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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對象與分析步驟  

本研究從「定位」的角度，探究在新聞事實的建構過程中，新

聞工作者與主要當事人如何定位自己、定位他人，以爭取事實的建

構與詮釋權，並進一步探究此過程複製或推翻何種「權力」關係，

因此，「權力」與「定位」是本研究探究新聞事實的切入點。  

本章的鋪陳方式如下：第一節，我們要彙整關於定位與權力的

概念，以利本研究之分析。第二節要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第三

節則要說明本研究的分析步驟。  

第一節  從權力與定位分析新聞事實的建構  

壹、分析新聞事實中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採取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權力運作正是把每一個「個

體」塑造成「主體」的方式（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212）。因此，權力具有召喚新聞工作者建構「專業自我」的力量。 

權力之所以為權力，在於它有一種不同於暴力的壓制力量，使

人們能夠心悅誠服的去「實踐」種種規則。在此，權力設計一套屬

於新聞工作者的權利義務與角色規約，經由一整套技巧、方法、知

識與計劃，經由不斷的訓育過程，把身體訓練成一種溫馴又有用的

東西，使新聞工作者將新聞專業的規範與期待，視為「應該」與「願

意」追求的目標與自我形象。因而，Hall（1996）指出，權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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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行動者涉入此一行動位置的力量。  

權力生產與訓育新聞工作者對自我的認知，規範新聞工作者，

產製出「合乎規定」的「理想」新聞，使新聞工作者不自覺的運用

某種「理所當然」的架構與分類系統，目的在於「常規化」新聞工

作者，以達成新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要求。  

貳、分析新聞事實中的定位過程  

然而，新聞記者的自我認識，不是在新聞報導之前就存在並確

定下來的產物，新聞工作者必須透過每次的實踐，行使、確定或是

修正對自我的認識以及新聞的專業理念。也就是說，自我認識從來

沒有完成的時候，自我是在實踐當中，不停確認與修正的狀況，這

是一種動態的定位過程。  

新聞工作者對自我的認識不是僵硬、固定規則之反覆，必須在

社會現實之中、在實踐之中，不斷的確認與修正。這是一種「情境

式」的過程，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也就是說，新聞工作者的自

我認識是經由新聞專業言說所形塑，以及與他人之間的互動與協商

過程表現出來的，其中不斷交錯、纏繞，或確認、或重新修正。  

新聞工作者與被報導的當事人，皆在爭相為自己、為他人進行

位置上的給予或是逃脫，我們將這個位置的協商與競爭過程稱之為

「定位」。用「定位」這個名詞目的是在彰顯「位置」會在人際對

話中不斷的被給予、被接受、被宣稱、或被反抗，一種不斷被賦予，

也不斷被改變、修正與協商的過程（Davies & Harré, 1990），每個

人都希望佔據某個位置，同時，他也希望他人站在某給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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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因而是一種權力鬥爭。  

「定位」的成功與否，關切到所說的話是否會被接受，被當成

「事實」，定位的戰爭就是一種建構事實與推翻事實的戰爭。定位

的抗爭不只在說明我是誰、你是誰或者是我與你之間的關係，抗爭

的目的更是在進行對事件的定義與詮釋權，亦即能否達成「事實宣

稱」。因此，「位置的抗爭」就是一種意義的抗爭，一種建構事實與

推翻事實的角力過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以下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及分析資料。  

壹、璩美鳳光碟事件  

事實上，人們每天都在為自己與他人定位，這個定位過程在自

身與他人身上以看不見的方式運作，使人們感覺不到這個運作過

程。只有當人們深陷質疑，必須解釋、確立、爭辯或指定自己與他

人的身份位置以及其間的權力關係時，人們才會持續不斷的定位自

己、定位別人。  

也就是說，在人們要求自己在社會上應得的權利，或是必須「規

定」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誰應該對誰做出請求，誰

應該對誰進行規勸，誰應該對誰發號施令，誰又應該回應誰的說

法？此時便是定位現形的最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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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研究案例的選擇上，我們就必須從這個方向去找尋，

才能使於原本隱匿的定位過程彰顯出來。本研究認為，「璩美鳳被

偷拍事件」彰顯了八卦雜誌以及新聞當事人，界定自我以及他人的

定位過程。在這個案例中，璩美鳳與八卦雜誌工作者其實都在要求

自己在社會上應得的權利，都在「規定」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權力關

係。  

獨家報導周刊自 2001 年 12 月 17 日，將傳聞疑似前北市議員

及新竹市文化局長璩美鳳與男友遭偷拍影帶，以製成光碟方式隨周

刊販售，雜誌封面並以「通姦真人 LIVE 秀」的斗大標題，將此事

大炒特炒。對此，獨家報導指出，此舉是為了「呈現新聞事實」，

且已將片中人物進行比對，認為這件事是「真實的」，並願面對爭

議 1。…..此一作法主要目的不是在販售 VCD，而是為了「新聞事件

的完整性」，獨家報導是為了支持該專題報導，故隨周刊附上光碟，

其目的是為了能完整呈現「新聞事實」，並交由社會大眾公評。 2 

貳、分析資料  

本研究之分析資料包括以下五類：  

一、相關新聞報導：自 2001 年 12 月 17 日獨家報導公開璩美

鳳與男友偷拍影帶開始，各大新聞媒體對此事件的相關報

導。我們選擇這個時期的純淨新聞作為分析文本，一般而

                                                 

