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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構新聞事實  

我們認為，八卦媒體與璩美鳳面對最主要、最基本的問題就

是：如何告訴人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何使人們相信他們所說的

是真的？  

事實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必須靠著特定的「元素」將其結合在

一起，不同的選擇與排除，會建構出不同的事實（臧國仁，1999：

45-50）。建構事實既然是一個選擇、排除與組織的過程，因而，面

對相同的事件，因為觀點的不同，八卦媒體與璩美鳳便會產生不同

的看法，建構出不同的事實。  

在這一章中，我們要探究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如何「選擇」發生

的單元、故事片段（episode）並將之「組織」在一起。他們如何把

「事件」轉換成為「陳述」（敘事）？我們要從八卦雜誌以及璩美

鳳建構與推翻新聞事實的方式，探究八卦雜誌與璩美鳳在建構事實

時，如何挑選、重組與編排事件，形成一套有秩序、可理解以及有

意義的敘述方式。  

我們認為，所謂的事實建構就是通過璩美鳳以及八卦媒體的描

繪，光碟事件被陳述成什麼樣子？經過分析，我們認為，「璩美鳳

光碟事件」被八卦媒體建構成璩美鳳的「通姦事件」，八卦媒體主

要是去論證「公佈光碟是有理由的」。至於璩美鳳把這「同樣」的

事件界定為媒體的「偷拍事件」：她強調的是不合法的偷拍手段以

推翻八卦媒體建構的事實。  

那麼，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在建構「通姦」與「偷拍」事實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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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選擇光碟事件中的哪些要素，又排除哪些要素？為了探究這

個選擇與排除的過程，在第一節，本研究以 Burke 的五因分析，作

為光碟「事件」轉換成為「敘事」的分析架構。接著，我們要探究

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在建構事實的過程中，凸顯與排除這五個因素中

的哪些部份？此種凸顯與排除有何意義？  

第一節  從五因分析看新聞事實的建構  

對本研究而言，新聞事實建構就是八卦媒體與璩美鳳在敘述

「璩美鳳光碟事件」時，強調其中的哪些因素作為建構事實的主要

元素？也就是光碟事件被璩美鳳以及八卦媒體分別描繪成什麼樣

子？  

Burke 的五因分析被本研究當成「事件」如何轉換成「敘事」

的分析架構。在理論部份，我們就已指出，Burke 認為，在描述事

件時，通常包括五種基本因素：「行動」（act）、「行動者」（agent）、

「場景」（scene）、「行動方式」（agency）以及「目的」（purpose）。

這五個因素也就是去說明什麼事情發生、在何時何地發生、誰做

的、怎麼做以及為什麼要做？  

這五種基本因素，Burke 將之成為「五因」（pentad），Burke 認

為，透過這五種基本因素的分析，也就是五因分析（ pentad 

analysis），可以找出人們「想要呈現、建構出的什麼樣的世界」。

Burke（1969）認為，任何敘事行為，都是在對這五個問題做某種

程度的回答。  

第一、行動：做了什麼？什麼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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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景：行動發生的場地、情境背景或原因。可以包括時

間、佈景、地點、甚至歷史上的時代等。  

第三、行動者：採取行動的個人或團體：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個

人。也可能是擔任某職位、具有某種身份的人。如，新聞記者、

公眾人物、演員、醫生。也可能是行動者的動機特質：如「趨

力」、「本能」、「心理狀態」或是「邪惡的」、「正直的」。  

第四、行動方式：事情透過何種方式完成？也就是指執行行動

所用的手段、工具或方法。  

第五、目的：為什麼要如此作。人們想要藉由行動達成的意圖。 

不同的人會對這五個因素有不同的強調。Burke 指出，研究者

的主要目的是找出言者在論述中最重視的因素，然後找出次重要的

因素，並分析其間的相互關係（林靜伶，2000）。  

不一樣的人也會對這五個因素有不同的歸納方式。 Burke

（1969）以「戰爭」為例，說明戰爭可以被歸納成五因當中的「行

動方式」、「行動」、「目的」、「場景」，也可以被歸納成「行動者」。

Burke 說，戰爭可以被當成手段，它是達成目的「行動方式」；它也

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集體的「行動」；但是在主戰的學派中，戰爭是

一個「目的」；對一個接受征召入伍的人，戰爭又是一個「場景」：

一個使此人受到軍事訓練的場景；至於神話故事中，戰神的出現，

則把戰爭視為「行動者」。  

正因為這五種因素並無絕對的劃分標準，他們之間因而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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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替換，因此，研究者要努力的並不是找尋一個「正確」的劃分方

