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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權力、定位與新聞事實  

第八章，我們要探究權力、定位與新聞事實的關係。首先，在

第一節，我們要指出，無論是人們對自我的定位或是對他者的定

位，都是權力行使行為。接著，我們要從璩美鳳以及八卦媒體的自

我定位、互相定位的過程中，探究什麼樣的權力形式運作在璩美鳳

以及八卦媒體身上。  

第一節  從定位到權力  

壹、權力是一種定位自己與他人的力量  

本研究認為，定位植基於社會情境與關係。人們之所以會如此

定位自己、定位別人，是因為社會中存有許多權力關係以及言說教

導與指引我們如此。這也就是說，定位受制於社會上既定的權力關

係以及意義。  

權力是一種定位自我、規範自我以及定位他人、規範他人的力

量。權力使得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追求什麼樣的形象；他人

規定我、希望我成為什麼樣子；以及我規定他人、希望他人成為什

麼樣子。也就是說，權力是一種關於「身體」的政治技術，權力行

使的目的在於使每一個主體依照一種秩序與常規，進入愈趨規範化

的當代社會之中。  

社會上存在的種種權力關係以及言說，指引人們對自我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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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了解，這些權力關係以及言說告訴我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

與他人的關係如何。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對自我的定位、對他

人的定位，都是因為某些權力作用在他們的身上。因而，當人們在

「自我定位」以及「被定位」時，也就是此人「自視」（自我定位）

與「被視」（被定位）應該遵守什麼權利義務，有何舉證上的負擔

時，也正顯示此人面對什麼樣的權力形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璩美鳳或八卦媒體「自視」或「被視」應

該解釋什麼，有何舉證上的負擔時，也許正顯示權力對他們的規

約。因此，以下我們將從「舉證負擔」（burden of proof）的面向，

探究雙方的權力關係。  

貳、舉證的負擔  

語藝學者指出（如，Hart, 1990；Foss, 1991），舉證的負擔往往

存在於劣勢的一方，而非優勢的一方，亦即當劣勢的一方欲重新建

立意義或聲明時，必須提出許多證明來說明他們自己以及要建構的

宣稱。從舉證的負擔可以看出互動的雙方在社會中面對什麼樣的情

勢？誰不必多做解釋就可以讓人相信，誰又必須不斷的提出證據、

不斷的解釋才可以進行事實的建構？誰必須不斷的舉出證據說明

自己的正當性？這些種種都反映在社會中誰建構的事實與意義較

為「優勢」或較為「主流」？  

Hart（1990）便曾以傳遞學理和含有敵意（doctrinal & hostile）

的兩種演說為例，說明這個概念。Hart（1990）指出，以傳遞學理

為目的之演說者，由於人們對於他們的說法已有相當程度的認可，

因此，多數時間，他們只是直接說出宣稱，很少使用證據。但是，

具有攻擊性的敵意論述，則會使用大量的證據，因為他們有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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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宣稱的負擔。  

Clark（1977；引自  Hart 1990）也指出類似觀點。他比較傳教

士與一般人的演說發現，傳教人士在傳教時，只簡單的說出聲稱，

使用少量的證據；至於非傳教人士則會在論辯的過程中，使用各種

不同的證據，作為建構宣稱時的支撐，因為這些人要面對的是一個

較為「困難」的處境，也就是有舉證的負擔。  

女性主義學者 Mackinnon（1992）也曾以舉證的負擔說明在父

權社會中，女性在舉證時通常會被要求許多的證據，Mackinnon

（1992）認為，這顯示出以女性觀點定義與命名事件的困難性。林

芳玫（1996）在「強暴與強暴控訴」一文中，也指出類似的觀點，

她指出，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強暴控訴時，社會對她要求非常多的證

據。例如，妳當時有沒有抵抗？妳有留下當時的物證嗎？  

因此，從「舉證」的角度探究璩美鳳與八卦媒體雙方的權力關

係時，我們發現，相較於八卦媒體，璩美鳳在建構事實時提出的證

據數量較多、形式較多、也有較多的歧異與矛盾。  

例如，從五因分析結果看來，璩美鳳在建構事實時在「行動」、

「行動者」、「行動方式」、「場景」與「目的」的選擇上，璩美鳳似

乎一個也不能遺漏。為了建構這件事是一「偷拍」的「行動」。她

必須努力的說明關於媒體作為「行動者」在社會中應有的新聞道

德、使用偷拍這種「行動方式」，以及此種「行動方式」帶來使她

痛不欲生的行為結果，她也凸顯行動發生的場景：她的家、她的臥

室以及她的日記簿。  

至於八卦新聞似乎只是將焦點鎖定在「行動者」以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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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面向上：作為「公眾人物」的璩美鳳和「已婚」男子發生性

