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回顧 

第一節  框架的概念與理論 

談到「框架」（frame）一詞的起源，可以追溯自心理學及社會學，前者如 Minsky

（1975）、kahneman 與 Tversky（1984）等認知心理學者，視框架為記憶中之認知結

構（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是人們瞭解外在世界的基礎，若經啟動可影響

其後續的詮釋與判斷；後者則如社會學家 Goffman（1974），從互動層次強調框架會

協助人們分類、組織及解釋外界資訊（李金山，2000；黃惠萍，2003；臧國仁，1999）。 

Goffman企圖以框架的概念解釋日常生活中「發生了什麼事」的問題，他認為框

架如同人們的心理基模，使個人能夠對外在世界所發生的一切產生認同感，並以此

來定義自身所處的情境。 

由於社會事件大多是遙不可及、散佈各處，所以必須經由符號的轉換

（transformation），才能啟動個人的內在心理基模，而這個轉換的過程就是框架的

基礎（Gamson，1992；臧國仁，1999）。 

框架與基模在功能上有其不同之處，鍾蔚文（1992）認為基模如同閱聽人觀看

新聞時所具有的先備知識，是一種重建過程；而框架則強調資訊處理時的選擇、排

除、重組等過程，可用來處理新聞文本的組織分析，但基模則無此功能。 

臧國仁（1999）表示，一則社會事件轉換到個人主觀認知的過程中，個人會不

斷地受到「其他社會人」的影響，此種現象最常表現在語言中，並透過大眾傳播媒

介的再現功能更加彰顯。其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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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提供許多儀式或象徵物，協助個人建立獨立的自我認知，得以連結內

在思想與外在環境； 

二、媒介內容是公共交談的場所，讓人們藉由使用相同文字或符號參與社會行

動，完成社會同質性的建構。 

社會學家Tuchman（1978）在《製造新聞》（Making News）一書中指出，新聞

的目的是在告訴人們那些是人們想知道的、需要知道的或應該知道的；同時「新聞」

也是世界的一扇窗，透過窗子的框架（frame），使人們看到並了解自己以及周遭的

世界。新聞框架（news frame）的意義如同窗戶，窗框的大或小、玻璃的清楚或模糊、

以及窗戶外面對的景色都會左右人們所能看見的世界，所以新聞媒介還扮演「建構

社會真實概念」的角色，具有轉換或傳達社會事件的公共功能。 

因此，新聞媒體並不能為閱聽大眾建構客觀的事實，反而具有建構社會真實的

功能（Fishman，1980；Gitlin，1980；Tuchman，1978）。 

Fishman（1980）就從自己在新聞實務界的經驗來論述，表示記者面對的是一官

僚體系( bureaucracy ) 所建構的世界，在每日例行的新聞採訪過程中，透過一「制度

化的機制」，其實傳遞的是屬於統治階層的世界觀。 

新聞媒體為人類勾勒出世界版圖，並進而解釋事實，因此框架是人們建構真實

的方式；而媒介框架，就是新聞媒體建構「社會真實」的方法。（Gitlin，1980） 

林東泰（1977）也援引Tuchman的觀點表示，新聞媒體面對大量、複雜又多變的

資訊時，只能依賴「框架」功能，幫助他們快速的釐清這些訊息與資訊，因此這時

框架的功能就是建立一套「模式化的認知、解釋和呈現方式」。 

Tankard，et al.（1991）則對「媒介框架」定義，指稱是新聞內容的中心思想，

經由選擇、強調、排除與周密製作的手法，來提供新聞報導的情境及新聞的主要議

題，當新聞記者在報導一則新聞事件時，可以決定要包含或排除那些元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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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新聞事件可以被很多種方式「框架」，產生不同的新聞故事版本及屬性。 

