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 

 

上一章曾提及，標題為新聞報導之摘要，編輯在閱讀新聞報導內容後得先決定此

則新聞的重要性，再配合當天其他新聞報導所共同組成的相關情境寫出標題。因

此，下標過程可視為是編輯「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的過程，包括選擇與重組兩

個機制。換句話說，標題內涵必須來自新聞文本，而與新聞報導無關的標題顯然

不具連貫性。但是，一個完全出自新聞報導的標題是否就具有連貫性呢？本研究

即試圖以新聞標題與新聞報導為例，對新聞連貫性進行初探性探析，並提出以下

研究問題： 

 

一、評量標題與新聞報導連貫性的標準為何？ 

二、如何以連貫性的標準來衡量標題好壞？ 

三、編輯下標時應考慮那些因素？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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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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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之研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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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標題的來源是新聞記者所撰之報導內容，然後由編輯透過選擇與重組

機制將報導內容轉化為標題，其結果可能構成兩者的連貫性，但也仍可能發生不

連貫之情形。本研究不擬討論記者的工作過程，僅針對新聞報導內容與標題，以

語意與文本結構兩個面向試加衡量此處所稱之新聞標題「連貫性」。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步驟包括小樣本個案研究、言說分析及深度訪談，茲說明如下： 

 

一、小樣本個案研究 

 

所謂個案研究，係透過詳盡的描述個案，對個體或組織之特定事件和發生過程進

行解釋，並進一步建立命題，作為往後研究基礎（Yin, 1989）。 

 

以往關於新聞連貫性的研究尚少。本研究為針對標題與新聞報導間之連貫性進行

初探性研究，目的即在試尋適用於評量新聞標題連貫性的變項。採用個案研究的

目的，即在討論本研究發展的連貫性評估變項是否可行，而非經由大量樣本建構

新聞連貫性的完整標準。 

 

二、言說分析 

 

言說(discourse)這個概念係由文本導向的學術研究衍生而來。「言說」這個詞彙所

隱含的預設，在於語言是人與真實（透過感知、認知與行動）交換過程的主要媒

介，而語言文本就是知識與真理的負載工具。基本上，在當代理論家的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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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已經包含所有日常生活的互動及意識層面，因而「言說」成為社會真實

建構的媒介。透過語言，真實才得以進入社會，並可經過分析得到解釋。因此，

為了達成質化研究的目的，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既是重要分析客體，也是重要分

析工具(Jensen & Jankowsik, 1996)。 

 

Seidlhofer and Widdowson(1997)指出，文本是言說過程的語言產物(the linguistic 

product)，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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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並無固定大小與形式，可能是句子的

結合，也可能僅是一個字或一個字母。當我們將文本視同「意義」時，其實就已

在運用情境知識推論言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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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點是連貫性。連貫性須從人們創造言說的認知表現，而非從言說本身外顯的語

言特徵去定義。 

 

Sanders and Spooren(1997)強調，連貫性的作用在於使言說不僅是個別語言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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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的「意義」是言說分析著重的焦點，有關意義的詮釋，文本語意學最重要的

觀念就是「命題」(proposition)，其粗略定義便是「以概念意義為主的子句結構」

(Jensen & Jankowsik, 1996)。 

 

van Dijk認為，在文本語意學研究中，「部份連貫」(local coherence)特別關注一

 38



連串的命題彼此之間相互扣連的方式。這種部份連貫的形成條件，可能是這些命

題指涉與某些意義相關的事實。例如，它們在時間、條件、原因、或次序上彼此

具有某些關係，而這些命題在概念層面也是彼此相關。而命題的「部份連貫」除

了具有這種「參考性」外，也可以產生「功能性」的部份連貫。例如，第二個命

題可能對第一個命題發揮詳述、改寫、對比、舉例等不同作用(Jensen & Jankowsik, 

1996)。 

 

因此，van Dijk指出，言說不僅可以是局部、在地、獨立的，也可以是全觀、整

體、連貫的。除了因為字詞相連而產生意義關係外，文本也具有全面的統一性，

此即所謂的「整體連貫」(global coherence)，可以主題或題目加以描述。從理論

角度來說，這種題目可以稱為巨觀命題；也就是說，這種命題必須由文本中各個

連續命題所導引出來(Jensen & Jankowsik, 1996)。 

 

本研究將利用文本語意學對命題與連貫性的看法，分析新聞標題與報導的連貫

性。 

 

三、深度訪談 

 

訪談是蒐集研究資料的方法，透過口語的意見交換與創造來建構意義(Crabtree & 

Miller, 1999)。在質化訪談中，語言是資料蒐集的工具，也是分析的客體。在本

質上，訪談法提供了某種機會，可以針對媒體結合實踐、分析和詮釋等不同取徑。

訪談法的主要優點，在於能對一項既定題目給予多重觀點的處理，藉此增進對資

訊的瞭解(Jensen & Jankowsik, 1996)。 

 