關係，這是通姦，通姦就構成了新聞事件，相較於璩美鳳，獨家報

導的舉證的負擔似乎來得較小。  

從璩美鳳在建構事實時使用證據的數量與形式，璩美鳳顯然比

八卦媒體要負擔更多的舉證責任。若從舉證負擔的面向上看來，璩

美鳳面對較大的質疑，在進行推翻「通姦事件」，進行「偷拍事件」

的事實建構過程中，璩美鳳必須舉出較多的證據。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去做「璩美鳳承受較多的權力，八卦雜誌

承受較少的權力」這樣的推論。如同 Foucault 不斷的提醒，權力不

是「實體」、不是「財產」、也不是「佔有」，權力的問題不是「誰

多或誰少」、「誰擁有或誰匱乏」的問題。  

我們的目的在從八卦雜誌以及璩美鳳如何自我定位、定位他者

以及被定位的過程中，提出什麼證據作為定位自己，以及定位他者

的線索中，探究是何種形式的權力作用於璩美鳳以及八卦媒體身

上？  

我們認為，關於權力的問題其實就在探究「是什麼樣的權力作

用人們身上」，產生了何種形式的主體。也就是在問：為什麼這樣

的權力會作用在璩美鳳或是八卦媒體身上，而不是其他的權力作用

於他們身上？又為什麼這樣的權力不會作用於其他人身上（例如，

為何不作用在光碟男主角曾仲銘的身上）？作用在八卦媒體身上的

權力為何與璩美鳳不同？或為何相同？當這樣的權力形式作用在

璩美鳳身上時，目的在建構璩美鳳或是八卦雜誌成為什麼樣的主

體？也就是希望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以下，我們分別從璩美鳳以

及八卦雜誌如何自我定位以及被定位的過程中，探究權力的運作軌



 
建構新聞事實：定位與權力 
 

 129

跡。  

第二節  運作在璩美鳳身上的權力  

首先，我們要從璩美鳳如何自我定位，定位他者以及被定位的

過程中，探究何種權力形式在璩美鳳身上運作。  

相較於八卦雜誌，璩美鳳提出證據的數量較多。這裡，我們發

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從表面上看來，社會似乎是同情璩美鳳，是

譴責八卦媒體的。但是，璩美鳳何以要擔負較多的舉證責任？  

我們的解釋是：璩美鳳很難推翻八卦雜誌將光碟事件建構成

「通姦事件」的說法，也就是很難逃離「通姦」此種道德的咒語。

我們認為，若與新聞專業言說相比，運作在璩美鳳身上種種關於女

性的言說以及道德的言說，要比新聞專業言說來得分歧。因此，在

這個情勢之下，璩美鳳必須提出許多的證據，證據的形式也來的龐

雜，其間充滿較多的矛盾。以下，我們將說明權力編織成的言說如

何規範璩美鳳，璩美鳳事件中展演出什麼樣的言說？  

壹、主流權力展現規範力量  

定位就是一種權力的行使，無論是璩美鳳的自我定位，或是他

人對璩美鳳  之定位，目的都是在規範璩美鳳「應該成為某種樣子」

又「不應該成為某種樣子」。  

在璩美鳳事件中，璩美鳳面對許多人對她的定位，她也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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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定位。例如，在面對「通姦者」的定位時，璩美鳳被定位成一

個「傷害曾太太的人」，她這樣向曾太太道歉：  

被問到「對曾姓男子的太太有何看法時？」她

一度哽咽表示：「對不起，抱歉，感受到她的包

容，對她充滿歉意。」….璩美鳳也坦承自己不

善處理感情，是個「壞女人」，現在又把感情處

理成「爛攤子」。 1 

璩美鳳向大家道歉，向人們坦白自己的罪惡，也為自己不應當

的思想和慾望道歉，璩美鳳在向曾太太「道歉」的同時，自己似乎

從事件中的「受害者」轉變成為「加害者」，這與她將光碟事件建

構成偷拍事件，定位自己在「受害者」的位置有些矛盾。  

我們認為，璩美鳳似乎她很難逃通姦此種道德性的語言。在面

對諸如家庭與婦德等主流的社會規範時，璩美鳳似乎顯得無能為

力，因此，她用「對不起大家」來面對社會主流的價值規範。  

例如，在《懺情錄》的封面上，有這樣的一段文字：以後，「任

何結過婚的人，都列為拒絕往來戶，永遠保持距離不許跨越雷池」

（璩美鳳，2002）。璩美鳳將自己定位在「壞女人」、「爛人」的位

置，她向社會大眾道歉，承認自己有違婦德。  

美鳳深深向曾太太致歉，向所有關心美鳳的長

輩親友致歉，向社會中期待美鳳聖德行徑的朋

                                                 

