖受到語言學門歡迎，但部份研究者至今仍視該

方法屬於「有待開發」領域（Mautner, 2009），尤其是以中文為基礎的

媒體語料庫分析，相關研究仍然不多。本研究希望藉由語料庫分析的探

討引介此一方法，並以臺灣主要平面媒體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做為案

例，探討語料庫分析特色及方法。 

總結前述討論，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彼此相互關聯的研究問

題： 

一、體經濟新聞報導的字彙運用的字彙結構特色為何？又反映出什麼樣

的經濟新聞報導特徵及選擇偏好？ 

二、總體經濟新聞報導中的字彙運用，反映了什麼樣的新聞價值選取及

相關的意識形態問題？ 

三、語料庫分析法運用在媒體文本分析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及特徵？ 

本研究後續將針對語料庫用於媒體文本分析的文獻進行回顧，接著

討論中文語料庫分析方法程序，再以實際經濟新聞語料庫做為分析案

例。 

貳、語料庫研究回顧 

本章節中將透過文獻檢閱回顧語料庫研究的發展及應用，以及這些

語料庫研究和媒體文本的分析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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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料庫分析發展及其語言學的運用 

語料庫分析早期發展主要是對聖經或文學作品字彙意義的解析，這

類分析多半針對文學作品，並以人工方式進行字彙運用的統計。1950

年代以後，美國結構主義學者開始蒐集並建立語言資料庫，該時期學者

蒐集與建立語料庫的目的是將「自然且實際在日常生活中被運用的語

言」引領進入語言學研究核心，這也使得語料庫分析擺脫單純針對文學

作者作品研究而進入新的領域。接續 1950 年代發展，近年來語料庫分

析廣泛被用在各種語言學及文學研究中，如抽象的語言文法結構被用來

和語料庫中真實語言運用進行比對分析；編纂字典或教科書時針對部份

字彙所需例句，也從語料庫中獲得（Jones & Durrant, 2010）。這些例句

多半是真實語言資料（authentic linguistic data）所擷取的句子，增添了

字典或教材內容實用性。此外，許多語言學者延續語料庫分析傳統持續

進行文學作品研究，探究虛構小說文體中語言運用和真實語境之異同

（Amador-Moreno, 2010）。部份社會語言學（social linguistics）研究也

運用語料庫的分析方法探討不同社會階層、族群或地理區域差異所造成

的語言運用差別（Andersen, 2010）。 

語言學及文學領域運用語料庫分析方法強調的是「數量」的觀點，

這點源自於近代語料庫方法多半以大量電子化編碼文本（electronically 

encoded text）為主體，使得語料庫研究發展初期具有強烈量化方法傾

向。大量電子語料庫資料也展現了語料庫分析的「代表性主義」

（representativeness）觀點，研究認為使用大量的語文資料做為分析基

礎，得以找出自然語言中的使用模式及原則，並具有一定代表性

（Baker, 2005），也展現了語料庫文本在語言面向所具有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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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意義。 

以大量文本資料為取向的語料庫分析方法並非沒有批評，不少論者

對語料庫分析法提出質疑。最常被提出的觀點是，量化語料庫分析結果

並未充份呈現「語料庫發現和語言使用者使用直覺」之間的關聯性

（Mautner, 2009）；大量的語料資料也有可能使得語言實踐中的「特殊

性使用」被忽略，這些特殊使用對語言或文學研究而言或許具有相當程

度重要性。因此，後續語料庫的分析除了量化分析模式，也開始轉向結

合質性的文本分析技術，以兼具質與量的分析模式並行。 

二、語料庫和媒介文本結合分析 

除前述量化、以語言風格、文法結構及文學字彙運用等面向所進行

的分析外，語料庫分析結合媒介文本所進行的研究在近年也日益增加。

這些分析囊括了各種以質性文本分析做為方法論基礎的相關分析技術，

將語料庫分析引領進入媒介文本研究領域。本研究將這類分析定義為

「媒體語料庫分析」（media corpus analysis）。總括來說，媒體語料庫

分析包含兩個主要的研究取向： 

（一）以語言研究為核心的媒體語料庫分析 

部份著重於語言風格及文法結構的語料庫分析偏好採用既有的大型

語料庫為基礎，例如運用「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做為分析資料，但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偏好自行建立語料庫，媒體

文本是這類自建語料庫最常使用的材料。語料庫和媒介文本結合，主因

是媒體文本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語言之一，符合多數語言研究強調

語言文本真實性原則，其次，目前媒體文本多數都以「數位化格式」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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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便利以文字探勘技術及軟體程式分析語料庫的資料。 

多數語言學結合媒體語料庫分析焦點仍然傾向語言運用的分析主

題。Ota（1963）早期的研究蒐集了美國廣播內容及 10 個戲劇劇本做為

語料庫分析，其重點是語料庫中的「限定動詞」（finite verb）運用，結

果發現 be, think, have, know 等動詞最常出現在廣播和電視媒體的語言

中。Sutarsyah、Nation 與 Kennedy（1994）以語料庫分析比較經濟相關

文章及其他領域學術文章字彙運用的差異，結果發現經濟類文章所使用

字彙數量比一般學術文章字彙數量要少，但在比較兩類型語料庫出現頻

率最高的前 50 個字彙時，卻發現經濟類型文章出現較多實質的「內容

用字」（content words，指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等組成文本實際內容的

字彙），較少「功能用字」（function words，指介係詞、冠詞等組成句

子的文法關聯性用字），其他學術類型文章則相反。近期相關研究則有

Kristiansen（2012）以「挪威報紙語料庫」（The Norwegian Newspaper 

Corpus, NNC）分析媒體對金融危機相關報導是沿用英文原始用語或另

創挪威語的「術語」（terminology），結果發現挪威報紙在運用經濟術

語時，都會另創挪威語的專門術語，並非一味複製英語中的經濟用語。 

上述研究雖然運用媒體文本進行語料庫分析，但很明顯地，多數研

究目的都偏向「語用」或「文法」層面，極少論及關於媒介文本所涉及

的社會及文化意涵，因此這類研究的取向，似乎並非媒體文本分析所主

要關切的重點。 

（二）強調媒體文本再現／建構的媒體語料庫分析研究 

另一取向的媒體語料庫分析，關注的主題是媒體字彙使用及其文本

再現的問題。這類研究將語料庫分析技術運用於媒體研究中長久以來關

切 的 重 要 核 心 主 題 ： 媒 體 文 本 如 何 透 過 語 言 的 運 用 「 再 生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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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e）不同的觀點、價值，以及如何在文本中嵌入不同的意識形

態及權力的競逐。這類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第一，這類語料庫分析方法許多是從量化（quantitative）研究觀點

出發，並且提供統計數據做為分析論證。雖然就語料庫分析觀點來看，

語言資料的數量多寡並非決定語料庫文本代表性唯一指標，但多數語料

庫分析仍然建構出比一般質性文本分析更大數量資料做為分析標的。

Quaglio（2008）分析美國影集【六人行（Friends）】時，就把該影集

全部 9 季的所有對白轉成語料資料進行分析，該研究語料庫規模高達

60 萬字。但這比起 Baker et al.（2008）針對英國報紙中呈現的難民、政

治庇護者及移民的研究中，蒐集了 1996 到 2005 年 10 年間的多家報

紙、總分析字數高達 1 億 4 千萬字的語料資料來看，前者語料庫分析的

數量仍屬於小規模的語料庫分析。 

第二，雖然許多語料庫出發點是以量化方法論觀點做為基礎，但多

數以媒體再現為取徑的語料庫分析，卻經常結合質性（qualitative）文

本 分 析 方 法 作 為 主 軸 ， 包 括 了 批 判 論 述 分 析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 隱 喻 分 析 （ metaphoric analysis ） 或 框 架 分 析 （ framing 

analysis）等。如 Camus（2009）以語料庫方法分析英國《衛報》2007

至 2008 年關於癌症報導運用的隱喻（metaphor），結果發現「癌症是

一種戰爭」的隱喻最常出現在《衛報》的報導中。相關運用字彙包括以

army（軍隊）、arsenal（軍械庫）、attack（攻擊）、beat（進擊）、

blunt instrument（ 鈍 化的 工 具 ） 、cancer-fighting tool （癌症 戰 勝 工

具）、defeat（戰勝）及 defenses（防禦）等字彙描述癌症。 

另外，Charteris-Black（2006）的隱喻分析收集了 2001 至 2005 年

間英國政治人物發表的演講、政黨白皮書及報紙中關於移民的相關口語

及書寫語料庫，探討媒體如何再現「移民問題」，結果發現「災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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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兩種隱喻最常被用來建構移民問題。移民經常被以 flood（洪

