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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人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是人的產物，

從而社會是客觀真實，社會也是主觀的真實。

（戴育賢，1994：173）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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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災難是每個人生活中最不希望遭遇到的事件，因為伴隨而來的傷亡、悲傷與

重建，代表了生活節奏與常規的擾亂。社會學者 S. Fritz 曾將災難定義為「一

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

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

能或工作」（臧國仁、鍾蔚文，2000：145）。

從這個定義看來，災難的文化角色，似乎是一個妨礙次體系分工合作的絆腳

石，整體社會系統自足協調的「功能」將被其大大打亂。因此，傳統有關災難的

「媒體研究」，多數將媒體視為社會的次體系之一，探究媒體與其他次體系之間

的「協調」能力是否失當，例如：聶國維（2001）《災難新聞報導中政府危機溝

通策略呈現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處理納莉颱風為例》檢視了政府部門次體系與

其他諸如學校、媒體等次體系的互動方式，提出政府部門次體系未能發揮其功能

而導致社會秩序出現混亂。此外，袁偉勛（2003）也針對台灣報紙空難新聞作「品

質之研究」，預設了新聞存有客觀意義，且忽略了閱聽人解讀的異質性。

然而，若從衝突論的觀點來看，災難及其引發的社會變遷，如：秩序混沌、

衝突與無奈情緒，不但為社會成員的互動，提供重新磨合、相互界定規範的新契

機；同時這個調適過程正是社會組成的常態，而這個過程即是社會成員將自身的

災難經歷與想像外化為社會真實的過程。

因此，若單純的將災難新聞的意義以「品質」好壞區分，我們將會忽略新聞

的文化意義，如：新聞意義如何在社會成員的文化實踐中再製或翻轉？這樣的新

聞究竟與日常生活的常識引發什麼樣的文化共振？而新聞與個人生命史又有何

微妙互動？

臧國仁與蔡琰（2003：108）曾指出，「新聞不僅是記者知覺的形象化，呈

現了真實事件的主題與內容，同時也是閱聽眾內在感性經驗的具體投射」。從這

個角度看來，「新聞」並非一個靜態的文本，它開放給它的讀者對話的空間，是

記者、閱聽眾「相互主觀性」的暫時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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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研究主張應跳脫對「影像與資訊是否遭到扭曲」的爭議，直接進入

生活世界中探討生命史主體與災難意義的互動過程：

我們九二一大地震的記憶是「電視在場」的記憶，我們九二一大地震的災難是

「電子形式的存有/顯現」（tele-presence）。那比真實還真實的電視「超真實」

建構我們對「災難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tion of catastrophe），電視

