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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如何看待風險？如何研究風險？ 

 

壹、如何看待風險？ 

 
Beck一針見血地指出，「風險」其實是一種把「污染」正當化的機制。當污

染造成的「傷害」被換算成「機率」，所有低於風險（機率）值的「傷害」便被

無害化、被視作「安全」。但事實上這些「數值」是折衝、協商出來的，而且也

無法保證只要低於這個數值便安全無虞。 
無奈的是，我們仍舊必須仰賴「科學」的偵測和計算來告訴我們污染的程度

有多嚴重、帶來多高的健康風險——雖然這些偵測和計算的過程中「必定」包含

許多人為（研究者）判斷的因素，而完全精準無誤的答案是不可得的。 
這也是環境運動者常常會面臨的困境。一方面要批判科學計算出的「參考值」

被國家或資本家/廠商拿來當神主牌，作為逼迫人民接受某種風險科技/建設的安
全保證，另一方面又常必須拿出挑戰主流/既得利益說法的科學研究（或詮釋）

來與之頡抗、並藉此爭取社會大眾的注意與信任。 
本研究認為，對於所有「風險」的「可能受害者」而言，我們必須了解「風

險數值」的產製必定需要某種程度的人為判斷，因而增加了不少不確定性與模糊

地帶，因此不可將之視為「定論」，必須留意不同科學典範中「共識」與「異議」

的發展。更重要的是，要在心中清楚明白，「風險」，是我們對外在污染程度嘗試

做出的「不完美、不完全」的估算，切不可將符合標準的風險數值視為安全保證，

遺忘「風險計算」背後的污染、傷害事實。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不能因為「風險」高度的科學建構性質而令我們對它

的警戒與抗拒無限後退，認為既然嚴不嚴重說不出個準，那也就都無所謂了，尤

其是像焚化爐這種技術/政策。如果已經開始有新的科學研究出來挑戰或推翻之

前官方科學研究所打造的安全保證，那我們就應該思索是不是該放棄這項技術；

冷漠以對或認為既然已經建好了就繼續使用的想法是一種不負責任的態度，一種

對環境難民1、地球上其它物種，以及未來世代的殘害。 
當然，一般非科學專業的常人（lay people）沒有時間，也沒能力去留意生

活當中各種可能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依賴科學社群成員、社會運動組織和新聞

媒體為我們把關。但光靠他們絕對是不夠的，我們必須對「風險」有適當的了解，

在科學社群、社運組織或媒體針對某一種風險提出警告後，必須採取實際的行動

才能在代議政治中造成選票壓力，抗拒人為的、製造風險的科技/建設。 

                                                 
1 例如住在焚化爐旁邊的居民，每天必須忍受廢氣中的重金屬與其它有害物質的污染，還有致癌

風險的心理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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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站在什麼位置上進行風險研究？ 

 
本研究認為，「風險」所蘊藏的毀滅性潛力是一個社會、國家、甚至是全球

調整其剝削自然的程度，以維持（不會太悲慘的）「生存」這個最基本需求的重

要指標/警戒線，也是風險的受害者與反對者可以運用的有力工具，不應被忽視

或存而不論。只討論「風險」意義建構與人類詮釋過程，而不觸碰風險的嚴重程

度（雖然只能「逼近」，沒有「正確答案」）與污染所帶來的傷害、不去討論如何

起而行的研究，難以針對人類社會/地球生態系的實際存續與平等問題提出批判
與建言。 

 
污染真正帶來的傷害難以計算，「風險」只是一次次不完美的嘗試。如何以

量化方式逼近污染事實的本質，不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範疇。但既然風險計算是人

類社會的產物，人類（該）如何看待、如何因應「環境污染/風險」就是社會科
學研究可以著力的。要了解人類社會對於環境污染問題的反思、行動與辯證，還

是必須從「風險」的社會建構過程中探求。對本研究主題—「焚化風險」而言，

研究者必須進入定義爭辯的脈絡—也就是台灣焚化政策爭議歷史—裡，才能回答

上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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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問題 

 
傳播學界認為「傳播活動」具有守望/報導(inform)、決策(decision-making)、

教育與娛樂的功能。在面對環境危機時，媒體「守望」（監視環境）與「決策」

（扮演協調意見的公共論壇）的功能更特別受到重視與倚賴（徐佳士，民 73；
李奉安，民 75）。因此，在兩個重大核災意外（三哩島事件、車諾比事件）發生

後，新聞媒體在災難報導上的表現成為傳播學界關注的焦點（參見 Rubin & 
Cunningham(Eds.), 1980; Rubin, 1987; Friedman et al., 1987; Gale, 1987等）。不同