Entman（1993) 則認為，框架在傳播的過程中至少存在著傳播者、文本、接收

者、與文化；他表示媒介的框架本質上包含了選擇（selection）和凸顯（salience）作

用。而「框架」某件事就是去選擇某些部分事實，透過對問題意義的定義、解讀、

道德評估及處理方式的建議等方式，讓這部分事實在文本中更加凸顯出來。也唯有

透過這個主觀的結構，才能找出問題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法。 

臧國仁（1999）也提出選擇（selection）與重組（restructuring）這兩種框架機制，

來彰顯社會意義的重要過程。他認為新聞框架概念的重要部分，就是了解新聞媒體

為何選擇某個特殊內容，且選擇的比重為何，這也是為何新聞報導會有對同一事件

不同的「版本」。「選擇」機制其實意涵了「排除」的功能（選擇了甲，也就意味著

對所有「非甲」的遺漏），框架的選擇不但受到歷史情境與文化的限制，也創造了新

的歷史情境與文化。 

臧國仁進一步解釋，新聞框架不斷在媒介訊息流動的各個層次與面向影響新聞

產製的流程，包括了媒介組織的專業、新聞室內部控制，記者本身對新聞的分類，

以及消息來源的選擇，文本的部份包括了結構、情節、用字、句子等，而編輯部份

則包括了新聞表面問題的篩選、監控新聞流程、例行工作截稿壓力等。 

Wolfsfeld（1996）也以為媒介框架的形成因素包括新聞媒介組織的政治獨立程

度、社會事件的訊息提供者（即消息來源）、新聞與議題津貼、媒介規範與實務運

作過程，記者本身的政治與文化意識型態，以及新聞事件本身。 

Giltin（1980）、臧國仁（1999）一致認為，一則新聞就是一種選擇（排除）與

重組的基礎，部分是來自記者的個人主觀意見與經驗，有時則是新聞組織內所設定

的常規、讓某些事件能受到青睞而成為新聞（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hoemaker & 

Resse，1991），另有些社會事件則因與媒體特定框架不合而遭到排除或捨棄，永遠

無法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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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蔚文與臧國仁（1993）說明，框架其實也隱含有「反面」的意涵。人們雖以

框架作為思考或解釋外在世界的基礎，卻也常因認知世界中較熟悉某些事務，而習

以為常地以此解釋、轉述、或評議外在世界的活動，因而有意或無意地「忽略」了

框架界限以外的真相。框架的正面意義是協助人們思考或整理資訊，但另一方面卻

「框限」了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無可避免地產生「偏見」；因此，偏見也算是人們

框限真實的負面效果。 

Entman（1993，2003）說明媒介框架的四大功能，即是界定問題、確認問題成

因、定出一種道德判斷、給予解決方案或改善方法，簡述如下： 

一、界定問題（defining problems）就是決定社會問題的影響及社會情況，反映

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 

二、確認問題成因（identifying causes）：確認問題產生的原因； 

三、定出一種道德判斷（conveying a moral judgment）：評估社會問題的影響與

結果； 

四、給予解決方案或改善方法（endorsing remedies or improvements）：提供問題

的補救方法，並預測補救方法的可能效果。 

在新聞事件、議題的文本中，不一定都有這四種功能，但是至少包含其中兩種

功能，所以框架具有定義問題、形塑人們對事件認知的影響力。 

Tankard，et al.（1991）、Entman（1993）與臧國仁（1999）都表示框架這個名

詞已被廣泛使用，不同領域的學者對於框架的概念化定義雖不相同，但卻有共通想

法。臧國仁（1999）依眾家學者的說法而推論，框架這個概念既是動詞又是名詞，

不同真實之間的轉換（或是再現的過程），可以說以框架（動詞）真實的過程所形

成的產物，就成了真實的框架（名詞）。 

由上述可知，框架一詞將之視為名詞，用於新聞文本上則是新聞內容的核心思

想，新聞本身不自覺地提供了框架；若放置在整體社會情境中，則可稱為人們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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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事件的心理基模或主觀意見；如視為動詞，則是透過選擇、強調、排除的方式

產生，為一動態過程，也可稱為「框架化」。 

這一節介紹了有關框架的概念與相關的理論，接下來的二節則將概念與理論進

一步運作到新聞實證的研究；由於本研究並不談論閱聽人框架的部分，因此會針對

媒介文本的框架實證研究來做分析。 

近年來，國內外的框架研究中大部份是探討社會運動，其次為爭議性的議題事

件，對於大眾傳播學者來說，都注意到新聞框架和意義建構的重要性。然而由於研

究的對象如核能議題、槍枝管制事件、菸草議題等各不相同，因此很難整理成一系

統性的架構來描述框架研究的概況，僅能針對國內外在新聞框架方面的相關研究作

一回顧，期望從中得到對本研究有助益的研究指標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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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的框架實證研究分析 