式，而是依據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將研究對象進行五種因素的歸

類，尋求最適切的解釋方式。  

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歸納五因的方式，透過五因

分析，便可以了解何以一件相同的事情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1在這

個意義下，本研究使用 Burke 的五因分析幫助我們了解何以八卦媒

體與璩美鳳在面對同一件事，會建構出不同的意義，也就是八卦媒

體與璩美鳳在建構新聞事實時，分別選擇與排除這五種因素裡的哪

些因素？他們又會對這五種因素做何種不同的歸納方式？以下進

行分析。  

第二節  八卦媒體建構的事實：通姦事件  

「璩美鳳光碟事件」被八卦媒體建構成璩美鳳的「通姦事件」。

在此，八卦媒體記者主要凸顯的是發生了通姦的「行動」，而在「行

動者」方面，獨家報導主要的焦點在做這件事情的人是誰？而對行

動與行動者的凸顯，目的在說明：這既是有違社會道德的行為，獨

家報導自有公佈光碟之正當與合理性，也就是公布光碟的「目的」。 

壹、行動者：公眾人物與已婚男子的性行為  

獨家報導將「璩美鳳光碟事件」建構為通姦事件，他們選擇「光

                                                 

1 此五種因素間可以相互替換，並無一定的劃分標準，這五種因素之間的模糊

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為五因此種模糊不清的關係，反而增加了運用五因分

析時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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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事件」中的「行動者」，也就是「誰」做了這件事情？  

與有配偶的人發生婚姻之外的性行為，這種行為稱之為「通

姦」。因此，獨家報導強調的是與璩美鳳發生性行為的男子曾仲銘

是「有婦之夫」，也就是說，正是因為行動者曾仲銘的已婚身分，

璩美鳳與之發生性行為便不是一般的「男歡女愛」，而是一種「通

姦事件」，通姦，就是獨家報導公佈光碟的理由。因此，獨家報導

的沈野指出：  

所謂涉及隱私權部份，是針對沒有犯罪的人，

不能因為跑到人家家裡偷東西，還要談保護隱

私權；沈野說，璩美鳳偷人家的「老公」，難道

殺人犯還有隱私權嗎？ 2 

除了強調曾仲銘的已婚身分，獨家報導也強調璩美鳳作為「公

眾人物」的身分。例如，獨家報導發行人沈嶸指出：「公眾人物的

私生活，應受高道德標準檢驗」。 3通過選擇璩美鳳「公眾人物」以

及曾仲銘的「已婚」身分，獨家報導將光碟事件建構成為通姦事件。 

女主角是政治人物，曾經擔任新竹市文化局

長，競選台中市立委，屬於公眾人物。 4 

                                                 

2 見《中國時報》〈獨家報導：讀者有知的權利〉2001 年 12 月 18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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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見《中國時報》〈獨家報導：讀者有知的權利〉200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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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報導選擇的是璩美鳳作為「公眾人物」的身分，選擇也意

味著排除，在此，獨家報導凸顯璩美鳳作為公眾人物的身分位置，

也意味著排除璩美鳳其他的身分位置（例如，女人、女兒、政大的

畢業生、前任的台視記者等等……）。同樣的，在強調曾仲銘的已

婚身分時，也意味著獨家報導排除曾仲銘其他身分位置的可能（例

如，工程師、交大的畢業生）  

作為「公眾人物」的璩美鳳要承受的權利義務以及責難自不同

於「普通女子」。獨家報導將璩美鳳定位在「公眾人物」，光碟事件

因此也成為一種社會事件，而非個人的私隱，璩美鳳因而要向「社

會大眾」道歉。也就是說，每個人擁有許許多多的位置，在什麼時

候選擇什麼位置，端視人們要拿這個位置「做什麼用」。換言之，

身分位置是一種「意圖」性的給定，身分位置是一個載具，選擇某

位置的用意是在達成言者的意圖，規定屬於此一位置的權利義務。 

貳、場景  

獨家報導將光碟事件發生的場景置放在整個社會情境中，這是

因為人們多將「通姦」視為一種應予懲罰的「公共道德事務」。  

這家雜誌社的社長助理韋安則稱，璩美鳳犯的

是通姦罪，眾人有義務去揭發犯罪行為。 5 

「通姦」自不同將其界定為較為私人、個別的「婚外情事」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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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marital affair）。 6換言之，「通姦」事件，發生的場景是「公