水）、tidal wave（海嘯）等自然災難的字彙描述；語料庫中的文本也經

常出現 full up（飽和）這類關於「容量」的隱喻，暗示英國容忍移民數

量已達到極限。 

Lind 與 Salo（2002）的框架分析以美國各大電視網 35,000 小時的

新聞及公共事務內容做為語料庫，分析女性主義者如何被電子媒介框

架。結果發現電視媒體最常用的女性主義者框架是「教派狂熱框架」，

包括 bad（壞）、lesbian（s；女同性戀者）、jerk（s；古怪的人）、

bitch/y/es（賤人）等字眼經常和女性主義者連用，另一個常用的「個人

化及瑣事框架」則將女性和 single（單身）、marriage（婚姻）、wife

（妻子）、husband（丈夫）等字眼連用。 

上述媒體語料庫的研究除了顯示語料庫分析試圖結合量化與質化的

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語料庫研究開始關切媒體文本字彙實踐背後的社會

及文化意涵，而非僅止於關切字彙的語用或文法結構層面的問題。這類

研究探尋字彙背後所負載的深層意義，同時也追溯媒體文本生產者運用

字彙進行論述實踐時所抱持的意識形態立場及價值觀點，使得這類研究

大多數對媒介文本及其字彙實踐採取批判立場。 

參、研究案例及方法 

為探討及分析媒介文本語料庫的分析方法及其運用，本研究以《蘋

果日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3 家臺灣報紙做為語料來源建置

「總體經濟新聞語料庫」，以做為實證案例。總體經濟在此定義是：分

析整個經濟社會的總合行為，以及總和的經濟發展。因此總體經濟的主

題包含了整體消費及投資、貨幣金融體系、貨幣供需和利率、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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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業、經濟成長和景氣波動等（楊雅惠，2005）。而總體經濟新聞則

是以報導前述相關主題為主的新聞報導。 

本研究語料庫文本收入從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半年間的

總體經濟新聞報導。以下將提出研究案例語料庫建構過程、中文語料斷

詞程序及相關的分析方法。 

一、語料庫建構 

本研究語料庫建構過程是先自三報的資料庫中搜尋總體經濟新聞報

導，《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的資料庫屬於免費資料庫，《聯合

報》資料庫則為「聯合知識庫」，是聯經報系（包含《聯合報》）所屬

的新聞資料庫。1 

資料蒐集採取關鍵字搜尋及經濟新聞版面搜尋兩種交叉資料蒐集

法，首先以「每月」為關鍵字搜尋範圍，考量到目前中文報紙很少以

「總體經濟」這樣的用詞，因此先以「經濟」一詞作為關鍵字搜尋相關

報導。此外，研究者也逐一檢視 3 家分析的報紙財經新聞版面中的經濟

新聞做為範圍進行資料蒐集，以免關鍵字搜尋可能遺漏某些新聞報導。

上述兩種方式蒐集的新聞報導均由研究者根據前述總體經濟新聞的定

義，逐一判斷報導是否屬於總體經濟的範疇。 

本研究語料庫總計蒐集 1,363 篇總體經濟相關報導，詳細的資料見

下表一。在整體報導篇數的比重上，《聯合報》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數

量較多，《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數量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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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語料庫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篇數統計（單位：篇） 

日期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2012/07 月 56 61 97 

2012/08 月 73 47 122 

2012/09 月 76 47 115 

2012/10 月 79 51 122 

2012/11 月 48 53 104 

2012/12 月 61 48 103 

合計 393 307 663 

總計   1,363 

 

二、中文斷詞 

中文的經濟新聞語料庫分析前需要先將中文文本詞彙予以斷開，分

析軟體才能辨識中文語料，該過程稱為「中文斷詞」。斷詞步驟主要因

中文書寫字彙彼此之間並無間隔，軟體程式無法判定具意義詞彙所組成

之字數，研究者需先將中文句子中的字詞切分，語料庫分析軟體方能進

行辨識分析（英文句子本身就是分開的字彙組成無上述問題，這是中文

語料庫分析在處理上和其他語言語料庫分析最大差異）。 

本研究採用中央研究院開發之斷詞系統，2 該系統是「中央研究院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專門針對中文語言分析而設計，可將中文書寫文

句依詞彙意義斷開，並標示詞類。該系統經中研院測試準確度為 96%，

是目前繁體中文最有效的斷詞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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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工具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分析軟體為 Wordsmith Tool 6.0 軟體，為當前語料庫

分析運用最廣軟體之一，3 6.0 版本為目前最新版本。該軟體提供多種語

料庫分析技術，包含量化統計及質性分析方法。本研究採取分析方法包

括詞頻統計列表（Frequency List）、併置詞分析（Collocation）及共詞

分析（Concordance）等。這三種分析方法意義及內涵說明如下： 

（一）詞頻統計分析 

詞頻統計被視為語料庫分析基礎，也是分析起點，透過字彙出現頻

率統計，研究者可探究語料文本中字彙分布情況，並以此做為判定「具

有意義的分析字彙」範疇。 

（二）併置詞分析 

併置詞分析是探問「特定詞彙跟哪些詞彙在文本中經常伴隨出

現」，透過該分析技術可找出語彙組合模式，稱為字彙「結構聯繫模

式」（syntagmatic patterns; Moon, 2010）或字彙組成（Lexical unite）模

式。在併置詞的分析中，本研究選擇採用 Wordsmith 軟體提供的 T-分數

（T-score）檢定作為詞彙之間相關性的統計檢定。該統計檢驗某一樣本

的平均數與常態分佈總體的平均數之間差異是否顯著，以判斷兩者之間

的差異是否為真，若 T-score 達顯著水準，則可駁斥兩詞彙之間的虛無

假設，證明兩詞彙之間會經常出現的併置詞，換言之也就是在整體語料

庫文本中，兩個字彙相連運用情況比其餘的字彙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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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詞分析 

共詞分析主要透過將詞彙所存在的語句併陳顯示其前後文情況，以

分析該詞彙在共詞句型中或文本中的實際意義（Evison, 2010; Sinclair, 

1991; Stubbs, 1996）。因此，共詞分析是字彙形式出現情況總集，並以

每一個字彙存在於各自文本環境中樣貌呈現（Sinclair, 1991）。透過

Word Smith Tool 軟體輔助的共詞分析，可將同一字彙在句子中前後出

現的詞彙一併列出。該軟體可依照研究者的需要設定前後列出的字彙數

量，軟體預設是前後 5 個字彙，並以索引化形式呈現，4 將需要觀察字

彙列於中心位置，呈現所有關於該觀察字彙的「共詞句」（concordance 

line），該分析呈現方式也被稱為「脈絡中的關鍵字」（key word in 

context, KWIC）分析（Tognini-Bonelli, 2010）。 

共詞分析的核心是探討關鍵字彙處於文本脈絡中的位置及意義，其

分析方法近似質性文本分析，而其分析的設定範圍可以是一整個句子，

也可以是一整段文字，甚至是一整篇文章的意義，這部份視研究需要而

定。Word Smith 軟體也可以提供研究者探勘關鍵字在整體語料庫文本中

的位置。 

由於共詞分析採取的是質性文本分析策略，因此本研究另外將擷取

出的共詞句以質性分析軟體 Atlas.ti 進行質性的編碼歸類，以歸納共詞

句的論述形式。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的分析採取前述的三種分析方法，三種分析方法彼此之間具

有連續性，詞頻分析係針對語料庫中總體經濟新聞字彙進行全觀檢視，

是多數語料庫分析的起始點，後續的併置詞分析與共詞分析則根據詞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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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中所獲得的結果，選擇具有意義的面向進行更進一步分析。以下將

呈現本研究以總體經濟新聞為案例的語料庫分析結果，同時討論語料庫

分析的意涵。 

一、經濟新聞詞頻列表分析及其意義 

表二是軟體分析後統計出關於總體經濟新聞詞彙出現頻率列表。總

計 整 體語 料庫 中 共擷 取出 3 萬 2 千 多 個「 使用 字 彙」 （ running 

words），因研究篇幅限制，僅選取了出現頻率排名前 50 個字彙的相關

數據呈現。對語料庫分析來說，哪些字彙是具有意義的分析字彙，以及

選擇分析多少字彙數量，基本上取決於研究者目的、研究問題、研究者

的時間與能力限制等，幾乎沒有一個語料庫研究可分析所有字彙。5 

詞頻列表的意義是呈現了語料庫中字彙總體的情況，這些字彙的出

現 頻 率 排 序 可 視 為 是 語 料 文 本 整 體 的 「 字 彙 使 用 偏 好 」 （ Baker, 

2005），屬於一種對語料庫中收入的語料文本進行「全觀」探索方式。 

就表二詞頻列表分析來看，研究者首要考量是分析字彙數量所呈現

的意義為何。綜觀該詞頻列表中字彙可概分為兩大類型。第一是直接和

總體經濟相關的「實質用字」，例如「經濟」、「臺灣」、「政府」或

「出口」等字彙。這些詞彙在總體經濟新聞中頻繁出現並不令人意外，

都是符合前述總體經濟新聞定義主題的相關用字，但這些字彙在實際文

本論述中的使用意義（金觀濤，2011），還需要搭配該字彙在文本中的

前後文義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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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總體經濟新聞詞頻列表 

N Word Freq. N Word Freq. 