1 見《中國晚報》〈激情光碟／獨家報導製光碟隨周刊大賣  宣稱是真的及願

面對爭議〉2001 年 12 月 17 日。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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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比起其他新聞的形式，純淨新聞似乎更強調反映客觀

事實。我們以純淨新聞為分析文本，以勾勒出璩美鳳事件

發展的大致脈絡，以探究新聞事實的建構與推翻。  

二、璩美鳳的《懺情錄》以及《懺情錄》所附之 VCD。《懺情

錄》一書共 9 萬字，在書中璩美鳳談及自己對性、愛情和

金錢的看法，以及和八位政商名流、六位男友感情歷程，

此書在 2002 年 2 月 5 日上架，並隨書附贈一張 30 分鐘

VCD，由 TVBS 週刊出版。  

三、媒體對璩美鳳之專訪。例如，「胡忠信在《Power 大解讀》

節目中對璩美鳳」的訪問；「蔡康永專訪：璩美鳳的金錢

觀」的訪問；以及時報週刊對璩美鳳的訪問。 3 

四、八卦雜誌（壹週刊、獨家報導）的創刊詞、廣告詞以及媒

體對八卦雜誌工作者的專訪。  

五、民意論壇或 BBS 對璩美鳳事件的討論，包括 Openfind BBS4

網路論壇以及各大新聞媒體之民意論壇（詳細分析資料請

見附錄）。  

                                                 

3 時報週刊對璩美鳳的訪問有：「璩美鳳從沒買過 BURBERRY」（《時報週刊》

1250 期，2002 年 2 月 4 日）；「璩美鳳為何一再強調慈善演出」？（《時報週

刊》1255 期，2002 年 3 月 12 日）「璩美鳳唱得很有〈味道〉」；「我是一個烈

士，能夠承擔這一切」以及（《時報週刊》1256 期，2002 年 3 月 19 日）「璩

美鳳螢幕前失控三度揚言自殺報復」。  
4 Openfind BBS 網路論壇。http://www.openfind.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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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步驟  

本研究要探究的主要問題是：八卦雜誌與璩美鳳如何經由自我

定位以及互相定位，競逐新聞事實的建構？同時，我們也要進一步

探究定位與新聞事實的建立，複製或推翻何種既有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之分析步驟分成如下三個步驟：壹、在璩美鳳光碟事件

中，八卦雜誌與璩美鳳分別建構了何種新聞事實；貳、定位如何影

響新聞事實；參、權力如何形塑人們的定位以及影響新聞事實的建

構。我們以表 5-1 說明如下。  

表 5-1：本研究的分析步驟  

分析步驟  說明  

 

壹、璩美鳳事件中建構了何種新

聞事實  
八卦雜誌與璩美鳳建構了什麼新

聞事實，在進行事實建構的過程

中，選擇與排除哪些元素？  

 

貳、定位如何影響新聞事實的建

構  
八卦雜誌與璩美鳳如何回應他人

的定位、如何定位自己與定位他

人，以建構或推翻新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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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權力如何形塑定位與新聞事

實  
權力如何影響璩美鳳與八卦媒體

定位？這些定位與事實建構又再

製何種權力關係？  

根據前述表 5-1 所列之分析步驟，詳述如下。  

壹、璩美鳳事件中建構了何種新聞事實  

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在事實建構的過程中，各自選擇、排除與組

合何種元素，以建構事實？  

本研究主張，新聞事實是一種「事實建構」、是一敘述的問題，

因而，我們的重點就不在探究誰說的是「真的」，誰說的又是「假

的」，我們要探究的是新聞工作者以及璩美鳳認定「事實」的標準

和形成事實的敘事模式，他們各自在新聞事實的建構的過程中，凸

顯了其中的什麼？又遮蔽了哪些因素？此種凸顯與遮蔽有何意

義？  

貳、定位如何影響新聞事實的建構  

接著，我們要探究在新聞記者與璩美鳳的自我定位以及相互定

位的過程中，如何進行新聞事實的建構與推翻？透過新聞記者與璩

美鳳界定自我與他人的定位過程，我們要去探究這些位置展現出何

種對自己、對他人、對他人與自己、對世界、對事實的看法與預設。 

在此，我們要探究定位與新聞事實之間的關係。我們要從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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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璩美鳳建構事實的過程中，如何安排其間的「角色」，這些

