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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定位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從新聞工作者與新聞當事者之「自我定位」

以及「互相定位」的過程中，探究他們如何建構新聞事實。在本章

中，我們要進行的是「定位」（positioning）概念的討論。  

第一節，我們要說明，「定位」強調的是人們在「論述」中佔據

的位置（position）。其次，自我定位是一種有目的之行為，在事實

建構的過程中，人們會選擇某些位置，端視這個人想要說什麼故

事，要回應誰的說法，要規定和誰之間的關係，又想要把這故事說

給誰聽。  

第二節，我們要說明自我定位是一種「共同行動」，自我存在於

與「他人」的關係中，自我定位是去回應他人對自我的定位，是去

界定他人，以及規定他人屬於此一位置的權利義務。  

第三節，我們要從第一與第二節的討論中，說明人們之所以會

如此定位自己、定位別人，是因為社會存有的權力關係以及種種言

說教導、指引我們如此，因此，定位是一種社會行為，是經由權力

與言說形塑的結果。  

第一節  自我定位  

在本節中，我們要指出「定位」強調的是自我是「論述」中的

位置，是論述過程的產物。其次，我們要說明「定位」是一種有目

的之行為，自我如何定位自己端視自我想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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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什麼樣的敘事。  

壹、自我是論述中的位置  

「定位」（position）一詞強調自我是在論述中的位置，而不是

本質的存在。這也就是說，自我不是人們「擁有」的東西，而是透

過論述建構與製造出來的東西。  

以往學者在研究自我等相關問題時，多將其視為固定人格特質

之展現，關注的是人們內在的本質，也就是從「同一」（ the same）

的觀點來解釋自我：「我是什麼」和「我與什麼同一」，是比較單一

的、穩定的自我認知，一種傳統的「本質論」（essentialist）觀點。 

在此，自我多被視為是天賦或是具有本質性的存在，在這個預

設下，學者在探究自我等相關問題時，多半假定：自我具有實際或

潛在的透明性，此種透明性，使得自我可以被認知與了解（Connolly, 

1988: 148-149）。簡言之，以往在研究自我等相關問題時，主要是

去探究：一個人真正的樣子，一個人究竟是什麼。  

近年來，已經有學者指出（如，Harré＆Langenhove, 1999；Gergen, 

1999；Burr, 1995；Potter ＆Wetherell, 1987；Harré,1983），自我不

是存在於人的腦海中，自我是經由語言建構出來的。他們認為，以

往的研究者在對受訪者進行訪談時，大多認為可以經由受訪者的語

言分析，得知受訪者內心的、真正的想法，這裡假設有一不變的、

靜態的本質存在於人們的內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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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é＆Langenhove（1999）、Gergen（1999）、Burr（1995）、

Potter ＆Wetherell（1987）以及 Harré（1983）認為，自我不是語

言反映出來的，而是經由語言建構出來的，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

應將焦點放在此人為什麼要這樣說，他們想要建構什麼樣的自我？

建構什麼樣的情境與意義？因此，研究自我的焦點不在了解此人真

正的、內心的想法，而是在研究當此人這樣說時，他嘗試建構一個

什麼樣的自我，建構一個何種自己所欲的形象。接下來，我們要說

明這個觀點：自我定位是一種有目的之行為。  

貳、定位是一種有目的之行為  

自我存在於自我對自我的詮釋與論述，而自我如何定位自己端

視此人想要做什麼，達成何種目的，以及說什麼樣的故事。  

人們會因為不同的意圖，建構出不同的自我。每一次的身份表

現與選擇，都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情境和互動對象。因此，自我是一

情境的產物，在不同的情境中，人們會為自己選擇適切的位置。也

就是說，自我具有隨情境流動（situational fluidity）的特性。  

每個人都擁有許多身份位置。在不同的時候，會選擇不同的位

置，建構出不同的自我。每個人都擁有許多身份位置。例如，某人

可能是某「公眾人物」、可能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可能是一個「未

婚女子」。當她在面對情感的糾葛、她會強調自己是一個「普通」

的「未婚」女子，目的在說明「這是我的私事」、與「『公眾人物』

這個職位無關」。  

選擇「普通人」以及「未婚女子」的位置，意味此人排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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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眾人物的身份位置，在此，她不但不想選擇自己公眾人物的