1 # 22,623 26 中國 1,428 

2 的 13,015 27 等 1,394 

3 經濟 5,248 28 產業 1,339 

4 臺灣 3,986 29 全球 1,286 

5 是 3,463 30 會 1,277 

6 在 3,259 31 美國 1,254 

7 也 2,492 32 都 1,214 

8 但 2,376 33 台股 1,193 

9 與 2,342 34 和 1,113 

10 將 2,238 35 以 1,093 

11 有 2,012 36 已 1,092 

12 說 1,907 37 大 1,089 

13 政府 1,771 38 要 1,017 

14 投資 1,770 39 大陸 1,005 

15 表示 1,763 40 政策 999 

16 出口 1,727 41 後 949 

17 對 1,695 42 來 939 

18 今年 1,652 43 指出 933 

19 成長 1,625 44 未來 919 

20 及 1,579 45 企業 917 

21 一 1,578 46 明年 911 

22 市場 1,525 47 國際 902 

23 景氣 1,462 48 就 889 

24 為 1,459 49 成長率 880 

25 不 1,453 50 季 869 

註：（一） 語料庫總字數 492,676 字。《聯合報》221,900 字；蘋果日報 150,244

字；自由時報 120,532 字。 

  （二） 語料庫中擷取出的詞彙總數量為 32,570 個詞彙。聯合報為 16,343 個，

蘋果為 18,142 個，自由為 14,982 個。 

  （三） 「#」字符號為 Word Smith 軟體預設的符號，代表語料庫中出現的所有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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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詞頻統計中出現的前 50 個頻繁使用的字彙進行觀察，

並依據這些字彙的字面意義進行「語義分類」（semantic categories）。

這樣的分類基本根據是（一）詞彙特性，或（二）字彙背後可能連結的

新聞主題做為歸類方式，歸納出的結果如表三的經濟新聞高頻率出現實

質字彙的語義分類表。 

針對高頻率出現的總體經濟新聞實質字彙進行分類後，可看出字彙

選擇所呈現的總體經濟新聞價值及主題偏好。出現最多的字彙類型是直

接和「經濟相關」的字彙用語，其所反映的是經濟新聞的主題選擇偏

好，字彙分析呈現總體經濟新聞報導所關切題材似乎都是關於整體經濟

的成長、產業景氣及股市表現等。 

第二類型字彙是「地理區域」相關字彙，「臺灣」是出現次數最多

的地理相關字彙，另外經常被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具體提到的地理區域是

「中國（大陸）」及「美國」，顯示臺灣媒體所重視的經濟體情況。此

外，關於「全球」及「國際」這樣的字彙也經常被提到，其意義是彰顯

了經濟新聞報導中將區域的經濟活動視為整體經濟系統的一環。 

在地理區域字彙中，可以發現某些區域的代表字彙基本上未出現在

高頻率出現的字彙中，例如代表「歐洲」或是「亞洲」經濟體（這些區

域傳統上也被視為臺灣重要的貿易對象）的字彙，事實上探詢甚麼樣的

字彙「缺席」在高頻率字彙中也具有相當意義（Van Dijk, 1998）。本研

究分析案例顯示了對於區域經濟體的關注，臺灣媒體的焦點除了本地之

外，「美國」及「中國」仍然是焦點。 

第三類型字彙是「社會機構」相關用字，這類字彙也是經常出現在

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用字，出現的頻率依序是「政府」、「市場」及

「企業」。「政府」這個字彙在所有表意社會機構的字彙中出現最頻

繁，其隱含的意義是臺灣媒體關於總體經濟的報導，最關切的仍然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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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關主題。 

第四類型是關於「時間意義」相關字彙，除了「今年」、「明年」

和「季」這樣的具體時間字彙外，詞頻統計中「未來」這個字彙頻繁地

出現，這顯示總體經濟新聞對未來經濟情況的關切。 

最後一類經常出現的字彙則是動詞相關字彙，這類動詞字彙多半是

代表「陳述」的字彙，包括了「說」、「表示」及「指出」這類字彙，

這點主要是由於新聞報導的文類經常引述其他消息來源的緣故。這些字

彙頻繁出現，也顯示經濟新聞中，許多的報導偏好引用相關人士的說

法，而非只有記者主述的新聞報導型態。 

表三：經濟新聞中高頻率出現實質字彙語義分類 

字彙類別 實際運用字彙 

經濟相關 經濟、投資、出口、成長、景氣、產業、台股、政策、成長率 

地理區域 臺灣、中國、全球、美國、大陸、國際 

社會機構 政府、市場、企業 

時間意義 今年、未來、明年、季 

動詞字彙 說、表示、指出 

 

除前述的實質字彙外，詞頻統計中也經常出現類似「的」、「是」

及「在」等字彙，這些字彙基本上屬於句子結構中的構成字彙，特性是

如果不搭配其他字彙，幾乎是無法單獨產生意義。這類字彙頗為類似英

文中的「功能用字」（functional word），雖然部份語言學研究特別關

注這些字彙的意義，但對新聞的文本分析而言，這些字彙除非研究者有

特 殊 目 的 ， 不 然 整 體 分 析 意 義 不 大 ， 在 媒 體 研 究 中 多 半 會 排 除

（Bevitori, 2010）。 

上述針對語料庫中文本的詞頻統計，對總體經濟新聞分析具有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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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首先，詞頻統計呈現量化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字彙運用情況，這

些高頻率出現的字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介內容生產者對新聞價值選

擇偏好；另一方面，部份字彙也反映出媒介文本實踐者（新聞相關工作

者）不同價值觀、意識形態及知識背景所形成的字彙使用偏好。前述兩

個面向是一體兩面，例如，分析案例中的總體經濟新聞語料庫中「經

濟」、「臺灣」及「政府」這 3 個字彙出現頻率高於其他字彙，「經

濟」一詞出現最多符合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取向；「臺灣」一詞出現則

顯示國內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多數仍然集中在臺灣相關的經濟情勢；至

於「政府」一詞的高頻率的出現，則顯示了臺灣媒體在報導總體經濟新

聞時，對於政府扮演角色的重視，這種重視政府角色態度體現的可能是

長期以來臺灣經濟發展倚賴政府政策刺激或干預。因此，這些字彙頻率

排序反映的不僅是新聞報導主題呈現情況，同時也凸顯了特定新聞價值

觀選取的標準。 

其 次 ， 詞 頻 統 計 可 做 為 研 究 者 進 行 「 語 料 庫 驅 動 」 （ corpus-

driven）的研究依據。語料庫驅動分析基本上是研究者根據詞頻統計結

果再進 行後 續深入 研究 。這點 有別 於「語 料庫 為基礎 」（ corpus-

based）研究，語料庫為基礎研究是透過語料庫的資料來印證既有的語

言運用假設（McEnery & Hardie, 2011; Tognini-Bonelli, 2001）。基本

上，前述兩種語料庫運用的研究取徑可視為單一研究的不同階段程序與

步驟。就本研究案例來看，詞頻統計即可視為「語料庫為基礎研究」的

主要分析方法，研究者從中獲得了總體經濟新聞使用字彙的頻率總集

合，部份字彙顯示了報紙的總體經濟新聞主題選擇偏好、也和總體經濟

的定義在某些情況下有所符合。 

更進一步來說，詞頻統計顯示出的字彙運用「全觀意義」，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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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根據其結果進行語料庫驅動分析。例如前述分析所呈現的總體經濟

新聞高頻率出現字彙及分類的字彙，在文本論述中究竟如何被運用、產

生什麼意義。以詞頻統計中高頻率出現的「政府」一詞為例，在總體經

濟的觀點「政府」原本就是重要角色，然而單從詞頻統計中無法得知的

是「媒體報導究竟如何再現或建構政府在總體經濟活動中的角色」、

「有哪些價值觀點、意識形態被構連到政府的角色」，這些都是語料庫

驅動分析所關切的重點。 

最後，詞頻統計所呈現資料只是對字彙出現次數進行統計，此一分

析方法基本上標示出了字彙在文本中的量化意義，卻無法深入探討字彙

本身處於文本結構中的實際使用意義。例如，字彙統計中「說」這個字

彙頻繁出現，主要是因為新聞報導文類本質上有許多引述消息來源的形

式，但就媒體語料庫分析而言，研究者更關切的是「總體經濟新聞中是

誰被納入文本中做為消息來源」、「被引述的來源說了甚麼」以及「這

個字被運用在文本中，其背後連結的社會文化脈絡背景又是甚麼」等。

相反地，研究者並不會詳細去探究「說」這個字如何在文本句子的文法

結構中被運用（雖然在某些分析情況下也必需提到文法及結構的問

題），這些差異也可視為「媒體語料庫分析」和「純粹語言學的語料庫

分析」在關切的主題上的不同之處。 

詞頻統計所呈現的資料在解釋上有其限制，其中最大的限制是字彙

社會與文化脈絡及其使用意義很難由詞頻統計中的高度描述特性結果完

全得知，解決方法是採取本研究後續將討論的「併置詞分析」以及「共

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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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的併置運用分析 