1 胡忠信在《Power 大解讀》節目中對璩美鳳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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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致歉。美鳳已死。美鳳用沈死的心，廢物利

用猶剩的生命，期待未來多能行善，讓苟活的

生命，點滴幾許剩餘值（璩美鳳，2002: 230）。 

璩美鳳道歉的同時，傳統道德似乎也贏得勝利。 Tavuchis

（1991；轉引自南方朔，2001）在《都是我的錯—道歉及和解社會

學》一書中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道歉」其實具有重要的社會功

能，「道歉」代表當人們做出傷害或侵犯別人時，意識到會傷害到

自己與大家的生存介面。因此，「道歉」的目的一方面是去彌補自

己的過錯，另一更深層的意涵在於全力修補破碎或出現裂縫的生存

介面，裡面蘊含的乃是諸如自我節制，重視別人的感受，尋找共同

生存介面等價值。  

璩美鳳的道歉，顯示主流權力正經由道德性語言教養與訓誡著

人們，一旦違反了社會的文化或道德，便會受到明顯或隱約的責

難。透過璩美鳳的道歉，社會普遍的規範與權力關係得以鞏固與再

生產。這裡顯示，權力的運作從來不只是壓制而已，而是讓人俯首

認罪，被主流權力召喚的璩美鳳，透過道歉，透過軟弱的女性位置，

正開始進行對下一個身體的召喚，也進行著維持社會正常秩序的功

能。  

另外，運作在人們身上的權力從不是單一、更不是和諧與一致

的，權力不是完整、固定或牢不可破，權力是一種戰爭，社會上主

流權力會對璩美鳳進行規範與管治，但是，社會上會有另外的權力

言說正進行另外一種意義的建構。  

也就是說，除了主流權力在璩美鳳身上展現規範力量，社會上

存在的其他的權力言說，也正蠢蠢欲動，搶著通過璩美鳳事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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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試圖展現他們的力量，進行意義的建構。因此，運作在璩美鳳

身上的權力是差異的、矛盾的、甚至是衝突、對立的，而這也正是

權力之所以為權力的原因。  

以下，我們要以「傳統女性言說」以及「女性主義言說」為例，

說明這些言說如何在權力的場域中競爭，這些言說試圖建構出什麼

樣的「璩美鳳」，想要建構什麼樣的意義，而面對這些分歧的言說，

璩美鳳又如何回應。  

貳、傳統女性言說展現規範力量  

當一個女性被偷拍時，一般大眾認為她應該表現出什麼樣子？

她自己認為應該表現出什麼樣子？換言之，她如何定位自己，又如

何被他人定位？  

概括來說，隨著時間流轉，人們對「光碟事件」有不同的討論：

在光碟事件爆發之初，璩美鳳是「可憐」的，人們對她施予的是一

種「同情」，而同情言說的背後正是對「貞潔」的看重。例如，在

網路上有：「璩美鳳完蛋了」「璩美鳳會自殺嗎？」的許多討論。例

如： 2 

恨死ㄌ ..很多人大概會自殺ㄅ。  

我想站在當事人的立場  美鳳小姐一定難過得

想哭  想自殺吧。  

                                                 

2 Openfind BBS 網路論壇。http://www.openfind.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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璩美鳳也在她發表的聲明中也指出：「璩美鳳已經死了」；「無