對於傳播學者來說，一則新聞中不可能沒有框架（Entman，1993；Gamson & 

Modigliani，1989；鍾蔚文與臧國仁，1993）；最近幾年可以觀察到，框架研究的主流

論述範疇已從新聞報導「有沒有框架」，轉移到新聞報導「如何被框架」、以及被框

架的新聞事件（議題）如何影響人們對於該事件（議題）的理解與詮釋。 

Scheufele（1999）就將新聞框架的研究類型分為(1)將媒介框架視為應變數，如

影響新聞產製過程的框架研究；(2)將媒介框架作為自變數，如檢驗框架效果作為媒

介效果；(3)將個人框架作為應變數，如媒介框架如何影響個人框架；(4)個人框架作

為自變數，如個人框架的處理過程。 

D＇Angelo（2002）也將框架研究分成四類的框架研究類型，並進一步將各類型

的框架研究繪製成圖2-1，其中顯示出三個流程（sub processes），包括了框架建構流

程（a frame construction flow）、框架效果流程（a framing effects flow）及框架定義流

程（a frame definition flow）。 

    研究框架建構流程的學者，通常會研究記者的新聞報導文本，使用「框架裝置

（frame device）」來代表構成新聞框架的元素，原因是框架裝置傳達了新聞框架。

為了定義不同的框架裝置與發現新聞中的框架意義，研究者通常使用內容分析與論

述分析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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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新聞框架過程模型 (資料來源: D＇ Angelo,2002) 

 

綜合觀之，國外大部分研究新聞框架的學者，都在以上的研究取向中，包括

Tankard等人（1991）的「框架清單」分析取向；Gamson & Lasch（1983）、Gamson 

& Modigliani（1989）的「詮釋包裹」分析取向；Van Dijk 的「批判論述」分析取

向；Pan & Kosicki （1993）的論域結構分析取向或是研究新聞框架如何影響個人

框架的Iyengar（1991）的主題式（thematic）和片段式（episodic）框架方式等（羅

世宏，1994）。 

本研究多參考採用「框架清單」及「詮釋包裹」等量化分析取向的研究學者文

獻，發現其中有部分學者會加入時間變項予以討論，主要探討在議題生命週期的變

化中，框架轉換與政治、社會、或媒介情境的互動關聯性，包括Callaghan & Sch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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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Chyi & McCombs（2004）、Gamson & Modigliani（1989）、Gitlin（1980）、

Lang& Lang（1981）等。 

美國社會學者Gamson（1989）發現，框架是一組具有組織性的中心思想，不但

能讓相關事件產生某種意義，並建議什麼才是主要的議題。Gamson以此為立論基

礎，運用於新聞文本中，則是透過特定的符號以表達某文本的「中心思想」，此即

為「文本框架」或「新聞框架」。在此框架化之中，媒介會選擇或排除某些訊息，

新聞框架中的符號會得以呈現。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在對核能發電的框架研究中提出了媒體包裹（media 

packages）的概念，他們認為，新聞文本本身有一內在架構，其核心就是一個有組織

性的中心思想，或稱為「框架」或「詮釋包裏」，並不會只指涉一個論點，其實暗

示了各式各樣的論述，讓一些不同程度的爭議論點一起使用某個共通的框架。 

Gamson & Modigliani（1989）、Gamson（1992）認為媒介框架是由一組「詮釋包

裹」（interpretive package）與「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組成，並視框架過程

為一種「附加價值」（value-added），也是將媒介框架視為一種建構過程。 

詮釋包裹是新聞故事中的主框架（master frame）或故事線（story line），一個

議題可能被不同的行動者框架成不同面貌，而媒介可以決定要接受或再現何者的詮

釋框架。而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類似詮釋包裹的次框架，具有裝配、襯托及

強化詮釋框架的作用，主要有五個元素，包括暗喻（metaphor）、樣本（exemplars，

如歷史教訓）、短句（catchpharses）、描述（depictions）與視覺影像（visual images）

等方式來凸顯議題。 

Gamson & Modigliani（1989）以為，框架裝置類似詮釋包裹的次框架，具有裝配、

襯托及強化詮釋框架的作用，運用符號（symbols）、隱喻、修辭、情節選擇等方式

來凸顯議題。一般而言媒介常使用的框架裝置包括有五種策略：隱喻、舉例（如歷

史教訓）、引人注意的標語、精細描繪及視覺圖像（如人物畫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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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一個社會問題若想得到媒體長期的關注，就必須包含「詮釋包裹」