如前所述，有關新聞連貫性的研究不多，針對新聞標題連貫性的研究更付之闕

如。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與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訪談，彌補理論探討與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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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以使評估標題連貫性的標準更為完備。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文獻為起點，首先界定何謂連貫性，再綜合以往研究中有關連貫性的評

量變項，試擬出適於分析標題與報導連貫性的標準，並以個案評估此一標準是否

可行。最後，藉由與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訪談，進一步確認符合此一連貫性標準的

標題在實務工作者眼中是否具有連貫性。 

 

上一章曾提及，綜觀前人研究可將連貫性定義為一種邏輯的、語意上的連貫，關

注文本深層的概念與關係之連結；而銜接性則指一種文本結構的、字句上的連

貫，強調文本的細部結構。因此，本研究將分別自連貫性與銜接性兩個面向分析。

在介紹研究架構之前，先行說明研究樣本的抽樣方式。 

 

一、研究樣本 

 

分析文本抽樣 

 

本研究在選擇分析文本（標題與新聞報導）時，將依據以下幾個原則： 

 

1. 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 

判斷抽樣的取樣多根據個人方便，或在缺乏足夠資料供取樣參考，而又有意抽取

合乎某種標準的若干個體為樣本時採用（蘇蘅，1986）。在質性研究中，抽樣通

常不是為了歸納或預測，而是為了創造及測試新的詮釋，因此抽樣策略將努力蒐

集內涵豐富的資料(information-richness；Crabtree & Mill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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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具初探性質，目的在藉由個案討論可能的連貫性評估變項。真正的隨

機抽樣假定研究者關注的特質普遍存在於母群體中，但本研究關注的連貫性變項

是否具有此項特性仍是未知數，因此並不適合大規模的機率抽樣。故本研究將根

據上述原則，自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中抽取少數樣本。 

 

2. 以純淨新聞為主 

純淨新聞為典型的新聞文體，通常具有明顯新聞結構。由於本研究為新聞標題連

貫性的初探性研究，以純淨新聞為研究對象更能清晰地分析出標題與新聞報導的

連貫性關係。 

 

3. 報導內容以非連續性的單一事件為宜，排除軟性或過於專業的新聞 

此一限制係為進行訪談所需。編輯在衡量標題的連貫性時，難免受到原有框架影

響。連續性新聞每天都有新發展，不同編輯對事件的看法差異較大，而單一事件

較不易引起其他聯想，評估較為單純。此外，軟性或過於專業的新聞也可能造成

受訪者的評估障礙，乃因軟性新聞的標題多變，風格見仁見智，好壞難以評量。

而一般專業新聞（如證券新聞、體育新聞）則常因其內容特殊，未必為評審受訪

者了解而導致誤判，因此這兩類新聞報導均將排除。 

 

根據上述原則，本研究以民國九十二年四月的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為範

圍，先篩選出其中屬於非連續性單一事件的純淨新聞報導，接著在這些符合標準

的報導中，任意選取每家報紙各約三至四則，總共十則報導做為分析文本。 

 

訪談對象抽樣 

 

由於本研究關注焦點為報紙標題的連貫性，因此訪談對象亦將自報社尋找，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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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如下： 

 

1. 具編輯相關經驗十年以上 

以往研究曾指出專家與生手在知識與運用知識的差異。一般而言，專家的資料庫

較為龐大，且知識結構複雜並環環相扣。此外，專家在運用知識的策略上也較為

靈活，並比生手運用更多的先前知識（臧國仁主編，1994）。 

 

本研究的訪談目的在於了解透過言說分析尋得之具連貫性的標題，是否在新聞編

輯眼中也同樣具有連貫性，因此受訪者須對標題好壞的衡量相當熟稔。基於前述

看法，受訪者應為編輯領域的「專家」，對下標作業擁有較多經驗，也較能運用

先前的知識做出適切評斷。因此，本研究受訪者的條件限定為具編輯相關經驗十

年以上的新聞工作者，包含編輯、主編或報社編輯部門的主管。 

 

2. 來自不同報社 

如上所述，編輯領域的專家雖然擁有知識豐富、反應靈敏及判斷正確等優點，但

也有可能因為專業自信而形成知識專斷。本研究期望發掘評估標題連貫性的標

準，但連貫性的評估亦有可能受到受訪者個人或外在情境（如不同報社對標題好

壞的衡量有可能不同）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挑選來自不同報社的受訪者，以使人

為與情境所造成的評量誤差降到最低。原則上本研究將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

聯合報各至少選擇一位受訪者。 

 

