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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議題的意涵 

政治學者 Easton（1981）在其系統觀點當中認為，輸入、輸出與系統運作是

一個不斷轉換的關係。Cobb & Elder 認為人們的要求轉換成議題可以增加能見

度，並且能夠動員原來對此無興趣的人，使得要求的分量增加。因此，所謂的議

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起端是一件事情的發生，並可能由

此事件而引申出某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與多數人相關的。

這些與多數人有關的問題，往往會引起各方討論而構成大家談論的論題，假如此

論題被公開討論，並引發媒介更多的報導或強調，此時即可稱之為議題（王宗安，

1994：11-12）。 

Cobb & Elder對議題所下的定義為：議題指的是兩個或更多可識別的團體，

針對地位或資源分配的程序或實質問題而引起的衝突。由這個定義就可以知道，

所謂的衝突，其實指的是一種互動的關係，不同團體皆對地位或資源的分配感到

興趣或認為重要，所以會有互動的現象。他們認為議題的創造有四個方法（王宗

安，1994：11-12）： 

（一）由一個或更多的競爭團體認知到在地位與資源分配過程中有不公平的

偏差出現，乃創造議題，引起人們注意。 

（二）有一些人或團體為了自己的私利而創造議題。 

（三）有些議題創造是純屬偶然，並非預先設計出來的，這一類又可稱之為「環

境反應者」，受到外在一些議題的刺激而產生。 

（四）議題也可能是由一群毫無私利的個人或團體去爭取不是為了自己的地

位或資源，而是為了達成其為公眾利益付出的心理滿足。 

在這四項的議題創造原因當中，很難去歸因立法委員所提出的各項不同議題 

時他真正的動機為何。但是這個理論提出各個議題創造時所可能的不同情況，也

提供了我們另外一條思考的管道，讓我們可以檢視現有的新聞當中，其來源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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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歸類為這四類中的那一類。 

    Lang & Lang（1981；翁秀琪，2002：152）進一步將議題區分為三大類： 

（一）第一類議題與社會中的每一個人都息息相關的，例如：通貨膨脹、石油

危機等，不管媒體有無報導，個人都會在自己的日常經驗中遭遇到這些

議題。 

（二）第二類議題是與個人只有部分關係的，例如：都市犯罪率，他可能是個

人經驗，也可能不是。透過媒體報導，自會較為引起大眾的注意。 

（三）第三類議題是距離每一個人都很遙遠的，例如：越南難民問題。這類議

題是媒體最能發揮影響力的地方。 

三類議題雖然都出現在媒體上，但是她們的影響力卻有大小之別。因此，各

種議題之間也在彼此競爭，希望獲得大眾的注意力。同時，社會精英注意的議題

與一般百姓注意的議題也可能有相當大的差異（翁秀琪，2002：152）。這三類議

題當中又以第三類議題最能影響閱聽眾，由於無法親自觀察到事件發生的原因及

過程，在這種遠事項事件的報導上，媒體便發揮了在資訊傳播上的影響力。 

 

第二節  新聞框架理論 

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99）認為「框架」（frame）的定義是：「個人或組

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而新聞媒體則是社會議題的「競爭場

域」，是各種社會框架競相爭取進入的公共領域。由於社會乃開放空間，不同組

織可以透過社會事件、符號活動、或甚至人物劇本，爭取在新聞媒體取得主導解

釋社會意義的唯一力量。 

「框架」不是一個新觀念，它其實經常出現在日常生活的談話當中。一般人

即使不曾讀過有關的理論研究，也能模糊的感覺到週遭資訊環境有某種方向性，

會限制或框住讀者的思想，這也就是框架一詞最根本的意義。自亞里斯多德以

來，對「文本」（text）可能產生的框架效果，即有諸多討論。亞里斯多德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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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結構具有喚起情緒的效果。而近世的傳播研究，如 Hovland（1953）等人