共」情境，而「婚外情事」的場景則是「私人」、「個別」的情境。 

通過選擇「公共」的場景（排除私人的場景），獨家報導將此

行為置放在社會的時空環境中，訴求的是通姦事件對社會道德與秩

序的影響（而非對璩美鳳個人的傷害）。  

參、目的：揭發通姦行為  

事實上，強調璩美鳳作為公眾人物以及曾仲銘作為有婦之夫「行

動者」的身分，皆在強調獨家報導公佈光碟的「目的」。也就是說，

這既是不法的行為，身為新聞媒體的獨家報導自有揭發的正當性與

義務。  

獨家報導的發行人沈嶸說：「如果她（璩美鳳）

的行為傷害了別人的家庭，媒體就有報導的義

務，雜誌的做法只是讓真相還原在社會大眾面

前」。 7 

也就是說，獨家報導發行璩美鳳光碟的原因，是因為「璩美鳳

的行為傷害了別人的家庭」，獨家報導之所以報導「璩美鳳光碟事

                                                 

6 直到七０年代以後，由於婦女的工作機會增加，經濟足以自主，由於婚外性

行為增多，並成為一種常態，以前那種有道德指控意涵的「通姦」遂改為較

為中性的「婚外性行為」（南方朔，1999：56-61）。  

7 見《星報》〈獨家報導：真相還原  歡迎來告〉200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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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用意是在維繫公共秩序與倫理道德。在此，獨家報導強調的

是揭發通姦行為的目的是在維護社會的良善與秩序，這成為公佈光

碟的主要目的。  

沈嶸與雜誌執行副總邵偉信昨日在記者會上強

調，由於神似璩美鳳的女主角，疑似與有婦之夫

通姦，基於公眾人物行為可受公評、大眾有知的

權利，因此將影帶內容完整呈現在讀者眼前，沈

嶸說：「這不只是一捲性愛錄影帶，它同時也是

嚴肅的新聞事件，公眾人物理應有更高的道德標

準」。 8 

第三節  璩美鳳建構的事實：偷拍事件  

不同於八卦媒體將此事件建構成為「通姦事件」，璩美鳳將此

事件建構成「偷拍事件」，璩美鳳要提出的是媒體不應該報導這樣

的事件，她要控訴媒體對她的侵犯，以推翻八卦媒體建構的新聞事

實。  

將 Burke 的行動（什麼事發生了）、場景（在什麼時間或是地

點做的）、行動者（誰做的）、行動方式（如何做的）、目的（為什

麼）的五種因素分析璩美鳳在建構新聞事實時凸顯與排除了什麼，

我們可以做如下的分析。  

璩美鳳將光碟事件建構成為「偷拍事件」，也就是發生了偷拍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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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她強調的是此事件當中獨家報導採用的「行動方式」：

也就是他們使用的是不合法「偷拍」行為；作「媒體」的不該有這

樣的行為，即強調「行動者」做這樣的事是枉顧作為新聞記者的倫

理；璩美鳳也凸顯「場景因素」：獨家報導如何潛入她的住所，偷

拍她的私密；璩美鳳的目的在凸顯這個「行動方式」對她帶來的影

響：她是如此痛不欲生；然而，為了達成保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女

子的「目的」，她還是要站出來，進行對八卦媒體的控訴。  

壹、行動方式：「偷拍」的行動方式  

璩美鳳強調的是媒體的不法行為：他們潛入我的家裡，偷拍我

的隱私。她強調的是媒體使用不合法、不道德的偷拍方式：  

換個角度想想，今天如果你的日記被公開，你

的感想如何？如果你連家裡都擔心被監視、連

日記都怕被偷看、哪裡才是最安全的空間？人

的自由又有何意義（璩美鳳，2002: 208）？  

璩美鳳選擇強調媒體不法的偷拍方式。經由偷拍行為得到的新

聞資料是不被允許的。這裡，璩美鳳正進行對新聞工作者這個「行

動者」的規約。  

關於璩美鳳強調此事件的「行動方式」，也許可以做這樣的解

釋，在現今社會照片、影像與光碟的本身似乎具有不須檢證的絕對

真實性，不須透過人為詮釋，照片本身的存在就是行為的證據。在

此，照片或影像，無論是否為偷拍，其合法與倫理性固然備受爭議，

然而其真實性卻得到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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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將新聞事實呈現方式分為「事實的形式」與「蒐集事