3. 配合度高 

由於深度訪談極為耗時，因此本研究將選擇配合度較高的受訪者，期能自訪談中

獲得較為完整的分析資料。 

 

二、連貫性分析—語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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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連貫性關注文本深層的概念與關係的連結，本研究將藉由下列方式檢

視標題與報導間的關係： 

 

1. 命題分析 

根據合作原則「關係」指標的解釋，言說之間若無關聯即無連貫性。而命題分析

協助研究者將文本中的意義面向結構化，然後觀察意義結構與意義結構之間如何

選擇與連接（劉郁青，2001）。本研究將以命題分析評估標題與新聞報導的關聯

性。 

 

所謂命題分析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分別為建立微觀結構與建立巨觀結構，茲分

述如下（取材自鍾蔚文，1992）： 

 

建立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 

 

根據言說分析，每一陳述句、每一單句，均有一相對核心意義及概念，此一核心

意義及概念稱作微命題(microproposition)，例如，「宜蘭地區在晚上十時五分許突

然下起一陣冰雹」的核心意義可以以下微命題表示：「宜蘭地區下冰雹」。綜合鍾

蔚文(1992)所述命題的各種建構方式，可歸納出建構微觀結構的原則如下： 

 

(1) 微命題主要由關係(relation, predicate)及受語(argument)組成，前者通常為動

詞，後者則指關係的相關單位。一個包含一動詞或動作陳述的句子或子句，即視

為一命題。 

 

(2) 遇到「XX說…」的句子時，其後的受語可依語意分為幾個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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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遇到條件子句，若文中有逗號，即分為兩個命題；若無逗號，則視為一個命

題。 

 

(4) 凡包含「基於」、「對於」的子句，均視為一個命題。 

 

建立巨觀結構(Macrostructure) 

 

微觀結構可以進一步歸納產生巨觀結構，指新聞報導的主旨(gist)，代表了更高

層次的意義結構。而巨觀結構也是由命題所組成，這些命題稱為巨命題

(macropropositions)，每一巨命題皆表達數個微命題之更高層意義，第一層次的

巨命題可再歸納為更高層次的巨命題，稱做巨巨命題。 

 

本研究應用 van Dijk的巨觀法則來建構巨觀結構，以下即簡介巨觀法則： 

 

(1) 刪除(Deletion) 

分強刪除及弱刪除。採用強刪除原則時，只刪除微命題中之部分字詞，如時間、

地點、不相關的背景、數字、形容詞。採用強刪除原則時，則將與全文重點無關

的微命題刪除。 

 

(2) 類化(Generalization) 

將性質相同的微命題加以組合，由一較抽象的高層巨命題代替。例如：「賣場貨

品全數一折起」與「賣場有許多一元商品」，可以「賣場大拍賣」代替。 

 

(3) 重建(Construction) 

將表達同一基模或腳本的數個微命題以基模或腳本的名稱歸納。例如：水庫減少

發電、離峰時刻減量供水及稻作實施大區輪灌，可歸納為「展開抗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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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留(Zero) 

有些微命題由於本身即代表全文要旨，也是巨命題的語意型式，可加以保留。 

 

至於四種巨觀法則之應用先後次序如下：先應用弱刪除原則、重建法則、或類化，

然後才使用強刪除法則。而在重建與類化均適用時，優先使用重建法則。 

 

此外，在建構文本的巨觀結構時，任何巨命題必須包含至少兩個以上的微命題，

同理，任何巨巨命題必定包含至少兩個以上的巨命題。 

 

透過上述命題分析過程，本研究將以下列標準評量標題的連貫性： 

(1) 標題是否呈現最高層次的命題：最高層次的命題可視為整篇新聞報導的主

旨，因此只有當標題清楚呈現此一命題時才具有連貫性； 

(2) 標題是否涵蓋足夠的微命題以解釋較高層次的命題：較高層次的命題均屬概

括性概念且較抽象，標題必須藉由較具體的微命題提供讀者更多的資訊，因此涵

蓋適當微命題的標題才具連貫性。 

 

2. 邏輯分析 

即使標題的概念均出自新聞報導，兩者卻未必具連貫性，原因即在於新聞報導具

有邏輯結構，若標題選擇的概念間缺乏邏輯關係，標題仍可能給人一種不清不楚

的感覺。合作原則的「形式」指標即指出，過於模糊或不直接的言說缺乏連貫性

(Levinson, 1983)。 

 

本研究將先套用前述命題分析的巨觀法則，分析編輯如何將報導轉換為標題。換

句話說，新聞報導內容可能透過刪除、類化、重建及保留等方式形成標題，藉由

題與文的比較，盼能了解兩者的邏輯關係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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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標準：標題是否依據巨觀法則由新聞報導轉化而成，題文具邏輯關係者才具