與「框架裝置」等要素，詮釋包裹指的是社會議題的中心概念，又可分為說理與論

證兩大部分，首先分析社會問題的成因，以及對社會有何影響與後果，應該如何處

理，要提出什麼樣的道德訴求；其次則是使用具體的歷史先例或是類比、比喻來描

述與思考此社會問題。社會議題在媒體的呈現除了有較複雜的敘述與論辯之外，更

需要以具體、簡潔、有利的象徵來代表，例如各種圖形、符號、顏色或標語，而這

就是「框架裝置」。 

Gamson認為，一個媒介框架的成形、發展、並與其他包裹互相競爭而取得社會

顯著性，需要包含下列三項因素： 

一、此包裹能引起文化上的共鳴（cultural resonances），並不是所有的符號都有

相同的說服力，其中某些包裏的思想和語言具有文化意義構連，就有先天上的優勢。

Gamson就表示Efficient這個字在美國社會擁有極高的評價，原因就是Efficient這個字

的發明家是美國文化的中心英雄。 

先前有提到，媒介框架的過程是一種「附加價值」，而文化共鳴是最早的階段，

這個階段是讓支持者（sponsors）爭取新聞記者的注意，並加以符號化，而稍後這兩

個要素才是讓議題顯著的主要原因。 

二、積極的支持者（sponsors）為某項議題宣傳，甚至形成社會運動，通常以組

織為主，其倡導的多屬集體性議題；有些支持者（或稱消息來源）很了解新聞記者

偏好短句，就會建議適合的框架給記者。 

三、媒介內部運作方式，尤其是媒體強調的「平衡報導」模式，其運作方式是

把複雜的爭議簡化為兩種對立立場，並且經由媒體與官方消息來源的經常性接觸，

使得官方議題較易成為媒介框架。例如，有關台灣省籍認同的議題，往往被簡化為

執政黨與在野黨兩種對立的觀點並形成詮釋包裹，其他民間組織或社團的意見並不

一定會在媒介框架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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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son & Modigliani（1989）分析美國主要新聞媒體中所有有關「核電」的報導，

包括三家全國性電視聯播網、四家主流新聞雜誌、漫畫及評論等。他以七種不同的

框架（即研究者所談的詮釋包裹）來探討不同階段的核電報導，包括1.進步

（progress）、2.公共責任（public accountability）3.能源獨立（energy independence）、

4.魔鬼的協議（devil＇s bargain）5.核能失控（runaway）6.不敷有效成本（not cost 

effective）7.軟性路線（soft paths）等框架。 

Gamson & Modigliani從三個階段來看核電報導，第一是二元時代，從廣島事件

到1960年代，自廣島事件之後，有關核電的報導就不只是如何利用核電反應爐產生

電力，而是如何將原子核能的力量導向正面的發展，因此「進步」這個框架包裹很

明顯的在這個時期得到媒介報導的主導權，除了美國文化本身就支持科技進步（文

化共鳴效果）外，媒體還報導核武具有維護世界和平的力量。但在1960年代後期，

出現不少反對核武在大氣層測試的社會運動，也引發民眾對核能發電產生輻射的危

機感，此時「進步」這個框架包裹也逐漸在媒體消失了。 

第二階段是反對核能論述的起飛期，從1970年代到1979年美國賓州三哩島事件

發生，雖然「進步」這個框架包裹仍然是主流，但已不像前一個時期占有主導權；

同時在1973年阿拉伯石油禁止輸出後，「能源獨立」就形成第二大贊成核能發電的

主要框架包裏。但在安全議題的層次上，諸如「軟性路線」、「公共責任」、「不

敷有效成本」等框架都是反對核能人士所提出的重點，而「核能失控」的框架更是

反核運動人士的最愛。 

第三階段是生命效法藝術階段，從三哩島事件到車諾比爾核能電廠災變，這時

「進步」的框架包裹則持續與其他包裹競爭，但已被「核能失控」、「公共責任」

等框架超越，「核能失控」是這個階段最凸顯的框架。最後，Gamson & Modigliani

也提到，這三個階段在不同媒體報導的框架處理上，包括電視、新聞雜誌、卡通漫

畫及社會評論等都呈現類似的框架處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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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日常生活中總有多種定義彼此競爭，相互爭取成為真相的唯一合理解釋，

這樣的競爭常態，使得框架之間時而互斥、時而融合成為更高次的意義建構。以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所做的核能發電報導研究來看，發現新聞框架會在電

視新聞、報紙雜誌、民意專欄、卡通漫畫等不同形式的媒介內容中呈現，同時需要

與其他包裹相互競爭才取得社會顯著性。 

Gitlin 長期研究美國六○年代的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社會運動的報導，對

媒介框架的運用有所心得。他認為媒體是一不斷移動的探照燈，而非被動的鏡子，

選擇、強調與排除是媒介運作的主要工具。新聞記者刻意的選擇、組織、強調或排

除（exclusion）某些事實，讓新聞傾向某一個特定的角度，進而影響閱聽人對政治

活動的認知。 

Gitlin（1980）以紐約時報和 CBS 晚間電視新聞中的文本為分析對象，採用框架

研究的方式，結果發現新聞報導主要以 1.瑣碎化(trivialization)、2.極端化

(polarization)、3.強調內部歧見(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4.邊際化

(marginalization)、5.貶抑遊行人數(disparagement)、6.貶抑運動的影響力(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等六項框架來報導此一社會運動。 