研究不同訊息（如單面或雙面並陳）對態度的影響，也可算是廣義的框架效果。

綜合來說，框架此一概念，具有以下三種意義（鍾蔚文、臧國仁、陳韻如、張文

強、朱玉芬，1995：244-245）： 

（一）指文本框限真實現象的潛能 

每一文本（可能是一則新聞、歷史，或者其他符號真實）都只能「再現」

部分的真實現象，例如，一則對南斯拉夫內戰的報導，不論如何周全，必定

和真實有一段差距。每一則報導，就像畫框裡的畫，表現了片段的真實世界，

但也遺漏了其他真實。以不同的方式來呈現真實，可能只表現了不同的面向

和意義。或者，以我們的術語來說，產生了不同的框架。 

    正因為如此，一則新聞故事可以透過不同的方式和技巧（或稱作框架機

制），表現不同的框架。框架機制主要有兩類：第一類涉及新聞報導的整體

結構，如是否報導真實故事的背景；不同的背景、不同的報導角度，均可能

產生不同的框架。第二類涉及新聞報導的用字遣詞，如對主角動作的形容

詞，或稱其為「正義鬥士」或稱其為「叛徒」，均可能造成不同的框架（Chung 

& Tsang, 1993）。 

（二）指文本可能框限閱聽人認知世界的活動 

最簡單的說法是，閱聽人可能以為框架中的世界即是全部的真實，以為

南斯拉夫內戰的新聞報導就是該地區內戰的全貌。因此，閱聽人容易根據媒

介所提供的資訊，產生對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的印象與態度。此一意義可謂

是上述第一種的延伸，新聞報導不但框限客觀真實，更進一步限制了閱聽人

對事實的認知與態度。進一步說，新聞報導使用不同框架機制（例如不同的

報導角度），可能進一步造成讀者對事實不同的詮釋。 

（三）指閱聽人的主觀框架 

閱聽人在接觸文本時，絕不是心如明鏡，像一張白紙，他對許多現象其

實都已有成見與先前知識。閱聽人怎麼使用媒介？看到什麼？他的先前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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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決定因素（鍾蔚文，1992）。換個說法，閱聽人也有自己的認知框架，

這個框框引導她們看到某些事情，也遺漏了其他的一些事。在某種意義上，

閱讀媒介報導的過程，就是一個閱聽人把個人框架加諸於文本的過程。 

    在鍾蔚文（1996：182-185）等人的研究當中，亦有將「框架」定義為真實

轉換的結果，包含了選擇與重組兩項機制。每一種框架均可分為高層、中層、與

低層等層次，各有固定形式要件，如主要事件、歸因、歷史、及影響等。在各種

真實轉換的過程中，透過選擇不同的形式要件以及重新組合這些形式要件，社會

事件得以再現，言說意義也因而得以建構。我們說這些心像或言說是真實的再

現，進一步而言，有以下幾層意義： 

（一）所有社會事件似乎不停的經歷「再現」的過程，或轉換為不同的心像，

或浮現至語言層面而成言說。而言說隨後可能觸發更多言說，並啟動新

的心像建構過程。 

（二）這些再現的過程連續不斷的進行，媒體在此可能擔任了第一階段再現的

角色。但這並不表示媒體呈現事件的方式，就是眾人心像的基礎；其實，

媒體的呈現可能只是人們心中眾多心像或言說來源中的一種罷了。 

（三）雖說心像或言說都是真實世界的「再現」，但這些再現的產物卻無法完

美無缺的「複製」真實世界。從目前已知的研究證據來看，無論是言說

或心像所呈現的內容，不過都是真實再創的產物。 

既然無法複製，且再現的結果難免與真實有所差距，因而從真實世界轉換時

必然會有所取捨，先得從真實世界中選擇某些「中意」的部分，捨棄其他無用部

分。隨後，根據實際需要將挑選出來的部分，重新安排，組成新的成品。經過這

種連續不斷的挑選與排序手續，新的真實因而形成。 

由以上的簡述來看，再現的過程似乎隱含了一系列選擇與重組的工作

（Chung & Tsang,1993）。也因為如此，這個選擇與重組的歷程，不可避免的會

受到個人心理或組織（如新聞媒體）的影響。簡單來說，無論是心像的形成或是

言說的表現，總在某種特定範疇當中進行，這個範疇或可稱之為「框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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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是動詞，也是名詞；再現可以說就是框限（動詞）真實的過程，其後所形