論這個事情的詳情如何，璩美鳳都已經在身心雙重受煎熬的情況

下，在媒體的意象中，宣判了死刑」 3！網路上的談論，以及璩美

鳳對自我處境的認知，似乎都顯現出：還不如死了算了，這裡預設

的便是失去貞節的女性似乎就是一無所有的。  

然而，隨著璩美鳳新書《懺情錄》的出版、到新加坡登台作秀、

接受媒體訪問，她愈來愈「不像」受害者，人們開始顯得「憤怒」，

這些憤怒也許來自璩美鳳並未按照傳統「失去貞節」女性的腳本來

訴說她的故事，責難的言說開始出現： 4 

原本很同情她  但她之後一連串動作  都讓人

覺得丟盡了女人的臉。  

如果發生核子大戰，會活下來的大概只剩蟑螂

和ㄚ鳳，生命力真強。  

我覺得她過份作秀的態度，已經激怒社會了。

從一個受害者轉變成加害者真的是太囂張了。  

這些語言都在定位璩美鳳：被偷拍的女子應該羞恥一生，璩美

鳳似乎不應該過正常人的生活，她應該羞恥與痛苦的過一生，應該

不斷的反省檢討羞辱自己，祈求社會大眾的「寬恕」。  

                                                 

3見《中國時報》〈璩美鳳聲明全文：我已經死了〉2001 年 12 月 20 日。  

4以下討論出自 Openfind BBS 網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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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想法下，當璩美鳳「走出來」的時候，人們開始

顯得「憤怒」：這裡說明，女性被偷拍，不屬於「一般權益」受到

侵犯，而是屬於「失去貞節」的範疇，人們假定璩美鳳應該是羞恥

走不出來，見不得人的，總而言之，一個被偷拍女子「站出來」並

不合乎一般的「常識」。  

因此，璩美鳳必須不斷舉證她為什麼要「走出來」？「走出來」

似乎成為璩美鳳最大要面對的解釋，她要使用許多證據以說明自己

「為什麼可以」以及「究竟是如何」從偷拍案中「站起來」。  

首先，璩美鳳將「走出來」的原因歸因於她的媽媽，她將自我

定位成一個女兒，不忍心看見媽媽痛苦、流淚的女兒，她之所以能

夠站起來，不是因為她不知羞恥，是因為她對媽媽的孝心：「就算

我自己不想活，為了家人，都得挺起腰桿想辦法活」。 5璩美鳳將其

站起來的動力歸因於她的家庭，與社會認可的價值「孝順」連繫在

一起。  

璩美鳳說，她曾經想過從此隱姓埋名或遠走他

鄉，甚至從此灰心喪志。但是，人的一生不只

為自己，她可能坦然平靜面對生命趨於消沈，

她的媽媽沒有辦法。 6 

除了將自己定位在「女兒」的位置，她也將自己界定為保護者，

她之所以站起來的目的是要「舉發不法分子的不肖行徑」，保護社

會其他可能受害的女子。璩美鳳說：「我只能用殘破的身心，來保

                                                 

5  見《中國時報》〈璩美鳳：我只能跌跌撞撞找出路〉2002 年 2 月 8 日。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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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未來其他可能受害的女子」（璩美鳳，2001）。 7 

參、女性主義言說展現規範力量  

在璩美鳳光碟事件中，女性主義者可說是璩美鳳重要的同盟

者，她們試圖經由「璩美鳳光碟事件」突顯女性受到的不合理對待。

例如：  

我們社會中的偽善，一向認為婚姻中的性才可

以被接受。通姦不必然代表道德上的缺失，不

代表當事人的操守有問題，通姦應該被除罪

化，通姦罪根本不應存在。獨家報導的做法扭

曲了社會正義與新聞自由，且嚴重扼殺女性參

政空間，即使璩美鳳與有婦之夫上床，也是璩

個人的事。 8 

不過，有趣的是，女性主義者雖然是璩美鳳重要的同盟者。但

是，璩美鳳卻不願意明白的和她們站在一起。甚至，在許多時候，

璩美鳳的論述看來是「違背」女性主義的論述：例如，璩美鳳一直

將自己定位在傳統的受害角色，選擇的是女兒、依賴的小女人、壞

女人的位置，這些位置其實是與女性主義主張的身體自主、情慾自

主、獨立等等主張背道而馳。  

                                                 

7 見《中國時報》〈璩美鳳聲明全文：我已經死了〉2001 年 12 月 20 日。  

8 見《聯合晚報》〈兩性人權團體聲援陳文茜、美鳳  促通姦無罪〉200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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璩美鳳選擇的似乎是與傳統的女性言說站在一起，而並非與