併置詞分析的意義在於透過軟體程式找出文本論述句型中的「字彙

連結模式」，這樣的模式對理解字彙之間如何構成具有相當大助益。就

語言學分析角度而言，某一字彙的「前置」或「後置」字彙在一定程度

上顯現了文本作者對某些情況的偏好、理解、態度與價值觀。前述討論

提出，以 Word Smith 軟體程式進行的併置詞分析是利用統計的方式檢

驗詞彙與詞彙之間連用的程度，本節根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選擇以

「經濟」為主探討和此一詞彙經常併置出現的其他字彙。 

（一）經濟的併置詞整體考察 

被提出做為分析併置詞分析的主要字彙稱為「節點字彙」（node 

word）。表四是「經濟」一詞的併置詞分析結果，研究者列出和經濟一

詞最常連用的前 15 個字彙，表中的「word」欄位指的是和節點字彙

「經濟」（位於 with 欄位）一詞搭配的字彙；「Total」欄位顯示的是

搭配字彙和節點字彙前後一起出現的總次數，「Total Left」及「Total 

Right」兩個欄位則是指在文本中搭配字彙出現在字根字彙左邊及右邊

出現的次數。而字彙之間連用的統計則採前述的 T-score 檢定其連用的

顯著程度，表四的所有字彙 T-score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 

在進行字彙併置情況的探討時，仍須考慮文法的意義，例如「臺

灣」出現在「經濟」左邊的次數為 608 次，高於出現在右邊的 147 次

（見表四），因此「臺灣經濟」出現的次數要比「經濟臺灣」出現的次

數多。在文本的結構上來看，「臺灣經濟」也是比較符合中文書寫的模

式，「經濟臺灣」一詞則可能是文本前後不同句子的結尾與開頭連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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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情況。整體來說，臺灣和經濟這個詞彙成為最常出現在經濟新聞

中的併置詞彙（連用詞彙）並非意外結果，因為關切臺灣本身的經濟情

勢，原本就是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核心。 

表四：經濟一詞的併置詞情況 

N Word With Total Total Left Total Right t 值 

1 成長率 經濟 567 23 544 23.461*** 

2 成長 經濟 554 78 476 22.802*** 

3 全球 經濟 426 375 51 19.876*** 

4 臺灣 經濟 755 608 147 18.714*** 

5 今年 經濟 341 269 72 17.399*** 

6 預測 經濟 201 60 141 13.671*** 

7 研究院 經濟 192 41 151 13.611*** 

8 政府 經濟 197 107 90 13.462*** 

9 美國 經濟 207 140 67 13.423*** 

10 明年 經濟 190 154 36 13.156*** 

11 景氣 經濟 185 41 144 12.377*** 

12 拚 經濟 152 141 11 12.256*** 

13 國內 經濟 156 117 39 12.078*** 

14 中國 經濟 169 112 57 11.831*** 

15 下修 經濟 148 91 57 11.793*** 

註：1、本表經過研究者整理，剔除某些功能用字，僅留下經濟相關內容用字。 

  2、*** p < .001。 

 

併置詞的分析透過字彙和字彙之間的連用分析，顯示出經濟新聞的

字彙運用上的相關聯繫偏好。表四結果顯示「經濟」和「成長」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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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這兩個字彙是經常搭配出現的字彙，顯示總體經濟新聞中經濟成

長率及經濟成長的主題是經濟新聞中關切的焦點。此外，併置詞中也可

看出臺灣媒體在選擇經濟區域報導的情況，例如「全球『經濟』」、

「美國『經濟』」及「中國『經濟』」等字彙經由 T-score 檢定後發現

都是經常前後併置出現的詞彙。這些字彙頻繁出現，顯示臺灣總體經濟

新聞中所關切區域經濟活動的主題趨向。「全球經濟」一詞出現並不特

別令人意外，臺灣原本就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容易受到全球或國際經

濟情勢影響，因此經濟新聞中會出現許多對於全球經濟活動的關切。但

就地區的經濟體字彙來看，「美國」及「中國」仍是臺灣媒體除了本地

（臺灣）以外報導以及關切最多的區域經濟體。就實際情況來看，根據

經濟部國貿局統計，2013 年臺灣的主要貿易夥伴依序為中國、日本、

美國、香港、新加坡、韓國、沙烏地阿拉伯、馬來西亞、德國、印尼等

（見國貿局網站統計 http://cus93.trade.gov.tw/fsci/）。這點顯示了臺灣

經濟新聞在國家區域的再現，在部份情況下符合當前經濟活動現況，但

日本做為臺灣第二大主要貿易夥伴，其報導出現的次數卻不及美國，這

點又顯示了媒體在地選擇上的偏好。 

上述分析呈現了字彙的併置組合做為反映新聞報導中特定價值觀取

向的分析方法，也符合部份學者對字彙併置意義的討論。例如 Van Dijk

（1998）的論述分析觀點便認為，字彙與字彙之間選擇連用某些情況下

顯示文本作者對事件的價值觀，或某些規範的一般性及脈絡性的表達，

通常被稱為「字詞項目」（lexical item; Koester, 2010）。字詞項目基本

上便近似本研究的併置詞分析，例如媒體用「殘暴的恐怖主義分子」這

樣的字眼，便隱含了將「殘暴」和「恐怖主義分子」之間進行連結，同

時顯示出作者特定的價值觀點（Van Dij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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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併置詞和行動者分析：經濟新聞中的話語權再現 

過去許多文本分析（含經濟新聞文本）的研究討論發現，文本中的

行為者（actor）和行動（action）是許多研究者關切的一環（Goddard, 

Corner, Gavin, & Richardson, 1998; Van Leeuwen, 2001; Wodak & Reisigl, 

2001）。從本研究詞頻統計中發現，做為新聞文本之一，經濟新聞免除

不了引述不同受訪來源，這點從「說」、「表示」及「指出」這些代表

引述字彙在詞頻統計次數中頻繁出現可知（見表二）。研究者進一步將

這個部份進行討論，分析這些代表「新聞引述」字彙的併置情況，藉此

來查探經濟新聞中的「話語權」（discourse of authority）問題，這部份

同時也可凸顯語料庫的併置分析的運用。 

下表五列出本研究語料庫中和引述「受訪者」相關的字彙的併置詞

分析，with 欄位是「說」、「表示」及「指出」3 個從詞頻統計中獲得

的高頻率出現的「引述字彙」，word 欄位為和 3 個引述字彙達到顯著

相關（p < .001）的前 4 個併置字彙。從表五中可以看出，經濟新聞中

經常引述的對象，官方消息來源包括政府、官員及經濟部長（施顏祥）

是最常和引述字彙併置的字彙；其次是代表市場的基金經理人；第三是

代表企業管理階層的「董事長」一詞；而代表學術界的「教授」則雖然

也是常和表述字彙併置的詞彙，但是被引述的程度比不上前三者。 

表五：經濟新聞表示引述消息來源字彙的併置詞分析 

Word With total t 值 Word With total t 值 Word With total t 值 

政府 說 70 7.529 基金經理人 表示 87 9.236 報告 指出 87 7.940 

董事長 說 51 7.004 政府 表示 63 7.121 基金經理人 指出 28 5.206 

官員 說 53 7.112 官員 表示 48 6.746 董事長 指出 22 4.588 

基金經理人 說 50 6.143 施顏祥 表示 47 6.753 教授 指出 20 4.375 

註：1、施顏祥為本研究語料庫建置期間經濟部長，也代表官方機構發言者。 

  2、本表列出字彙和節點字彙的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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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結果和部份對於經濟新聞的分析結果顯示了「政府」、「官

員」、「基金經理人」及「董事長」等表示社會機構及行為者的字彙，

經常和經濟新聞中代表引述意見的字彙連用。這顯示經濟新聞中代表

「官方的」、「大筆資金的投資管理者」或企業機構中「高階職務」人

員經常在經濟新聞中被引用做為發言者或詮釋者，主導經濟新聞中的話

語權。至於代表學術界的「教授」雖然也是被引用的對象之一，整體而

言其連用頻率比不上官方機構人員及企業高階人員。 

本研究對經濟新聞中的話語權字彙分析，基本上符合當代經濟新聞

發展情況，政府做為經濟新聞中經常出現的引述對象，主因為當代經濟

發展中，政府機構成為國家相關經濟數據及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使媒體

報導慣常以官方人員作為「經濟活動主要詮釋者」（Goddard et al., 

1998）；當代經濟活動也經常被連結到政治問題之上，使得政府機構角

色在經濟新聞中做為官方政策發言的引述對象成為常態。 

學術機構與市場人物之間在經濟新聞變化顯示了當代經濟新聞在現

重 心 的 偏 移 ， Suttles （ 2010 ） 年 分 析 1920 年 代 大 蕭 條 （ Great 

Depression）時期的美國報紙，發現當時經濟新聞很少引用專家或學者

意見，但隨著經濟發展日益複雜及經濟詮釋日漸「數學化」及「公式

化」後，經濟學成為複雜難懂學科，使得學者成為重要經濟新聞詮釋者

與發言者。但晚近的調查卻又發現，媒介越來越偏向訪問所謂「市場專

家」、「投資銀行的研究員」及「市場分析師」等，這些人取代了經濟

學者成為當代經濟新聞中常出現的經濟活動發言者及詮釋者（Parker, 

1997b）。不過，本研究顯示臺灣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則更偏重官方的

發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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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新聞中的字彙及其脈絡運用 