成的產物就成了真實的框（名詞）（鍾蔚文，1996：184-185）。 

各種真實世界如何經過不同轉換過程而形成了某一特定意義結構，其中的轉

換機制有三（鍾蔚文，1996：186）： 

（一）各種真實均有其結構，由各種環節所組成。 

（二）選擇和組織是真實轉換（即前述動詞的「框」）的基本機制，從一真實

到另一真實的轉換代表了對原有真實的運作。例如，媒介真實為對社會

真實各種要素選擇重組而產生的結果（即前述名詞的「框」）。 

（三）選擇和重組的運作，在真實的每一環節均可能發生。因此，在每一環節

選擇組織的結果，互動組合產生了最終的框架。就此一意義，框架是真

實轉換過程中各種要素交會互動後浮現的特質（emergent property）。 

    「框架」意指人們用以解釋外在世界的心理基模，是人們了解、指認、以及

界定外在事物的基礎（Gerhads & Rucht, 1992：557）。最早提出此一概念的

Goffman（1974）曾說，社會事件本就散佈各處，彼此無所歸屬，需透過符號轉

換始能成為具有關聯意義的主觀認知。這個轉換（或再轉換）的過程，就是「框

架」的基礎。換言之，Goffman強調「框架」是轉換社會真實為主觀思想的重要

憑據，人們或組織藉由「框架」整合訊息、瞭解事實，其形成與存在均無可避免

（臧國仁、鍾蔚文，1997：102-103）。 

    美國社會學者 Gamson（1992：373-393）認為框架的定義大致可分為兩類：

一類指「界限」之意，可引申為對社會事件的規範；另一類則指人們用以詮釋社

會現象的「架構（building frame）」。由「界限」的定義來看，框架像是人們藉以

觀察世界的鏡頭，凡屬此鏡頭納入的實景，都成為認知世界中的部分。而鏡頭之

外的世界，即使存在於真實世界也會因為認知上無法接納而遭排斥。由「架構」

的定義來看，人們藉由框架重新建構社會意義，以了解社會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脈

絡。此處框架的意義與心理學所稱之「基模」接近，是主觀世界轉換社會真實的

思考基礎。由前者（界限）觀之，框架代表了取材的範圍，而後者（架構）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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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義再現的結構。Gamson（1988：240）深信，社會中對同一事件常有不同的

「解釋」，彼此互相競爭以爭取廣大社會大眾（尤其是新聞媒體）的認同與支持。

當主流或官方的解釋框架不穩定時，就是競爭者框架逐漸凸顯的時刻（臧國仁、

鍾蔚文，1997：103）。 

    由這些說法來看，框架概念的重要性不僅在於它是人們判斷外界真實活動的

認知依據，同時也因為框架是聯繫個人與社會文化的橋樑（Gamson, et al., 1992：

384）。例如，新聞工作者在報導中所使用的語言或對事件的描述，其基礎大都來

自社會文化中早為廣大閱聽眾所熟悉的故事結構（或稱新聞基模）。新聞媒體採

取某些特定角度報導社會事件，部分原因在於受到了某些消息來源的影響（也因

而排除了其他消息來源），顯現了不同社會框架競爭的結果（臧國仁等，1996）。

Entman（1993）因而認為，框架至少存在於：新聞消息來源（因其可決定如何

從自身組織的角度詮釋事件真相）、新聞文本（如新聞中的關鍵字、語詞、標題

等）、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與編輯）、讀者（或者閱讀框架）、以及社會文化（框

架的真正起源）等。總之，由以上的討論可知，任何符號系統的轉換，均涉及框

架；而所有的轉換，都可謂是框架的展現（臧國仁、鍾蔚文，1997：104）。 

框架聯結了新聞訊息與閱聽人的認知元素（即想法、目標、動機、感覺）

（Iyengar, 1987； Zaller, 1992）。媒體用「特定的字辭、片語、刻板印象、資

訊來源與句子，選擇與強調特殊的經驗與觀點，形成一個以有事實與評斷的媒體

框架」（Entman, 1993：52）。至於框架效果，則是發生在當框架與認知元素互

動時，啟動了認知元素中的某一些特殊元素（Iyengar, 1991；Pan & Kosicki, 

1993）。這些被媒體報導所啟動的認知元素會影響到閱聽人的詮釋、評價與判斷

（Gamson, 1992；Iyengar, 1991；Iyengar & Simon, 1994）。一旦這些在記憶中

的認知元素被啟動，通常就會影響到閱聽人的態度與決策（Krosnick & Schuman, 

1988；Tversky & Kahneman, 1982；Zaller, 1992）。人們在處理資訊的時候不會

往大腦深處竭盡所能的找出所有相關的資訊，相反的，人們只是找出記憶中最常

被啟動的部分（Wyer & Srull, 1984）。對於最容易提取，亦即最顯著的記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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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也就是最容易形成態度以及決策的部分（Roskos-Ewoldsen & Fasio, 1997）。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說，框架效果決定於其所最能啟動的記憶中最顯著的認知元

素，這些元素就決定了我們如何詮釋、評價以及判斷（陳憶寧，2003：6）。 

鍾蔚文與臧國仁（1993）曾以「形式」及「內容」來分類新聞文本框架，而

美國學者也有此看法，他們將框架作出類似的進一步概念化，如「風格」框架

（stylistic frame）和「主題」框架（thematic frame）。不論如何，有關框架的種

種論點在於說明文本不是照單全收所有的事實，而是強調某一條故事線，對於外

在真實的再現是有所選擇的。研究框架的學者認為，框架的重要性在於其對於閱

聽人的效果，不同的框架可能產生對閱聽人對於事件真實的詮釋與評估上的不同

效果（Gamson, 1992；Iyengar, 1991）。Gamson（1992）發現如果媒體呈現反

歧視行動（affirmative action）為「一種特別的利益」，而非「一種為了社會公正

所作的制度性的努力」，這樣的框架會導引閱聽人認為反歧視法是個人道德問

題，而非整體社會問題。如此推論，我們可以預期在公共政策議題當中對於政治

人物的不同框架處理，可能對於閱聽人造成不同的新聞文本框架效果（陳憶寧，

2003：6-7）。 

    根據歸因理論，人們會用各種環境線索來找出她們所認為的事件的原因

（Hewstone, 1989）。歸因的相關研究發現事實上人們很少使用系統性的、完整

的搜尋方式來找出事件的原因（Kelley, 1973；Nisbett & Ross, 1980）。政治傳

播學者 Iyengar（1991）曾以歸因理論為基礎，在實驗中發現不同的新聞框架會

引發電視觀眾對事件不同的歸因。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以插曲框架（episodic 

