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分析優生保健法的相關報導中，媒體呈現哪些部分、強調哪些面

向、建構出哪些墮胎真實、反映出何種意識型態。因此，本研究採用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希望藉此可分析媒體再現的墮胎

真實，也可以探討媒體論述中所隱含的社會價值及意識型態。 

批判論述分析是由論述分析發展而來，本章將先說明批判論述分析的理論觀

點，並闡明其分析策略與步驟，再解釋本研究運用的分析方式與研究範圍。 

第一節 批判論述分析 

壹、緣起與概念 

1970 年代始，人文社會科學等研究領域（如社會學、心理學、人類學等）

開始對「文本」與「論述」的研究產生興趣。這些學科注意到語言與社會文化結

構的關連性，因此將研究重心由文字、語句，轉移到語言的使用與功能上（van Dijk, 

1983, p.21）。語言不再被視為一組攜帶意義系統的符號組合而已，而是各種勢

力交鋒爭執後的體現，這種體現被稱為「論述」（倪炎元，2003: 35）。 

van Dijk（1988）認為，論述指涉的層面包括傳播者的社會位置、社會情境

以及實際的語言使用，所以論述是語言與鉅觀情境連結下的產物，也可視為是個

人認知與社會實踐下的產物。Hartley（1982）亦有類似看法，認為論述是語言與

社會的交會處，在理解論述的同時，也必須理解當下的社會環境、歷史條件等，

因為外在狀況形塑了人們的說話方式與論述表達。 

隨著語言研究面向日趨寬廣，以「論述」為分析研究也越來越多（倪炎元，

2003: 47）。論述分析包含文本與情境兩部分，亦即包括語言本身與社會文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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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整體傳播行動（van Dijk, 1991）。論述分析基本上是泛稱的名詞，其中包

含不同的理論起源及分析途徑，但論述分析共同關懷的都是權力如何在語言中運

作，希望藉由語言分析來探討隱藏於文本中的社會權力關係（游美惠，1999）。 

批判論述分析興起於 1990 年代，顧名思義，批判論述分析比其他論述分析

型態更強調「批判」取向（Hammersley, 1997）。所謂的批判是指將習以為常的

價值觀放入「多重現實」中重新定位（張錦華，1991），質疑被視為理所當然的

符號事實，以發掘人們如何透過論述來建構知識情境、社會認同、以及團體互動

（Wodak, 1999, p.186）。Fowler（1988, pp. 10-12）將論述定義為被符碼化於語

言中的意識型態，新聞即是一種再現的論述，任何對世界的陳述與書寫皆是從特

定理念立場所塑造，新聞中所謂的真實事件是一個經「選擇」後的約定化過程。

它們被選擇並非本質上有新聞價值，而是根據不同的意識型態所建構出來的。因

而對新聞論述的分析，即是透過解碼，將這種事實背後的社會建構揭露出來

（Fowler, 1991, pp. 8-9）。由此可見，批判論述分析認為語言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的手段（Teo, 2000, p.11），其目的是揭示語言、權力與意識形態間的關係，以

及權力與宰制如何在社會中實踐，提醒人們覺察語言與社會結構間的交互影響

（Titscher, 2000）。 

批判論述分析預設了兩個對語言與真實世界關係的基本假設，一個是語言在

社會結構的運作中發揮了一定的意識形態功能，其次是主張語言的使用受制於其

在社會體系的位置。在這兩個假定下，批判論述分析主張語言的文法、字彙等形

式要素的使用，實際上是言說者根據不同的社會情境所做的選擇，不同抉擇自然

就呈現不同意義（Fairclough, 1992, p.26）。翁秀琪（1998）指出，批判論述分析

的目的在於發現日常生活中社會權力運作的痕跡，因此特別適用於檢視權力不均

衡的社會情境中。 

儘管不同的批判論述分析學者皆主張透過批判的反省及質疑以探究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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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之間的關係，這些學者卻採取不同的分析策略（倪炎元，1999: 210）。

Fairclough 的分析方式強調文本與社會結構間的辯證關係（倪炎元，1999: 