有連貫性。 

 

3. 對應分析 

合作原則的「訊息量」指標指出，過多或過少的訊息量均會造成不連貫(Levinson, 

1983)。新聞學對新聞內容的主題分類有所謂的「5W1H」，即「何時」、「何地」、

「何人」、「何事」、「為何」及「如何」，但導言為求精簡卻常未必完全容納這六

個要件。而標題是比導言更精簡的摘要，編輯的取捨可能影響題文的連貫性，因

此本研究將分析報導與標題內容的對應關係，探究兩者間的連貫性。 

 

評估標準：標題內容是否過多或過少，過與不及均不具連貫性。 

 

4. 關係分析 

如前所述，Hasan(1976)認為連貫性為語域與銜接性的結合，其中語域分為語言

範疇、語言關係與語言模式三個面向，此處將針對「語言關係」進行分析。 

 

所謂語言關係，係指角色結構，記者撰寫報導與編輯下標時可能扮演不同角色，

唯有雙方發言角度相同時，報導與標題才具連貫性。舉例而言，若記者以旁觀立

場扮演傳話者角色客觀陳述事件，而編輯卻以事件主角的角色發聲，即可能導致

題文缺乏連貫性。 

 

評估標準：標題與新聞報導的發言角度須相同才具有連貫性。 

 

5. 正確性分析 

合作原則的「訊息品質」指標認為，不正確的言說即不具連貫性(Levin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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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信新聞報導為真的前提下，標題若與報導不符即缺乏正確性，自然也不具連

貫性。因此本研究將以標題內容是否與報導相符做為評估標準。 

 

評估標準：標題內容須符合新聞報導且無錯誤才具連貫性。 

 

三、銜接性分析—文本結構分析 

 

1. 詞彙分析—銜接性理論 

本研究以字詞為分析單位，應用「銜接性理論」來探究標題與新聞報導在文本結

構上的連貫性。換句話說，標題可能利用銜接性手段和報導形成連貫性，因此本

研究將把標題切割成單一字詞後與報導對照，以銜接性手段為指標，分析兩者間

的異同。Haynes(1989)認為，在分析銜接性時應著重連結能力(tying capacity)而非

銜接性手段的種類多寡。因此，本研究也將借用其分析方式，以說明標題與報導

間的連結關係。 

 

評估標準：標題字詞與報導的連結愈多愈直接，愈具連貫性。 

 

2. 結構分析 

Williams(2000)認為，銜接性具有一種流動感(a sense of flow)，而缺乏流動感的一

則文本即使個別字句清晰易懂，仍缺乏整體感。因此他建議善用「由舊至新」

(old-to-new)的寫作手法，亦即以讀者熟悉的資訊開頭，並以新資訊為結尾的方式

創造流動感。前述的「已知－新增約定」(The given-new contract) 與Williams的

看法有異曲同功之妙，本研究將引用分析標題與報導間的新舊資訊關係。 

 

如前章所述，「已知－新增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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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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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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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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中的已有資訊，愈能創造連貫性。 

 

標題雖出自新聞報導，但其字詞句子的用法卻未必與報導內容一致，兩者相符的

部分，可將其視為已知，編輯自行轉化的字詞句子，則可視為新增部分，本研究

將檢驗標題如何由報導轉化而成。 

 

評估標準： 

(1) 標題須善用「由舊至新」，換句話說，同時具備已知與新增的標題才具連貫

性。 

(2) 標題使用的「已知」愈多，愈具連貫性。 

 

四、深度訪談及分析 

 

本研究將選取十則新聞報導與標題，交由五位資深新聞工作人員評估是否具連貫

性、是否為好標題。在訪談對象評估之後，進一步請其說明評估標準，最後歸納

此項結果並與前述的評量標準比較，以了解原本研究設計所未涵蓋的變項。 

 

深度訪談的進行步驟如下： 

 

1. 訪談前說明：向受訪者說明訪談步驟，並告知將依其自訂標準來評估樣本。 

2. 訪談對象依序閱讀未標明出處與記者姓名的十則新聞報導與標題，閱讀時間

不設限。每閱讀完一則個案，隨即評估標題的好壞並說明原因，若說明不夠

詳細，研究者將繼續追問。 

3. 研究者將訪談內容依言說分析的指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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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前測記錄 

 

為了解研究可能遭遇的困難並進行修正，研究者將以兩則報導做為前測對象，依

據前述的設計進行言說分析。 

 