frame）來呈現社會問題（例如以一個流浪漢呈現出失業問題），則觀眾會將問題

歸因於個人（即流浪漢），如果以主題框架呈現社會問題（例如以失業率的統計

數字呈現失業問題），則觀眾會將社會問題歸因於社會整體（陳憶寧，2002b：

221-222），由此可見新聞框架後的效果。因此，立法委員之相關政策議題的報導，

將其使用不同的框架之後，推論會對閱聽人會有不同的影響。 

    Mcleod, Pan, Rucinski（1989）以美國參與尼加拉瓜內戰一事的意見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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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然後歸納出四種不同類型的高層認知結構，他們稱這些知識結構為「框架」。

框架可以幫助讀者、觀眾將新聞媒體傳送的素材加以組織、選擇和詮釋。使用不

同框架的閱聽人，選擇、組織、詮釋新聞的方式也不同。如使用「意識型態」此

一框架者，談及尼加拉瓜內戰，傾向於討論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識型態的衝

突，使用「美國利益」框架者，則大多談論美國利益和形象與尼加拉瓜內戰的關

係。讀者在閱讀某則新聞時，往往自然而然的將其歸類為某一類型，如「衝突」、

「開會」、「天災」。一方面引用對此類型新聞的知識來處理同一類型的個案，促

進資訊處理的效率（Seifert, Dyer & Black, 1986）。另一方面，作此分類也可能

使讀者將注意力集中於某些資訊，而忽視或誤解新聞中不符合此類型的資訊。閱

聽人對事件的回憶，可能與報導的意義結構相呼應，但大多數的情況，因個人基

模不同，而可能與報導的意義結構有些差異。看新聞時，基模不同，對資訊選擇、

詮釋的方式也可能不同（鍾蔚文，1992：15-16）。 

 

第三節  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 

在政治競選研究的領域中，框架的分類大約有兩類，一為形象 / 議題框架

分類，另一種則是策略1 / 議題框架分類。前者多見於競選廣告研究，代表著作

有 Ansolabehere & Iyengar（1995）所合著的 Going Negative，後者則以選舉新聞

為主，以 Patterson（1993）的 Out of Order以及 Cappella & Jamieson（1997）的

Spiral of Cynicism為首。Cappella & Jamieson（1997：33，引自陳憶寧 2002a：

96；2003：7）認為： 

（一）遊戲框架的特徵 

1. 以輸贏、競爭為報導之中心概念。 

2. 出現競爭、遊戲、賭博、競賽、攻防、戰爭等相關詞彙。 

3. 出現演員、評論者與觀眾（即選民）。 

                                                 
1「策略框架」一詞等同於本文之「遊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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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描繪政治人物的演出、風格。 

