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新聞標題與連貫性 

 

第一節 言說分析與連貫性 

 

由於本章在討論新聞、標題或連貫性時，均將涉及「文本」與「言說」概念，因

此宜先簡介這兩個出自「言說分析」領域的概念。 

 

所謂「言說分析」，乃是語言學中內涵最為浩瀚卻也最少被開發的領域(Schiffrin, 

1994)，其源頭可追溯至古典修辭學(classical rhetoric)。言說分析原本專注於語言

學與文法探析，但長期發展以來其範圍已不限於單一學門，而更為擴大朝向社會

科學之跨領域發展。 

 

然而，語言學中的結構與功能典範仍曾分別針對語言本質與語言學的目標提供了

不同假設，因此影響了對言說的定義：結構典範將言說視為句子(sentences)，功

能典範則將言說視為語言使用(language use)；兩者雖然看似涇渭分明，但在實際

進行分析時卻又互相影響(Schiffrin, 1994)。 

 

van Dijk(1988)認為，言說分析的理論架構現已大為擴充，不論是方法、理論或

是實證都有長足發展。早期研究僅重視諸如故事等少數文體，現在則擴充至法律

與新聞等其他文體。 

 

依言說分析角度而言，語言絕非無意識的活動。Halliday and Hason(1976)將「文

本」定義為語言使用的單位(a unit of language in use)，是具有語言結構(texture)

的語意單位(semantic unit)，由事件中的關係所提供。Widdowson(1979)將文本與

言說分別處理，認為前者是句子的結合，言說則是句子的使用(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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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s)。 

 

而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指出，文本是言說過程的語言產物，可被視為

是體現語言使用的「資料」，也可看成是語言使用的「證據」或言說的「痕跡」。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認為，文本的大小與形式不定，可能是句子的結

合，也可能僅是一個字或一個字母。當我們將文本等同於「意義」時，其實就已

在運用情境知識推論言說內容。 

 

換句話說，言說即概念形成的過程，我們藉此利用語言資源對真實賦予意義。當

我們透過其他人的互動建構情境，「傳播」即由此而生，所產製的文本即是一種

傳播互動癥候。 

 

Sanders and Spooren(1997)則認為，言說異於一組隨機選取的句子組合，其基本

特點就是連貫性。連貫性須從人們創造言說的認知層次去判斷，而非從言說本身

外顯的語言特徵去定義。因此，即使外在的語言線索（例如：連接詞）不存在，

語言使用者也能毫無困難地將言說解釋為具有連貫性的整體。 

 

他們強調，連貫性的作用在於使言說不僅止於個別語言的集合解釋，當存在於言

說結構中的一組句子每一部分都互相連接（connected）時，即具有連貫性。換句

話說，連貫性適用於言說層次的概念。 

 

Sanders and Spooren(1997)認為，要解釋言說，多少都須處理「傳播意向」以及

「傳播意向與言說結構」間的連結。從認知的角度而言，這兩個概念似乎可以合

併處理：傳播意向依附言談行為，而言說關係即是實現複雜傳播意向的手段。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言說是語言的使用，也是概念形成的過程，而文本則是言說

 7



過程的語言產物。換句話說，傳播者利用語言表達其意向，此一傳播行為產製的

結果即為文本。 

 

第二節 文體 

 

本研究試圖探究新聞標題的連貫性，以往相關研究集中在語言學領域，多以文學

作品為研究對象。但不同的文體各具特徵，新聞之所以異於小說等其他文體即在

於其獨有特色，此種文體特色可能限制或影響連貫性的形成。因此，在分析標題

連貫性之前，宜先探討何謂文體，並說明新聞文體之特色。 

 

一、文體的意義 

 

Bhatia(1993)認為，文體是一個可識別的傳播事件，可被一組傳播目的所描述（如

新聞文體的目的在於傳達新聞事件），並可被社群成員指認及相互了解。文體通

常具有高度結構性，並受到某些慣例如社群成員的意向、地位以及功能價值所

限，如記者在寫作時就常受到新聞常規等慣例影響。這些限制也常被言說社群內

的專家使用，以便在社會認可的目的下達成私人意向。如記者或編輯即為新聞言

說社群的專家，其寫作須符合新聞常規等慣例，以達成傳遞事實或是評論等目的。 

 

在 Bhatia對文體的定義中，有幾個概念值得深入了解： 

1. 傳播目的：傳播目的影響文體甚鉅，甚至形塑了文體及其內在結構。因此，

傳播目的的變動可能造成文體改變，即使微小的改變也可能造就出新的次文

體(sub-genres)。如學術論文的目的原在於說明某種研究成果，而新聞寫作的

目的在描述某個事件，兩者因傳播目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文體。但新聞文體並

非僅包含描述事件的純淨新聞，以評論為主的社論寫作類型即屬新聞文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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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體。 

2. 結構與慣例：文體是社群經驗的長期累積，這種「慣例性」形成了文體內在

結構。如台灣新聞社群長期發展的純淨式寫作文體，在國外可能早已被解釋

性報導替代。 

3. 限制：作者雖然有隨心所欲使用語言的自由，但仍須「順服」於文體規範。

另方面，作者可能利用這些限制與慣例達成某些言說效果，但如不遵守這些

限制，也可能招致社群成員甚或其他優秀語言使用者的「異樣眼光」。換言之，

也就是因為認知到這些限制，我們才能夠輕易地辨識出公務信件與私人信件

的差異，也才能辨識出何者為社論，何者為新聞報導。 

4. 言說社群的成員：社群成員通常較非社群成員擁有更多慣例性建構及使用文

體的知識，如記者與編輯自然較一般讀者更熟悉新聞文體中的「導言」、「倒

寶塔式寫作」等慣例，同時也更善於利用這些慣例。 

 

綜歸 Bhatia的看法，文體可定義為使用慣例性的語言與言說知識以成功達到某

種傳播目的的例證(instance)。 

 

如上所述，在文體形成過程中，傳播目的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此處 Bhatia所說

的傳播目的，與 Littlefair所指的「作者意圖」似有異曲同功之妙。 

 

Littlefair(1991)認為，作者的意圖(purpose)決定了寫作時所選擇的特定文體。一般

而言，作品的文體形式原屬獨一無二，因此讀者多少可以預測作者所使用的文體

特色。如一般人均能熟悉小說與新聞文體之別，一旦將這兩種文體混合反而令人

感到奇怪。由此可見，意圖與文體的確密切相關。 

 