螢幕記憶成為我們集體鮮明而殘存的「屏憶」。九二一大地震「電視在場」的事

實，讓我們都成了電視「製作」歷史的目擊見證人（張小虹，2002：113-114）。

80 年代以來，傳播領域的閱聽人研究取向一直致力於理解「閱聽人如何解

讀文本意義」，「主動閱聽人」的觀點也的確開啟我們溝通過程的新視野，亦即，

我們不再將閱聽人視為受限於文本結構的被動接收者，而是有能力主動詮釋意義

的行動者。然而，當我們把焦點全部投注在「閱聽人與文本」的互動方式上時，

不是再度陷入「文本結構」與「閱聽人主體」孰重孰輕的辯論之中，就是公式化

地將閱聽人主體的社會位置與文本結構做連結。

研究者並非否定這些研究的重要性，而是發現這樣的閱聽人研究逐漸出現僵

化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開始對閱聽人理解文本意義的「動態過程」產生一種

「制式化」的想像。追根究底，就是因為我們似乎一方面宣揚閱聽人的主動性，

另一方面又把閱聽人囚禁在脫離生活脈絡的文本結構之中。換言之，以閱聽人為

研究主體的研究，卻忽略了閱聽人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生命史主體」。

換言之，閱聽人透過電視新聞的災難景像，直接或間接經歷了災難的傷痛，

因為小報電視新聞中的災難經驗可能「喚醒」且「提問」了他/她們在生活中的

各種災難處境：他/她們不但「見證」而且「體驗」了災難，因為包括逃難、救

災、重建、預測…等知識，其實早就在他/她們的生活脈絡中慣例化的實踐著。

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不只是外在於閱聽人的客觀資訊/知識來源，同時也是閱聽

人對災難所投射的主觀情緒經驗。閱聽人對電視新聞的詮釋經驗因而是生活世界

的一部份。因此，研究者將從生命史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深化生命史主體與災難

意義的動態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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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國仁與鍾蔚文（2000）亦從新聞美學1的角度，指出災難新聞報導往往在

實際生活中賦予社會成員一個情緒確認的機會：

「畫面（images）」是新聞媒體大量倚賴的災難報導工具：房屋倒塌現場、死

傷者的慘狀、家屬的悲情無助、馬路移位、山河變色等，只要內容具有戲劇性

者皆屬新聞素材，因為閱聽眾此刻要的就是這些能打動人心，讓人感到震驚的

鏡頭：「災難『新聞』報導像是戲劇般地扣人心弦，『不但』讓人特別感受到

人類行為（human actions）的重要，也促成『我們』對情緒的確認」（臧國仁、

鍾蔚文，2000：148）。

例如，在孫家兄弟於九二一災後「重見天日」的新聞中，我們真正看到「活

埋地下的生還者，用輕鬆幽默的口吻告訴我們，他們如何用冰箱裡的爛蘋果果

腹，喝礦泉水與『雨水』維生，並在一片黑暗中為哥哥過生日，且相互打氣撐到

最後、相互允諾出去後要喝足冬瓜茶與芬達汽水」（張小虹，2002：120）。此正

突顯了災難新聞對於日常生活的重大意義—模擬、想像人類面對災難時的情緒反

應，積極拒絕災難對生活的潛在威脅。

就此而論，閱聽眾儘管不喜歡看到這些擾人情緒的消息與畫面，但是由於災

難發生的鄰近性、影響性及類似性，往往牽涉閱聽人對生活經驗的適應與感知過

程，因此閱聽人對災難新聞的關注、討論、焦慮、厭煩、慶幸、內疚、同情、憤

怒…等情緒反應，不僅透露出災難經驗於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更暗示著災

難新聞是閱聽人重新確認日常生活安全感的機制。

「質言之，災難時期的新聞報導之重要性，在於可協助建構有關災情的社區

『文化意識』，成為閱聽眾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來源，轉而形成民眾之『共同記憶』。

這些報導亦有類似『淨化全國民眾心情（catharsis）』的作用，協助眾人從悲

情中淘空，也從悲情中重新學習諒解與同情。這種過程，正如西方戲劇中的悲劇

1美學在新聞領域之運用應格外講求「生命形式」之呈現（轉引自臧國仁、蔡琰，2001：42）， 協
助人們在新聞報導中獲取精神上的感動與滿足，從而超脫心靈，培養有意義的人生。透過某些外
在目的與內在情境，新聞報導的美學內涵應力求提升人的價值感，讓人們感受到有趣，甚且在情
緒及思考上樂於與新聞內容相互連結成有意義的人生（如因觀賞災難新聞後投入救災行動）。而
新聞美學之技巧，就在提供辨識、表達、創造、以及互動所需的感覺（轉引自臧國仁、蔡琰，200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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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給觀眾的昇華作用2，具有正面意義」（臧國仁、鍾蔚文，2000：151）。此