類型的風險在媒體「待遇」上的差異也形成一個研究主題（參見 Ryan et al.,1991; 
Dunwoody & Griffin, 1993; Kitzinger & Reilly, 1997等）。 

本研究討論的是焚化爐這種慢性、長期累積的「風險/污染」2，但從上一章

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台灣傳播學界對這種「環境風險/污染」的著墨很少，亦
尚未出現「新聞媒體應該如何處理這類議題」的討論。社會學者 Beck倒是提出
了一些想像，但他自己亦承認對媒體研究涉獵不深，關於媒體角色部分的理論並

不成熟，大致上是點出媒體的「具象化」功能以及「次政治的中心論壇」的角色，

並憂心媒體受市場機制與公關產業的操控（Beck, 1992; 1997）。傳播學者 Tulloch 
& Lupton（2001）就認為 Beck的分析太過簡化、單面向，偏重在媒體「揭露風

險的客觀事實」的層面，忽略媒體提供空間讓異議發聲的可能，此外，亦忽略了

不同媒體與文類之間的差異，Cottle（1998）則認為 Beck的分析缺乏中程理論。 
本研究認為要了解台灣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污染議題」上的表現，必須

將其置放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整個歷史脈絡中來作探討，才能跨越「從媒體文

本看世界」的侷限，了解國家、社運、媒體在「焚化政策爭議」中的互動關係。 
為凸顯媒體的角色，本研究擬將「媒體再現」部分獨立出來作分析，因此

本研究將先分析「焚化政策爭議」中，國家與反對運動的互動，再分析媒體的表

現，最後將兩者合併討論，才是完整的台灣焚化政策爭議的「社會真實」。 
以下就參酌 Beck的理論與傳播研究的經驗，針對「焚化政策爭議」中國家、

社運與媒體，分別發展具體問題。 
首先要釐清的是，「風險」一方面是一種模糊、不確定、被「科學」和「追

求進步」的意識型態建構出來的建構物，它的定義是可爭辯的，是不斷的權力鬥

爭下的產物；但它另一方面也觸發了超越論述、意義層次的實體與行動——國家

靠著風險論述與風險管理系統的安全保證繼續在各地興建焚化爐，民間社會也因

為「風險」3不惜以肉身相抗，表現出堅決反對的態度。不同的論述/意義、制度、

                                                 
2 Beck指出「科學」和利益關係者把「污染」轉換成「風險」，掩蓋了日常生活中潛伏的危險，

而反對焚化爐的民眾亦認為焚化爐帶來的是污染不是風險。基於以上兩點，本研究以「焚化風險

/污染」、「風險/污染」、「污染/風險」或「風險」來指涉這個各方詮釋不同、具強烈建構性質的「定

義」。 
3 可能由於風險值常常過高，懷疑政府的管制能力；也可能因為識破風險的真面目，了解到這其

實是一種難以估算的污染。前者接受「風險計算」但對政府沒有信心，後者則拒絕接受「風險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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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之間進行著辯證、鬥爭，最後促成了社會變遷。鑑於此，本研究希望同時顧

及國家與社運在焚化風險議題上的行動（如法律制度的設計與推行、警調介入、

民間抗爭、遊說⋯等）與詮釋風險的意義層面。 
 

壹、焚化政策爭議中的國家 

 
Beck認為，風險源於私領域中企業的研發、創新，因為技術-經濟理性只看

到「生產力」，沒看到「風險」。民主議會政治只能在這些私領域的決策背後苦苦

追趕。在這一點上，Beck 的理論始終有其歷史文化脈絡的特殊性，對於台灣焚

化政策爭議中的「國家角色」部分較難提供精準的分析。在西方社會，核電廠、

焚化爐這類「風險技術」多半是民營產業，故有「議會政治無法監督」之問題，

但台灣作為接收先進國家技術的第三世界國家，決策點不在於企業內部的研發過

程，而在於要不要追隨、移植西方國家的技術。焚化爐的引進，從台灣焚化爐本

土產業的催生、培植到獨立營運，都是國家一手促成的——在國家決定要採用大

型焚化爐作為處理垃圾最主要的方法時，台灣根本還沒有製造與操作的能力。核

電廠是另一個例子。台灣的核電廠都是由國家決定後興建的，且都是向美國購買

發電機組。因此，在風險的決策者與決策場域上，Beck 的理論並不能解釋台灣

的經驗。不過在「風險」運作的機制（「風險定義/論述」與「風險管理」）上，

Beck的理論還是提供了切入點。 
 

綜合以上，本研究對「國家推動」部分提出以下問題： 
 

1.國家推動焚化爐的政策制度設計為何？ 

2.焚化風險的推動者—國家—如何定義焚化風險？提出哪些論述？ 
3.焚化風險的推動者—國家—提出了哪些「風險管理」的配套措施？  
 

貳、焚化政策爭議中的社會運動 

 
Beck 提出反身性現代化作為風險社會的自救之道，而社會運動與新聞媒體

在其反身性現代化的自我批判與自我對抗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不過， Beck雖然認定社會運動是反身性現代化的要角，但他對社會運動到