實的方式」：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也就是當獨家報導建構出如此「真

實」的事實形式時，璩美鳳似乎無法去爭辯：「有沒有這件事」，也

就是無法爭辯這件事的真偽。換言之，當事實的呈現形式無法被挑

戰時，璩美鳳便從蒐集事實的方式作為推翻新聞工作者建構的事

實，以重新界定光碟事件：這是一件偷拍，而不是通姦事件。  

貳、場景：光碟的場景是我的家、我的臥室  

場景是指事情發生的情境，璩美鳳強調此事件發生的場景是她

的日記、她的家以及她的臥室。  

妳想想看，宇宙之大，地球之大，總有藏身的

小窩，這個小窩有兩個，一個是有形的小窩，

就是我的家，回到家裡面，應該是最自由的地

方，可是現在覺得回到這個空間，已經不自由、

不安全了，已經被赤裸的曝曬了。然後另外一

個自由的安全的小窩，就是我的日記本，現在

連我的日記本，連我想要自由想像的機會都被

剝奪了，妳想想看就是說我現在連我要寫日記

的自由都沒有了，我連我想要去做一些心靈紓

解發洩的那種安全感都沒有了（璩美鳳，

2002）。 9 

通過場景的描寫：我的家、我的臥室、我的日記本，璩美鳳將

                                                 

9 〈璩美鳳《懺情錄》所附之璩美鳳 DVD 專訪帶〉（璩美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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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事件置放在私人的情境當中，目的在宣示她失去了人生最基本

的隱私權。這不同於獨家報導把光碟事件置放在整個「社會情境」

中，光碟事件因此被界定成為公共的、必須公開的事務。  

參、目的：保護可能受害的女子  

璩美鳳指出，她之所以控訴獨家報導的原因不只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社會的明天，她活下去的最大理由是「保護可能受害的女

子」：她說，「即使體無完膚，我也要站出來舉發不法分子的不肖行

徑」， 10她「希望這件事早日水落石出，讓社會恢復原有的平靜」。  

除了說明自己站出來的目的是保護社會大眾，這也駁斥獨家報

導指稱公佈光碟是為了「還原真相」、給大眾知的權利的目的。璩

美鳳以獨家報導的長年虧損為例，作為「散佈 DVD 的目的是想大

賺一筆而毀滅我」的證據，她說：  

我寧可相信因為獨家報導虧太多錢，困難到狗

急跳牆，才會狠心盜用我這個政大學妹來賺錢

（璩美鳳，2002: 203）。  

璩美鳳的目的在凸顯這個「行動方式」對她帶來的影響：她是

如此痛不欲生，而為了達成保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女子的「目的」，

她還是要站出來，進行對八卦媒體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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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新聞事實：定位與權力 
 

 103

璩美鳳強調的是這個事件對她帶來的影響：她這樣形容著她遭

受的痛苦：  

讓我好像在社會的目光中，現場被剝光衣服，

時時刻刻被進行著活體解剖，好像在大太陽

下，眾目睽睽中，再度被赤裸強姦。每一雙眼

神，都好似一把利刃，刺進我的細胞，插入我

的心裡（璩美鳳，2002: 57）。  

偷拍事件使得她有隱形的控制、隱形壓力與不自由的感覺。  

所以妳說世界之大總有我容身之地，我現在已

經沒有感覺，世界之大哪裡有我可以容身的地

方（璩美鳳，2002）？ 11 

偷拍行動帶來的影響，除了帶給璩美鳳無限的痛苦，璩美鳳也

凸顯光碟片已經流入校園的現象，她說，偷拍行動造成社會的重大

混亂。  

璩美鳳說，她覺得整件事件影響越來越大，甚

至聽說（光碟）已經流入校園。 12 

璩美鳳強調的是大眾瘋狂燒錄、拷貝、傳播光碟的現象：網路

                                                 

11 〈璩美鳳《懺情錄》所附之璩美鳳 DVD 專訪帶〉（璩美鳳，2002）  

12 見《中國時報》〈璩美鳳聲明全文：我已經死了〉200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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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斷的散佈璩美鳳的光碟片段，辦公室裡爭相拷貝璩美鳳的光