位置，也許更想讓大家忘記他是個公眾人物，因為她要述說的是一

個「普通人的故事」，而不是一個「公眾人物的故事」。  

因此，自我是一種意圖性的建構與選擇，言者會因為要說什麼

樣的故事，建構出不同的自我，亦即，人們要說什麼樣的敘事，與

如何定位自我有關，在事實建構的過程中，人們正在設想自我應該

如何被大家認識，應該如何把自己介紹給這個世界。  

如同 Hall（1996: 4-6）曾用「 identities」這個複數的字彙定義

身份位置，他指出，身份位置從來不是同一的，在當代，它們日漸

碎片化；他們從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地」。身份只是「暫時性的

和某主體位置相結合之點」，因此，身分位置的研究重點在於它會

「變成什麼」（becoming），而非本身「是什麼」（being）（Hall, 1996: 

6）。  

自我定位就是讓自己「變成什麼」。在定位過程中，人們會去

凸顯某些部份，又排除其他部份：當某些部分會減弱他們要建構的

位置或是身份時，此事件便會被排除，而某些事情若對此人欲建構

的身份位置有幫助時，便會刻意的強調。也就是說，當人們在談論

自己時，其實就好比在談論另一個人或是一件事情，我們依據的是

敘事的特質，挑選、排除與組合某些事件以詮釋與建構自我。  

因此，一個人的定位會在不同的情境中有所不同，每個定位都

代表在面對問題時一個可能的行動版本……這也意味著另一種定

位與描述的可能（Schafer, 1992；王勇智等譯，2003）。所以，分析

自我定位的目的不在找尋他們內心以及發生事情的「正確」、「真實」

的紀錄；而在瞭解個人如何在定位過程中，建構經驗行動，他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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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方式建構自己的身份位置，他們何以要「成為這個樣子」？  

 

參、定位的目的在定義情境  

定位的目的在定義情境（definition of situation），在說明「這

裡發生了什麼事」或者說「這裡其實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而不是那

樣的事情」。  

以「性騷擾」為例，在與男性互動的過程中，當男性說出某些

令人不舒服的語言時，女性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遭受騷擾者」，

她會去描述自己不舒服的、不被尊重的感覺，而定位男性為「騷擾

者」，這些定位的目的是在進行情境的定義：這是「性騷擾」。  

但是，這個被定位的男性可能會進行另外一種意義的詮釋，這

個男性會說：「只是開開玩笑！不要缺乏幽默感嘛」！這時男性正

在進行另一種位置的建構：男性將自我界定成為一個開玩笑的人，

而女性被定位成他開玩笑的對象。此時，男性正在進行另一種定

位，自己並不是一個騷擾者，而不同的定位過程就會產生不同的情

境意義：情境從原有的「性騷擾」轉換成為朋友之間的「開玩笑」。 

更進一步，在男性重新定義情境為「開玩笑」而不是「性騷擾」，

男性的騷擾行為化為無形，出問題的不是男性做出的不當行徑，而

是這個女性缺乏幽默感，通過這樣的定位策略，男性的目的在重新

定義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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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定位是一種共同行動  

自我定位不是自我可以單獨完成的，自我存在於與「他人」的

關係中，自我定位是一種「共同行動」（ joint action）（Gergen, 

1999；Coulter, 1981；Murray, 1989）。  

關於「共同行動」，我們以如下幾點說明。首先，定位是一種

關係上的界定。其次，自我定位是一種回應，是去回應、去協商他

人對自我的定位，更進一步，自我定位也定位了別人，規定這個人

可以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這個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壹、定位是一種關係上的界定  

自我定位是一種關係上的定位，自我必定要與另一個人發生關

係，人們必須仰賴界定敘事中的其他對象，才能定位自我，因此，

自我定位就是去定位別人，定位別人也就是定位自己。  

自我敘事仰賴在敘事中出現的其他作者（co-actor），敘事是「人

與人之間的共同合奏 (ensemble)」（Clark, 1996: 3）。如同 Goffman

（1959）所說的，每個人都如同一齣戲中的一個「角色」，每個角

色都是以「演出隊」（ team）形式進行演出，沒有一場演出是靠一

個演員的單獨表演。  

人們在定位自己時，也在為他人定位，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定

位。因此，自我定位不是自我可以單獨完成的，自我存在於與「他

人」的關係中，一個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參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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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情形下，自我是無法得到描繪的（Taylor, 1989: 35）。  