前測一： 

（取材自 92/4/3，中國時報，頁 14） 

 
四星彩 周六上市 
五種玩法 下注前先選定 三種賠率 最高彩金 25萬元 

 
蔡沛恆、洪正吉／台北報導 
台北銀行昨日正式宣布，公益彩券全新玩法「四星彩」，本周六上市，第一個四

星彩得主在下周一出爐。北銀副總吳國璋表示，四星彩是繼對對樂、吉時樂、樂

透彩後，北銀彩券家族的第四檔產品，希望能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歡樂，同時也創

造更多的公益資金。 
 
在四星彩推出後，北銀也將大幅修改彩券發行政策，彩券的銷售時間維持每周一

到周六不變，但每天的銷售時間則統一為早上九點到晚間八點。四星彩每周一、

三、五開獎，樂透彩則是每周二、五開獎，兩者都是晚間八點半搖出得獎號碼，

十點整公布配彩結果。 
 
四星彩玩法變化相當多，包括「正彩」、「前後三彩」、「前後對彩」等五種玩法，

消費者在投注時必須先從五種玩法中選出一種玩法，並視情況選擇二到四個號

碼，如果數字及順序完全相同，就算中獎。每注金額五十元，消費者也可比照樂

透彩投注方式，以人工或圈選方式為之。 
 
四星彩有許多與樂透彩完全不同的特色，舉例來說，彩迷在投注前就得聲明自己

想玩哪種遊戲，依規定必須四星全中且順序一致才算中獎，如果只對中三個號

碼，就得眼睜睜看圈選「前後三彩」的其他彩迷風光領取二萬五千元的獎金。 
 
此外，正彩及前後三彩賠率分別為五千倍及五百倍，得獎金額則為二十五萬元、

二萬五千元，僅前後對彩賠率為四十倍，得獎金額二千元。楊瑞東解釋，因為現

行稅法明定超過兩千元以上的獎金必須課稅，此為北銀簡化手續的權宜措施。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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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前後對彩的獎金維持二千五百元，分離課稅仍為二千元。 

 

1. 命題分析 

本則新聞大致可分為兩個主題，一為彩券新制將上路，另一為四星彩玩法規則的

介紹。根據命題分析原則，我們可將本則報導轉化為兩個巨巨命題MM1與

MM2，兩者之下的巨命題與微命題則僅說明了這兩個主題的細節（參見附錄一）。 

 

受限於字數，通常主標題很難涵蓋所有的報導內容，本則主標題雖僅涉及 P1「四

星彩即將上市」，但因 P1本身即代表新聞要旨，也是巨命題M1及巨巨命題MM1

的語意型式，因此主標題刪除MM1之下其餘的巨命題及微命題，保留 P1，亦即

保留M1及MM1，其命題關係如下圖： 

 

四星彩 周六上市 

MM1 

M1 

P1 

圖 3-2 前測一的命題關係圖之一 

 

副標題將MM2有關四星彩的玩法做了較完整的描述，其內容取材自 P14、P15

及 P26-P29，這些微命題分別屬於M3及M5，而其餘未涵蓋在標題內的微命題

則係應用刪除原則的結果，其命題關係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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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玩法 // 下注前先選定 // 三種賠率 // 最高彩金 25萬元 

MM2  //  MM2  //  MM2  //  MM2 

M3   //   M3   //   MM5   //   M5 

P14   //   P15   //   P26  P28   //   P27  P29 

圖 3-3 前測一的命題關係圖之二 

 

整體而言，標題除了兼顧兩個巨巨命題MM1與MM2，也涵蓋足夠的微命題，

題與文相當連貫。 

 

2. 邏輯分析 

主標題「四星彩 周六上市」出自 P1，正符合巨觀法則中的「保留」原則。換句

話說，P1此一微命題本身即代表全文要旨，本身也是巨命題，因此加以保留。 

 

而副標題部分則應用了刪除及重建原則。其中，編輯刪除「正彩」、「前後三彩」、

「前後對彩」，以「五種玩法」一語帶過；並將「消費者在投注時須先從五種玩

法中選出一種玩法」以「下注前先選定」替代，此一作法係應用刪除原則去除細

節。 

 

關於賠率及最高獎金部分，編輯則應用了重建原則，綜合「五千倍」、「五百倍」

及「四十倍」的賠率及三種獎金金額，歸納出「三種賠率」及「最高彩金 25萬

元」。題與文間的邏輯關係可以下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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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前測一的邏輯關係 

標題 應用原則 標題出處 

四星彩 周六上市 保留 P1 

五種玩法 刪除 P14 

下注前先選定 刪除 P15 

三種賠率 重建 P26 P28 

最高彩金 25萬元 重建 P27 P29 

 

總之，本則標題係由報導內容轉化而成，兩者具有緊密的邏輯關係。 

 