底建構出哪些異於主流觀點的詮釋、歸因與解決方案、如何藉由動員行動，將社

會自福利國家的科學威權主義、科技官僚的風險管理與安全保證中解放出來，並

未多作著墨。 
由於風險是一種不可見，亦無法由感官感知的實體，但同時又是一種依賴

                                                                                                                                            
算」的邏輯，兩者都得出「反對焚化爐」的相同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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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認知/詮釋觀點來賦予其意義的社會建構物；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

更仔細的探求社會運動者賦予風險什麼意義，其詮釋架構又如何與國家的詮釋架

構互動或鬥爭，此鬥爭又如何促成社會的自我對抗等問題。 
為了在媒體上呈現出「另類觀點」，反對運動必定得發動了一些行動來爭取

媒體注意，但在許多民間/社運直接對國家政策提出質疑與反對的關鍵時刻，卻
沒有得到媒體報導。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建構出不受媒體文本限制的「社會

運動」論述版本。 
 
針對「焚化政策爭議中的社會運動」，本研究提出下面問題： 
 
1.台灣反焚化爐運動的歷史發展為何？  
 
2. 台灣反焚化爐運動如何定義焚化風險？他們提出哪些另類觀點來反駁國

家的「風險管理」論述？ 
 
為了更深入地了解台灣社會認識「風險」、反思「風險」，甚至起而對抗「風

險」的過程，本研究選取「美濃反焚化爐運動」來作個案分析，因為此座焚化爐

違法事端眾多，正當性早已蕩然無存，且地方反對的組織力量亦十分堅實。因此，

第三個問題是： 
 
3.反美濃焚化爐運動的過程為何？遇到了哪些阻礙，有哪些反思與成長？ 
 

參、焚化政策爭議中的媒體 

 
Beck的風險社會理論賦予媒體「揭露、強調、具像化」風險的責任，強調

媒體的積極主動性，和傳播理論中賦予媒體的「守望」角色相似。 
李奉安（民 75）整理中外傳播學者對於平時（王洪鈞，民 64；鄭貞銘，民

70；楊孝濚，民 71；徐佳士，民 73；Lasswell,1971）和危機時期（Schramm, 1971；
楊志弘，民 69，民 70；楊孝濚，民 71）的「大眾傳播媒介功能」的認定，發現
各家說法均不出「守望、決策、教育、娛樂」四大功能。李奉安認為，大眾媒體

必須在危機來臨之前，「發出預警，未雨綢繆，以免整個社會措手不及。」（李奉

安，民 75：32） 
除了預警、告知（inform）、監視環境的角色之外（李奉安，民 75；蘇蘅，

民 75），「客觀公正」、「提供兼具深度與廣度的資訊，供民眾作決策時參考」普

遍是民國七０年代傳播學界對環境相關新聞抱持的期許（謝瀛春，民 75；李奉

安，民 75；鄧克雄，民 77；胡愛玲，民 79）。 
謝瀛春認為，「記者要有能力透過獨立公正的消息來源，去查證、評估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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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事，由此，大眾才能了解那些事對我們社會、經濟、政治、對大眾生活的意

義。」「台灣當時正面臨發展和環保兩難的困境，環境新聞記者站在任何一方，

另一方必定獲害（grant risk）。」因此，「環境新聞記者的客觀公正，遠比其他記
者更為重要。」（謝瀛春，民 75：40-42） 

隨著傳播研究典範變遷，社會建構論在民國八０年代逐漸成為顯學，相關

的研究設計更為細緻，也對所謂「中立客觀」的概念作了更多檢討，但在研究結

果的討論部分，卻極少去碰觸「應然面」，也就是應該朝哪個方向努力、標準/
原則為何。 

從社會建構論的觀點來看，百分之百的「公正客觀」是不可能的，但它可

以是一個努力的方向。上述對於環境相關新聞應該做到的「公正客觀」要求，其

實是一種積極意義的公正客觀——要盡可能的提供各種觀點、各種正確的資訊，

幫助閱聽人了解這些訊息「對我們社會、經濟、政治的意義，對大眾生活的意義。」

套用到焚化風險這個議題上，媒體在「難以察覺、卻是肇因於人為決策的焚化風

險」上的把關角色便顯得格外重要，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問題： 
 
1.在焚化風險的決策點上，媒體是否提出預警，提供不同觀點的資訊，扮演

守望者的角色？如果沒有，哪些消息來源獲得主要發言權（即：哪一種風

險定義握有較大的影響力）？ 
 
2.在焚化風險被揭露時，媒體如何再現風險？哪些消息來源獲得主要發言權

（即：哪一種風險定義握有較大的影響力）？ 
 
在 Beck 理論中，媒體與社會運動在風險的揭露與反身性現代化過程中均是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媒體如何再現反焚化爐的社會運動對於閱聽人對焚化爐的認