對此，Burr（1995）曾舉例說明，在某人自述自己是一個失敗

者，一個從小就不被了解的悲劇人物時，這時故事中必定會出現其

他的角色，例如，他會描寫他的父親是個不負責任，打壓他夢想與

野心的人，在這樣的親子關係下，導致做為兒子的他失去所有的理

想，成為一個失敗者。  

自我定位不是自我可以單獨完成的，自我存在於與「他人」的

關係中。也就是說，我是誰？我和誰說話，誰又和我說話，我必須

回答誰的詢問與質疑？這個問題必須置某人為潛在的對象。這個對

象是自我看世界以及看自己的「基礎」（Taylor, 1989: 29）。當此人

在說「我—你」時的那個「我」就和說「我—他」時的「我」不同。

我們在說「別人」時，就已經預先決定以後的人際關係，也替往後

世界描摹出向我們呈現出來的圖像（南方朔，1999: 34）。  

任何的敘事行為都在為自己定位，為他人定位，以及為自己與

他人的關係定位。例如，「我命令你洗衣服」與「我請求你幫我洗

衣服」，這兩個對話內容中，「我」和「你」的關係就大不相同。當

我說「我命令你洗衣」而不是「請幫我把衣服洗一洗」，我除了呈

現出「洗衣」的意義，我也在為自己定位：自己是一個可以發號施

令的人，而你被我定位為一個應當服從我命令的人。因此，語言不

只在表達意義，更在指定自己與受話者之間或命令、或決定、或請

求、或判決的關係。  

語言不只是再現意義，語言更具有反映與建構互動者之間人際

關係（ interpersonal function）的功能（翁秀琪，1998；黃瑞祺，1996）。

根據 Halliday（1994），語言包含了三方面的功能：首先，語言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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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語言在此具有再現世界的功能。其

次，語言的「人際關係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語言可以建

構、反映人們的身分位置、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第三，語言的文

本功能（ textual function），指的是語言與外在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定位就是在說明語言具有展現、建構人際關係的功能，也就是

影響與界定他者的功能，也因此，透過定位的分析（人們如何定位

自己，定位他者），我們可以探究互動者之間的關係。  

關於他者（他人），我們要做如下補充。我們所說的「他者」

充斥在言說的場域，不是固定、也不是有限的，言說的對象不只是

指稱的對象，即使言者在言說中指名道姓的對某人發言，目的也是

去影響與回應更多的人。  

如同 Goffman（1959,1974）所言，角色在社會中的表演，依賴

的是「自己」，與他同時互動的「他人」以及觀看的「觀眾」這三

者之間的互動。在這個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必須與舞台上的其他

角色發生互動關係：每一個人都必須不斷地評估自我表演的過程與

效果，更要不斷的去評估與他同時在舞台上表演的他人，也要去揣

測、去設定「不在場」觀眾對這個表演的想法。  

也就是說，每一次的自我界定與演出，除了舞台上與之互動的

演員，尚包含許許多多「不在場」出席的演員與觀眾。這也說明，

對話的對象不只是言者「眼前」或是「直接」的對話者。Perelman

（林靜伶譯，1996：132）曾指出，一個英國議會的議員或許是在

對一群在場的人說話，但他其實是在嘗試對全國選民說話。因此，

我們將對話的對象定義（他者）為「言者希望去影響的那群人」，

而不是聚集在某固定場地的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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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定位在回應他人對自我的定位  