3. 對應分析 

標題與報導的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四星彩 周六上市（何事、何時） 

五種玩法 下注前先選定（如何） 

三種賠率（如何） 

最高彩金 25萬元（如何） 

 

 

MM1 

M1 

MM2 

M3 

M5 

圖 3-4 前測一的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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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標題雖然涵蓋了MM1與MM2兩個巨巨命題，但僅涉及M1、M3及M5三

個巨命題；以新聞學的「5W1H」而言，標題內涵則包括「何時」、「何事」及「如

何」三項主題。 

 

4. 關係分析 

撰寫本則新聞報導的記者係站在一旁觀傳話者角色傳達四星彩即將上市的消

息，而編輯在下標時採取與記者一致的立場，兩者角色相符。 

 

5. 正確性分析 

標題與報導內容完全相符，具正確性。 

 

6. 詞彙分析 

本則新聞的主標題利用字彙的「重複」來產生銜接性，主標題中的每一個語彙都

出自報導，且與報導完全相同。副標題則利用了較多樣的銜接性手段，除了與報

導完全相同的「重複」外，還利用「同義詞」、「概括化」及「指涉」等手段來創

造銜接性。詳細分析如下圖所示： 

l = 語彙的連接（包含重複、同義詞及概括化） 

r = 指涉 

s = 替代（包含替代及省略） 

c = 連接 

標題與報導的詞彙完全相同者以 ─ 代表 

標題與報導的詞彙不完全相同者以 --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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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彩  周六 上市  五種 玩法   下注前 先選定   三種 賠率   最高彩金 25萬元 

l       l       l     l    l      l     l      l     l       r      l 

 

台北銀行昨日正式宣布，公益彩券全新玩法「四星彩」，本周六 上市，第一個四星彩得主在下

周一出爐。北銀副總吳國璋表示，四星彩是繼對對樂、吉時樂、樂透彩後，北銀彩券家族的第四

檔產品，希望能為社會注入更多的歡樂，同時也創造更多的公益資金。 

 

在四星彩推出後，北銀也將大幅修改彩券發行政策，彩券的銷售時間維持每周一到周六不變，但

每天的銷售時間則統一為早上九點到晚間八點。四星彩每周一、三、五開獎，樂透彩則是每周二、

五開獎，兩者都是晚間八點半搖出得獎號碼，十點整公布配彩結果。 

 

四星彩玩法變化相當多，包括「正彩」、「前後三彩」、「前後對彩」等五種 玩法，消費者在投注

時必須先從五種玩法中選出一種玩法，並視情況選擇二到四個號碼，如果數字及順序完全相同，

就算中獎。每注金額五十元，消費者也可比照樂透彩投注方式，以人工或圈選方式為之。 

 

四星彩有許多與樂透彩完全不同的特色，舉例來說，彩迷在投注前就得聲明自己想玩哪種遊戲，

依規定必須四星全中且順序一致才算中獎，如果只對中三個號碼，就得眼睜睜看圈選「前後三彩」

的其他彩迷風光領取二萬五千元的獎金。 

 

此外，正彩及前後三彩賠率分別為五千倍及五百倍，得獎金額則為二十五萬元、二萬五千元，

僅前後對彩賠率為四十倍，得獎金額二千元。楊瑞東解釋，因為現行稅法明定超過兩千元以上

的獎金必須課稅，此為北銀簡化手續的權宜措施。若是將前後對彩的獎金維持二千五百元，分離

課稅仍為二千元。 

圖 3-5 前測一的詞彙分析 

 

由此可知，本則標題多利用語彙的連接手段來創造連貫性，其中又以重複語彙使

用最多，雖然可能失之單調，卻是最容易讓讀者感受連貫性的方式。此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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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三種」係應用「概括化」，而「最高彩金」為「指涉」，用語均與報導內

容不同。 

 

7. 結構分析 

如前所述，一個具連貫性的標題應同時具備已知及新增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將與

內文用語相同的標題視為已知，不同的視為新增，藉以比較標題與報導的用語差

異。 

 

四星彩  周六  上市 

（已知）  （已知） （已知） 

五種    玩法    下注前    先選定    三種    賠率     最高    彩金    25萬元 

（已知） （已知） （新增） （新增） （新增） （已知） （新增）（新增） （已知） 

圖 3-6 前測一的結構分析 

 

在主標題部分全部採用報導中業已使用的語彙，皆係讀者已知的資訊，副標題部

分則已知與新增約各佔半數。整體而言，本則標題仍以已知資訊佔多數，而已知

資訊中又以名詞佔多數，善用已知名詞可以清楚的傳達新聞報導內容，增加標題

的連貫性。 

 

前測二： 

（取材自 92/5/3，聯合報，頁 A13） 

 
少年吃檳榔、飆車 連帶罰家長 
兒少法三讀 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有專法保護 孕婦不得吸菸、吸毒、酗酒、吃檳榔 