220-221），其研究被認為是最詳盡周延且自成體系的（Wood & Kroger, 2000, 

p.206）。 

台灣在 1984 年通過優生保健法，由於內容規範敏感的人工流產手術，因此

立法、修法的討論都備受爭議。由於墮胎議題牽涉到法律、經濟、道德、宗教、

醫療、性別等面向，所以從優生保健法的相關報導中，除可看出媒體建構的墮胎

圖像，更可從中探討各種權力的運作軌跡。Fairclough 的批判社會學取向重視論

述的建構效果及論述、權力、社會間不平等的關係，與本研究欲探討媒體論述的

建構以及論述所反映的社會權力宰制關係相符合，因此本研究也將援引

Fairclough 的理論架構與分析方式。 

貳、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理論 

Fairclough（1995, pp. 229-230）認為，批判的目的是使人們在做為語言的生

產者或消費者時，更有社會利益、權力關係的意識。而批判論述分析源起於社會

問題，目的是探究語言如何做為社會過程中的要素，以及語言與其他社會過程要

素間的關係，Fairclough 試圖將語言與社會做連結，以發展一種研究社會變化的

論述分析方式。 

Fairclough（1992）將論述分為文本、論述實踐及社會文化實踐三個面向，

三者對論述分析而言都不可或缺。文本關注語言部份；論述實踐說明文本生產過

程與解釋過程的性質，例如何種論述被採用，這些論述如何被結合；社會文化實

踐則關注社會分析方面的問題，如論述的社會環境。 

進一步言之，文本是指書寫或口說的內容，文本的分析包括語言分析與意義

層面的解讀，被報導者在文本中的出現或缺席也是分析重點，因為其涉及發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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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論述實踐是指文本被新聞人員產製的方式、被閱聽眾理解的方式，以及文本

在社會中的配置，以理解文本如何建構出新知識（Fairclough, 1995, pp. 57-62）；

社會文化實踐則是指新聞產製的情境脈絡或是社會文化框架，由於論述並非來自

於人們腦中的自由思想，而是受到社會結構（如政治、經濟、性別關係等）的形

塑，所以社會文化實踐關切的焦點在於論述的意識形態與霸權。Fairclough 將意

識型態定義為對現實的意義建構，霸權則是在社會系統中佔有領導地位的力量，

因此社會文化實踐關注論述變化與社會文化變化之間的關係，發掘特定組織、社

會層面的霸權如何在文本中體現，並觀察論述被權力影響的痕跡，以及論述變化

的趨勢。社會實踐有各種層次，主要可從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三方面來分析

（Fairclough, 1992）。 

由於 Fairclough（1995）把論述視為文本、論述實踐及社會文化實踐三層次

的結合體，因此主張論述分析就是探討三者及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在研究語言

時必須同時研究文本本身、產製意義建構，以及社會結構狀態。透過文本，可以

分析論述的結構；透過論述實踐，可以理解社會文化如何形塑文本；透過社會文

化實踐，可以理解社會文化如何參與在文本中。 

在論述實踐層次中，Fairclough（1995, pp. 79-102）特別提出媒體文本中的

論述再現分析（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texts）、論述種類的文類分析

（generic analysis of discourse types），以及文本中的論述分析（analysis of 

discourses in texts）三個分析策略。這三種分析方式關注於消息來源（如消息來

源被引述的方式、哪些消息來源特別受重視）、報導內容（如新聞特別重視哪些

部分、哪些內容被配置在標題與導言中），以及記者本身的觀點（如報導中有無

記者自己做出的結論）。 

不過在社會文化實踐層次中，Fairclough（1992, pp. 219-221）認為此層次的

分析很難提出明確的問題，但一般而言社會文化實踐是在解釋論述實踐為何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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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探討影響論述的社會因素、以及理解社會與霸權的關係和結構。 