「同盟者」站在一起。我們的解釋是，對於與女性主義之間的斷裂，

璩美鳳似乎有不得不的理由：一方面，她需要婦女團體支援的同盟

聲音，但是，為了有效定位自己在「受害者」位置，她不得不挪用

有關傳統的婦德論述，也就是說，女性主義的「強勢作為」不符女

性被期待為柔弱的、受害的、被動的形象，因此，璩美鳳不得不與

婦女團體的強勢作風保持距離。  

這裡顯現，人與言說之間存在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每個人

都希望擺脫屬於此言說的框限與枷鎖，但是，又必須從這個言說中

得到資源。  

第三節  運作在新聞工作者身上的權力  

壹、新聞專業主義  

本研究採取 Foucault 對權力的界定，權力是「生產論述的操控

體系」（Foucault, 1972: 224）和主宰現代存活的種種操控策略與技

術的組合（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因此，我

們認為，權力是經由一套「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運作生產新聞

論述。  

新聞專業主義除了規範新聞事實的樣貌，也成為一套判斷標

準，指引著新聞工作者對自己，以及社會中其他人對新聞工作者的

看法，不遵守新聞的常規就必須被排除或是接受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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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聞事實不是客觀事實的反映，新聞事實是透過專業正

當有效方法蒐集的資訊（Tuchman, 1978: 82-83）。新聞事實反映出

新聞社群共同持有對事實的預設與看法，新聞社群中具有共同目

標，亦持有共同的標準、方法、以及對事實的預設。這些預設決定

了重要研究問題有哪些，什麼解答可被接受，什麼可以構成證據，

什麼是偏差行為，換言之，事實的建立必須透過共識，與社群成員

所共有的相互主觀性因此具有強制力。  

貳、新聞事實是專業社群以及生活世界交錯的過程  

新聞事實是新聞專業主義建構與生產的論述。然而，新聞事實

不是新聞專業規則之反覆，新聞事實與社會以及時代環境緊緊相

繫，新聞事實是一種流動與爭霸的過程，是眾人共同協力、衝突與

協商的過程。  

換言之，新聞事實除了經由新聞專業主義所建構與運作，新聞

事實也源自於社會的一致同意，這顯示出檢驗與評斷新聞的標準除

了新聞專業言說之外，更不能脫離道德與倫理的言說框架，一種社

會允許的、認可的、被制度化的方式或技術，也就是一套合乎常理

與常情的共識機制。  

新聞事實是新聞專業言說與生活世界交錯與協商的過程。因

此，新聞事實的分析不能僅止於新聞專業規則，也須落實在人與人

的互動與對話中。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們選擇璩美鳳事件作為

探究新聞事實建構的研究案例，我們的目的是從新聞記者以及新聞

當事人協商與爭霸的過程中，探究新聞專業主義如何被使用、被確

認以及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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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從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新聞工作者定位自己、

自己與別人的關係）以及他者為新聞工作者定位（他人如何看待新

聞工作者）的過程中，解讀新聞記者遭受何種權力的規約，被當今

社會接受的報導方式又是什麼？  

參、權力與新聞事實  

Foucault 認為，每種論述都會出現某些規則，這些規則決定什

麼樣的陳述可以出現或不可以出現，這些規則通常在不自覺的狀況

下運作。這些規則決定論述的可能性，因此，「論述的生產是根據

某些程序、受到控制、篩選、組織與再分配」。以下，我們要從璩

美鳳案例中探究新聞事實受到哪些的限制與規範，以探究新聞事實

與權力的關係。  

一、新聞報導中可以談論哪些事情？又有哪些事情不被承認是新聞

論述的對象？  

我們從兩個層面答覆這個問題：首先，新聞工作者可以報導誰

的行動？其次，什麼樣的「主題」的事件，才可以被報導出來？  

首先，我們要探究的是新聞工作者可以報導「誰」的行動？若

用 Burke 的語言來說就是：事件的「行動者」是「誰」，哪一類人

的行為才可以被報導？  

獨家報導強調璩美鳳的「通姦者」身分，新聞記者可以報導「罪

犯」、「公眾人物」的行動。這也意味著不是社會上所有人都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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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的報導範圍中。至於璩美鳳也不斷論辯她已經不是公眾人物，