 
記者李志德／台北報導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由於藉由網路及光碟散布色情圖文的情

形日益嚴重，新法規定提供未成年者這類物品的業者將被處以六千到三萬元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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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家長如果把關不嚴，除最高可處五萬元罰鍰外，還要參加親職講習。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是合併現有的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而成，但這兩部法由於

修訂時間不同，部分規定並不一致，兩法合併後，未成年人從受胎起到十八歲之

前，將統一由這部專法保護。 
 
為了保障未成年者的身心健康，新法規定兒童及青少年不得嚼檳榔、飆車、觀看

色情影片、出入不良場所，如果家長或監護人未盡保護之責，致使未成年人犯法，

將可能被處一萬到五萬元罰鍰；提供色情光碟的業者，最高可處三萬元罰鍰。 
 
除了罰鍰外，父母或監護人如果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可以

令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親職教育輔導，並收取必要費用，若拒絕接

受親職教育輔導，可以再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還不參加，政府得按次連續處罰。 
 
新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媒體分級辦法，也因應網際網路及線上遊戲產業的發展，

新規定如有業者對未成年人提供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電子訊號或網

際網路，將被處十萬到五十萬元罰鍰，並得勒令停業一個月到一年。 
 
為了保障胎兒健康，新法也規定，孕婦不得吸菸、酗酒、嚼檳榔、施用毒品或管

制藥品，雖然對違法者沒有罰則，但如果他人有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對胎

兒造成損害，將處一萬到五萬元罰鍰。 
 
新法也規範媒體報導未成年受害者時，不得報導當事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

的資訊；如果媒體違反上述規定，將可處以最高卅萬的罰鍰，並沒入相關出版品。 

 

1. 命題分析 

根據命題分析原則，可將本則報導轉化為兩個巨巨命題，MM1為「立法院三讀

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MM2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新規定」，兩者之下的

巨命題及微命題則為巨巨命題的細節說明（參見附錄二）。 

 

本則主標題出自MM2，而MM2包含的內容相當龐雜，主標題僅選擇囊括M5

與M3，就微命題而言，僅 P12與 P15與主標題有直接關係，其餘部份均已刪除，

其命題關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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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吃檳榔、飆車 // 連帶罰家長 

MM2   //   MM2 

M5   //   M3 

P12   //   P15 

圖 3-7 前測二的命題關係圖之一 

 

在副標題部份，則涵蓋了MM1與MM2，其中MM1僅包含一微命題 P1，此一

微命題即為新聞要旨。而副標題所涵蓋的MM2，其中包含M4與M8兩個巨命

題，直接相關的微命題則為 P10與 P30。其命題關係如下圖所示： 

 

兒少法三讀 // 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有專法保護 // 孕婦不得吸菸、吸毒、酗酒、吃檳榔 

MM1   //   MM2   //   MM2 

M1    //    M4    //    M8 

P1    //    P10    //    P30 

圖 3-8 前測二的命題關係圖之二 

 

整體而言，標題雖然包含最高層次的命題MM1與MM2，但囊括的微命題稍嫌

凌亂不足。 

 

2. 邏輯分析 

主標題的「少年吃檳榔、飆車」出自 P12，係應用刪除與重建原則而來，「連帶

罰家長」則出自 P15，亦自報導內文重建而來。 

 

副標題的「兒少法三讀」保留全句主旨，但刪除「立法院通過」的資訊。其餘副

標題均應用刪除原則，將報導中較不重要的語彙消去。 

 

 57



題文的邏輯關係可以下表表示： 

 

表 3-2 前測二的邏輯關係 

標題 應用原則 標題出處 

少年吃檳榔、飆車 刪除、重建 P12 

連帶罰家長 重建 P15 

兒少法三讀 保留、刪除 P1 

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有專法保護 刪除 P10 

孕婦不得吸菸、吸毒、酗酒、吃檳榔 刪除 P30 

 

整體而言，題與文具有邏輯關係。 

 

3. 對應分析 

標題與報導的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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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吃檳榔、飆車 連帶罰家長（如何） 

兒少法三讀（何事） 

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有專法保護（如何） 

孕婦不得吸菸、吸毒、酗酒、吃檳榔（如何） 

 

MM1 

M1 

MM2 

M3 

M4 

M5 

M8 

圖3-9 前測二的對應分析 

 

標題內容包含「何事」、「如何」及「為何」，其中「兒少法三讀」屬於「何事」，

置於副標題。至於MM2全為兒少法的內容，屬於「如何」，主標題呈現MM2

中的M3與M5，副標題並補充「孕婦不得吸菸、吸毒、酗酒、吃檳榔」，因MM2

的內容龐雜，標題是否為主要重點見仁見智。另外，副標題的「不滿十八歲的未

成年人有專法保護」為法令的適用範圍，亦屬「如何」。 

 