根據 Littlefair的看法，我們可以作者的意圖(purpose)（意即 Bhatia所言的傳播目

的）來為不同寫作分類。Littlefair(1991)指出，擁有相同意圖的作者會創造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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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定寫作文體(genre of writing)。例如：偵探故事的作者意圖營造一種神秘氛

圍並解決犯罪案件，而科學書刊作者的意圖則在解釋某種自然現象；因此，不同

文體的產生乃因作者的不同意圖所致。Littlefair因此結論，文體即作者意圖的結

果。 

 

但文體同時也含有更深層的意圖，那就是社會關係。文體形式(genre forms)在文

化中歷經數個世紀的發展成為現行形式，因此文體似也含有重要社會意義(social 

significance)，因為每種獨特的文體形式實均來自文化成員組織意義的獨特方式

(Littlefair, 1991)。 

 

二、文體與語域(register of language) 

 

語言學家過去曾對文體形式以及作者在此形式中所使用的語言感到興趣。他們認

為，文體原不具單獨意義，意義實係透過語言表達而來，而語言本身並不全是作

者的自由選擇。正如 Bhatia所言，文體受到慣例限制，故作者使用語言時不僅

須適合其意圖，同時也須符合其所選擇的文體形式。因此，作者寫作時會使用某

種他們認為適當的語言種類(language variety)，此即語域。 

 

換言之，一種文體的特色並非單一情境所能決定，也非一成不變，而須透過對各

種情境因素的整體描述才能展現出來（李森堙，1998）；而要說明文體的狀況情

境，同樣也須利用語域這個概念。 

 

系統語言學家(systemic linguists)將語域視為一種抽象的語言概念，認為語域是作

者或說者表達自我的方式。事實上，語域指涉的是語言如何因情境而改變；語域

是分析情境的方法，因此可透過語言來表達。換句話說，語域反映了說或寫了什

麼、說或寫的對象以及訊息傳遞的方式，這三個情境面向分被語言學家稱為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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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field)、語言關係(tenor)以及語言模式(mode)。 

 

有關語域的研究過去已累積甚多，其中以 Halliday的定義最受重視。他將語域分

為上述語言範疇、語言關係以及語言模式三個面向，但更重視語言使用的情境。

他認為，語言使用之目的不同，就會使用不同語域。綜合相關研究對此一分類的

詮釋，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何謂語域 (Halliday and Hasan, 1990; Littlefair, 1991; 

Eggins and Martin, 1997) 。 

 

首先，「語言範疇」(field)係指語言中所涉及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意即語言

如何陳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或是事件的本質為何。換句話說，語言範疇指的是語

言被指涉談論或書寫的內容 (Littlefair, 1991)。以新聞文體為例，語言範疇即指

新聞報導的內容。 

 

語言範疇牽涉到傳播內容，寫作者透過字彙的選擇讓語言範疇更為清晰。在某些

文本中，字彙可能因主題(subject)的不同而改變其義。一旦作者決定了主題，便

會使用與此一主題相關的字彙。 

 

而語言關係(tenor)則指角色結構(role structure)，意即參與者的角色和關係，包括

參與者為何、參與者的本質與其角色和地位等。更明白地說，語言關係強調說者

或作者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同時也關注說者或聽者對主題(subject)的態度及感

覺。稱職的作者在衡量讀者所需後，會選擇適當的語言關係。如在純淨新聞中，

記者通常扮演中立角色，以第三者的旁觀立場替讀者陳述事件。 

 

至於語言模式(mode)，係指符號組織(symbolic organization)，意即作者運用情境

預期語言可以達到之目的。Littlefair(1991)則認為，語言模式係指語言如何表現，

涉及了文本如何建立以及使用何種傳播媒介，可透過字彙與文法來表現。部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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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家稱之為「語言型態」(language patterning)，係文法與字彙互動的成果。 

 

在文體中，雖然作者必須使用他們認為適合的語域，然而語域概念並不實際存在

於語言活動參與者之想法。參與者所校準的情境因素，應該是這三者交織在一起

的結果，亦即上述分類方式只是進行文本分析時用來進一步系統化描述多重情境

因素的概念分類（李森堙，1998）。 

 

三、新聞文體與新聞標題 

 

如上所述，文體是使用慣例性語言與言說知識以成功達到某種傳播目的例證

Bhatia(1993)，並可透過語域此一概念加以解釋。那麼，新聞文體具有何種異於

其他文體的特色呢？ 

 

「新聞」的定義眾多，說法各有不同。實務界如紐約時報的 Catledeg認為新聞是

「今日所悉而昨日尚未聽聞之事」、紐約太陽報的 Bogart則認為「狗咬人不是新

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轉引自臧國仁，1998）。 

 

van Dijk(1988)則認為，新聞涵蓋了以下面向： 

1. 關於人事物的新資訊； 

2. 新聞事項表現的一種節目型態； 

3. 一項新聞事項或是新聞報導 (指呈現於電視、收音機或是報紙的文本或言

說) ，其中包含關於最近事件的新資訊。 

 

而程之行(1980)認為新聞是一種記事，所記的內容可以是一種思想、一個事件或

一個問題。他同時指出，新聞也是據實而作的報導和評論，係與新近發生的事件

有關係者，具有吸引閱聽人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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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鈞(2000)則歸納現代新聞涵義，認為新聞乃新聞記者對其受眾感到興趣之事

情、事件、情況或觀念，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所作及時而正確之報導。 

 

稍前對文體的討論曾經說明，各種文體間並未存在一條明確界線，彼此之間實是

一種「部分相似又部份相異」的關係（李森堙，1998）。而從上述新聞定義中可

以發現，新聞文體雖然與其他文體相似，仍有異於其他文體的傳播目的、慣例與

限制，自然也會使用獨特的語域。 

 

如新聞標題就是一種獨一無二的文本(Reah, 1998)。而在純淨新聞中，如果說導

言是整篇報導的精華，則標題就可看成是精華的濃縮。一直以來，編輯在下標時

總是盡量滿足標題寫作的標準，包括簡短、吸引力、有效。而許多「典型」標題

所使用的字眼，如：「籲」、「指」，可能甚少在其他文本中出現，僅符合新聞標題

這個文體的特殊要求。 

 