知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由於「反對環境風險」的媒體研究數量相當的少，故難以

歸納出通則，但目前的研究指出，社會運動者並非處於全然的劣勢，他們亦有在

媒體版面上取得詮釋權的機會。 
此外，台灣報業的全國/地方分版在一個環境（運動）議題上的切割，對於

社會運動是否能推廣其觀點，喚起更多的潛在動員者，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許傳

陽，民 81；林斯凱，民 91）。因此，本文認為研究台灣報紙對環境運動再現必須
兼及全國版與地方版，檢視兩者在一個議題的不同面向上的取捨。 

 
因此，「媒體再現」部分的第三個問題是： 
 
3.媒體如何報導反對焚化風險的社會運動？哪些消息來源獲得主要發言

權？地方版和全國版如何切割這個議題？  
 
上面探究的都是「報導」。媒體社論亦是一個影響閱聽大眾甚深的場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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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要了解： 
 
4.「媒體社論」如何詮釋垃圾問題？ 
 
最後，綜合三方面的分析，本研究希望回答： 
 
1.在台灣焚化政策爭議過程中，媒體與國家、社運的互動為何？ 
 
2.在反對焚化爐的過程中，民間社會如何認識風險，如何看待風險，提出了

什麼樣的解決之道？民主社會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環境政策爭議？ 
 
3.總體而言，新聞媒體在焚化風險議題上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是否提出預

警，提供不同觀點的資訊，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如果沒有，問題可能出在

哪裡？應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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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 

 

壹、研究目的與方法 

 
如果媒體報導是一種再現（represention）或建構（construction）的話，那

麼社會科學研究也是。當我們帶著問題意識與理論觀點去檢視真實時，便是在建

構一個對研究者來說「有意義的真實」。研究無法重現百分之百的真實，只能盡

量描述之。 
本研究關注國家、社運、媒體在「焚化風險」爭議上的互動，且同時注重

媒體文本以及媒體文本之外的社會事實。建構這兩種版本並不是要把「媒體外的

世界」當作真理/真實來否定「媒體呈現出的真實」（事實上，媒體呈現出的真實

與閱聽人詮釋而得的真實也都屬於不可得的社會真實的一部份），而是希望藉此

更了解媒體處理風險議題的邏輯與限制，開啟「怎麼作會更好」的討論。 
後現代的歷史觀指出，歷史並不等於過去，而是現代的人對過去（有意義）

的詮釋。沒有哪一個歷史可以重現過去的「真實」（即，唯我獨尊的大寫歷史

History），但是每個人、每個族群、階級都可以建構自己小寫、複數的歷史

（histories）（Jenkins, 1991，賈士蘅譯，民 85）。 
本研究試圖建構三段歷史——國家推動焚化爐的歷史、台灣民間反對焚化

爐的歷史、新聞媒體報導「焚化風險」的歷史——藉助 Beck風險社會理論的觀

照、研究者參與反焚化爐運動三年多以來的理解與疑問、以及社會科學的分析工

具，篩檢出此議題歷史過程中重要的事件與意義，建構出研究者的小寫歷史。 
在研究者建構的這個小寫歷史中，有許多確實發生過的「社會事實」，是可

供檢證、沒有爭議的——本研究中大部分對國家的批判也都植基於此——；而在

意義建構、意義詮釋方面則盡量提供充分的資訊，讓讀者可以自行判斷是否同意

研究者的詮釋。不過，這是為了提供一個可以討論、改進的空間，而不是要抹滅

研究者做出的詮釋——事實上，這正是「研究」/「小寫歷史」的價值所在。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家推動焚化爐的制度設計與「風險管理」的

配套措施則，分析樣本為相關政策方案、環境法規等官方資料，與相關的新聞報

導。民間反對運動發展部分，本研究採用參與觀察法與深度訪談，並佐以歷史文

獻分析。在國家與社運的論述部分，本研究擬辨識國家與社會運動各提出了哪些

詮釋架構。在媒體文本方面，則採用框架分析。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第一，國家和民間團體的詮釋框架充斥於文獻、口語