5. 民調佔有相當比重，且描繪政治人物民調議題上的立場。 

（二）議題框架的特徵 

1. 描寫解決方案的實質面。 

2. 報導政府的解決方案。 

3. 報導政治人物對此議題的立場以及政治人物為其立場所做的辯護

與說明。 

4. 報導對於方案的意涵以及解決方案對民眾的影響 

Patterson則有類似的觀點，認為政治新聞內容充滿了遊戲基模2（game 

schema），他認為策略框架之核心概念就是「政治即策略與遊戲」，意指政治候選

人在新聞中好似競賽之玩家、策略的行動者，每一個動作都有其背後值得商榷之

動機。策略框架新聞中所呈現的政治競選如同政治競賽，主軸環繞著誰輸誰贏，

強調選舉策略或是戰術對於候選人輸贏的重要性。舉例來說，1991年 10 月，CNN

直播柯林頓在阿肯薩州小岩城的參選總統演說，現場電視鏡頭一直對著他。然而

當他開始解說政見與計劃時，CNN隨即將鏡頭轉切至華府攝影棚，讓新聞評論

員討論柯林頓贏得民主黨提名的勝算（Patterson, 1993：58-59），由此例不難看

出記者對於政治議題中的遊戲面興趣較高。這種類型新聞報導的主要問題點，在

於公眾事務報導的策略面過多（如上述柯林頓一例中，新聞評論員討論其贏得民

主黨提名的可能性高低），使其實質內容反而成為陪襯（如柯林頓在其宣佈參選

演說中所提到的政見）。也就是說當記者報導焦點集中於某位候選人的輸贏或是

政治人物的前途時，就是使議題本身落在焦點之外。這類型報導的另一特點，在

於記者無意深究議題，因而採訪寫作的工作變的簡單，但是大眾如要吸收與議題

相關的資訊反而困難。也就是說，當記者的作品單純到只呈現議題的策略面時，

                                                 
2 Patterson所稱之遊戲基模（game schema）實等同於本文所稱之遊戲框架（game frame）。在認
知心理學上，基模與框架為兩個可以交互使用的概念（參見鍾蔚文，1992：14），所指涉的均為

個人處理資訊的一組知識系統。而在新聞文本研究上，傳播學界多採用框架一詞，而較少使用基

模，故本文捨遊戲基模一詞，而改用遊戲框架（陳憶寧，2002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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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賴以形成意見與判斷的資訊就不易由大眾媒體取得（陳憶寧，2002a：86；

2003：7）。 

    Patterson（1993：74）觀察美國總統大選中紐約時報的表現，他指出三十多

年來，以候選人策略與選舉輸贏為報導主軸的策略框架由 1960年的百分之四十

到 1992年的百分之八十，而相對的議題框架則由 1960年的百分之五十，一路降

到 1992年的百分之二十，顯示美國記者在選舉中偏好以策略框架描繪總統候選

人，而淡化候選人的議題與政見。如果將情境由選舉換到公共議題，此類型新聞

報導的主要問題點，在於公眾事務報導的策略面過多，使其實質內容反而成為陪

襯（如柯林頓在其宣佈參選演說中所提的政見）。也就是說，當記者報導焦點集

中於某位候選人的輸贏或是政治人物的前途時，就會使議題本身落在焦點之外

（陳憶寧，2003：5）。 

    Weaver（1972）對何謂遊戲基模有以下敘述：「政治基本上就是政客為了追

求個人升遷、贏取權力的遊戲。遊戲競爭激烈，玩家的主要活動就是計算與設計

策略以擊敗競爭者，達成目標。當然，遊戲的場景可能是政府機關、公共問題、

政策辯論等，這些場景受到注目，完全是因為它們影響了或是被利用來成為政客

獲取遊戲報酬的工具。遊戲呈現在觀眾（即選民）眼前，選民既是遊戲獎品的提

供者，政客在他們面前自然就須贏得好印象（引自 Patterson, 1993：58；陳憶寧，

2002a：86）。」 

過去的研究大多是將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套用在競選新聞當中，例如：陳憶

寧（2001；2002a：87）的研究發現，在競選新聞部份有關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

的消長，亦有重選舉策略、輕實質政策的新聞報導趨勢。以其一項針對公元兩千

年台灣總統大選的負面新聞研究發現，在投票日前十個月內，台灣三大報（即中

國時報、聯合報與自由時報）有關候選人的形象攻擊（競選策略是其中一個次概

念）新聞要比候選人的議題攻擊（如攻擊某候選人之教育政策白皮書）新聞為多，

前者佔整體負面報導的 64.6 %，後者為 35.4 %，相差將近兩倍。 

除了選舉新聞之外，有關公共議題遊戲框架的相關實證研究相當有限，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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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pella & Jamieson（1997；陳憶寧，2002a：87）的研究曾發現策略框架已經擴

散到選舉外的政策議題上。在調查了 1993年及 1994年的相關報導後，他們發現

67 % 的新聞為策略導向，只有 25 % 側重有關政治改革的各種實質建議。陳憶

寧（2002a；2003：5-8）分析五家報紙於民進黨執政十個月內的核四相關報導，

發現遊戲（即策略）框架佔有 38.1%。記者常態性的使用所謂遊戲框架詮釋核四

議題，雖然議題發展過程在發生重要事件之後，記者會依事件之性質而可能採取

較高的議題取向，但是一般情況下，記者常態性的以遊戲框架詮釋公共議題。可

見撇開一向為人所詬病的賽馬策略式選舉報導，就算是公共議題中的政治面的描

繪也同樣是新聞寫作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遊戲框架的出現有其新聞學上的基礎，新聞報導最在乎的就是事件的衝突性