一般而言，標題的獨特性可從不同面向得知，而編輯也會利用許多技巧創造有效

標題(Reah, 1998)： 

1. 藉由頭韻、同音字與押韻來表現聲音，如「平地起高樓 溫泉在裡頭」即為押

韻； 

2. 藉由命名、模糊與文字遊戲表現字與意義，如「黃顯洲案」即為一種命名； 

3. 藉由設計焦點集中的結構來表現句法，如對標題字型、字號及形式的改變； 

4. 藉由非標準的結構與省略以呈現簡潔風格。 

 

綜觀新聞學研究過去所述，標題這個文體至少具有以下功能（鄭貞銘，1990；胡

傳厚，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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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示新聞內容：所謂提示，心理學家的解釋是將一件事實的主要意義以刺激、

單純、簡單有力、使人易於把握中心的方式，直接提供於人。每天刊登在一

份報紙上的新聞有數萬甚至數十萬字，讀者不可能全都詳讀，因此標題將新

聞內容的主要意義簡要提供給讀者，而讀者可藉此了解新聞事件的大致樣

貌，決定是否繼續閱讀。 

 

2. 啟發讀者興趣：新聞標題影響讀者的閱讀心理。一篇內容相近的新聞，在某

報可以引起讀者閱讀興趣，在另家報紙則否，原因多就在此。而要如何誘使

讀者詳讀新聞內容，就有賴標題製作的技巧。從功能性來看，能夠促使讀者

詳讀新聞的標題，即可算是好標題。 

 

3. 安排新聞輕重：在一片字海當中，讀者如何判斷新聞的重要性，也有賴標題

引導。一則重要報導的標題通常較重、較大，而不重要的新聞通常標題較小。 

 

4. 美化新聞版面：現今編輯版面強調視覺震撼中心。除了圖片當然是版面主要

視覺震撼中心外，一個出色的標題也同樣可以營造出視覺震撼中心的效果，

何況安排適當的標題更易讓版面賞心悅目。 

 

四、小結 

 

本節介紹文體的定義及新聞標題此一文體的特色。綜上所述，所謂文體是使用慣

例性的語言與言說知識，以成功達到某種傳播目的的例證，而傳播目的或作者意

圖的不同會造成文體差異，微小的改變就可能造就次文體。在新聞文體中，標題

由於其目的在於傳達新聞事實，因此形成異於其他文體的獨特形式。 

 

 14



第三節 編輯的角色與思考過程 

 

要討論新聞標題的連貫性，就不能忽略製作標題的編輯。報社的組織各異，而編

輯擔任的角色、功能也不盡相同。就制度而言，歐美多採「編採合一」制，由編

輯指揮採訪，因此編輯的地位似略勝記者一籌。台灣報業雖也有編採合一制，但

仍屬少數。採訪部門多半為獨立作業，形成所謂「外勤主義」，由記者主導新聞，

編輯成為新聞的後製人員。除此之外，不同層級的編輯也有不同功能，從總編輯

到助理編輯雖然掛的都是「編輯」頭銜，但工作性質卻大不相同。以下先說明報

紙編輯的角色與工作內容，並探討編輯的工作流程與思考過程。 

 

一、編輯的角色與工作內容 

 

從字面上來看，編輯就是一種整理的工作（徐昶，1992）。就實務上而言，新聞

編輯一詞包含了英美新聞學術語「新聞編纂」(news editing)與「新聞蒐集」(news 

gathering)兩項意義。而從編輯工作的程序來說，應該是先輯而後編（胡傳厚，

1963；鄭貞銘，1990）。 

 

因此，從事「編輯」工作的人即是本文所稱的「編輯」。對於此一職位的定義，

一般均從廣義及狹義兩個面向探討。《聯合報編採手冊》(1999)認為，廣義來說，

凡從事資訊處理篩選、編排、增刪工作的人都可稱為編輯。狹義而言，編輯工作

指的是各個大眾媒體對所要傳播的資訊所做的整理工作。胡傳厚(1963)也曾指

出，「編輯」之廣義解釋包括新聞的採訪、蒐集、編排和組織，狹義則僅指新聞

的編列工作，即所謂的新聞編纂與整理(editing and copyreading)工作；就實務而

言，編輯的職責通常係依狹義解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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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編採手冊》(1999)進一步說明，「新聞編輯」的工作範圍其實縮小到僅

指選擇、增刪、整理、製題、組版和校對新聞報導和評論（不論是文字、聲音、

圖片、影片）的過程。對報紙編輯而言，就是在報社中經由選擇、整理、剪裁的

過程，將許多單獨的、片斷的、錯綜複雜的新聞編製成一張有組織、有吸引力、

眉目清晰、輕重分明的新聞版面。由此定義看來，編輯的職責在於負責不同來源

新聞的最後整合。 

 

歸納上述定義，編輯似扮演了以下角色：新聞裁量者、新聞真實和正確性的辨別

者、新聞的道德維護者、新聞具體的呈現者以及最後把關者（《聯合報編採手冊》，

1999）。此處對編輯角色的定義或許失之繁雜與抽象，然而編輯本就不是一件簡

單工作。在這麼多角色中，本研究偏重討論「新聞的具體呈現」；換句話說，就

是採用狹義定義的編輯工作。 

 

一般而言，狹義編輯的工作大致可分為內容編輯(editing for content)與結構編輯

(editing for structure)兩種，前者係指新聞的實質內容（包括事實、影像、概念）

及它們的選擇和安排，後者則包括了新聞的形式（指語言、文字使用、文法、拼

字、標點和風格）的選擇與安排(Stepp,1990)。 

 

Stepp(1990)認為，內容編輯比結構編輯困難，因其較為強調新聞專業之判斷與經

驗。故一般而言，都是先有內容的編輯，再處理結構的部分。 

 

為了更加了解編輯工作，我們可以藉由 Stepp提出的編輯模式(model for editing)

一窺究竟。簡言之，此一模式將編輯工作程序分為七個步驟 (Stepp, 1990) ： 

 

1. 編輯前的準備，藉此釐清自己和記者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 

2. 將自己當成讀者，詳細閱讀文稿(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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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記者文稿所強調的重點和目標； 

4. 將焦點擺在導言和大綱； 

5. 編輯內容，考慮正確性、公平性、清晰度、一致性、邏輯、品味和完整性； 

6. 編輯結構，考量文法、標點、拼字、風格和文字使用； 

7. 將文章重讀一遍，察看有無疑漏。 

 

在這個模式中，前三個步驟可視為編輯的準備工作，第四、五步驟屬於前述的內

容編輯工作，步驟六則屬結構編輯，而步驟七是結束動作。Stepp指出，此一模

式看起來雖嫌繁雜，但在實際應用時編輯可以自行控制每個步驟所需之時間長

短，根據其目的與需求賦予不同步驟不同重要性，因此分配的時間也不相同。 

 