前一節併置詞分析提供了探詢總體經濟新聞中「經濟」一字如何和

其他字彙連用並產生意義的分析方法，但該分析整體而言仍缺乏「字彙

在文本中如何被運用的脈絡線索」的探討。關於經濟新聞中的字彙如何

連結到整體的文本結構之中的問題，研究者需將併置詞分析搭配「共詞

分析」來進行更進一步的解讀，透過兩種語料庫的方法共同進行分析，方

可瞭解文本實踐者如何框架與理解經濟情況，並呈現在新聞文本之中。 

據此，本節運用上述兩項分析進行關鍵字彙前後文本脈絡的探討，

以瞭解經濟新聞如何再現臺灣經濟活動中重要議題。這些被選定的字彙

已脫離單純的「單字」，而是參照評估前述併置詞分析的結果後，所獲

得的經濟新聞中常出現的「併置字彙」。換言之，這些併置分析結果得

出的關鍵字彙，一定程度上可視為臺灣經濟新聞經常出現的主要的字彙

主題範疇或問題，其中包括了經濟成長、全球經濟、經濟預測及政府角

色，以及經濟新聞中誰具有「話語權」等。 

（一）經濟新聞中的經濟成長論述 

從前述併置分析結果（見表四）來看，經濟一詞常和「成長率」一

詞併置出現，次數達 567 次最多（t = 23.461, p < .001）。研究者以「經

濟成長率」一詞在本研究語料庫中探勘搜尋，再以質性的文本分析觀點

解析「經濟成長率」的共詞句型。文本一是從本研究語料庫中所有經濟

成長率的共句型中，擷取出具代表性的共詞句形式。這些共詞句型態現

了本研究語料庫中經常出現關於「經濟成長」一詞的運用形式及報導經

濟成長時的主要敘述方式，其特色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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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經濟成長率的共詞句擷取（extract） 

1. 主計總處對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已一路從「破四」、「保三」、

「保二」下修至「一字頭」，是金融海嘯以來最差（自由時報，

2012.10.31: A8）。 

2. 出口連跌預示今年經濟成長可能面臨「保二」的強大壓力（聯合

報，2012.7.18: AA1）。 

3. 臺灣 GDP 成長率今年陷保 1 危機！主計總處週五將公佈今年最後

一次經濟成長預測，外界預料跌破 1% 的機率很高。上月主計總

處預測臺灣今年經濟成長為 1.05% ，也較其他民間機構預測低，

且已九度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很可能創下「連十降」的紀錄

（蘋果日報，2012.11.19: A6）。 

4. 內外利空夾擊下主計總處恐七度下修 GDP 今年經濟成長率「保

三」破功面臨「保二」危機（自由時報，2012.7.30: A6）。 

註：1、本語料庫中經濟成長率（含 GDP 成長率 74 句）共詞句合計為 611 句。 

    2、經濟成長率和「保」此一字彙的共詞句為 42 句。 

    3、強調經濟成長率動態（含有「幾度」、「連幾次」等字彙）的共詞句有 49

句。 
 

首先，媒體報導經濟成長率數字經常簡化成「整數目標」，文本一

所擷取的共詞句中常出現「保三」、「破四」或「一字頭」這類字彙運

用。雖然多數報導仍然會提供精確的經濟成長數據，但這種強調經濟成

長率「整數關卡」的慣用型態仍然經常出現在經濟新聞的報導中，在此

顯示出兩個特色：第一，經濟新聞中對經濟成長率偏好設定「整數關

卡」隱含著一種對於經濟成長「任務目標導向」觀點；其次，經濟成長

的觀點也經常被簡化成為單一「概略數字」。而從文本一的例句中也可

以看出，這些概略化的經濟成長數字，經常是以「保」做為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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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經濟成長率」併置詞 t = 5.061, p < .001）。此一字彙組合

的暗示意義是，媒體對經濟成長報導，經常是將經濟視為一種「可管理

的事物」，「保」這個字彙暗示經濟「可以有挽救的可能」，這同時也

是將經濟成長率維繫視為一種「任務」。 

此外，共詞擷取句型中也可進一步看出，關於經濟成長論述經常隱

含一種「關係性模式」（relational model）。這裡指的關係性模式意義

是經濟成長數字經常會被置於一種「比較的狀態」來呈現其意義

（Corner, 1998）。因此媒體在論述經濟成長時會出現「金融海嘯以來

最差」（文本一：1）、「九度下修」（文本一：3）或「連十降」（文

本一：3）這類凸顯不同時期經濟數字之間關係的論述，是將數據以

「歷史意義」的觀點進行再現，而被比較的歷史數據通常是某時期中最

極端的情形，這也使得經濟新聞在呈現數據時的態度經常是「再現極

端」的實踐模式。  

第三，經濟新聞中對於經濟成長率的報導，也經常強調其變動特

色，尤其是關注經濟成長率數字是「連幾度下修」（文本一：3、4）。

這裡所呈現的是，本語料庫中關於經濟成長率的報導，特別強調經濟數

字連續調降的趨勢（經濟成長率和「下修」一詞的併置詞分析 t = 9.169, 

p < .001）。這點可能因為本語料庫建置的經濟新聞語料庫，時間點剛

好落在整體經濟日趨疲弱的時期，使得媒體特別強調經濟成長率數字不

斷下調的趨勢，過去文獻也指出在經濟不佳時期，媒體更容易強調負面

的消息（Fogarty, 2005; Nadeau, Niemi, Fan, & Amato, 1999）。而對經濟

成長的趨緩，媒體則偏好以「危機」（文本一：3、4）的字眼來詮釋。 

（二）全球經濟表現在經濟新聞中的義意及再現 

前述併置詞分析發現，在區域的情況上，「經濟」一詞做為節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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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在本語料庫中和「全球」一詞連用次數達 426 次（見表四），連用況

達顯著程度（t = 19.876, p < .001）。研究者因此進一步以「全球經濟」

做為關鍵字彙，探勘本研究語料庫中「全球經濟」一詞在文本中的脈絡

運用及其呈現意義。 

文本二擷取關於「全球經濟」的共詞句的部份論述型態，整體而言

「全球經濟」在經濟新聞報導中，經常成為論述本地經濟情況時的「歸

因」（attribution），將全球經濟做為關鍵字彙進行併置詞分析也發現，

「影響」（t = 4.689, p < .001）、「衝擊」（t = 3.943, p < .001）等字彙

和全球經濟連用的情況均達到顯著程度，這顯示全球經濟的影響與衝擊

成為報導關切的核心。就本研究分析擷取出的共詞句型來看，「全球經

濟」在報導中經常做為報導論述的開端，其接續的結構模式大多是連結

到臺灣經濟表現。例如，文本二擷取句子例證可看出，其論述基本模式

都是站在「全球經濟不好，臺灣經濟也不可能好」的前提下進行（文本

二：1）。 

文本二：全球經濟的共詞句擷取 

1. 原本今年初略見曙光的全球經濟復甦腳步正遭逢阻礙，將衝擊臺

灣出口（蘋果日報，2012.8.17: B3）。 

2. 事實上全球經濟復甦還是處於相當脆弱的狀態，美國的 QE3 跟

QE4 對經濟與原物料的幫助實在還感覺不出來，盤面隨時都有反

轉的可能（自由時報，2012.12.14: C1）。 

3. 今年全球經濟同步減速，新興市場需求轉弱，衝擊接單力道，加

上去年 8 月基期也高，但 8 月衰退幅度可望縮小（聯合報，

2012.8.21: A2）。 

註：1、全球經濟的共詞句共計有 341 句。 

    2、以全球經濟作為歸因臺灣經濟情況的句型在本語料庫中計有 37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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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共詞句也顯示媒體慣常將全球經濟整體視為整體相互關聯系

統，如共詞句擷取中出現「全球經濟同步減速」，然後接續「新興市場

需求轉弱」，最後引導至（臺灣）的出口訂單衰退幅度的情況（文本

二：3）。此一共詞句的結構型態是將全球、新興市場及臺灣經濟情況

整個視為一個連鎖反應的系統，因此一旦「全球經濟不佳、臺灣經濟也

不可能太好」的基本觀點，幾乎是經濟新聞報導中經常出現的「一致性

觀點」，媒體報導藉此來歸因臺灣部份經濟情勢發展的原因。這樣的論

述型態經常出現在總體經濟新聞報導中，成為一種經常被運用的局部語

意連貫（local coherence）架構。 

上述分析結果凸顯了臺灣媒體在詮釋全球經濟上和過去研究結論上

的差異。過去關於媒體經濟新聞呈現的全球化經濟層面上，相關研究者

發 現 國 家 或 是 區 域 經 濟 之 間 的 「 衝 突 」 經 常 是 媒 體 偏 好 的 框 架

（Goddard et al., 1998），但本研究分析顯示，臺灣的經濟新聞強調的是

全球或區域經濟之間的表現對本地經濟的「影響」，衝突的層面在語料

庫的分析中並不常見。 

（三）經濟新聞中的預測 

前述表四的併置詞分析中發現「經濟」和「預測」兩個字彙連用情

況達到顯著程度（t = 13.671, p < .001）。對於外來經濟情勢的預測成為

當代經濟新聞中的重要項目有其歷史淵源，經濟預測的新聞化，除了因

為當代經濟學越來越強調計算及數字化（Parker, 1997a），另一個因素

是肇因於媒介的商業化。學者指出當代經濟新聞所指稱的消費對象基本

上都是「投資者」（investors）而非「全體公民」（citizens），「預

測」成為吸引「投資的消費者」接收經濟新聞的重要項目（Martenson, 

1998）。從本研究語料庫的經濟新聞文本中，同樣顯示了臺灣總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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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中對於「未來經濟情況」的關注與強調。在文本三中的擷取共