與實際行動方向之中，研究者嘗試以參與觀察和歷史文獻分析來抽繹出這些詮釋

框架，相對地媒體文本較為固定，故參考傳播學門發展多年的操作方法，發展出

本研究媒體再現部分的分析法——區別出主框架為何、是誰的框架與框架裝置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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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國家/社會運動/媒體這三者在章節上的劃分是為了敘述之便不得已所

做的劃分，這些分析結果最後必須被整合起來一起看才算完整。例如，在焚化爐

危害曝光後，國家在媒體上以論述滅火的行為，也屬於國家「風險論述」，也屬

於「風險管理」的一個手段，但它是從媒體文本中被分析出來的，同時也代表了

新聞媒體在這個問題上的處理、以及媒體和國家的互動關係。 
 
研究者將這三段歷史的分析、建構方法整理在表 3-1： 
 

表 3-1   研究架構與方法 
 研究問題 分析方法（分析對象） 
國家的焚化政策制度與推動 
 

文獻分析（官方資料、研究論文、新聞等）

國家對「風險」的定義 
 

非媒體再現：文獻分析（官方資料） 
媒體再現：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國

家 

國家的「風險管理」配套 
 

文獻分析（官方資料、研究論文、新聞等）

民間反焚化爐運動的發展 
 

文獻分析（社運論述與資料）、訪談、參與

觀察 
社

運 
民間對「風險」的定義 
 

非媒體再現：文獻分析（社運論述與資料）、

訪談、參與觀察 
媒體再現：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媒體在風險決策點的表現 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媒體在風險被揭露時的表現 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再現 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媒

體

論

述 媒體對「焚化風險」的看法 媒體文本框架分析（相關報導） 
 

貳、框架分析 

 
本研究採用框架分析法來分析所有的媒體再現。以下就介紹為什麼選擇這

個方法以及如何操作。 
 

一、框架的概念 

 
框架可說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主要包括選擇與

重組兩個機制(臧國仁，民 87)。 
就選擇的機制而言，Bateson(1972)使用圖片框架(picture frame)作為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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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張圖片包含某些訊息時，其他的訊息就被排除，反之亦然。一張圖片能使觀

看者注意圖片中的所有，忽略圖片中的所無。Tankard et al. (1991) 也提出類似的

看法，他認為框架中的圖像是不完整的，框架截斷了框中圖像與全景的聯繫，因

此，在「框進 (framing in) 」某些片段 (strips) 的同時，也「框出 (framing out) 」
了其他片段。 
就重組的機制而言，Goffman(1974)認為框架是：在背後主導社會事件以及

人們對這些事件的主觀涉入的組織法則，透過框架真實，人們才能夠定位、認知、

辨識和標誌那些發生在他們日常生活與外在世界中發生的各種事情。

Tuchman(1978)也認為框架能將生活中的片段組織起來，且由於框架的作用，行

動者才能將原本無意識到的活動，轉變成可意識的事件(Bateson, 1972; Goffman, 
1974; Tankard, 1991; 張甄薇，民 81；胡晉翔，民 83；羅世宏，民 83；臧國仁，
民 87 )。 
本研究所討論的「風險」具有高度的社會建構特性，不同行動者提出不同的

詮釋框架進行「定義」的鬥爭。「定義」雖然沒有實體，卻擁有實質的影響力；

當一個社會普遍認定「焚化爐」是解決垃圾問題的唯一靈藥、且可有效控制健康

風險時，焚化爐便擁有存在的正當性，於是問題會變成「那麼應該蓋在哪裡？」

但當一個社會中認為「焚化爐的『風險』無法控制、且不是垃圾問題唯一解答」

的共識逐漸成為主流時，焚化爐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正當性。 
如果媒體是閱聽大眾看世界的窗，那麼這扇窗框住的景色將深深影響我們

所見、所想的角度與方向。如能在媒體再現場域中取得發言位置與空間，將十分

有助於行動者在定義權上的鬥爭、贏得更多潛在支持者的認同。 
前面所介紹的「框架」概念，可以用來指涉行動者提出的詮釋架構，亦是媒

體「說故事」時的架構，同時也是公民/閱聽人對真實的認知架構；因此不但在

傳播研究各領域（如媒體再現研究、媒介組織研究、閱聽人研究）中被廣泛使用，

各自發展出豐富、細緻的理論意涵與分析方法，也深受社會運動研究者的重視。

本研究關注國家、社運、媒體這三個行動者在「焚化政策爭議」上的互動，其中

「風險」意義的鬥爭與辯證過程是研究者觀察、分析的重點，因此，「框架」概

念是一個十分有力的分析工具。 
以下簡單介紹「框架」概念在社會運動理論與傳播研究中的發展。 
 

二、社會運動與框架 

 
早期社會運動理論較不注重「意義」的生產與建構過程；結構緊張論試圖以

宣洩心理壓力來解釋集體運動的產生，資源動員論從社運團體的組織策略與外在

資源的挹注來解釋社運的興起；新社會運動取向4則強調社會結構變遷，產生了

                                                 
4 事實上，新社會運動取向並未具備一組嚴謹且經驗證的命題，而是針對歐美當時產生的新社運
現象，發展出的解釋性的描述、或分析的工具，嚴格來說應將其視為一種研究取徑，而非社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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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價值觀（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促成歐美六０年代中期新社會運動