4. 關係分析 

記者以旁觀者立場陳述新法三讀通過，並重點式說明新法內容，編輯在下標時與

記者採取相同立場，兩者發言角度相同，具連貫性。 

 

5. 正確性分析 

標題符合報導內容，具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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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詞彙分析 

標題與報導語彙的銜接性關係如下圖： 

少年  吃檳榔  飆車  連帶  罰  家長 

    l          l       l  （無對應）  l   l 

兒少法 三讀 不滿 十八歲的 未成年人 有專法 保護 孕婦 不得 吸菸 吸毒 酗酒 吃檳榔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由於藉由網路及光碟散布色情圖文的情形日益嚴重，

新法規定提供未成年者這類物品的業者將被處以六千到三萬元罰鍰，家長如果把關不嚴，除最高

可處五萬元罰鍰外，還要參加親職講習。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是合併現有的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而成，但這兩部法由於修訂時間不同，

部分規定並不一致，兩法合併後，未成年人 從受胎起到十八歲之前，將統一由這部專法 保護。 

為了保障未成年者的身心健康，新法規定兒童及青少年不得嚼檳榔、飆車、觀看色情影片、出

入不良場所，如果家長或監護人未盡保護之責，致使未成年人犯法，將可能被處一萬到五萬元

罰鍰；提供色情光碟的業者，最高可處三萬元罰鍰。 

除了罰鍰外，父母或監護人如果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可以令其接受八小時

以上、五十小時以下親職教育輔導，並收取必要費用，若拒絕接受親職教育輔導，可以再罰三千

到一萬五千元，還不參加，政府得按次連續處罰。 

新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媒體分級辦法，也因應網際網路及線上遊戲產業的發展，新規定如有業者

對未成年人提供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電子訊號或網際網路，將被處十萬到五十萬元

罰鍰，並得勒令停業一個月到一年。 

為了保障胎兒健康，新法也規定，孕婦 不得 吸菸、酗酒、嚼檳榔、施用毒品或管制藥品，雖

然對違法者沒有罰則，但如果他人有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對胎兒造成損害，將處一萬到五

萬元罰鍰。 

新法也規範媒體報導未成年受害者時，不得報導當事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的資訊；如果媒

體違反上述規定，將可處以最高卅萬的罰鍰，並沒入相關出版品。 

圖 3-10 前測二的詞彙分析 

 60



 

本則標題多利用「語彙的連接」手段產生連貫性，與報導相同的語彙係為「重複」，

其他則為「同義詞」，但其中「連帶」一詞在報導中並無對應語彙，有損標題的

連貫性。 

 

7. 結構分析 

此處將與內文相同的標題用語視為「已知」，不同的視為「新增」，藉以比較題文

用語的差異。 

 

少年  吃檳榔   飆車  連帶  罰   家長 

（新增） （新增）  （已知）（新增）（新增）（已知） 

兒少法  三讀  不滿   十八歲   （的）未成年人   有    專法   保護    

（新增）（已知）（新增）（已知）        （已知） （新增）（已知）（已知） 

孕婦     不得   吸菸   吸毒   酗酒   吃檳榔 

（已知）（已知）（已知）（新增）（已知）（新增） 

圖3-11 前測二的結構分析 

 

整體而言，本則標題同時具備已知及新增資訊，其中又以已知佔多數，但在名詞

部份出現不少新增資訊，可能影響標題的連貫性。 

 

前測結果分析 

 

根據前測結果，研究者確認可依照連貫性與銜接性的各項指標進行分析。 

 

第五節 本章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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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在第一節中提出「評量標題與新聞報導連貫性的標準為何」、「如何以連貫性

標準衡量標題好壞」及「編輯下標時應考慮的因素」三個研究問題，並在第二節

說明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小樣本個案研究、言說分析及深度訪談。 

 

在研究設計部分，本研究首先參考文獻界定何謂連貫性，並綜合以往研究中有關

連貫性的評量變項，試擬出分析標準，同時將透過個案分析及與資深新聞工作者

的訪談，評估此一標準的可行性。 

 

本研究的個案分析分為兩個面向，一為連貫性分析，藉由命題、邏輯、對應、關

係及正確性分析，評量標題與新聞在語意上是否連貫；另一面向則為銜接性分

析，透過詞彙與結構評估標題的文本結構是否連貫。深度訪談部分則將由資深新

聞工作者評估標題是否具連貫性，並說明其評估標準。最後歸納個案分析與深度

訪談的結果，以修正本研究原有的評估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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