落實到具體的實務流程上，編輯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製作標題（俗稱下標）。下

標原是編輯的主要職責之一，而其依據係來自記者產製的新聞報導內容。對於一

篇純淨新聞，記者常被要求站在所謂「中立、客觀」立場加以報導，不要滲入個

人主觀意見。而編輯根據記者的報導內容製作標題，其實就如同進行一種「二手

傳播」，必須轉述記者傳播的內容。那麼，編輯在下標時應該抱持什麼樣的立場？ 

 

依據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的看法，一般言說的參與者常分別扮演以下

諸種角色： 

傳話者(animator)：透過其聲音表達他人想法； 

作者(author)：選擇並決定文本的措辭； 

主角(principal)：藉由其說話內容建立地位，創造文本中的個人價值判斷與態度。 

然而，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亦強調這三者間的界線並不清楚，常有相

互重疊之處。 

 

如編輯下標題其實就牽涉了編輯角色的定位：做為「傳話者」，編輯透過標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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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聞報導內容，不涉及個人立場；做為言說的「作者」，編輯比傳話者多了部

份自主性，可原文照抄新聞，也可修改新聞內容的措辭，甚至在完全融會貫通後，

以自己所欲表達的方式呈現，並仍維持中立立場；而做為「主角」，編輯在標題

中常加入個人的態度。但正如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所述，編輯的角色

不會是單一的，可能在三種角色中遊走，視情境決定自己的定位。 

 

二、編輯的思考過程 

 

如上所言，編輯的言說角色影響了其以標題表達意見的方式，但標題不會憑空出

現，總是根據新聞報導內容而來。編輯如何將新聞轉換成標題，就牽涉到其思考

過程。在探討思考過程之前，先要提出「基模」這個概念。 

 

Schwarz and Flammer(1981)認為，基模用於選擇、解釋與扭曲可用的資訊，以及

修補、重建與編存業已儲存的資訊均相當有效。他們指出，不僅作者利用基模，

讀者也在利用基模，兩者間的基模偶會相同。因此，難怪多數讀者都急於找出作

者的基模，以便「了解」作者的寫作旨意。 

 

將基模的概念放到編輯過程來看，記者和編輯的基模可能相同，卻也可能不同：

當兩者相同時，編輯或可輕鬆理解新聞報導內容，編輯的「題」與記者的「文」

因而較具連貫性。反之，當兩者差異很大時，編輯與記者間就容易出現了溝通鴻

溝。 

 

Schwarz and Flammer(1981)指出，若缺乏對基模的了解，即無法理解一篇連貫的

文本，同時也無法儲存及追憶文本重點。Schwarz and Flammer(1981)的實驗結果

發現，一篇內容井然有序的文本能讓讀者自行發現基模。但要達成此一目標，讀

者仍需有足夠時間閱讀，其後並仍常遺忘部分文本內容。而主題式標題(th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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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即由言說主要內容的一字或多字所組成的標題，被認為有利於在現存基模

內涵中選擇並活化出基模，在閱讀之初即提供概括性的基模，以免文本某些元素

在尚未理解前即被遺忘；此類標題並使讀者較能專注於文本各項重點。 

 

因此，一則「有條理」的新聞報導有助於編輯理解記者的想法。編輯若能據此下

出一個能點出報導主要內容的標題，隨後就能提供讀者概括性的基模，助其抓到

新聞重點。 

 

此外，Ellis(1992)認為，日常言說具有連貫性，係因我們根據記憶中的知識模式

解釋傳播活動。換句話說，我們根據存在於記憶中的「已知」來解釋新資訊，再

根據這些所見所聞的新資訊修改「已知」。基模是更高層次的資料結構，再現記

憶中的概念，提供背景資料（假設）供我們預測解釋。因此，在傳播活動中，基

模的作用在於幫助理解。 

 

編輯每天面對不同新聞，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將報導濃縮成標題，依賴的正是「基

模」。編輯原有的知識可做為解釋新聞內容的背景知識，而完成的標題則反過來

修正編輯原有的知識。 

 

由上述觀之，編輯技術日益精進，編輯工作也早已脫離剪刀、漿糊的剪剪貼貼範

圍。也許編輯工作的本質並未改變太大，但對編輯工作的較新認知卻有必要。

Stepp(1990)定義所謂的新編輯(new editor)是「在現代新聞室中的專業新聞工作

者，負有決策(decision-making)責任」，而這種做決定的能力需要不斷訓練和練

習。因此，編輯除了傳統的新聞與管理技巧外，還需要判斷力、分析力及常識。 

 

Stepp(1990)建議，編輯應嘗試建立個人的決策模式，可分為幾個步驟：蒐集資訊、

分析資訊、決策、執行。這些步驟正可與前述編輯能力相互對應，顯示決策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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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能只經一瞬間，但卻屬複雜過程。換句話說，編輯的決策應有堅實理由，並

建立在事先蒐集或具備的資訊上。 

 

此外，傳播研究中尚有所謂的「框架」觀點，指「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

與思考結構」，包括了選擇與重組兩個機制（臧國仁，1998）。簡言之，記者之撰

寫新聞可謂是框架的表現，而編輯下標題亦同樣屬框架的外顯行為。如果如前述

標題正是新聞內容的濃縮與精華，編輯的下標過程因而可視同為編輯「主觀解釋

與思考結構」的過程，包括了選擇與重組兩個機制。 

 

事實上，「決策」過程即為新聞框架的具體表現：編輯一方面以自己的經驗（框

架）將事件從原有的情境中抽離(decontextualization)，另一方面則將此事件與其

他社會意義連結（再框架），以產生新的情境意義(recontextualization)（取材自臧

國仁，1998）。 

 

如果說標題是新聞報導的重點，那麼編輯在下標題過程中決定何者為新聞報導重

點，也就涉及了新聞的「摘要」歷程。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認為，「摘

要」使輸入的文本具有意義，可使讀者分辨何者顯著、重要，藉以綜合新舊資訊。

因此，摘要中必定含有個人解釋，包括摘要者如何連結他們自己的看法與作者的

意向。Seidlhofer and Widdowson強調，一個最符合作者意向的「理想」摘要必

定存在，但不論如何，仍因目的不同而會產生不同摘要內容。 

 