外，張小虹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災難新聞戲劇化、故事性的影像敘事，似乎

象徵著替文化成員「收驚」的作用：

黑暗、死亡與活埋並不可怕，生還者用最閒話家常的方式替我們收驚，替我們

莫名的恐怖焦慮描繪出圖像、場景與對白，滿足了我們對地震活埋想像的「心

理迷感」（phychic fascination），彷彿不是我們協助他們走向光明，而是他們

協助我們走出了地震活埋的黑暗恐懼（張小虹，2002：120）。

壹、溝通生活經驗的小報電視災難新聞

為了進一步理解災難新聞作為一個「幫助生命史主體收驚的文化角色」如何

可能？研究者以為不能忽略災難報導的情感成份，因為這涉及了生命史主體如何

感知外在世界變化，同時又如何將個人主觀情感經驗與他人共享、外化為社會真

實的溝通過程。以下，研究者將試圖整理出小報新聞的實用面向，及因此促成閱

聽人情感互動的潛能：

傳統新聞學基於中立客觀報導立場，常將新聞事實與個人評論分開陳述，因

此災難新聞對傷亡人數、物資毀損金額、保險理賠預估、捐款數額、救災人力與

物資等「客觀數據」的報導，使得原本潛在每一位生命史主體生活中的「災難」

事件，被認知為「他人的災難」，換言之，閱聽人對災難的熟悉性被「陌生化」

了、閱聽人對受災戶的感同身受的情感關係也跟著被「異化」了。

相對地，當災難新聞這個「事實」被「戲劇化」報導時，傳統新聞學斥這種

「再現手法」是「扭曲」真實，且以感官刺激麻木閱聽眾對新聞的理性思辯能力。

然而，如果我們僅止於將災難新聞「小報化」當作逾矩的「他者」看待，那麼小

報特徵只是個必須被避免發生的新聞呈現手法，而它與生命史主體細緻的情感互

動過程將被輕易地忽略掉，這將妨礙我們進一步理解生命史主體詮釋災難意義的

動態性。

2在朱氏的眼中（1993），悲劇在所有的美學表現中代表了最高層次的文學形式，遠較其他戲劇
更易引起道德感與個人感情，具有滌清情緒（catharsis）之效：「我們從悲劇的演出中獲得的
快感難道不是首先顯得象〔像〕一種野蠻的快樂嗎？我們貪婪地看著受難的場面，連眼睛都不眨
一下。因此，這種快感和某些人在看屠宰動物或加入流血戰鬥時感到的快樂，不都是同樣的性質
嗎？」（轉引自臧國仁、蔡琰，2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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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從「生命史主體的能動性」出發，主張小報電視災難新聞正是「生命

史主體所產製的文本」：意義非但不是固定、既存於文本之中，而且必定會以各

種實用性存在於生命史主體的詮釋活動之中。因此，以下研究者將先歸納整理小

報電視方便生命史主體實用的特性，接著再探討生命史主體如何運用這些特性來

理解外在現象。

小報特徵並不是空前絕後的，而是以一種「過度」（excess）的方式表現各

種原已存在新聞價值中的元素，如「人情趣味」、「衝突性」、「戲劇性」等。就此

而言，研究者認為，「符合生命史主體日常溝通過程」的小報特徵有以下四點：

一、「個人化」：新聞記者穿插個人主觀感受的話語於新聞中，使生命史主體從

情感面接近新聞，真正使新聞成為個人的情感投射。

如：主播以「苦不堪憐」、「沒想到全家同遊的天倫樂，竟成為天人永隔的斷

腸曲」等形容詞，表示自己內心對災民的同情感受，透過「記者帶您看到的是…」、

「這些一夕之間失去父母的小朋友正等待您伸出援手」等新聞口白，甚至

call-in 專線的設置，記者直接與每一位閱聽人對話：包括提供劃撥帳號與目前

捐款金額、核對目前收到的救援物資清單是否遺漏或數量不足。生命史主體透過

此個人化的對話過程「真實地參與了」媒體的救災行動。

同時，記者遠赴南亞災區在鏡頭前表達出「身歷險境的害怕情緒」，使處於

這個即時共享、互通情感的媒介情境的生命史主體，將自身的生活經驗投射到記

者的實際行動與情緒上。主播、現場記者與旁白對災難表達出來的情感，也從不

真實的「形容詞」內化為閱聽人「緊張」、「危急」與「焦慮」等「真實的感受」。

簡單地說，透過記者的表演，災難的「突發性」、「危險性」、「衝突性」、「不

可逆轉性」都不再只是客觀外在於生命史主體的「事件特質」，反而是生命史主

體對災難景象「主觀的情緒反應」。因此，這個「個人化」的文本特徵，是建立

在如下的基礎之上：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災難新聞意義源出於每一位生命史主

體「主觀情感經驗的投射與交流」。

二、「強調感官經驗」：電視的攝影角度及配樂成為這個小報特徵的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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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鏡頭先帶到災區人民「驚慌失措」、「無家可歸」的景象，接著特寫罹