Fairclough 發展出描述、詮釋、解釋三個分析步驟，分別對應到文本、論述

實踐，以及社會文化實踐。從描述文本開始，再藉由不同論述實踐的互文性來進

一步詮釋，以剖析文本製造與再生產過程，最後則關注社會文化實踐的面向，解

釋文本如何被權力或意識形態影響（Titscher, 2000, p.153）。 

第二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樣本 

壹、研究分析架構 

Fairclough 的批判論述分析同時顧及微觀與鉅觀的解讀層次，並注重權力在

媒體論述中的支配，因此本研究採用 Fairclough 的分析策略，從微觀到鉅觀的分

析優生保健法相關報導，除了關注媒體對事件的再現外，也關注社會權力、意識

形態透過媒體論述支配社會的痕跡。結合 Fairclough 將論述分為文本、論述實踐

與社會文化實踐三個面向的方式以及研究問題，本研究的分析方式如下： 

一、文本層面的描述 

此層次的分析著重新聞意義層面的解讀，也就是探討「報導說什麼」，因此

將檢視媒體在 40 年左右的報導中，如何替大眾描述優生保健法？報導哪些內

容？報導包含哪些消息來源或被報導者？消息來源的意見有無被完整呈現？ 

文本層面的描述是論述實踐層面以及社會文化層面分析的基礎，報導為何強

調某些內容以及為何選擇特定消息來源則會在論述實踐層面的解釋中被討論。 

二、論述實踐層面的解釋 

此層次的分析著重新聞如何為讀者建構事件知識，也就是「報導怎麼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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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從論述配置可看出新聞工作者認為哪些內容是重點而哪些不是，如放在標題與

導言中的論述，往往是新聞工作者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在論述實踐層面所提

出的問題包括：標題或導言強調哪些面向？記者如何重組、解釋事件與消息來

源？媒體用什麼概念去定義事件等？  

三、社會文化實踐層面的詮釋 

經由報導的描述與解釋後，詮釋層次將進一步探討新聞論述背後的意識型

態，剖析新聞論述中的權力關係，探討各種意識型態如何被生產與確立。社會文

化實踐指的是新聞產製的情境脈絡或是社會文化框架，分析著重於「報導為何這

麼說」，探討媒體為何以特定角度建構事件。因此，關注問題包括為何報導會明

示或暗示某種立場？有無從背景脈絡中延伸出觀點？報導中為何如此替事件做

出歸因？報導為何有如此的論述建構？影響論述的社會環境因素為何？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優生保健法相關報導的分析分為文本層面、論述層面、

社會文化層面三層次，表 3-1 更可清楚看出本研究各層次所關注的問題。 

表 3-1：本研究分析架構 

分析層次 分析重點 分析內容 

文本層面的描述 
新聞意義層面

的解讀 

報導包含哪些內容？ 
報導包含哪些消息來源或被報導者？ 
消息來源的意見有無被完整呈現？ 
哪些消息來源特別受到重視或被忽略？ 

論述層面的解釋 
新聞如何建構

出新知識 

標題或導言強調哪些內容或面向？ 
報導對事件、消息來源或被報導者做出何

種解釋與建構？ 

社 會 文 化 層 面 的

詮釋 
論述隱含的意

識形態與霸權 

事件被置於何種社會情境中？ 
報導為何有如此的論述建構？ 
影響論述的社會環境因素為何？ 
為何報導會明示或暗示某種立場？ 
報導中為何如此替事件做出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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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說明的是，本研究雖將新聞劃分為三層次進行分析，但新聞所蘊含的意義