根據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的看法，新聞標題正可視為是新聞報導的摘要內

容：編輯閱讀新聞文本（報導）後決定何者重要，並配合目的與情境寫出摘要（標

題）。雖然記者在報導中會表達意向，但編輯未必與記者站在完全相同立場，既

可能在標題中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可能與記者妥協而將兩人的意向加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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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上所述，編輯的工作相當繁複：在實務上，通常分為內容編輯與結構編輯，其

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即為下標題。而編輯在下標題時的發言位置可能為「傳話

者」、「作者」或「主角」，但其位置常並非單一角色，而係在這三者間遊走，視

情境決定特定位置。此一位置的選擇會影響編輯表達標題的方式，但標題仍須源

自新聞報導的內容，此點應無疑義。 

 

此外，編輯下標題過程牽涉了思考決策制定：編輯先依自己的經驗（框架）將事

件從原有情境抽離，再將此事件與其他社會意義連結，產生新的情境意義；因此

下標可謂是編輯之新聞框架的具體表現。 

 

第四節 新聞連貫性 (news coherence) 

 

要探究「新聞連貫性」，就須先行界定其意義。以往相關研究多集中在語言學領

域，而在語言學中還有一個和連貫性相似且密不可分的概念，俗稱為「銜接性」

(cohesion)。為研究方便，連貫性與銜接性通常被分開討論，但實際上兩者並非

各自獨立。 

 

一、連貫性與銜接性的定義 

 

有關連貫性與銜接性的研究，學者曾提出不同的見解。Halliday and Hasan(1976)

認為，連貫性為語域與銜接性這兩種語意構造(configurations)的結合。語域是分

析情境的方法，反映了言說內容、言說參與者的角色關係及訊息傳遞的方式。如

前所述，此一概念可以解釋文體特色的形成；而銜接性則指文本中的語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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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文本內容具有連貫性。 

 

由此看來，Halliday and Hasan似乎將銜接性視為檢視連貫性的一種工具，是連貫

性的一部分，或可說是涵蓋在連貫性中。Halliday and Hason(1976)即曾指出文本

的意義主要來自其中的銜接關係(cohesive relations)。Hason(1984)並強調文本中的

銜接關係(cohesive ties)愈多，文本就愈具連貫性。 

 

然而Halliday and Hasan也強調，雖然銜接性關注語意關係，但並不強調內容或文

本意義：「銜接性不管文本意義為何，它關切的是文本如何組織成一個語意的整

體(edifice)」(Halliday and Hasan, 1976)。換句話說，具有較多銜接關係的文本雖

然在語法結構上較具連貫性，但在意義上卻未必連貫，因此，銜接性對連貫性的

創造，扮演的是重要卻非獨佔的角色。 

 

Halliday and Hasan(1976)更進一步解釋連貫性與銜接性的差異，認為銜接性是一

種語意連續的表達，是一種「一致與連續」，存在於文本中的不同部分。它同時

也是一個陳述和之前陳述的連結點，因此銜接性只存在於文本所能創造的範圍

中；而連貫性則牽涉文本與情境的關係。Halliday and Hasan認為，文本中的意義

表達包含了某種程度的連貫性，存在於內容中，也存在於語意來源的所有選擇，

包含各種人際成分以及說者進入言說情境的各種形態。 

 

參考Halliday and Hasan 的看法，Ventola (1997)歸納認為，銜接性在文本中運作，

藉由「銜接性連結」(cohesive links)來實現；連貫性則是一種視情況決定的關係，

與文本的解釋情境連結。 

 

Beaugrande and Dressler(1981)也對銜接性與連貫性的差異提出解釋。他們主張銜

接性只與文本表面組成份子的互相連結有關，連貫性則關心隱藏在表面文本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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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關係的連結。因此連貫性不只是文本的產物，也是文本產製認知過程的結

果，而表面文本的銜接性端視文本世界中的假設連貫性而定。 

 

此外，Donnelly(1994)則認為，連貫性為想法與概念的「邏輯」連結，而銜接性

則是利用句子的結構性與「銜接性手段」(cohesive devices)所建立的「句間」連

結。這裡所謂的「銜接性手段」，和Ventola所說的「銜接性連結」大同小異。 

 

對於連貫性與銜接性的差異，Ellis (1992)認為，連貫性關注「連結」與「主題」，

而銜接性則強調文本中運用的「手段」。他更進一步指出，傳播的完成須靠兩項

因素：其一需要建立言談、句子與命題間的關係，這即是所謂的局部(local)連貫

性；第二則是一個目標導向的計畫，以操控整個傳播行為，並在功能上與局部的

表面連結及結構產生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全面(global)連貫性。 

 

Tracy(1983)也有類似看法，曾對「相關性」提出兩種研究途徑，而此處所謂的相

關性，其實就是本文所說的連貫性。這兩種研究途徑分別為局部(local)觀點與全

面(global)觀點：前者指運用某些機制（如銜接性手段）以便與前項言論產生連

結，即成為具相關性之言論。後者則指相關性的言論具備回應前一個言說的主要

「概念」，而非言說中的某個「事項」。 

 

綜觀前人研究，「銜接性」係指一種文本結構的、字句上的連貫，強調文本的細

部結構，也就是局部面向的關係，可以透過銜接機制加以檢視。「連貫性」則指

一種邏輯的、語意上的連貫，強調文本的整體性，或全面的關係，它關注文本深

層的概念與關係之連結。但事實上，兩者的界線並非如此截然二分：銜接性雖然

處理的是字句與結構間的關係，但要判斷意義是否連貫，仍不免要進入邏輯、語

意層次。而連貫性雖然關注邏輯及語意，但仍然建立在文本呈現結構的基礎上；

因此兩者間的關係相當動態，也密不可分。正因銜接性與連貫性缺一不可、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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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本研究所討論的「連貫性」實際上即包含了所謂的銜接性，不僅探究語法

上的連結關係，也要進入意義層面來判斷連貫性。 

 

二、連貫性的變項 

 

如前所述，連貫性的分析大部分出自語言學，尤其著名的 Halliday and Hasan的

研究係以英國文學為文本研究對象，因此其分析方法也多是語言學取向。由於文

本的差異，將這些方法應用到新聞連貫性研究時可能須視情況修正。但這些研究

方法仍有參考價值，我們或許可以從研究變項更清楚了解連貫性的內涵。 

 

合作原則（取材自 Levinson, 1983） 

 