詞句，是以「經濟預測」做為關鍵詞彙進行語料庫文本探勘，在經濟預

測的共詞句中，顯示出以下幾個特色： 

首先，經濟預測論述假設的前提往往是強調預測「可能變數」，例

如論述中常提及「經濟充滿不確定性」（文本三：1）、「比預測颱風

登陸還難」、「臺灣如小舟」（文本三：3）等，暗示讀者「預測的不

準確或不確定性是避免不了的情況」。因此，經濟預測的論述經常會伴

隨著「步步失算」（文本三：2）或「迭迭修正」（文本三：4）這類描

述失誤或變動的描述字彙。 

在經濟預測是「難以預料」前提架構下，媒體對於經濟預測的再現

也偏好採用「併陳比較」模式出現。常見方式是將不同機構的預測數字

併列出現，預測類型的報導中會將主要機構（官方的及非官方的）經濟

預測結果全數列出（見文本三：1、5）。這樣的架構型態除了顯示媒體

在因應預測的不確定性時，所必須採取的再現策略外，同時試圖透過差

異比較，來暗示預測的不確定性及可能的變數。 

最後，共詞句型的分析也發現，經濟預測的論述形式也經常伴隨不

同的「歸因詮釋」，成為經濟預測論述的固定結構模式。值得一提的

是，本研究語料庫蒐集的新聞報導脈絡背景，正逢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危

機之際，這使得經濟預測的報導模式都將「全球經濟」做為經濟預測論

述的前提。因此，共詞句中會出現「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以至於

「經濟預測紛紛下修」（文本三：1）、「國際變局」是「主計處預測

步步失算」原因（文本三：2），乃至「國際景氣」使「經濟預測比颱

風登陸還難」（文本三：3）等句子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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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三：「經濟預測」的共詞句擷取 

1. 由於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國內外機構紛紛下修經濟預測。目

前 國 內 五 大 研 究 機 構 均 已 下 修 今 年 經 濟 成 長 （ 自 由 時 報 ，

2012.7.30: A6）。 

2. 至於國際變局則是更大的挑戰，也是主計總處今年經濟預測步步

失算的主因（聯合報，2012.11.30: A2）。 

3. 中研院經濟所長彭信坤說，受國際景氣影響，經濟預測比預測颱

風登陸還難。臺灣如小舟旁邊大船，經過的波動臺灣到底受到多

少 影 響 ？ 這 是 經 濟 預 測 最 困 難 的 地 方 （ 聯 合 報 ， 2012.12.19: 

A4）。 

4. 「早知道」何嘗不是凡人眾生內心的渴望，為了追求「早知

道」，「預測」更變得愈來愈重要。也因此當關乎國家發展大局

的經濟預測迭迭修正（聯合報，2012.11.4: A2）。 

5. 中華經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將分別於 7 月 17 日與 18 日公佈最

新經濟預測，台經院跟主計總處預計月底公佈，台綜院和寶華經

濟研究院 6 月公佈分別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是 2.52% 與 2.5%，其

他機構預計將下修臺灣經濟成長年增率（蘋果日報，2012.7.14: 

B2）。 

註：1、本語料庫中經濟預測共詞句共計 37 句。 

    2、經濟預測共詞句中，強調預測變動（失準、困難）的句型論述有 11 句。 

 

和前述全球經濟的共詞句型情況類似的是，經濟預測的報導中，國

際景氣變化和臺灣的經濟表現之間的連結，也暗示包含臺灣在內的全球

的經濟是一種「系統」（system），這也使得經濟預測論述經常會被連

結到整體系統的一些問題（Charteris-Black, 2004），以提供對於經濟現

況的歸因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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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拚經濟的共詞句型 

在經濟一詞的併置詞分析中，另一個和「經濟」一詞達到顯著連結

併用的字彙是「拚」這個字（t = 12.256, p < .001），這顯示「拚經濟」

一詞成為臺灣經濟新聞報導中常出現的字彙用法。「拚」這個字基本上

屬於動詞，顯示一種行為動態，其中的暗示是經濟基本上被視為是可以

「有所作為」以及進行「調控」的事物。 

若再以「拚經濟」一詞進行併置詞分析，研究者發現和「拚經濟」

一詞顯著併置連用的字彙包括了「政府」（t = 5.474, p < .001）、「有

感」（t = 3.726, p < .001）、「內閣」（t = 3.309, p < .001）及「政院」

（t = 2.987, p < .001）等。除了「有感」一詞非屬於代表官方機構的字

彙，而是代表媒體對於拚經濟結果的「期望論述」外，其餘和「拚經

濟」一詞顯著連用的字彙多屬於代表官方機構的用字，這顯示了臺灣媒

體再現的經濟新聞中，政府角色被連結至「對經濟必須有所作為」及

「進行調控」的地位。 

文本四以「拚經濟」做為關鍵字彙進行語料庫文本的探勘，並擷取

出主要共詞句型態的例證。搜尋出的共詞句顯示「政府拚經濟」常成為

媒體「拚經濟」論述的「前提」（proposition），暗示「政府應該對整

體經濟有一定程度作為」。文本四中擷取作為例證的關於「拚經濟」的

共詞句中，多數的論述的前後連貫性均試圖將「經濟的問題」連結到

「政府責任」，並且採取批判的態度。例如，將國際股市大漲，臺灣股

市卻收黑歸咎於政府的拚經濟股市「無感」或「冷感」（文本四：

1）；某些政府拚經濟作為則被暗示是「畫雙大餅」（文本四：2），隱

含對政府拚經濟政策空泛的批評。另一句則是在開始先以「政府拚經濟

人民始終無感」做為前提，接著報導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加薪的新聞，接

著引述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說法指出加薪是支持政府的「有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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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本四：3），在這裡隱含的是對「政府能力的質疑」，新聞中

沒有說出的暗示是「政府在拚經濟的作為上不如企業主」。 

文本四：拚經濟一詞的共詞擷取 

1. 相對國際股市回穩大漲台股一路走弱，昨日更是亞股唯一收黑。

政府拚經濟股市不僅無感，更以冷感反應（自由時報，2012.10.18: 

C1）。 

2. 政府拚經濟，經濟部、經建會昨「雙畫大餅」。經濟部指產業結

構優質化五大亮點產業 10 年可增 1 兆 2 千多億產值，6 萬多就業

機會（聯合報，2012.8.16: A11）。 

3. 政府拚經濟人民始終無感！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決定挺身而出率

先宣佈今年不僅要送給每名基層員工 1.2 萬元紅包還承諾不裁員、

不放無薪假、明年照常加薪，他還語重心長說：「這次加發基層

特別獎金，為了支持政府的有感經濟，如每個企業都是這樣的

話 ， 臺 灣 … … 大 家 應 該 就 有 感 了 」 （ 蘋 果 日 報 ， 2012.10.28: 

A1）。 

4. 物價飆漲向來是央行心腹大患，讓央行不敢輕易「降息拼經濟」

（蘋果日報，2012.10.15: B2）。 

5. 小吃店老闆蘇新丁抱怨，油電雙漲後營業額掉一成多，現在晚上 6

時後就沒生意，心裡不但悶，更覺得政府拼經濟很「無感」。

（蘋果日報，2012.12.28: A2）。 

6. 連歐元區都著眼於拚經濟了，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什麼（自由時

報，2012.7.12: A10）？ 

註：1、本研究語料庫中拚經濟共詞句共有 142 句。 

    2、拚經濟和政府相關（包含政府、［行］政院、內閣等）角色連用的論述共

詞句共計 64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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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共詞論述也經常隱含了政府對經濟「必需」有所作為的合理

性暗示。例如文本四：6 中論述的「連歐元區都著眼於拚經濟」這樣簡

短的共詞句子中，媒體以強調「歐元區作為」的論述方式，來合理化政

府「應該」拚經濟的思維模式，同時也隱含反襯出臺灣政府無作為的失

當（文本四：6）。部份句子引用的則是「常民」的論述，前提是民眾

抱怨小吃店「油電雙漲後營業額掉一成多」，但後續的論述結構卻是再

度連結到政府拚經濟「無感」（文本四：5），暗示及批判政府的經濟

措施失當。從總體經濟報導中關於「拚經濟」的這些共詞句子中也可看

出，媒體報導「拚經濟」和「政府」之間形成一種特定連貫，其潛在的

意識形態觀點是政府是經濟必須「有作為」的歸責對象。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語料庫方法在媒體文本分析的運用，並以臺灣平面媒體