與戲劇性。為了在新聞報導中彰顯衝突性，記者常將事件化約為政治人物之間的

恩怨與是非，以及兩造非輸即贏的戲劇（Bennett, 1996; Gans, 1979; Paletz & 

Entman, 1981）。這樣的做法其實也符合所謂新聞之擬人化作用（personalize the 

news；Bennett, 1996），加上近數十年來電視新聞的興盛以及對名人新聞（celebrity 

journalism）的趨之若鶩，戲劇性的、假設性的以及闡釋性的報導就成為受到歡

迎的報導方式（陳憶寧，2002a，89）。 

Jamieson（1992）認為，這類型的新聞可謂是「衝突框架」新聞或「政治策

略」新聞，焦點並不在實質內容，也不關心議題當中有什麼內涵。當某一議題出

現時，多方政客多會提供自己的方案，到事件或是議題告一段落後，新聞報導的

焦點卻是誰贏了這場爭議，但有關贏的方案對民眾影響為何卻不是報導重點。綜

合觀之，新聞如遊戲競賽有以下原因：第一、競賽中兩隊是衝撞越慘烈，則可看

性越高，而傳統新聞學中早已說明衝突性是構成新聞價值的重要部份。當不同政

黨對某項議題達成共識時，記者不認為有新聞性；有煙硝味的議題才會吸引記者

的新聞鼻，寫成可讀性較高的新聞。第二、球員不在場，不能比賽；政客不在現

場，不成新聞。消息來源之間彼此的捉對廝殺，方能顯出新聞的看頭。第三、球

賽輸贏是競賽重點，而記者也同樣認為公共議題之決策造成某一團體或是某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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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損失是重要新聞（陳憶寧，2002a：88-89）。 

 

第四節  社會建構理論 

何謂真實？我們每天所接觸的人、事、物，有哪些是完全真實的呈現。除了

親眼看見事件的發生之外，我們大多接受了別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在這當中，

媒介是一個製造者的身份，在她們吸收了社會真實事件之後，將其重新建構，得

出一個建構後的符號真實。亦即是，記者框架真實事件後，得出了一個記者主觀

框架後的真實。這個真實是否能夠代表真正的原始事件？是如鏡子理論，媒介純

正的反映了這個世界；或者這個鏡子是個哈哈鏡，讓我們看到的只是被扭曲過後

的部分真實。利用社會建構論的觀點，我們可以了解真實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

知道在客觀真實事件與個人的主觀真實認知當中，其實還有一個我們每天接觸的

符號世界，這也就是媒介帶給我們的符號真實，經由此符號真實，我們得以認識

全世界。 

戴育賢（1995：259）試圖由現象社會學的取向來解讀社會建構論。他認為

就人的意識活動而言，我們可以從兩個概念來說明 Schutz 是從何處提出其對生

活世界日常真實的描述。首先，他接受了胡塞爾（Edmund Husserl）的「自然態

度」（natural attitude）概念，但把胡氏要求個人抖落自然態度、還原至先驗自我

（transcendental ego）的計畫，顛倒過來，專門去看自然態度在生活世界中的作

用，人們如何在自然態度中，將他們對於所屬生活世界的整體有序的懷疑擱置一

旁，視為理所當然。其次，Schutz反對胡氏把相互主體性的基礎安置在先驗自我

上面，而認為相互主體本身便是生活世界不可在化約的既定。在日常生活中，個

人將他人的存在視為理所當然，是一個和自己一樣有生命、意識、意志、欲求、

情緒的主體。基於相互主體性與自然態度，個人以常識思維體驗著社會文化世界

中的各種對象與事件，這些意義的經驗（而非對象的存有結構，見 Schutz, 1962：

230）總加起來，就構成了 Schutz 眼中的「社會真實」（Schutz, 1962：53）。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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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實對一個全然清醒的成熟個人來說，並非私有的，而是個相互主體的、我們

所有人共有的世界。對它的經驗倉儲（包括我們自己的，以及前代人傳給我們的）

使得我們能順利領會這個世界，並且行動於其中、作用於其上（Schutz , 1962：

208-209）。 

Berger（1966）進一步指出，對於每一個初到這個世界的人而言，日常生活 

的真實已然是客觀化的。而在同時，這個真實會以強大、急迫且細密的方式，將

自己強加在行動者的意識當中（Berger & Luckmann, 1966：22）。他並且暗示了

兩種真實存在的可能性：一個是客觀真實，一個是主觀的真實。精確的說，對於

行動者而言，社會既是客觀獨立的存在於自己之外，卻也存在於自己的主觀意識

之中；要掌握人類社會，勢必要同時掌握這兩個真實，缺一不可（Berger & 

Luckmann, 1966：129）。在這方面，Berger 的理解，實已超過 Schutz；後者首

先由人類行動的本質出發，指出日常生活的真實是以相互主體為基礎，前者則進

一步從行動者的知識基礎的角度，推論社會真實乃是由內而外（相互主體的外

化）、亦復由外而內（內化到個別行動者的意識內）的持續過程。大體來說，客

觀真實是人類主觀意識活動持續習慣化、客觀化的產物；主觀真實則是個人因為

內化作用，被導入社會的辯証過程時，將客觀事件理解為一項對自己主觀上具有

意義的他人主觀過程之彰顯，從而被注入的客觀真實的意義（戴育賢，1995：

259-260）。 

Berger & Luckmann（1966）以社會建構觀點，定義「真實」為：存在於人 

類意志之外的現象。並指出「真實乃是由社會建構的」。兩位學者認為，因為每

個人對於彼此世界的詮釋均有不同，而對世界的詮釋會影響個人的感官知覺、與

他人互動關係及其行為表現的方式。在與他人循環互動的過程當中，人們創造、

再造、並適應各種對真實的定義。因此，真實並非自然存在之物，而是人、知覺

感官和社會互動所締造之現象。Schutz（1982）以多重真實觀點，指出社會真實

的「正身」無法驗明，所有人類感知的社會真實，都是某種建構的結果（簡青玲，

1995；韓享良，2002：15）。Schutz（1962）認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就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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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種真實，包含以下假設：真實是一種沉靜而自然存在的世界，可實際操作，