我們可先從 Grice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著手。此一理論從接受

者的觀點分析連貫性，認知到傳播的合作基礎，認為言說參與者期望他們的表現

有助於傳播目的達成。 

 

對於言說參與者的角色，合作原則強調言說的作者採取第一人稱立場，同時假設

他指派一個第二人稱的立場給讀者，而讀者則會合作地接受此一立場。如果讀者

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文本即無法傳遞一致的言說，因為雙方缺乏共同的情境假

設。此時讀者若採取獨立立場，則會以其自己擅長的閱讀方式製造另一個具有連

貫性質的言說。 

 

合作原則認為，言說貢獻者與接收者不連貫的情形可分為四類，可視為是評估連

貫性的指標： 

 

1. 關係(relation)：言說參與者的「貢獻」似乎與之前的言說並無關聯，此時即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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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連貫。 

 

言說之間的連貫性有時明顯地呈現在字面上。以新聞為例，一篇具有連貫性的新

聞報導原應「前後呼應」，指新聞內容各命題間應彼此相關。如果一篇新聞報導

中的每一句話都屬不同事件，閱聽人一定覺得一頭霧水，這是因為其間缺乏連貫

性的緣故。 

 

但訊息接收者在衡量言說間的「關係」時，還牽涉到其他因素。某些隱而未顯的

知識就像一座座橋樑(bridges)，幫助訊息接收者連結言說中相互連續的命題，使

其產生連貫性。但面對同一言說時，因為每個人搭的「橋」不同而也可能產生不

同理解。例如：不同世代間在談話時會覺得有所謂的「代溝」，其實就是因為雙

方所搭的「橋」不同：長輩認為青少年的言談「無厘頭」，前言不對後語，似乎

毫無邏輯可言，但事實上青少年同儕間卻不認為如此，因為他們了解對方的語言

邏輯。所以，在他們（青少年）看起來，或許這些談話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呢！ 

 

再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不熟悉領域的論文，或許就如看天書般地看不

出所以然，當然也完全找不出其間的連貫性。但在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士眼中，它

們的關係卻再明顯不過。因此，當我們討論「關係」此一概念時，除須考量明顯

呈現於字面上的外顯(explicit)連貫性外，也不能忽視藉由一座座「橋」即可搭起

的隱含(implicit)連貫性。 

 

此外，連貫性也分等級，如受訪者面對記者的詢問即可能有不同回答。Harris(1991)

曾提出迴避標尺解釋政治人物回答和迴避問題的程度，在回答與迴避的光譜中

間，包含了直接回答、非直接回答與挑戰三個等級（轉引自翁維薇，2000）。「直

接回答」即指問與答之間具有「外顯連貫性」，但如果記者能夠「搭起那座橋」，

即使是「非直接回答」與「挑戰」也同樣都具有連貫性。就接收者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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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者都傳達出與問題相關的某種訊息；反之，如果背景知識不足，記者就可能

無法正確地詮釋受訪者的後兩種回答。 

 

2. 形式(manner)：過於模糊或不直接的言說，我們也可說它缺乏連貫性。 

 

試看下面這段描述：「小明和小華結伴進入圖書館後，他的手機竟突然響了起來，

一時之間，所有原本正在念書的人都不約而同的看著他」。此處的「他」究竟指

小明還是小華難以得知，因此模糊代名詞的使用造成了不連貫。然而如果前述訊

息接收者知道小明並無手機，那麼這一段話就變得具有連貫性了，因為凡具有此

一背景知識者都可理解這裡的「他」指的是小華而非小明。 

 

類似例子也可能出現在關於集體犯罪的新聞報導，如果記者的寫作不明確交待哪

那一個嫌犯做了什麼事，這樣的報導也可能不連貫。但如果這篇報導是犯罪事件

的後續報導或是一同見報的相關報導，那麼讀者對犯罪內容可能早已熟知，報導

也就具有連貫性了。 

 

總之，言說的形式與連貫性習習相關，若形式過於模糊或不直接，將有損其連貫

性。 

 

3. 訊息量(quantity)：原則上指訊息接收者會預期其收到的訊息既不過多也不過

少，否則就是不連貫。 

 

舉例來說，當我們問一個人「你在讀什麼？」，我們可能期望他回答「在讀新聞

學」，而不是「在讀書」或是「在讀新聞學這門課的老師所指定的某一本教科書

的第幾章」。前者訊息過少，未能回答問題，而後者訊息又嫌過多，超過了問問

題者的負荷；像這樣的情形，都是不連貫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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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訊息品質(quality)：如果一個言說看起來「不正確」，也屬不連貫。 

 

對於某些明顯錯誤或是明顯不合理的情形，就可以說它違反了「訊息品質原則」，

也就是缺乏連貫性。但何謂正確，卻未必有固定標準，重點在於訊息接收者必須

認為擁有足夠證據顯示訊息正確無誤。 

 

線性分析方法（取材自 Donnelly，1994） 

 

除了上述合作原則外，另有線性連貫性分析方法，如「已知－新增約定」(The 

given-new contract)，即特別強調線性連貫性，旨在確認每個句子與下個句子產生

的連結關係，但不保證整篇文章或整個段落有意義。利用此方法的前提在於每個

句子都包含某些讀者熟悉的內容（即「已知部份」given），與不熟悉的內容（即

「新增部份」new），分析者可以透過檢視言說中是否含有已知與新增資訊來評

估連貫性。通常作者愈能善用已知（如利用重複、同義詞或是代名詞等方法）提

示情境中已有的資訊，愈能創造連貫性。 

 

此一方法所檢驗的連貫性與本文前述的「銜接性」較為類似，它強調句間的連結，

但即使句間的連貫性很高，文本卻不一定產生意義。 

 

同樣強調線性的連貫性，「段落修辭分析」(Christensen’s rhetoric of the paragraph)

關注的是局部（字面）連貫性，分析的是句間的關係，因此係以「句」為分析單

位。此一方法認為，連貫的文本具有層次分明的結構，段落內容應從一般性到特

殊性、從抽象到具體。而要創造連貫性，言說中的主要概念應同時含有對等句與

從屬句來加以支撐；對等句可強調主要重點，從屬句則可更細緻化此一重點，而

此一方法可運用在編輯、檢驗與增強段落間的銜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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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性理論 

 

Halliday and Hasan模式 

 

本文稍前曾提及 Halliday and Hasan的研究是連貫性領域中的經典之作，他們提

出的銜接性理論(cohesion theory)將銜接性連結或關係分為四種形式，分別就是

「銜接性連結」(cohesive links)或是「銜接性手段」(cohesive devices)，分述如下 

(Halliday and Hasan, 1976)： 

 