比方說邊際化（marginalization）是質疑學運活動代表性並故意凸顯其偏差行為，

而瑣碎化（trivialization）則是將焦點放在社運活動者的語言、衣著、年齡、風格等

細節，而不是學生運動的目標或訴求；兩極化（polarization）是強調與 SDS 立場相

異的反示威者或右派運動者的活動。 

Gitlin 還將議題研究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60 年至 1965 年初，SDS 尚未

被主流媒體報導，而這個學生組織本身也未運用媒介策略主動尋求媒體曝光，沒有

適合上鏡頭的照片，也沒有動員人力，簡單來說，就是沒有新聞價值； 

第二階段是在 1965 年初，因柏克萊自由演說事件後，紐約時報的記者開始注意

到 SDS 並加以善意報導，但當時 SDS 還沒有發行新聞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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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自 1965 年四月進行的學生反戰遊行後，學生運動成為媒體的主要新

聞，但也逐漸改變了該組織的學運活動本質以及與外界溝通的習慣，甚至開始順應

媒體要求採取合作態度。 

第四階段媒介大量報導後，學生組織內部對於如何運用媒介策略發生了歧見與

爭議，這時社運領導人還一度成為媒體英雄。 

第五階段，經由媒介不斷地曝光與報導，SDS 也招募到新加入的學生成員，又

形成新的組織文化，也改變了當初 SDS 的主旨與目標，與原先所追尋的自由民主理

想開始偏離。這時學生組織內部因為媒體的深入報導而發生質變，媒體也以醜化、

負面的方式報導此一運動團體，讓 SDS 因而逐漸解體。 

依 Gitlin 的研究發現，一個新聞議題的產生與媒體的關聯非常密切，尤其媒介

框架的運作過程不但讓此一新聞議題成為具有公共討論空間的議題事件，還讓此一

新聞議題的生命週期更為複雜多變。 

Lang & Lang（1972）在研究電視新聞處理麥克阿瑟將軍返國、接受群眾歡迎的

事件時，就有選擇性地報導較具新聞價值的若干細節，使群眾歡迎場面比實際情況

還要熱鬧。藉由「框架」的手法，可以選擇或是忽略某事件，也可以改變事件的意

義，更可以透過虛構的方式來重新型塑事件的本身意義。 

接著，Lang& Lang（1981）研究美國水門案（Watergate）事件的議題建構過程，

也說明新聞議題框架的變動性，從新聞沈睡階段（sleeper stage）到飽和階段

（saturation）的過程。在1972年美國大選期間，水門案是不被媒介重視的選舉議題，

但在尼克森以壓倒性的多數當選為總統之後，水門事件就成為全美最具爭議性的政

治議題。媒體開始以不同的手法來描述水門案：從「惡作劇」的事件定義，轉變為

政治醜聞的政治議題，新聞以「民眾知的權利」、「隱私權的行使」、「對政府誠信的

信心」等架構來進行議題的報導，使水門案已不同於過去的「惡作劇」定義，而成

為足以撼動整個體系基礎的「危機」。（翁秀琪，1993；吳芳如，2001；黃慧新，2003） 

 22



Menashe & Siegel ( 1998 ) 分析紐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1985年至1996年的「菸