自我定位是一種回應，是去回應他人對自己的定位。也就是當

自己不同意他人對自己的定位，便會為自己定位以重新建構、反轉

自己的身份位置，進行定位的抗爭（struggle of positioning）。  

事實上，定位一詞原先就有濃厚的戰爭、競爭與流動的意味。

定位，原本出現在市場中，表示在市場競爭狀態中，廠商必須想辦

法為其產品定位，找到與其他競爭商品不同的位置，以有利於市場

競爭（Ries & Trout, 1981；張佩傑譯，1992）。在社會學科中，Hollway

（1984）是首先將定位一詞運用在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她使用「為

自己定位」（positioning oneself）、「佔據某位置」這樣的說法來說

明人們會努力爭取某位置，以推翻他人對我的看法與定位。  

舉例而言，當甲對乙說，「幫我把衣服洗一洗」，這時，經由「洗

衣」的對話，甲對自己定了位，也為乙了定位：甲是一個要求（或

命令）乙為他洗衣服的人，而乙被定位成幫他洗衣服的人，這裡，

洗衣的行動能否完成，有賴乙是否接受自己的位置（接收命令者），

以及是否接受甲的位置（發號施令者）。  

此時，會產生如下的可能情況：乙有可能去幫甲洗衣服，或者

詢問「這些衣服需不需要熨燙」？也就是乙接受甲給予的定位，這

時，或許我們可以推測，乙是洗衣店的老闆或者是甲的佣人。  

但是，乙也有可能拒絕甲對他的定位，乙可能回答：「你自己

不會去洗嗎」？這時，也許，乙可能是某甲的太太。此時，乙拒絕

甲對他的定位，拒絕兩人之間「命令與服從」的關係，被定位的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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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進行另外一種自我定位：例如，「我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佣

人」，乙正透過自我定位回應甲對他的定位，乙的目的在建構一個

「新」的自我，確定與宣示自我行動的疆域。  

更進一步，乙不僅重新定位了自己，也經由自我定位重新定位

了甲（甲應該處理好自己的事情，不應該等待別人的服務）。因此，

自我定位不只是回應他人對我的定位，自我定位更定位了他人，規

定或是禁止此人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參、定位的目的在產生行動  

定位他人的目的是去規定他人的位置，以及屬於此一位置的權

利義務。Langenhove & Harré（1999）指出，每一個社會位置都有

一成套有關是非、善惡或是道德上的規定，每一種社會位置都有特

定的社會期待與框架，評斷著在這個位置上，作什麼是對的，是不

對的。  

定位的目的在於「建立」他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以及伴隨這

個關係而來的權利義務（Davies & Harré, 1990）。而位置與位置之

間的關係一旦被建立，便會影響這些行動者之間誰可以對誰做出請

求，誰對誰可以進行規勸，誰可以對誰發號施令，誰又必須回應誰

的說法？因此，定位是一種有目的之行為，目的在透過語言產生行

動。  

語言是一種行動。「語言行動」（speech act），根據 Austin（1955）

的解釋，語言的目的在達成行動，是在為情境命名、是在完成任務、

是在達成目的。這不同於以往將語言視為一種「描述」事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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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語言被視為一種「描述」，學者注重的便是語言如何表現或描寫

事物，此時，研究語言的重點在於語言是否真實的描述了所代表之

物。  

語言的目的不只在描述，不只在反映，而是在建構意義，達成

某些行動：也許是規定某些人做什麼，也或許是禁止某些人做什

麼。例如，在婚禮上「我願意」（ I do）這句話，是使婚禮行為得以

進行的力量，或者例如「禁止右轉」的告示牌是在禁止某些行動。 

Austin（1955: 100）以「語言行動」的觀點，對傳統的語言學

提出批評，他認為，傳統的語言學忽略語言就是行動的面向，基於

此， Austin 將語言的意義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話語層次

（ locutionary acts）、表意層次（ illocutionary acts）以及遂意層次

（perlocutionary acts）。  

所謂的「話語」（ locution）層，指的是表面的文字形式、發音

的物理行為；第二層次是「表意」（ illocution），語言使用的目的在

影響他人的行為，這裡，Austin 強調的重點在於說話語言使用企圖

產生的效果（ force）（Austin, 1955: 99），也就是：「說某事便意味

著做某事」（ 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第三層次是「遂

意」（perlocution），則指說話對聽者產生的效果。 1 

這裡，Austin（1955）的目的在於指出，使用語言的目的不只

是在描述事物，並非所有的陳述都和真假有關，在此，陳述句是真

是假已不是重點，目的在完成行動，Austin 稱這類的話語為實踐句

                                                 