1. 語彙的連接(lexical) ：指透過字彙的選擇來創造銜接性，可以利用下述三種方

式： 

(1) 重複（repetition）：但使用過度會使文章顯得單調，改進之道在於改變重複字

詞的位置、改變關鍵字的形式（部分重複）、或改變字詞的詞性； 

(2) 同義詞（synonymity）：如使用自行車或腳踏車等同義詞； 

(3) 概括化（generalization）：將字彙概括化，並使用抽象程度較高的字彙來表示，

如以毒品（較抽象且含括性較高之詞）來表示安非他命（某一特殊毒品）。 

換句話說，重複的字眼、同義詞與概括化的用語都可以創造言說的連貫性。 

 

2. 指涉(Reference)：即以一個名詞來指稱另一個名詞，如有時我們利用代名詞來

指示稍後即將提及的事項，目的在於營造戲劇效果。但當句子太長或是所提及的

事項離代名詞太遠時，這樣的作法可能令人混淆；如前述小明與小華進圖書館的

例子，即可能產生不知「他」究竟指何人的困擾。解決之道在於言說內容須緊扣

同一主題，而當同一主題一再被重複時，讀者較不易搞混關鍵字。 

 

3. 替代(Substitution)：替代和指涉相當類似，也是使用某物來指稱另物。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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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通常會加冠詞，而「指涉」則不加冠詞。舉例來說，若要指稱某個人，使用

「一個人」即是「替代」，而使用「他」則是「指涉」。 

 

此外，替代也包含了「省略」(ellipsis)此一機制，但在應用時應確定讀者仍能了

解言說整段意義，省略部分通常為已經明確陳述的重複字詞。使用「省略」方法

時應符合下列情境：文本結構能提供足夠線索，讓讀者了解該如何填補省略的部

分，整個段落且具有一致的主題與關鍵字詞。例如，在新聞報導中常出現的「人

物特寫」，記者在描述時常會省略主角的名字，但只要整篇新聞緊扣著同一主題，

並未同時將不相干的人物牽涉進去，讀者仍可了解內容意義。 

 

4. 連接(conjunction)：連接詞、對等副詞與從屬副詞本身並不產生連貫性，只能

強化文本各要素原有的關係；連接詞主要連接子句或句子間的四種關係： 

(1) 附加(additive)：在原有子句或句子中增加新訊息，如「與」(and)； 

(2) 反對(adversative)：連接相反的關係，如「但是」(but)； 

(3) 時序(temporal)：連接的子句或句子具有時序，如：「在…之前」(before)； 

(4) 因果(conditional)：連接的子句或句子間具有因果或條件關係，如「因此」

(consequently)。 

 

Beaugrande and Dressler模式 

 

Beaugrande and Dressler模式與 Halliday and Hasan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也

將銜接性手段分為四類，簡要說明如下(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1. 重複：包括字句的重複，或是以另一種表達方式來呈現同一事物； 

2. 替代：使用另一種字詞來指稱某一事物； 

3. 省略：在假設讀者可以自行連接時，即可應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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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號關係(signaling relationships)：包括時態及 Halliday and Hasan模式所提及

的連接機制。 

 

三、小結 

 

為了研究方便，連貫性與銜接性通常被分開討論：前人研究認為「連貫性」係指

一種邏輯的、語意上的連貫，強調文本的整體性或全面的關係，同時關注文本深

層的概念與關係之連結，而「銜接性」則是一種結構的、字句上的連貫，強調文

本的細部，也就是局部面向的關係，可由表面文本的語法來判斷。然而，銜接性

雖然處理的是字句與結構間的關係，但要判斷意義是否連貫，仍不免要進入邏

輯、語意層次。而連貫性雖然關注邏輯及語意，但仍然建立在文本呈現結構的基

礎上，因此兩者間的關係相當動態，也是密不可分的。 

 

而合作原則、線性分析方法及銜接性理論都曾提出分析連貫性的變項，可做為討

論標題與新聞的連貫性時的參考。 

 

第五節 標題與新聞的連貫性 

 

不論標題的形式為何，既然出自新聞報導內容，便無法獨立於報導內容而存在，

不論是平鋪直敘或是拐彎抹角都與報導內容脫不了關係。而前文曾提及本研究討

論的連貫性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不僅要探究語法上的連結關係，也要進入意義

層面來判斷，因此我們可從兩個面向來討論標題與報導的關係。 

 

一、連貫性：語意的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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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是想法與概念的邏輯連結，關注文本深層的概念與關係，因此我們在討論

標題與新聞內文間的語意連貫時，同樣強調兩者在概念上的連結。前文在討論「基

模」的概念時，Schwarz and Flammer (1981)曾提及主題式標題有利於讀者理解及

記憶文本內容，而所謂主題式標題即由言說主要內容所組成的標題，此一想法與

此處討論的語意連貫性不謀而合，我們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1. 標題與報導內容應指向同一命題。命題分析的目的在建構新聞的意義結構，

然後從命題分析上下結構之間的關係，來判斷新聞文本是否具有意義的連貫（鍾

蔚文，1992）。如前所述，標題是內文的濃縮，雖然未必具備內文中的所有元素，

但標題有的內文一定得有。標題從內文而來，不可能憑空捏造，兩者表達方式（作

文）或異，但在概念上理應絕對相關。因此，雖然標題負有吸引讀者的重責大任，

卻不能沒頭沒腦地天外飛來一筆。讀者看完標題再閱讀內文，目的是想要看到更

多資訊，標題與內文若能指向同一個命題，才不會讓讀者一頭霧水。 

 

「合作原則」中的「關係」指標認為，言說間須有某種關聯才能產生連貫性，而

標題與內文命題的連貫有時顯而易見，有時卻是隱含。或許因為事件過於複雜，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盡，或單純為了吸引讀者目光，編輯可能採用「虛題」方式，

讓讀者無法從標題上立即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但這種標題仍須和內文同屬一個

巨命題，否則即缺乏連貫性。如有關選舉辯論會的新聞，有時因為候選人數目眾

多，辯論內容龐雜，編輯難以一一入題，即可採用「火網交鋒，選將嚴守猛攻」

這種虛題來代替候選人辯論的實質內容。讀者雖然無法從標題得知辯論會的細

節，但因標題與內文仍同屬「選舉辯論會」的巨命題，因此兩者仍具連貫性。 

 