草」議題報導，他們先將有關討論菸草議題的立場分為「有利」及「管制」兩邊，

再找出幾個重要的新聞主體框架，並根據新聞框架訂出框架本身的核心立場等特徵

來討論，通常「有利」的框架是由菸商、廣告主所建構；而贊成菸草「管制」的框

架則多由健康團體所宣導。 

Menashe & Siegel（1998）利用Charlotte Ryan在《Prime Time Activism（1991）》

書中提到的框架矩陣方法，針對菸草議題報導的每一框架來分別討論以下八項特

徵，包括1.新聞標題、2.核心立場或框架主要的重要陳述、3.隱喻、4.框架特徵的修

辭手法、5.框架所建構的形象、6.提出問題的消息來源、7.問題的解決辦法、8.框架

所訴求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等。 

他們在分析過程中發現，「菸草利益團體」已建構出一種有意義、有影響力的

訊息；而「菸草管制團體」則未能持續建構出有核心意義的訊息。在「菸草利益團

體」（Tobacco Interest Frames，1985 1996）所建構的框架上，最常使用到的有1.正面、

積極的經濟力量（Positive economic force）、2.關心年輕人（Concerned about youth）、

3.僅是商業行為（Just doing business）、4.一種愉悅的經驗（A pleasurable experience）、

5.大政府及公民權（Big government / civil liberties）、6.道德/敵意/禁止

（Moralizing/hostility/prohibition）、7.協調與和解（Accommodation）、8.操弄科學數

據（Manipulation of science）、9.選擇（Choice）、10.言論自由及合法商品（Free speech/ 

legal product）、11.健康 vs. 財富（Health vs. wealth）。其中以「道德/敵意/禁止」框

架為例，就有道德崇高、抽煙歧視、禁煙規定太過嚴苛等相關的框架意義構連。 

在「菸草管制團體」（Tobacco Control Frames，1985-1996）所型塑的框架上，最

常使用到的則是1.毒品傳送工具（Drug delivery device）、2.殺手與企業責任

（Killer/corporate liability）、3.菸害成本（Costs of smoking）、4.牧羊人與大力士（David 

v Goliath）、5.外來入侵者（Outside intruder）、6.抽菸會讓人置身危險（Smokers at risk）、

7.欺騙與操弄（Deceit/manipulation）、8.小孩（Kids）、9.不抽菸者的權利。其中「外

來入侵者」就與菸草工業介入大眾健康政策、賄賂政府官員等意義有構連，而「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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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與操弄」則是說菸草工業會透過廣告說服人民吸煙、菸草公司否認吸菸會致人於

死的說法。 

Glascock （2000）採用框架分析的觀點，檢驗美國媒體對1982年美國電話電報

公司（AT&T）進行分割子公司的新聞報導，以及研究該公司公關部門在報導中所

扮演的角色。他指出，新聞媒體的報導大多呈現中立的立場，有利於該公司的報導

數量較多，而且多數的新聞報導框架能符合該公司期望達到的報導目標，然而這些

新聞框架與該公司的新聞來源並沒有明顯關聯，反映出影響這件新聞所呈現的框架

因素並不單純。 

Callaghan 與 Schnell ( 2001 )在研究新聞媒體如何框架槍枝管制議題時也發現，

透過傳遞某一意義的框架，政治菁英、新聞媒體或其他相關利益者，就可以利用「如

何讓人民了解此一議題」的方式來扭轉民意，因此很容易在新聞媒體上看到各式不

同立場的「框架」。 

Callaghan 與 Schnell藉由檢視自1988年至1996年期間、有關布雷迪法案和攻擊性

武器禁令的電視新聞報導，包括ABC、NBC及CBS，來找出不同的利益團體、政治

人物會如何透過媒介來框架此一大眾政策的議題。 

布雷迪法案和攻擊性武器禁令這兩個議題呈現了當代關於槍枝管制的正反意見

論述，因此研究者決定以此為研究主題，同時在利益團體的文本上選擇NRA（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及HCI（Handgun Control Inc）的相關發言文章如新聞稿、國會紀錄

及電視新聞報導等；政治人物的論述也分為贊成派與反對派；最後則討論媒體報導

的框架模式。 

Callaghan 與 Schnell分為三個時期來看媒介框架的過程，第一階段是1988年至

1992年，其中以「美國暴力文化」的框架被使用次數最多達52.5％，次之的是「覺

得是好法律（Feel-Good Laws）」，佔14.6％。第二階段是1993年至1994年，這時是媒

體報導的全盛期，「美國暴力文化」框架仍以53.4％居冠，但次之的框架是「政治爭

論（Political Contest）」佔16.8％，「政治爭論」是全然由媒體自己產生的框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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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為1994年至1996年，「美國暴力文化」框架仍然是主流，但降為25.7％，第二名

是相差不遠的「明智的立法（Sensible Legislation）」框架，佔24.3％。 

整體來說，贊成槍枝管制派所提出來的框架較受到新聞媒體的青睞，但研究中

也發現，新聞媒體的框架論述不會與消息來源所提供的一樣，如「政治爭論」與「法

庭挑戰」就是新聞媒體自創的框架。 

Chyi & McCombs（2004）針對紐約時報、以框架分析的研究取向分析1999年美

國哥倫比亞學校槍擊事件的報導，並以一個月為期觀察每日新聞框架的變化。他們

提到Ghanem（1996）將媒介框架定義成四個面向，1.新聞項目的主題、2.呈現方式（如

新聞報導的大小及位置）、3.認知屬性、4.情感屬性；由於各種主題事件的框架皆不

相同，因此大多數研究者是採用特定物件的框架研究方式，因此無法將不同的框架

研究做比較。 

這時研究者Chyi & McCombs就提出新聞事件中最重要的兩個面向即「時間」及

「空間」，時間就是When，而空間則包含Where、Who、What及Why，將新聞元素中

的五W全部囊括。因此，Chyi & McCombs以空間和時間做為變項，將時間的框架層

次分為過去、現在及未來；而空間的框架層次則包括個人、社群團體、區域、社會

及國際。研究結果發現，有52％的新聞報導是採用社會意義的框架，多半討論槍枝

管制等議題，其次才是社群團體（29％）、個人（17％）的框架，說明了框架在這些

類目上的改變；同時個人的框架替代性最高，新聞報導從個人事件轉換討論到社會

上存在的暴力問題。 

Chyi & McCombs（2004）在其研究中以議題注意周期（issue-attention cycle）階

段來說明議題演化過程： 

第一階段是形成問題前期（the preproblem stage）：問題已經存在但尚未受到大眾

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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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警告發現及激起熱情（alarmed discovery and euphoric enthusiasm）：此