碟、「光華商場已經成為燒錄拷貝販賣的地區」。 13「在立法院到處

可以拿到疑似璩美鳳被偷拍的翻版光碟」14這種種社會現象。例如，

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中有一篇這樣描寫社會對光碟現象的文字：

「同學在看  家人想看  朋友爸爸借回來跟兒子一起看」。 15 

璩美鳳凸顯的是社會大眾將光碟片當成「色情片」的看法：也

就是將色情簡化在「觀看色情」與「違背道德」規範或是「引發性

暴力」的「因果關係」的思考模式中，以說明此種偷拍方式帶來的

影響。  

第四節  整理與比較  

面對「相同的光碟事件」，八卦媒體與璩美鳳經由不同的選擇、

排除與歸納，產製出「通姦」與「偷拍」不同的事實。  

「通姦」、「偷拍」是八卦媒體以及璩美鳳不斷選擇、排除以及

組合「證據」的事實宣稱。八卦媒體與璩美鳳經由選擇適切的「證

據」，作為「好的理由」，讓人們相信他們所言為真。在這個脈絡下，

Burke 的「五因」可以視為一種「證據」的選擇與組合。八卦媒體

與璩美鳳經由對「行動」、「行動者」、「場景」、「行動方式」以及「目

                                                 

13 見《星報》〈新聞局掌摑獨家報導  怒斥醜陋行銷圖利  非關新聞自由〉2001

年 12 月 20 日。  

14 見《聯合報》〈立委譴責是楚門台灣版  張俊雄：雜誌打著言論自由大旗從

事商業行為會依法處理〉2001 年 12 月 19 日。  

15 見《聯合報》〈民意論壇〉2001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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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不同選擇、強調以及歸因方式，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意義王

國。也就是經由不同五因（證據）的選擇，再經由這些五因（證據）

的構連，璩美鳳與新聞記者建構出他們的事實宣稱。  

以下，我們將五因分析的結果如下列表 6-1，希望以更清楚的

比對方式，指出獨家報導與璩美鳳如何把同一個「因素」，經由不

同的歸納方式，建構出不同意義。  

表 6-1：獨家報導與璩美鳳建構新聞事實之五因分析  

Burke 的五因分析  

 

獨家報導歸納方式  

 

璩美鳳歸納方式  

行動：發生了什麼

事？  
通姦事件  

 

偷拍事件  

行動者：誰作的？  公眾人物與已婚男子

 

噬血的媒體  

行動方式：如何作

的？  
婚外性行為  

 

偷拍的行動方式  

場景：在什麼時間或  

地點作的？  

社會、公共（通姦被

視為應予懲罰的公眾

事務）  

 

私人、臥室（偷拍被

視為侵入個人的隱

私）  

目的：為什麼如此

作？  

 

發行光碟的目的是揭

發通姦行為  
控訴媒體的目的是保

護以後可能受害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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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分析結果顯示：獨家報導將事件建構成「通姦事件」，凸

顯的是「璩美鳳光碟事件」中的「行動者」以及揭發通姦事件的「目

的」：即作為「公眾人物」的璩美鳳與「有婦之夫」發生性行為，

而獨家報導公佈這片光碟是因為這是通姦行為。通姦，此種犯罪行

為構成了公眾事件，也是一件新聞事件，獨家報導自有公佈光碟之

正當與合理性。  

至於璩美鳳強調的是在此事件中獨家報導採用的「行動方

式」、「行動者」、「場景」，以及「目的」：也就是這件事情是經由偷

拍的結果，偷拍的地方是我家裡的臥室，這樣的行為使她痛不欲

生，然而，為了保護社會，她仍然要勇敢的站出來「遏止這股偷拍

的洪流」。  

由此觀之，事實建構是一連串選擇與排除的過程，這也是本研

究選擇 Burke五因分析作為探究人們在事實建構時的選擇與排除過

程的原因。當某些因素會減弱人們要建構的事實時，此理由便會被

排除，而某些理由若對此人欲建構的事實有幫助時，便會刻意的凸

顯出來。  

建構事實時的「好的理由」並無一定的判準，會因人、因時、

因地，在每次的對話當中，為達成什麼樣的言說目的而有所變化，

證據的好或壞、道德與否，必須置放在言說的情境脈絡中。例如，

不同於八卦雜誌強調自己的強勢與能力，璩美鳳為了擺脫她道德上

的瑕疵，強調自己無能為力可能會比強調自己的能力來的重要。  

以上，我們依據不同五因的選擇與排除，我們指出八卦雜誌與

璩美鳳分別將光碟事件建構成「通姦事件」以及「偷拍事件」。在

下一章，我們要說明定位與建構新聞事實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