且具有相互主觀性。其他真實（如科學真實或人們的冥想世界）的確存在，但都

源自生活真實（臧國仁，1998：28）。也因而指出了吾人所認定之真實，乃是經

由不同的互動後所建構出來的結果。 

研究者認為 Adoni & Mane對社會真實建構的研究集上述學者之大成，對真 

實之間互動關係的表達最為詳細。因此本研究引用 Adoni & Mane 兩位學者的社

會真實建構模式來作為研究的基調。 

Adoni & Mane曾就 Berger & Luckmann的社會建構論點以及 Schutz的多重 

真實觀點，試圖跨越辯證及實證兩個領域來整合「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真實」這個

主題，因而提出將真實區分為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符號真實（symbolic 

reality）及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三個不同面向的分析概念（翁秀琪，2002：

114-115；鍾蔚文 1992：1）。如圖 2-1 所示： 

 

 

 

 

 

 

 

 

圖 2-1 Adoni & Mane的研究模式 

資料來源：Adoni & Mane, 1984:327 

 

（一）客觀真實 

係指存在於個人世界之外可經驗的世界。是一種不容置疑的真理，不需

驗證，也驗證不來。此亦稱之為社會真實，指事件的真相。不過社會真實往

個人主觀真實 

 

近--------------------遠 

符號真實 

 

近--------------------遠 

客觀真實 

 

近（close）    遠（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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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撲朔迷離，即使身在其中，也未必識得廬山真面目。 

（二）符號真實 

係指所有對客觀真實進行表達的象徵。是一種以符號來描述的事實。例

如以文學、藝術或藉媒介來表達，所呈現的真實。這是站在傳播者的角度來

看待的真實。此亦稱之為媒介真實，指媒介所呈現的事件情境。在理想上，

媒介報導應該反映社會真實，實際上則不然。媒介在反映社會真實時，基於

種種因素，往往不會、恐怕也不可能完全反映真實的社會情境。新聞報導的

內容或結構，與事實之間，往往有某種程度的差異。 

（三）個人主觀真實 

係指人們在腦海中建構的真實。是一種個人對真實的了解與信仰。多半

得自於社會情境及媒介的建構，而形成了個人的「腦中圖畫」，這是從閱聽

人的角度來看待真實。此亦稱之為主觀真實，即個人對於事件的主觀認知。

此一主觀的認知，部分可能來自於媒體的報導，部分可能來自其他資訊管

道，如個人的經驗、書籍。媒介報導與社會真實並不見得完全一致，因此其

他資訊來源也可能提供了媒介所謂涵蓋的部分，影響了主觀的認知。因此，

個人對社會情境的認知，未必與媒介真實完全一致。 

    至於所謂「近」（close），或稱「小社會事項」（microsocial elements），指的

是個人日常生活經驗，可由面對面互動而得的事項。所謂「遠」（remote），或稱

「大社會事項」（macrosocial elements），指的則是抽象不可觸及的因素，如社會

秩序、輿論道德等（翁秀琪，2002：115）。 

其中 Adoni & Mane（1984）兩人的主要觀點如下（翁秀琪，2002：115-116）：     

（一）符號真實與客觀真實的關係 

1. 媒介所呈現的議題影響了文化的形成。例如流行歌曲的流行、種族

偏見等。 

2. 新馬克思主義者更批判媒介扭曲了客觀真實。種族及階級偏見乃由

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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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號真實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媒介內部的互動型態。由於媒介的