角色又被置放在何種位置？又如何規定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以建

構新聞事實？  

以下，我們要分別探究八卦雜誌以及璩美鳳如何回應他人的定

位、如何定位自己以及定位他人？以進行事實的建構與推翻。  

一、八卦雜誌部份  

（一）、他人如何界定記者  

我們要從他人定位八卦雜誌的過程中，探究新聞工作者在社會

上被期待的框架是什麼。包括：哪些行為是新聞工作者應該遵守

的？哪些行為會使新聞工作者贏得尊敬？又有哪些錯誤被視為偏

差行為？新聞記者應該作什麼？作什麼會受到稱讚？又何以會受

到反對？從這些對記者的界定與規範中，我們要進一步找出人們認

定的新聞事實應該具備何種形式，又什麼是被允許的蒐集事實方

式。  

（二）、記者如何定位自己  

我們要從八卦雜誌的自我定位，挖掘權力將新聞工作者建構成

何種主體？又承載何種新聞專業的理念與框架？而這些定位又複

製何種權力關係，產製出何種新聞事實。簡言之，就是八卦雜誌如

何建立一個關於自我的論述，認為自己是做什麼的，對自己的期待

為何？與他人的關係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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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者如何經由界定他人（璩美鳳）以界定自己  

除了要去探究新聞記者給予當事人璩美鳳什麼位置，我們也要

探究記者如何界定其他的人，例如，出現在新聞中許多「在場」的

參與者（如蔡仁堅、郭玉鈴、璩媽媽、曾仲銘、曾仲銘之妻、媒體、

學者專家、政府……等等）；同時，也包括許多「不在場」的其他

人：例如「觀眾」以及充斥於社會關於女性、新聞專業、道德等等

的相關言說。  

二、璩美鳳部份  

璩美鳳如何回應他人的定位，如何定位自己以及定位八卦雜

誌，以進行事實宣稱？  

（一）、他人如何定位璩美鳳  

為了行使新聞記者與新聞當事人的權力關係，新聞記者將璩美

鳳定位在那裡？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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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璩美鳳如何定位自己  

為了回應八卦雜誌對她的定位，璩美鳳會重新定位自己、定位

他人以及定位八卦雜誌記者。這裡要探究璩美鳳如何形容自己？如

何建構自我的位置？將什麼作為自我應當遵循與追求的目標？以

進行事實的建構與推翻。我們要探究璩美鳳會選擇什麼「位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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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避何種「位置」？這些位置之間會有什麼關係？是相互衝突、

依存、還是有其他的關係？又，她會選擇何種位置與不同的位置互

動，這些位置之間又行使了何種權力關係？  

（三）、璩美鳳如何經由定位自己定位八卦媒體  

璩美鳳如何經由定位他人而定位自己，以及與其他種種相關言

說的對話過程。例如，出現在新聞中許多「在場」的參與者（如蔡

仁堅、郭玉鈴、璩媽媽、曾仲銘、曾仲銘之妻、媒體、學者專家、

政府……等等）；同時，也包括許多「不在場」的其他人：例如「觀

眾」以及充斥於社會關於女性、新聞專業、道德等等的相關言說。

我們將焦點放在八卦媒體的定位上。  

參、權力、定位與新聞事實  

第三個分析步驟，我們要探究權力、定位與新聞事實的關係。

我們要探究權力如何在璩美鳳以及八卦媒體身上運作，權力如何規

定他人與自我的位置，這些定位又再製與傳遞出何種權力關係？並

進一步討論璩美鳳以及八卦雜誌在事實建構以及推翻的過程中以

何種方式複製與生產既有的權力關係？  

我們認為，權力建構人們對自我的定位、對他者的定位，以及

他人對自我的定位，同時，這些定位又是權力傳遞的媒介，權力與

身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循環與互相建構的關係。因此，人們對自我

的認識不是一個結果式的對象，我們不能僅僅去發現或是描述哪些

權力關係形塑主體。主體不是一個結果式的概念，它也是一個原

因，一個權力可以暢行運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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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個主體都同時扮演著被召喚與召喚者的兩種角色，人

們既是權力的接受者又是權力得以傳播的媒介，每個人的任務便是

要召喚下一個「個體」成為「主體」。因此，在權力與定位的關係，

有兩個面向要討論：  

一、權力如何形塑定位？  

我們要探究八卦雜誌以及璩美鳳的自我定位以及被定位的過

程中透露何種權力的召喚？也就是權力如何規定八卦雜誌以及璩

美鳳的主體位置以及其間的權利義務？  

二、定位又如何再製權力？  

我們認為，權力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必須經由實踐不斷的維

持既有的權力關係。因此，權力的維持與再製必須透過主體，經由

主體的對話、活動以及一再重複出現的各種實踐與行為才能延續下

來。這也正是本研究從「定位」作為探究再製權力關係的原因：目

的在探究定位如何經由每天、不自覺的發生在社會的對話、行動或

是實踐當中，再製延續何種既有的權力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