的興起，均未把分析重點放在「意義的建構過程」上（Klandermans, 1988, 1992; 
Klandermans & Tarrow, 1988; 林福岳，民 91；della Porta & Diani，苗延威譯，
2002）。 
近年來，社會運動研究者越來越重視意義建構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Klandermans於 1984 年提出「共識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5，將關注點

放在「社運組織者如何使其觀點/詮釋架構獲得潛在動員者支持的過程」，探討社
運組織框架與個人框架的互動過程，試圖以「社會建構取向」來彌縫資源動員論

與新社會運動取向的不足（Klandermans, 1992; 林福岳，民 91）。九０年代以後，

新社會運動取向與政治過程論6逐漸合流為社會建構論，將分析焦點放在社運集

體認同的型塑，以及發現集體利益的社會建構過程上（陳錦華，民 91）。 
框架，也就是所謂的觀點、詮釋架構，成為「社會建構取向」研究的重要分

析工具，也成為理論分析的對象。 
Snow & Benford(1988)即指出，提供詮釋版本的框架具有三個功能，有助於

賦予參與者集體行動的基礎： 
 

1. 診斷（diagnostic）：指出社會問題背後的結構因素。 
2. 治療（prognostic）：提出解決方案、行動的目標、與策略。 
3. 動機（motivational）：詳述行動方式和正當性以號召群眾參與。 
 
社運研究者更試圖以「框架結盟」（frame alignment）的四個階段來捕捉社運

組織者構連框架的過程7。框架結盟意謂著社運組織設法將他們的詮釋框架與潛

在支持者原有的認知框架連結起來，讓個人的價值、信念與社運的目標、意識型

態相融合。框架結盟越成功，越有助於集體行動的動員(Snow et al., 1986; Snow & 
Benford, 1988; della Porta & Diani，苗延威譯，2002，)。 
在社運團體有意識的透過自身的詮釋框架重新定義社會真實的過程中，必然

會引發衝突。其他行動者（政府官員、政黨、敵對團體等）為了確保他們掌握特

定議題的優勢，必將矮化社會運動者的控訴地位，以保護他們詮釋版本的地位

(della Porta & Diani，苗延威譯，2002)。 
Gamson(1988)即指出，在每一個社會的公共論域中(public discourse)，存有

                                                                                                                                            
論。（Buechler, 1995:447-449；陳錦華，民：11） 
5 共識動員是「嘗試在群眾間散布一個社會行動者的觀點，有計畫地對潛在支持者進行勸服與溝

通，以產生共識。」（Klandermans, 1988；林福岳，民 9191） 
6 政治過程論（political process model）認為弱勢族群缺乏資源，必須等到社會中的政治機會結
構產生變遷（例如政治機會開放、菁英分裂等），才可能出現轉機。但仍必須倚賴組織的動員能

力，以及弱勢者必須在主觀上達到「現狀是不公平的、可以改變的、應該被改變」的「認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狀態，才有成功機會（McAdam, 1983:36-59；陳錦華，民；林福岳，民

9191）。 
7 框架結盟四階段為：框架連結、框架擴展、框架延伸、框架轉化。詳見 Snow et al.,1986; Snow 
& Benfor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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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立場不同的意識型態包裹(ideological packages)，他們彼此競爭，甚至敵對。
而社運團體作為意識型態的套裝支持者，必須和其他的套裝支持者競爭，就此觀

點而言，社會運動可說是對意義與詮釋的符號鬥爭(Gamson, 1988; Gamson & 
Modigliani,1989; Gamson, 1992；羅世宏，民 83；葉瓊瑜，民 84)。 