的總體經濟新聞報導做為案例。總結本研究貢獻，是對媒體語料庫分析

在方法層面上的探討，同時也針對經濟新聞進行語料庫的分析。本研究

最後將於本章回應先前提出的研究問題，並討論媒體語料庫分析所具有

的意義。 

首先，研究問題一詢問：總體經濟新聞報導的字彙運用的結構特色

為何？又反映出什麼樣的經濟新聞報導特徵及選擇偏好？ 

從語料庫中關於「經濟」一詞的併置分析看出，該詞彙做為關鍵字

彙，經常和以下幾類型的字彙連用，包括「成長」、「成長率」、「全

球」、「預測」、「拚」等。探討這些字彙在經濟新聞中如何被置於論

述脈絡中的共詞分析，則呈現了幾項經濟新聞報導特徵。第一，「經濟

成長」的論述經常強調經濟成長數字的「整數關卡」是否能夠達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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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經濟成長數字經常和「保」這個字彙連用，使得經濟新聞在論述經

濟成長時，常出現「保幾」這樣的論述模式，連帶使相關報導會強調經

濟成長數字「連續調降」或被以極端的歷史紀錄詮釋，例如強調「是金

融海嘯以來最低」這樣的論述特色。然而，經濟數字的統計背後基本上

可能具有複雜因素使然，單獨強調某些短期甚至是不同數字間比較則可

能流於簡化，論者便批評經濟新聞中數據呈現往往是主觀選擇結果，並

非全然客觀理性呈現（Richardson, 1998）。 

第二，「全球經濟」在經濟新聞中是時常被運用的字彙，該字彙擺

在臺灣經濟新聞報導中，常用功能是做為論述影響臺灣本地經濟情勢的

歸因字眼。例如，以「全球經濟欠佳，臺灣經濟也會受到影響」做為前

提的論述，成為臺灣經濟新聞中常見模式，這點和國外研究所指的全球

經濟經常是強調「區域間衝突」不同。 

第三，從字彙運用特色與聯繫結構來看，經濟預測也是經常出現的

報導主題，而經濟預測的報導常強調經濟預測的「變動性」與「困難

度」，同時媒體在報導經濟預測時也偏好採取將不同機構的預測結果並

陳的論述模式，做為數字的相互參照。 

第四，「拚經濟」一詞成為臺灣經濟新聞中極為普遍的字彙運用，

此一詞彙在運用上經常和政府機構連結，因此「政府拚經濟」、「政院

拚經濟」或「內閣拚經濟」成為顯著連結的字彙運用特徵。從共詞句的

論述中也可看出，媒體論述經常認為「政府應該拚經濟」或「拚經濟不

力是政府的責任」，暗示了政府拚經濟的合理性。 

最後，本研究發現，經濟新聞中包括「說」、「表示」及「指出」

等表示引述消息來源字彙中，最常和「政府」或代表相關官員的字彙連

用，其次是代表市場的基金經理人以及企業高階管理者（董事長），學

術界的學者或教授相對出現較少。這點符合文獻中關於經濟新聞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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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的研究結果（Goddard et al., 1998）。 

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詢問：總體經濟新聞報導中的字彙運用，反

映了甚麼樣的新聞價值選取及相關的意識形態問題？ 

從本研究語料庫的分析來看，臺灣經濟新聞中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觀

點是傾向「凱因斯主義」的重視政府角色，以及支持政府對經濟須有所

作為（Schiffrin & Fagan, 2012）。政府角色從詞頻統計或併置詞分析兩

者來看，都顯示經濟新聞中重視該角色的情況，包括了「政府」一詞出

現頻率高於其他社會機構詞彙，政府在連結引述字彙中也比其代表機構

或人物的字彙多，同時在「拚經濟」一詞分析也發現該詞彙經常連結到

政府的角色以及認為政府所做為的論述，也隱含了認為政府應該有所作

為的立場。這些對政府的角色的態度與呈現，都反映了臺灣總體經濟新

聞報導中隱含了「凱因斯學派」觀點中重視政府在經濟活動角色的觀

點。本研究分析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的協助（或干預）措施，在多

數情況下都被媒體視為一種合理且應然表現，政府對經濟情況「無作

為」或「失敗」則受到媒體批判。相較過去國外相關研究發現，關於政

府干預或刺激經濟活動的措施經常引起不同的討論與爭議，尤其是來自

於自由市場學派的批評（Schiffrin & Fagan, 2012），而臺灣媒體則呈現

出和國外研究不同的狀況。 

本研究透過字彙研究結果也發現，經濟新聞中出現許多特別的新聞

再現方式，包括了經常對經濟問題進行歸因、將經濟成長率數字置於歷

史的脈絡數字中呈現。這些層面基本上符合記者在新聞專業寫作上的寫

作技術運用（Lanson & Fought, 1999），同時也符合過去關於經濟新聞

特色的分析，例如 Richardson（1998）就指出經濟數據要置於時間序列

的脈絡中才能產生意義。然而值得注意是，本語料庫研究也發現，臺灣

經濟新聞在關注數字意義時，除了經常簡化經濟數字內涵，也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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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字短期變動特色。雖然這可能是本研究語料庫建置期間臺灣整體

經濟情勢每下愈況所致，但這點也值得實務上的經濟新聞記者或編輯進

一步思考，在專業考量與再現經濟現實過程中，是否有必要不斷強調短

期數字變化，以及強調這些短期變化對於經濟市場影響和公眾理解經濟

新聞的意義。 

總結上述的結論，基本上都暗示了新聞文本字彙選用並非自然的運

用，同時呼應了本研究及語料庫分析學者所稱的在文本中的字彙的選擇

實踐都展現了某些意識形態立場見解（Stubbs, 1996），也反映本研究

在一開始字彙實踐理論時所提出字彙實踐基本上是具動機性的。在新聞

文本中，字彙基本上關聯到不同意識形態觀點，媒體再現許多時候是透

過字彙的選用來建構事件的意義。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三詢問：語料庫分析法運用在總體經濟新聞分析

具有甚麼樣的意義以及特徵？整體而言，語料庫分析在研究方法實務上

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論的整合，學者稱語料庫分析打破了各種方法上

的「模糊界線」（fuzzy boundaries; Baker et al., 2008），這些模糊的界

線包括了： 

第一，語料庫分析試圖打破研究方法中量化和質化分析之間的界

限。本研究從量化詞頻統計逐步推衍至質性的共詞分析，呈現了當代語

料庫分析試圖在媒介文本分析中尋求關於「數量」與「深度」之間協調

的努力。Baker et al.（2008）便指出，語料庫分析顯示質性文本分析可

以具有量化的基礎，而量化的分析發現也可以質性文本分析的理論進行

強化。 

語料庫數量和深度的界線融合標示出「質」與「量」兩種取徑的媒

介文本研究一些長期受到質疑的問題。質性文本研究（尤其批判論述分

析）經常被批評過於主觀且總結自少量文本例證；反之，量化分析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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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是缺乏對媒介文本深層意義的討論。從本研究關於經濟新聞語料庫

分析例子可看出，語料庫分析試圖跨越量化／質化或客觀／主觀之間的

分類，從詞頻分析中所截取的字詞統計是以數量觀點來討論其意義，本

質上將文本分析導入大量數據支持，提供一直以來被視為是「更接近客

觀」分析方式的支撐，解決過去質性文本分析方法被認為「樣本代表性

不足」，以及及研究者分析常落入「詮釋過於主觀」的批評。 

另一方面，關於字彙結構及共詞分析則以量化為基礎，延伸至對文

本深度意義的解析，回應部份研究者認為語料庫中量化數據無法呈現文

本深度意義的批評。上述觀點幾乎已成當代語料庫分析重要特徵，本研

究後續的實證分析也採取這樣的分析觀點，針對總體經濟新聞報導進行

分析，呈現總體經濟新聞中字彙運用量分佈，及其在文本中所處位置所

產生的意義（質性分析）。 

第二，本研究關於語料庫總體經濟新聞分析，揭示了語料庫分析方

法中「全觀」和「驅動」間的差異。「全觀」係以語料庫文本中已書寫

呈現文本做為分析主體，例如本研究對經濟新聞語料庫文本以詞頻統計

方式，獲取了經濟新聞中經常出的「字彙運用偏好」，便是將已書寫文

本進行分析。這類分析模式接軌了本研究前述所稱的以語料庫為基礎的

分析模式，其功能是針對語言文本整體字彙運用情況進全觀的觀察和暸

解。 

然而，對語料庫全觀分析幾乎無法滿足多數研究者對於文本知識的

探索，本研究根據全觀分析基礎，進一步進行語料庫驅動的研究部份，

則顯示語料庫分析也能夠擺脫成為被批評為簡單的「描述分析」窘境，

而進入探尋語料庫文本結構與模式的研究途徑。前述嘗試印證了本研究

先前所述，語料庫分析可挖掘潛藏在語料文本中不容易被研究者直覺所

察知的語言特徵。這些特徵經常是「隱藏在表面字彙之下的隱含意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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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意義」，透過語料庫分析被發掘後，可進一步引領研究者探討文本