卻無法絕然劃分。如 Fairclough（1995）所言，意識形態在各種語言層次以各種

型態介入，論述的三層次亦是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方式為先舉出各時期

有代表性的數則報導，再進行三層次的分析，避免同一則報導在分析中不斷重複

的狀況，以下為本研究分析部分的舉例： 

  解決人口不斷增加 應訂定優生保健法 

  「優生保健法」是否可以解決人口爆炸的問題？立法委員建議衛生

署，邀集專家成立小組，研究此項辦法的可行性。 

立法委員牛踐初昨天在立法院內政委員會向衛生署長王金茂表

示，單憑家庭計畫的實施，實不足以配合六年經建計畫所定的人口目

標，為解決人口問題，最根本的方法，仍在於訂立人口政策「優生保健

法」，以法律來貫徹政府的人口政策。 

牛委員指出，由於衛生單位對制訂「優生保健法」不夠積極，致使

我國目前的人口計畫距離理想仍然甚遠。（中國時報，1977.12.18: 2） 

文本層面的分析： 

報導內容著重於人口面向，認為優生保健法的目的在於貫徹政府人口政策，

以解決台灣人口密度過高的現象，而立法委員牛踐初是唯一的消息來源，其他法

案的相關者（如在報導中被點名的衛生署長王金茂）並沒有發言機會，立法委員

成為唯一的發言者，顯示立委在優生保健法的立法中佔有主導地位。 

論述層面的分析： 

標題為「解決人口不斷增加 應訂定優生保健法」，導言第一句也寫「優生保

健法是否可以解決人口爆炸的問題？」，可見人口問題才是報導關注的焦點，且

標題是以正面的語氣肯定優生保健法應該被訂定以解決人口問題，更強化人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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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應該被重視且矯正的觀點。對人口問題的強調，使得優生保健法被建構為人口

問題的唯一答案。 

社會文化層面的分析： 

整篇報導被置於人口數量太多的社會背景下，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於人口問題

的注重，而整體社會如此擔憂人口問題則與政府的說法有關。前文曾提及，1950

年代人口學者認為如此高的人口自然成長率將壓抑經濟成長，從彼時便有學者提

倡節育，加上二次大戰後美國要求受援國控制人口成長等原因，造成社會普遍認

為台灣人口有爆炸危機的刻板印象。換言之，對於人口數量的焦慮其實與當時的

政治經濟情況息息相關，也是政府強力推行優生保健法的原因；政府推行政策的

強勢也可在報導中看出，政策制定是以國家需要為出發點。 

貳、研究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優生保健法相關爭議為研究主題，希望藉由優生保健法的討論，剖

析媒體墮胎論述中所建構的內容、反映出的觀點、以及社會權力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範疇僅限於報紙新聞報導，原因在於報紙比電子媒體對於法案

的爭議有更深入的報導，也有更多的空間說明事件始末以及相關人物的意見。此

外，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擴及優生保健法立法初期（1970 年代），因此報紙

資料的蒐集將比電子媒體更為完整。 

前文提及，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從 1970 年代行政院研擬優生保健法草案開

始，到 2007 年 1 月優生保健法更名為生育保健法送進立法院審查為止，因此蒐

集年份從 1968 年到 2007 年。但由於《自由時報》2001 年以前的報導缺乏完整

搜尋系統，而《蘋果日報》2003 年 5 月才在台創刊，為求研究樣本的齊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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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只分析《中國時報》與《聯合報》的新聞。24另外，本研究雖挑選《中

國時報》與《聯合報》為分析對象，但將兩報報導一併視為某時期的媒體論述，

故不比較兩大報論述內容或論述方式的差異。 

《聯合報》的報導由聯合知識庫取得，但由於中時報系的時報知識贏家資料

庫只收錄 1994 年後的新聞，因此本研究在《中國時報》的新聞搜尋上利用國家

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的全國報紙資訊系統中的「新聞知識庫」進行新聞搜尋。在搜

尋內含關鍵字「優生保健法」的報導後逐篇閱讀，挑選出與優生保健法立法緣由、

法案內容考量、討論，以及施行狀況相關的新聞做為研究樣本，共計 215 篇，圖

3-1 為報導數量的分布。 

22

34

25
23

21

39

18

33

43

73

43

5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68~1982/5/20 1982/5/21~1984/12/31 1985/1/1~2003/4/16 2003/4/17~2007/1

時期

則數

中國時報

聯合報

總報導數

 

圖 3-1：優生保健法相關報導數量分布及變化 

註：由於本研究橫跨 40 年，且有部分年份並無相關報導，不適合以半年或一年為單位標示

報導量，改以研究分析所劃分的四時期來標示報導量多寡。而報導量最多及次多的兩

時期，分別是優生保健法草案在立法院審議期間（1982/5/21~1984/12/31）以及優生保

健法修正草案在行政、立法兩院審議期間（2003/4/17~2007/1）。 

 

                                                 
24 在搜尋新聞文本時，研究者也一併收集了《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新聞，在逐篇閱讀

後發現兩報的論述內容與論述方式與《中國時報》及《聯合報》類似，因此本研究只分析《中國

時報》與《聯合報》的新聞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