 
而新聞媒體正是此種意義與詮釋鬥爭最重要的場域之一。各種不同詮釋框架

的支持者，為了建立/維護其詮釋框架的合法性、擴展潛在動員者的範圍與獲取
對社會議題的定義權，勢必會想盡辦法在媒體上爭奪發言的機會與空間，並設法

影響媒體的報導。因此，媒體再現或框架真實的方式，必定受到消息來源詮釋框

架的影響。然而，媒體並非僅是被動地接受消息來源的詮釋框架，媒體組織、新

聞常規與記者個人的認知架構也都會影響媒體框架真實的方式，因而生產出新的

意義。因此，媒體的真實建構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所

以，要回答媒體如何建構風險、建構出何種風險等問題，就必須更仔細的分析媒

體框架的內涵與影響因素。以下回顧媒體框架的相關研究。 
 

三、媒體框架8 

 
上文曾提及框架包括選擇與重組兩個機制，而對媒體框架概念的討論也多集

中在新聞媒體如何選擇與重組社會真實之上。 
Tankard(1991)定義媒體框架是「一組中心組織性的思想，透過選擇、強調、

排除及精緻化等種種方式，提供新聞內容的文本，建議何者才是關鍵性議題所

在。」Friedland and Zhang(1996)則強調媒體框架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活動，目的在
於不斷的提供意義，新聞媒體因而成為符號系統間相互競爭的場域（Tankard, 
1991; Friedland and Zhang,1996; 張甄薇，民 81；臧國仁，民 87）。 

羅世宏（民 83）則指出，框架一直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常常被當作一
種討論媒體角色的「隱喻」。Tankard et al. (1991) 歸納出「框架」作為隱喻的三
種用法；一是「圖框（picture frame）」，強調圖框「框進（frming in）」、「框出（framing 
out）」某些片段的選擇、抽繹功能。媒體框架是一個窗戶（Tuchman, 1978），它
限制觀者可以看到的景象範圍，但不一定會影響（或扭曲）影響本身；第二種隱

喻與第一種類似，但視框架為圖畫的裝飾物，可影響觀者對框中圖畫的感覺與詮

釋。第三種隱喻將框架視為建築物的工程結構，對建物具有組織、支撐的作用，

框架作用被視為一種建構過程，如 Gamson & Modigliani（1989）。媒體對議題或
事件的呈現，無法脫離框架而自存（Tankard et al. ,1991;羅世宏，民 83）。 
上述曾論及歷年來「媒體框架」研究發展蓬勃，不論在媒體文本/再現、媒

體組織9、記者/編輯個人認知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本土的專家生手研究）
                                                 
8 新聞框架與媒體框架在本研究中為同義詞。 
9從第二章環境風險再現與社運再現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已可大致歸納出記者、編輯、報社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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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閱聽人框架領域都不斷有創新產出。由於本研究乃媒體再現研究，故以下僅針

對此領域的相關理論與操作方法進行探討。 
Gitlin(1980)將媒體框架定義為一種用來認知、闡釋以及表現新聞論域中的語

文或視覺符號的持續形式。他認為新聞媒體已經成為社會中傳遞意識型態的主要

組織，藉由選擇、強調以及排除的手法，新聞媒體對社會議題表現了某種特定的

言說形式，也因而拒絕採取其他形式。（Gitlin, 1980；張甄薇，民 81；胡晉翔，
民 83） 
在第二章第三節的文獻回顧中曾回顧到Gitlin對美國媒體再現左派學生運動

的研究。Gitlin（ 1980）發現媒體使用了瑣碎化（ trivialization）、兩極化

（polariz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凸顯組織內部歧見、刻意低估人數/
影響力、凸顯暴力場面等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來再現左派學生運動（Gitlin, 
1980；；張甄薇，民 81胡晉翔，民 83）。後續 Parenti(1986)的社運再現研究亦發
現相似的框架，Gamson & Modigliani(1989)在對媒體核能論述的分析中亦發現有

些媒體喜歡採用「兩極對立框架（dyadic conflict frame）」來呈現擁核和反核的

衝突，卻未給予反核者提出反核框架/論述的機會。 
Gamson等學者試圖發展出更細緻的「框架」概念，指出媒體框架是由 1.詮

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s）與 2.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組合而成的(Gamson, 
1988; Gamson & Modigliani,1989; Gamson, 1992；羅世宏，民 83；葉瓊瑜，民 84)： 

 
1.詮釋包裹： 

 
Gamson認為媒體論述中包含了幾組「詮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可賦

予議題「意義」，亦即 Gitlin(1980)所謂的「敘事主線（story line）」、Manning & 
Hawkins(1990)所謂的「主框架（master frame）」、Ryan(1991)所謂的「核心框架
（core frame）」。「框架」是詮釋包裹的核心，可以用以詮釋相關的事件，以及決
定在一個議題中什麼才是重點（what’s at issue）（羅世宏，民 83）。 