的語彙運用特性、其組成的文本結構，以及其輸出的潛在意義。換言

之，語料庫本身可能便具有特殊的結構與理論模式（Tognini-Bonelli, 

2001）。這種全觀和驅動研究之間的差異，也讓研究者同時挖掘媒體文

本「表面的明示意義」以及「潛藏的隱含意義」。 

語料庫做為一種晚近才開始被運用在傳播研究的研究方法，其基本

研究方法及應用事實上仍有許多發展可能。相較於已發展相當長一段時

間的「內容分析法」或「文本分析法」，語料庫的分析方法基本上可達

成的目標不同。內容分析基本上可依據研究者目的設定編碼，並設定分

析單位，針對文本中的正負向態度、報導主題及設定的框架等進行統計

分析。語料庫在這方面的分析觀點和內容分析不同，語料庫既是以詞彙

做為最小分析單位，因此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探討的是字彙的呈現。語

料庫基本上不以研究者設定編碼方式進行，在探討語料文本的正負態度

問題時，語料庫做法是探討某一時期語料中出現正負面字彙的情況，同

時可以進行不同語料庫中正負面字彙的比對。語料庫同時也可以結合框

架分析或是隱喻分析的架構，探討某些字彙的運用可以對應出哪些框架

的設定或是傳遞出何種隱喻的運用。例如，O’Halloran（2010）分析英國

報紙對移民的框架時就發現，「移民」這個字彙經常和「貧窮」、「高

失業率」等字彙連用，顯示出移民被以特定的框架來呈現。該研究也發

現某些關於移民的負面字眼運用，例如關於移民的身分，相關報導會以

移民都是「從東歐地區來的不合格醫生及護士」，這隱含的就是一種負

面的評價。 

語料庫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優勢是在語料庫資料累積一段時間後，可

進行更龐大資料的分析，並且找出語言論述的潛在規則或模式，同時可

進 行 不 同 語 料 庫 間 「 字 詞 運 用 」 的 統 計 關 鍵 字 比 較 （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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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6 且語料庫分析以直接考察文本中的實際用字為主，形

式上也更貼近文本真實意涵。然而不可諱言，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限

制，尤其語料庫分析方法的運用是近期才開始受到注意，未來研究者的

思考應是朝向語料庫如何結合內容分析或文本分析方法，以及預料庫分

析本身如何精進本身的分析技術兩者並進。 

本研究初步貢獻了語料庫方法運用於中文新聞分析的例證，對未來

新聞文本的語料庫研究，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首先，如本研究先前強調，語料庫分析適合探索大量文本資料的研

究，尤其當研究者對某些類型文本仍在初期探索階段，例如某些新出現

的網際網路文本，語料庫分析可協助研究者在大量文本中找出字彙運用

特徵並且據以尋找出文本再現模式。未來研究可朝向建構大型語料庫及

長時間語料庫方式進行研究，找出更多媒體文本的特色和模式。 

其次，如前所述語料庫分析另一項強項，是透過不同語料庫文本比

對，進行關鍵字比對分析，這類分析得以找出在某些文本中頻繁出現、

但在其他類型文本中卻不常出現的字彙。關鍵字比對也可進行文本時間

序列比較，比較不同時間同一主題文本字彙運用情況，也可進行跨國新

聞文本比較。這類研究可讓研究者去發掘新聞文本再現中字彙運用如何

構連到不同社會文化或時間因素。本研究受限文本資料建置及相關研究

限制，並未進行這類分析。此類分析目前主要困難點在於，跨國經濟新

聞字彙運用比對需以同一語言進行，目前最可能方式是以英文進行。不

同地區華文媒體文本比對分析，則涉及不同地區在部份用語字彙上的差

異，這點可能需要在語料庫建置初期進行相關整理或標示。上述問題並

非無法解決，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篇幅無法更進一步探討，後續語料庫

研究者可針對這部份繼續進行探討。 

再者，語料庫分析提供了某些理論、分析技術與工具。然而，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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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方法在媒介研究近期發展是結合其他文本分析理論基礎進行分析，如

語料庫分析技術結合批判論述分析理論基礎進行深度的質性文本分析，

亦或結合量化內容分析，將語料庫詞頻統計結果，做為先導建構內容分

析類目基礎等，這些都是語料庫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最後，研究者必須指出，本研究探討經濟新聞文本如何再現經濟現

實時，部份結果與目前社會認知相吻合。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經濟新

聞過去發展和經濟學發展有高度關聯性，因經濟學門高度數學化與抽象

化發展，使經濟新聞發展逐漸朝向高度依循既有經濟理論觀點的新聞文

本（Parker, 1997a），這點和其他類型新聞文本有所區別。本研究所呈

現的經濟新聞再現符合當前整體社會認知的情況，但這並不能就此完全

定論語料庫分析方法所得結果及其可能性。事實上，過去許多研究在分

析不同新聞文本時，的確從語料庫分析中發掘許多不為普遍被認知或意

識到的語彙運用。如學者研究英國基因食品報導時，發現英國媒體常用

含有暗示意義的「法蘭克因斯坦（Frankenstein，小說科學怪人名字）的

食物」來描述基因食品，這樣的描述研究者在分析時表示是超出原本認

知（Cook, Robbins & Pieri, 2006），顯示語料庫分析仍然有許多可能

性。經濟新聞語料庫研究未來似乎應朝前述結合語料庫與其他研究理論

方法路徑，發掘更多經濟新聞文本所隱含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點，同時

在分析的取材上也不限於本研究採取的總體經濟新聞主題，而是可朝向

更聚焦的主題，如經濟市場、政府干預或區域整合等具爭議性主題的題

材進行分析。 

不可諱言，語料庫分析仍有其限制，這點主要來自語料庫的最小分

析單位是「字彙」，後續分析也依循字彙呈現結果而行，某些以不同分

析單位及需要涉及研究者主觀判斷分類方式，仍需要透過研究者根據研

究目的進行類目設置或編碼（coding）進行分析。這些分析方法非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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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所能達成，但這同時也是未來研究者可嘗試結合不同文本及內容分析

方法進行研究設計的契機。 

註釋 

1 文化部（2013）引用尼爾森收視率調查公司的統計發現，臺灣 2012 年整體閱報

率為 39%，其餘主要報紙閱報率分別為《蘋果日報》16.8%、《自由時報》

15.5%、《聯合報》6.5%、《中國時報》5.5%。本研究選取的三報合計已經佔

總閱報率的 97% 以上，加上《中國時報》電子資料庫甚為封閉，語料庫收入

過程不易，因此在主客觀的情況考量下，研究者未納入《中國時報》。 

2 中研院斷詞系統操作與使用詳見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3 語料庫分析目前陸續有許多軟體被開發，部份為開放程式免費提供下載。本研

究採用的 Word Smith 軟體是應用最為廣泛語料庫分析軟體之一，相關研究也陸

續登上國際知名期刊，這是本研究採用該軟體的主要原因。該軟體相關資料詳

見 http://www.lexically.net/wordsmith/ 

4 本研究礙於篇幅限制無法逐一列出共詞分析列表，僅摘要重要的共詞句進行分

析。此外，本研究共詞分析的分析字數採用的是軟體預設的前後 5 個字彙，多

數語料庫研究如無特殊理由均採取此一軟體預設的前後共詞字彙數量。如果在

特殊的句子上需要探查更多共詞字彙範圍，則可使用軟體查探該文本句型所在

的原始文本，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事實上是保持一定程度彈性。 

5 選擇多少個字彙做為詞頻統計分析目標係因研究目的而異，多數研究者僅挑選

排序在前 10 到 15 個內容用字做為分析（參見 Grundmann & Krishnamurthy, 

2010）；部份學者則挑選 50 個字彙（參見 kennedy, 1998），少數研究者會挑

選多達 100 個字彙（參見 Bevitori, 2010）。因此本研究以 50 個字彙做為分

析，屬於中等的範圍。 

6 關鍵字比對分析是以 2 個不同的語料庫文本為基礎進行字彙運用差異的比對，

本研究因並未建置參考語料庫，因此未進行關鍵字比對分析。常用關鍵字比對

分析統計方法為利用概似比統計（log-likelihood）檢定關鍵字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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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rpus method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edia text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collect 1,363 macroeconomic reports from three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including Apple Daily, The Liberty Times, and 

The United Daily as the copra. Research shows that corpus-assisted media 

text analysis enables researcher to calculate frequency of vocabulary and 

analyze lexical structure of the text via concordance and collocation. By 

using macroeconomic news as the study case, 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news 

reports tend to simplify GDP number as a mission, prefer attributing loc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a systematic problem of global economy, and treat 

economy as a manageable task by attributing it to the government. All these 

ideologies and values are reflected on vocabularie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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