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女人、小女兒。這裡顯現，璩美鳳與八卦雜誌都

是從新聞專業對於「被報導者」的相關規範中，也就是新聞可以報

導哪些人，不能報導哪些人的相關言說中，進行意義的爭論。他們

各自從相同的論述中，挪用對自己有利的部份，進行意義的爭奪戰。 

其次，新聞工作者可以報導哪一類的「主題」？哪一類的主題

是不被允許的？  

新聞報導必須報導「特定」的主題，這也就是何以日常生活發

生的事件，因為主題的限制，使得某些特定的活動被凸顯，某些特

定活動項目沒有報導、或說沒有被察覺。  

對獨家報導來說，他們將光碟事件建構成通姦事件，意味他們

可以進行諸如「通姦」等犯罪性的主題報導；這也意味著另外一些

主題是不被允許的報導題材，是在新聞報導中被禁止談論的題材。

這些禁止的規則將某些發生的事情消音，不承認他們是新聞論述的

對象。這些不能被新聞報導的地方，人們把他們喚為「隱私權」、「國

家安全」或是「機密事件」等等。  

因而，璩美鳳將光碟事件建構成為「偷拍事件」意味著新聞報

導的主題不應該包含個人的隱私，璩美鳳凸顯事件發生的場景：這

是我的家，我的臥室，我的日記本，這意味著璩美鳳認為，某些場

合、某些區域，不是新聞工作者被允許進入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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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被允許說與寫？  

「誰」被允許說與寫？這裡意味著只有符合某些條件的人才有

資格談論某些特定的主題。「誰被允許說與寫」，這類規則使我們認

為某些人說的話是有意義的，另一些人說的話則被視為是無效的。 

我們認為，關於「誰」被允許說與寫的問題，除了言者原先本

來就具有的發言身分外，更重點的在於人們如何在某些人身上加諸

一些發言的權威，也就是如何「建構」發言者的位置。  

上文中，我們指出八卦雜誌以新聞的「捍衛者」自居，他們強

調追求新聞事實時的不妥協精神，他們將自己定位成「惡勢力的對

抗者」、「新聞自由的鬥士」。這裡顯示，在建構事實的過程中，獨

家報導正在積極地、主動地建構自己的位置，建構自己的可信度。 

相對於八卦雜誌不斷建構自己的可信度，社會上另一群人為了

將八卦媒體的報導視為無效的、沒有意義的報導。他們會進行另一

種位置的建構。事實上，將八卦雜誌稱之為「狗仔隊」，其實就已

經是一個貶抑的詞語。「狗仔隊」一詞，由「尾追」、「緊纏」（dogging）

延伸而成，使用「狗」來形容記者緊追新聞對象的動作。如下例所

示：  

狗仔隊來了！從今起，政商鉅子、演藝名流開

始「服刑」，刑期與名氣成正比，只要一天是名

人，華衣即囚衣。天地之大，無處沒有偷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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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 9 

名人們，小心家中進出的工人，竊聽器、針孔

攝影機的安裝技巧容易得很。……而大樓下，

怎麼多了一個面生的攤販？對面隔鄰為什麼鬼

鬼祟祟，老往這裡瞧？ 10 

除了社會上對八卦雜誌的質疑，璩美鳳也在經由定位獨家報

導、試圖使獨家報導的言論變得無效與不正當。璩美鳳指出獨家報

導公佈光碟的目的是為了大賺一筆，璩美鳳更不斷凸顯獨家報導的

「行動方式」：目的在說明偷拍不是記者蒐集事實時會用的方式。

用偷拍方式取得的新聞資料，不是「新聞記者」，而是「偷窺者」

才會做的行為。  

三、什麼樣形式的事實才是新聞事實？  

八卦媒體工作者在五因的選擇過程中，強調事件真的發生，他

們使用照片以及影像作為證據。這裡可以看出新聞媒體建構新聞事

實的方式是以外在於個體的經驗與事件，作為主要建構新聞事實的

主要方式。  

Halliday 指出，語言所表達的經驗可以分作外在和內在於個體

兩大類（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從分析中，我們發現，新

聞記者建構事實的方式多以「外在於個體」的為主，這些事實的特

性是：能直接感知，存在著物理的痕跡可供查驗，似乎能獨立於個

                                                 

9 見《聯合報》〈狗仔隊來了〉2001 年 6 月 1 日。  
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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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識而存在（鍾蔚文、翁秀琪等，1999）。例如，在新聞教科書

中就明白教導新聞工作者：「不要加上具有主觀色彩的價值觀形容

詞，此外，諸如好壞、美醜、高低、多少、輕重、貴賤等字眼，都

要慎重使用」（章台生，1998︰337）。換言之，「主觀色彩的價值觀

形容詞」，隱含著所陳述之事是個人主觀的介入，這不符合客觀的

「傳話者」的要求，因此應該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