守門過程，而使得真實更為模糊。 

4. 符號真實側重「遠」的研究，例如組織規範、價值系統、意識形態、

權力結構、財富分配等。 

（二）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的關係 

1. 符號真實影響了個人對真實的了解與信仰。 

2. 「政治社會化」、「議題設定」是影響主觀真實的兩個主要效果指

標。 

3. 由於「財富」分配不均，知識階層不同的人，有「知溝」（knowledge 

gap）的問題出現，影響了個人不同的主觀真實，也影響了國家發

展。 

4. 個人對越「遠」的事項，越易受媒介影響。這支持了媒介依賴的假

說，也證實了「遠」「近」概念的重要意義。（由於媒介呈現的只是

不十分真實的「準環境」，所以人們對越「遠」的事件的認知，越

不真實。） 

Adoni & Mane 不僅闡明了這三種真實的存在，釐清真實的不同面向與形

式，並且指出在建構社會真實的過程當中，三者具有互動的關係。 

Davis（1990）所稱的社會真實建構學派的論點，認為社會真實具有開放性，

容許各種不同之意義詮釋。不同組織因而可透過社會事件、符號活動、或甚至人

物劇本，爭取對社會意義的「唯一」或最佳詮釋力量。這種現象使得包括媒體在

內的符號真實成為各方運用資源、爭奪社會意義的公開場所。雙方或多方均藉此

符號論域建構真實，並嘗試發展某一框架的文本策略，藉此運用新聞內容以影響

讀者支持其論點，並進而獲取政治或社會實質利益（臧國仁、鍾蔚文，1997：105）。 

因此在國會殿堂之上，各個不同黨派的立法委員甚或是同黨中的不同派系立

委，都希望自己在公共政策上的觀點能夠成為主流的框架，並且在新聞文本上面

有著突出的版面及報導，以此影響讀者，增加其個人的政治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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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1990）有關何謂真實的討論，大都以現象學者 Schutz（1962）之真

實論為基礎。他認為原本渾沌的社會世界（ambiguous social world），難以體察；

而個人、物體、或行為均各自獨立，無所歸屬。人們必須透過賦予這些社會人造

物件某種意義，始能探知其來源與存在之因，以及與其他社會物件之關連性。然

而這種意義的產生必然受到時空情境影響，使得在甲時間或甲地點具有的意義，

在乙時間或乙地點出現了不同的詮釋內涵。因此，社會建構學者認為意義本身並

無定論，需要不斷透過論述行為重新加以具象化。人們通常忽略社會人造物件的

意義具有此種情境特質，而習慣以舊有知識觀察並思考社會行動，以致無法脫離

社會主流意識的影響，也難以跳躍建制組織（如政府機構）在意義設定的過程中

所提供的有型或無形成規與體制。Davis & Robinson因而指稱，人們喜歡以常識

經驗處理事物，誤將言說意義與社會真實劃上等號，或習慣將建制化後的成品視

為是真實，因而失去批判思考的空間（臧國仁，1998：28-29）。 

鍾蔚文（1992：7-8）亦從「認知心理學」的角度來解讀「媒介真實」（即符

號真實）與「主觀真實」（即個人主觀真實）之間的互動。他認為研究兩者之間

互動的問題時，主要是參考認知心理學的觀點。認知心理學的主要論點是：外來

刺激（如一則新聞報導）的意義，是在認知體系與刺激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

（Ostrom, 1984）。Mrakus & Zajonc（1985）延伸此一觀念，認為認知行為的過

程循著以下的步驟：O（Organism, 個人心理結構）→S（Stimulus, 刺激）→O

（Organism, 個人心理結構）→R（Response, 反應），在此，心理結構是指對事

物的認知的總稱。根據此一模式，心理結構不但中介、影響了刺激，更進一步決

定認知者注意哪些刺激，如何「處理」這些刺激，以及賦予這些刺激何種意義。

以傳播行為為例，個人的心理結構，決定了對新聞注意的方向及程度，也決定了

詮釋訊息的方式及結果。從這個角度而言，看新聞是受眾和新聞報導之間互動的

過程。一方面，新聞報導的特質，如媒體特性、新聞結構，多多少少影響了個人

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另一方面，個人的社經地位、媒介使用習慣、知識，均可能

影響訊息接收的過程。更進一步而言，新聞報導與個人知識互動的過程是循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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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原有的知識結構決定了個人如何處理某一新聞報導的資訊（譬如說，看到

多少？瞭解的程度？）。吸收的新資訊又成為個人知識結構的一部分，再回過頭

來影響未來資訊處理的行為。 

Kennamer（1994）指出，新聞媒體扮演了轉換社會真實為符號意義的核心

角色。首先，新聞媒體所刊登的內容並非社會真實的客觀反應，而是社會建構下

的產物。雖然新聞報導的確也討論了發生在真實社會的各種事件，但是由於社會

事件原來就包含了許多的面向，而新聞媒體限於版面或截稿時間，只能就多種面

向中取出少數幾種加以描述，此即框架事實的過程，因此新聞媒體無法完整呈現

出社會真相，而只是一種框架下的部分真實（李金山，2000；韓享良，2002：16）。 

    新聞媒體在此之中就如同符號真實一般，是由新聞從業人員經由各自不同的

立場及觀點，解讀不同的社會新聞事件，再藉由媒體的傳播功能將製作出來的新

聞，散佈到各個閱聽眾手中。經由對客觀狀態的描述之後建構而出的新聞文本，

就如同是對客觀真實進行表達的符號真實，而這個符號真實則可能因為新聞媒體

本身的影響力，進而對個人的主觀真實進行一種鞏固或轉化的作用。個人的主觀

真實也因此變成主要是由媒體所建構的符號真實而來，固有：「我們是透過別人

的眼睛來看這個世界」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