時（議題）忽然被賦予高度關注，從原來不被視為是問題轉變為問題（problem）； 

第三階段是了解意義的過程（realizing the cost of significant progress）：了解到問

題相當複雜且不易解決； 

到了第四階段，大眾的興趣會降低（gradual decline of intense public interest）：大

眾對於此議題的關心程度大不如前，對於問題會被解決的可能性，也不像前幾個時

期一樣抱有很大希望； 

第五階段則是問題後期（the postproblem period），大眾對此問題失去注意力，儘

管有可能此問題尚未被解決，實際情況也沒有改善，而大眾已將焦點轉向等待另一

新議題出現。 

這個模式對於大眾媒介從發現問題、議題得到顯著性、及失去大眾注意力的過

程做了詳細地描述。 

Chyi & McCombs（2004）指出，新聞媒體通常會重新「框架」新聞事件，藉由

強調不同的新聞事件「屬性」，不論有意識地或無意識地，就能讓這個新聞事件再度

發燒、給予社會大眾新鮮感。這種新聞學上的具體實踐，稱為框架改變

「frame-changing」，也就是新聞議題的「框架」會隨著時間動態而改變。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的重點在對陳唐山「LP／PLP」的新聞報導進行文本分析，

由分析新聞報導中的「框架裝置」及「詮釋包裹」，來瞭解新聞事件如何經由框架

被重新建構，並加入時間、消息來源等不同的變項，將每日媒介議題演變的過程予

以量化內容分析，以詮釋此一媒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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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新聞框架的研究分析 

羅世宏（1994）採取Gamson及Tankard的框架分析方法，探究1988年到1991年間

後蔣經國時代，有關國家、主流媒體與反對運動對國家認同議題的各種媒介框架之

消長浮沈情形，該研究發現每種框架包含了各種不一的「框架論點」，而且並非所

有框架都是「預先定義」，此外，媒介場域存在的框架競爭本身也起落不定，各種

社會力各有擅場。 

因此，由於媒介框架的流變與複雜特性，使研究者有必要透過接合媒介框架與

更寬廣的社會情境，作為詮釋問題的基礎，並進一步思考國家認同議題本身存在的

機會與陷阱。 

簡青玲（1994）探討報紙對「師大校園強暴案」的新聞報導時，發現媒介仍以

「師大校方/處理者」對強暴事件的詮釋來建構媒介的強暴論述，同時媒介對於事件

的詮釋框架普遍不利於強暴控訴者，並以「反轉」、「宣稱的懷疑」以及「錯置」

三個詮釋框架，說明一旦強暴控訴作為一種主動的行為，受害者的「弱質」特徵反

而會被其強暴控訴的行為、對受害者的責難及受暴宣稱的懷疑所淹沒，顯示報紙在

詮釋強暴事件時，仍陷入複製強暴迷思的框架機制運作以及性別權力形構的角色。 

翁秀琪（1994）研究國內五家報紙對婦女運動的相關報導，依婦運議題的發展、

將戰後台灣婦運分為四個時期來分析，發現婦女相關議題的報導從1961至 1990年共

三十年間只有526則，顯示報紙在處理「婦女角色」問題時，並沒有因為政治解嚴、

社會力釋放而有所改善，報紙內容仍然採取傳統保守的角度定位女性，未能反映我

國婦女角色的提升與意識成長的情形。同時，報紙在報導婦女運動議題時，有「衝

突化」和「個人化」的刻板印象存在，其中「衝突化」的傾向較「個人化」傾向更

為明顯。 

羅元君（1999）也以省府組織爭議與媒介建構真實為題進行研究，他分析中央

日報、中國時報與台灣新生報在建構「精省」議題之框架，運用質、量並重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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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框架分析方法，結果發現，原則上不同經營型態的報紙，就會產生不同的新