2. 標題內容的選擇應與新聞一致。新聞報導的內容很多，標題不可能全都囊括，

如何選擇重要的內容包含在標題之內，也應是評量連貫性的標準。雖然導言是報

導的精華，標題是精華的濃縮，但標題內容未必全出自導言，也可能來自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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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軀幹，這就涉及了編輯的選擇。 

 

在正常情況下，通常是先有新聞記者撰寫之報導內容，然後編輯據此下標題。因

此，我們在討論內文的連貫時，固然可以按照報導的敘述順序分析軀幹如何擴充

導言，但分析標題與內文的連貫性時卻須反向思考，不看報導內容如何擴充標

題，單看編輯如何選擇內容元素組成標題。 

 

這種選擇就牽涉到質與量的問題：標題所選擇涵蓋的元素是否適當？是否過多或

過少？編輯必須衡量什麼是「重要」與「必要」的元素（當然，這種衡量也是新

聞價值的判斷）。有些要素（如詳細的時間與地點）可能無需在標題中出現，但

是重要元素（如「原因」、「結果」）可能就是標題的重點所在。如時間與地點雖

是重要的事件元素，但標題能容納的內容有限，連導言都未必包含 5W1H了，

更何況是標題。因此，編輯應選擇重點中的重點，其他的要素可以留待新聞內容

中再說明，否則會顯得累贅。 

 

同樣以選舉新聞為例，候選人發布市政白皮書的新聞內容可能長達數百字，其中

涵蓋交通、治安及環保等數十個面向，編輯選擇的元素質量是否適當將影響連貫

性的建立。 

 

二、銜接性：表面文本結構的連貫 

 

好的標題必須簡潔、有力、直指核心，但並不表示標題必須全文照抄，一成不變，

否則也就不需要編輯的存在了。標題是一種文字遊戲，但編輯在玩遊戲的同時，

還是受到某些規範影響。 

 

標題是一種精煉語言。在前文對標題的討論中曾提及，標題不僅須嚴守客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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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還須淺顯易懂、講究邏輯。此外，標題受到時間和空間限制，時間指編

輯在進版時間壓力下，往往沒有充分時間完整思考每一標題；空間則指版面位

置、大小有限，標題不能容納所有的新聞內容。因此，標題也發展出與一般文學

不同的文字形式與習慣。 

 

例如：標題中通常避免使用副詞和語助詞，也較少使用代名詞。此外，在標題中

出現的組織、頭銜，通常採用簡稱而非全稱。這些固然都屬新聞常規，但當分析

標題與內文的連貫性時，便需考慮到標題的獨特性。 

 

當然，標題的形式多變，迄今仍未發展出完整的分類標準。不過，我們仍可試著

借用 Halliday and Hasan(1976)的銜接性理論來衡量標題與新聞報導的結構、字句

的關係： 

1. 字義：標題可能重複內文，也可採用同義詞的方式，選擇字彙以創造連貫性； 

2. 指涉：標題與內文間可能會有指涉關係，而標題本身（如主標與副標之間）

也會有指涉關係； 

3. 替代：標題的空間有限，因此常採替代方式陳述，如用簡稱代替全稱即是一

例；同樣基於經濟考量，標題也會使用省略策略。但即使如此，標題的結構

仍應能提供足夠線索，讓讀者了解如何填補省略的部分； 

4. 連接：這在標題內比較不常出現。 

 

此外，前述的合作原則提出評估連貫性的四個標準，也可適用於解釋標題與內文

間的關係，分別為： 

1. 關係：分析標題與內文的命題是否相關，包含外顯與隱含相關兩者； 

2. 形式：分析標題的內容是否清楚，過於模糊或不直接都是缺乏連貫性的表徵； 

3. 訊息量：分析標題所包括的訊息量，過多或過少都不具連貫性； 

4. 訊息品質：分析標題是否正確，如果標題與內文互相衝突，即不具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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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之前曾提及連貫性與銜接性雖常被分開討論，但兩者間存在著動態的關係，因

此，在探討標題與新聞的連貫性時，雖然連貫性與銜接性有不同的衡量指標，兩

者的關係仍是密不可分，因此除了銜接性變項外，還須注意語意的連貫，即標題

與新聞是否指向同一命題，及標題內容的選擇與新聞是否一致。 

 

第六節 本章小結 

 

本研究探究標題與新聞報導的連貫性，在進入正題之前，首先簡介言說分析中的

重要概念：所謂「言說」是語言的使用，也是概念形成的過程，而「文本」則是

言說過程的語言產物。 

 

而為描述新聞文體的特色，本研究在第二章釐清文體的定義。歸納各家說法，使

用慣例性的語言與言說知識，以成功達到某種傳播目的即形成文體。文體的特色

隨情境而展現，透過語域的描述，可以更清楚的說明文體的狀況情境，換言之，

語域是分析情境的方法。 

 

語域具有三個面向：「語言範疇」反映傳播內容，「語言關係」指涉言說參與者的

角色結構，而「語言模式」則指訊息傳達的方式。言說參與者所校準的情境係三

者交織的結果。 

 

而因傳播目的不同，「新聞」採用獨特的語域，形成獨特的文體，標題則屬於新

聞文體中的次文體，編輯會利用各種技巧以創造符合文體限制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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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論標題，就不能忽略製作標題的編輯，第三節說明編輯在下標題時可能扮演

三種角色：「傳話者」、「作者」與「主角」，且編輯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可能在

這三者之間遊走。 

 

無論編輯扮演的角色為何，下標都涉及選擇與決策。編輯必須自新聞報導中選擇

置入標題的元素，並在此一過程中依經驗（框架）將事件抽離原有情境，再將此

事件與其他社會意義連結，以產生新的情境意義，因此下標可視為是編輯新聞框

架的具體表現。 

 

在說明新聞文體的定義與編輯下標題的思考過程後，第四節探討連貫性概念。連

貫性與銜接性時常相提並論，兩者的關係動態且密切。一般來說，連貫性強調文

本的整體性，是一種語意上的連貫；而銜接性處理的是文本的細部，亦即結構與

字句的連貫。此一說明或可稍稍釐清兩者的差異，但在進行連貫性的分析時，兩

者的界線通常相當模糊。 

 

前人對連貫性的研究提出許多變項，包括合作原則、線性分析方法與銜接性理

論，均可套用在標題與新聞報導連貫性的分析上。相關的研究方法將於第三章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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