1 本研究有關語言行動的討論，來自鍾蔚文與臧國仁所撰之〈想像語言〉一文，

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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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tive sentence）。例如，「向伊拉克宣戰」、「我命名這艘船

為公主號」，或是在日常生活常常聽見的「幫我倒杯水」、「幫我把

衣服洗一洗」都是話語的實踐句，目的在達成行動。  

第三節  在權力關係中定位  

在本章的最後，我們要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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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不是個人的意圖、不屬於個人層次，定位是一種社會行為，

是經由權力形塑的結果。  

上文中，我們說明定位的目的在產生行動與效果（ force），在

禁止、規定、命令或請求他者的行動。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在使

用話語的實踐句時，也就是在定位時，都可以達成行動，語言是否

可以達成行動，有賴於互動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語言是否會

產生行動仰賴這句話是「誰」對「誰」說的，是什麼「位置」對什

麼「位置」說的。  

舉例而言，當我對我的孩子說「幫我倒一杯水」，產生語言行

動的機率應該要比我對我的老闆要一杯水來得大。或者說，我根本

不會對我的老闆說出「幫我倒一杯水」這樣的話，更遑論這句話是

否會產生語言行動。  

而我之所以不會和我的老闆要一杯水，而會理所當然的命令

（或要求）我的小孩幫我倒一杯水，是因為某種我和小孩以及老闆

先前的權力關係，我的小孩之所以接受我的命令或要求，也是因為

我和他某種先前的，在這次對話發生前就已經存在的關係（例如，

孩子本來就應該孝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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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們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定位他人（如上例，作父

母的這樣定位自己，這樣定位孩子）與社會情境、既存的社會關係

密不可分。定位蘊含某些特定的社會情境、關係以及制度，人們無

法脫離這些社會以及權力關係去「任意」的定位別人、定位自己，

定位受制於社會上既定的權力關係以及意義。  

舉例而言，肖小穗（2000：149-175）在分析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Clinton,W. J.）面對與呂文斯基（Lewinsky, M）的緋聞案時指出， 

柯林頓的公開道歉，其實使用了許多美國人最常見、最具規範力量

的言說。在演說中，柯林頓這麼說著：「如今這件事涉及到我和我

最愛的兩個人—我的妻子和我們的女兒—以及我們的上帝……這

到底是私事：我要為我的家人過回我的家庭生活，那是我們的生

活，跟誰都無關」。 2 

柯林頓之所以會這樣定位自己、定位自己與妻子、女兒、上帝

的關係，是因為這裡存在有許多的權力關係以及言說。他「借用」

了一般常見、熟悉卻具有力量的許多言說，包括愛的言說（我最愛

的兩個人），家庭責任的再確認（重回我的家庭生活），宗教的承諾

（我們的上帝），和個人隱私權利的聲明（這與任何人都無關）。在

此，柯林頓選擇了人們「最平常」與「最易於接受」的言說為自己

的處境辯論，他的言說如果言之成理，如果感動人心，是因為某種

先前存在的意義與關係。  

換言之，人們之所以會這樣定位自己，又這樣定位別人是因為

社會中某些言說的指引，也許是關於政治的言說、也與是關於經濟

                                                 

2 這是柯林頓在 1998 年 8 月 17 日以〈 I misled people〉為題，在電視的公開

演講。譯文來自《蘋果日報》〈柯林頓後悔誤導國人與妻子〉1998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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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說、也許是關於家庭的言說、也許是關於愛情的言說。亦即，

社會上存在的種種權力關係以及言說，成為人類行動時的概念性基

模（conceptual schema），指引著人們對自我以及對他者的了解，人

們生活在種種的權力關係與種種言說中，這些言說告訴我自己應該

是什麼樣子，建構我對「自我」的定位，以及對「他者」的定位。 

接下來，在第四章，本研究要從 Foucault 的「權力」概念解釋

人們為何會這樣定位自己，又這樣定位別人。據 Foucault，「權力」

是一種規範（定位）自我以及規範（定位）他者的力量，權力召喚

人們對自我以及對他者的想像與定位。換言之，人們對自我的定位

以及對他者的定位是一種權力關係塑造的結果，以下，我們說明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