 
2.框架裝置：用來修飾、襯托與強化詮釋包裹的機制。包含以下兩類： 

 
（1）裝配框架(assembly frame)：例如隱喻(metaphors)、史例(historical examples)、

警語(catchphrases)、描述(depictions)與視覺形象

                                                                                                                                            
意理選擇、新聞常規（routine）、規範（norm）與分版、報社在（狹義/廣義）政治立場上的選擇、

甚至是消息來源、經濟來源⋯都是影響媒體框架的因素。Wolfsfeld(1993)亦曾歸納出五個影響媒

體框架形成的因素，即：1.新聞媒體組織的自主性、2.社會事件的訊息提供者、3.新聞組織的流

程或常規、4.新聞工作者的意識型態、5.社會事件受到原始組織影響的程度。Rhee(1995)則強調

1.新聞工作者的知識背景與經驗、2.新聞故事發生的社會與時空情境也會影響媒體框架的形成。

（Wolfsfeld, 1993; Rhee, 1995; 胡晉翔，民 83；臧國仁，民 87；林福岳，民 91） 
 



 44

(visual images)等機制。 
 

（2）詮釋框架（interpretive frame）或因果裝置(reasoning devices)：包括問題根
源(roots)、問題結果(consequences)、原理訴

求(appeals to principle)等因果推論方式。 
綜合 Gitlin、Parenti、Gamson & Modigliani的研究發現，「框架」可指涉媒

體文本中所出現的「詮釋包裹」，亦可指達成某種任務的機制（亦稱作框架裝置）。

因此，「框架」不只在概念上無法「大一統」，在實際分析的操作中，「框架」的

用法亦在較抽象的詮釋架構與較微觀的寫作機制間遊走。 
Pan ＆ Kosicki(1992,1993)的「論述結構分析取向」可謂框架研究向語言學

分析工具取經。Pan ＆ Kosicki定義媒體框架就是符號工作者長期組織言說（包

括口語與視覺）的過程，長期以後形成固定的認知、解釋與呈現型態，以選擇、

強調以及排除（社會事件）。他們引用 Van Dijk的言說分析法來分析新聞，試圖

對新聞文本進行從微觀命題到鉅觀命題的拆解，找出新聞框架。Pan ＆ Kosicki
認為新聞框架乃由四種言說機制（discourse devices）——句法結構10、情節結構
11、主題結構12、修辭結構13——組合而成，這些機制能造成「歸因」、「職責推論」、

「訴諸原則」等效果（Pan ＆ Kosicki, 1992; Pan ＆ Kosicki, 1993；張甄薇，民
81；臧國仁，民 87）。 
綜合上述討論我們發現，框架是一個適於分析意識型態套裝支持者——在本

研究中是國家與社會運動組織——的詮釋框架，以及新聞文本的工具。因此，本

研究試圖在第四章的分析中抽繹出國家和社會運動在垃圾處理和焚化爐議題上

所持的詮釋框架/包裹，作為第五章分析媒體在風險決策點、風險揭露時點、民

間反對風險上的表現以及媒體本身看法時討論與判斷的基礎。如此一來，才能較

精準地掌握媒體再現的是誰的觀點（國家的？社運團體的，還是媒體自己的），

在這個長期的社會爭議中扮演何種角色。 
傳播學界中已發展出幾種具體的分析新聞文本的方法14，本研究主要參考

Gamson「詮釋包裹」的架構，發展出適於本研究的分析方法。 
Gamson的「詮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包含（主）框架(frame)與框架

                                                 
10句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指新聞報導中使用主動詞態(transitivity)或語態(modality)以表示
語氣強弱或對事件、過程以及參與者的安排。 
11情節結構 (script structure)：指對新聞言說中故事順序(story order)或事件連結次序(linking and 
sequence)的安排。 
12主題結構 (thematic structure)：即新聞故事中所包含的因果關係，如記者常使用「因為」、「如果」、

「假使」等詞彙表達事件彼此間的關聯。類似 Gamson框架裝置中的因果設施。 
13修辭結構 (rhetoric structure)：即新聞工作者選用的修辭風格，類似 Gamson框架裝置中的裝配

框架。 
 
14 van Dijk的批判論述分析取向、Gamson的「詮釋包裹」分析取向、Tankard的「框架清單」分
析取向與 Pan and Kosicki的「論述結構」分析取向(羅世宏，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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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framing devices)。首先，在（主）框架的辨識方面，本研究藉由與社會行動

者的詮釋框架對照，辨識出新聞文本中哪些是來自/共鳴消息來源的詮釋框架，

哪些是，屬於媒體自有（非來自消息來源）的框架，並藉此判定哪些消息來源是

強勢發言者，獲得較佳的發言機會。第二步再辨識新聞媒體採用了哪些機制來烘

托出（主）框架，造成了哪些效果。媒體呈現的框架是否都偏向某一個行動者？

或者，媒體傾向框進（framing in）哪些特定的詮釋框架、框出（framing out）哪
些特定的詮釋架構，這對閱聽人在風險知識上的獲取有何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