聞，所以三家報紙的框架各有異同之處。就新聞文本而言，民營報紙呈現較完整的

新聞敘事體，而公營、黨營的報紙為所屬機關提供較大的發言空間，不過引述的消

息來源皆以政府官員為主要對象。 

李金山（2000）則以新聞報導之文本與讀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國內十五份報紙

如何報導許佑生同性婚禮事件及其呈現的新聞框架，並進一步分析讀者對新聞文本

的詮釋，結果發現媒體對許佑生同性婚禮的報導仍框限於特定的「觀看習慣」，在

表面上的喜慶、鮮奇、浪漫、感人的寫作基調下，其實仍隱含了「社會規範（同志

婚姻違反公序良俗）」、「恐同（害怕同性戀造成流行及愛滋恐懼）」、「衝突」、

「刻板印象」及「情感」等五種存有異性戀式的意識型態論述軌跡。 

吳芳如（2002）研究政黨輪替之後核四興廢決策案的新聞報導，探討權力地位

等不同層級的消息來源的新聞框架與媒介真實的建構過程，以中國時報、聯合報、

中央日報、自立晚報四家報紙的核四新聞報導為研究樣本。媒體最常選擇政治立場

框架來形塑核四議題，不同立場的消息來源會強調不同的議題框架，政府部門、民

意代表與政黨經常被報紙引述的核四議題框架為政治立場，法律秩序等；社運團體

最常被報導的是政治立場、環保等框架。不同層級的消息來源中，報紙引述最多的

為民意代表與政黨之消息來源，其次為政府部門之消息來源，代表反核的社運團體

落居第三，一般民眾近用媒體的機會相當低。 

黃慧新（2003）在研究「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議題時發現，不同立場的社

會行動者各自有不同的消息來源、新聞框架及新聞框架意義，以「贊成」農漁會分

級管理政策的社會行動者為例，就以「行政官員」為主要消息來源，會以「金融改

革」來框架農漁會分級議題，「金融整頓」是其傳達的主要意義，最常出現的新聞

主題為分級管理的「政策陳述」。 

林炳宏（2004）是以林毅夫「返臺奔喪」事件相關新聞文本為研究對象，透過

檢閱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及青年日報等五報來探討爭議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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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新聞文本框架，其研究結論為「法律/司法責任」框架為五報皆較常使用的新

聞主體框架；消息來源立場及行動者角色詮釋框架上皆以負面詮釋或「叛國/賣國者」

為最多。值得一提的是，新聞記者在報導爭議性政治議題時，經常以政治考量/問題

框架來詮釋，與消息來源所詮釋的包括人道、國軍尊嚴、社會公道等角度有明顯的

不同，說明新聞媒體在議題論述上未必與消息來源具有相同的詮釋框架。 

游中一（2005）在媒體如何建構「國軍三項軍購案」媒介真實中，以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聯合報為例發現，三報的新聞報導則數在不同議題階段均有顯著差異，

顯示三報對於軍購議題重視程度有所變化；三報均以「政治」框架為主要報導主題，

但媒體會以有利報社的立場方式調整報導主題。其中《聯合報》大量採用與社論方

向相同之「讀者投書」作為形成輿論的策略；《自由時報》則以「專欄特寫評論」

作為凝聚閱聽人態度的方法；《蘋果日報》則大量使用照片、表格、電腦繪圖，強

調「視覺化、圖像化」的編排風格。 

有關「國軍三項軍購案」新聞報導的消息來源主要為「政黨人士」與「軍方人

員」，《自由時報》引用的消息來源大多來自泛綠陣營、《聯合報》則偏好引用泛

藍陣營、《蘋果日報》對於此議題，採取等距策略，未有明顯偏向產生。此外，在

「軍購案」不同議題階段中，除《自由時報》整體報導方向未達顯著差異外，《蘋

果日報》於議題第三階段，整體方向轉為贊成軍購；《聯合報》於議題第三階段則

是反對與贊成比例差距縮小。 

根據以上的文獻檢閱，新聞框架對於媒體內容的確有一定程度的影響，而新聞

框架的研究，大抵多是分析新聞報導所隱含的框架，以了解新聞報導如何描述一個

社會議題，或新聞媒介對議題的詮釋，以及隨著議題生命週期的發展，新聞框架又

發生何種變化的過程。 

學者的文本研究對象以電視、報紙為主，其中又以報紙為最多，分析的時間長

短不一，樣本規模自數十則至上百則不等，研究發現除了不同利益團體、不同消息

來源所建構的框架不同外，不同報紙也會有不同處理框架的手法。因此，本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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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台灣主流媒體報導陳唐山發言事件時，將會以角度來探討此一事件在不同的報

紙間，所呈現的新聞報導量、新聞主題框架、報導立場方向、引述的消息來源特徵

上在彼此之間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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