難家屬掩面哭泣或仰天哀嚎的姿態，然後轉到救災人員專注搜救與清理災區的身

影，最後再配上應景的（災情肆虐的、哀傷的、感動的…等）電影配樂，使記者

口中的「人間天堂」與「人間煉獄」成為確實存在的具體景像。這樣的感官經驗

除了具像化生命史主體對遠方災難的想像，也使得遠方他人痛苦的情緒具體化為

個人對災難「真實的焦慮情緒」--這麼強大的殺傷力會不會影響到台灣？例如某

位受訪者即曾想像海嘯如果從台灣西半部襲捲而來，不只會淹沒她所居住的高雄

地區，甚至會吞沒整個台灣島（陳媽，2006/07/01：33-34）。

當新聞媒體以特效、配樂處理災難駭人的鏡頭時，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感知

可以藉由這個「如戲劇般真實的畫面」（如：多數台灣人都未曾看過海嘯，也不

了解其成因及殺傷力，對海嘯的印象是由片斷的電影畫面或國家地理頻道、

Discovery 頻道的科學探索文類中拼湊而成），生命史主體「真實地感知」這場

災難對生活世界的衝擊，換言之，生命史主體共同見證此場災難的經驗促成了他

/她們對彼此生命的情感共鳴。

此處，研究者並非意指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真實感受是因為「虛擬比真實更

真實」，而是企圖突顯小報電視強調的感官經驗並非指涉一種媒介中介的感官經

驗，事實上，它意指一種「生命史主體在日常溝通情境中，真實看到、聽到、了

解到的經驗」。因此，小報電視具有促進生命史主體將日常生活的感知經驗（包

括非透過理論了解的經驗性、情境性知識）運用到情感溝通過程中的潛能。

三、「互文」：電視媒介特殊的流動性（包括頻道的轉換、商業廣告的打斷、預告

與重播的再接續），使得災難新聞與原本就並存於生命史主體日常

生活脈絡中的電影、神話、宗教預言、民間信仰，共存於一個互動

的對話視窗之中。

例如，生命史主體援用《世界末日》、《明天過後》、《龍捲風》等電影文本中

既有的災難影像與預言故事，想像、理解災區的痛苦經驗。小報電視的互文特質

因此是支持文本眾聲喧嘩的有力機制。換言之，由於口耳相傳的遠古傳說與民間

信仰在（口語文化中）的結合（如盤古開天闢地，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有功，後

來皆被奉為神明祭拜），除了揭示祖先們開疆闢土的辛苦與功勞外，更鼓勵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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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敬天地」的感恩信念。因此，當新聞融入口語交談的常民知識時，天災降

臨似乎與人類道德淪喪、天地不容的象徵意涵產生關聯性。

不過，生命史主體雖會運用其信以為「真」的民間信仰詮釋災難新聞，但詮

釋過程並不是單向線性的，而是各種形式的神話預言、甚至在邏輯上互相衝突的

說法都與生命史主體的感官經驗產生不同程度的「情感」互動。更重要的是，小

報電視中哪一個敘事結構被生命史主體所用？哪一個敘事結構被重新改編，都與

生命史主體所處的歷史情境、社會脈絡、宗教信仰、文化資本相關。

四、「口語」：主播運用口語文化中的俚語、常民知識、網路流行語、方言趣聞…

等降低新聞文本的文學特質。亦即，記者以日常生活的「交談」

（conversation）賦予生命史主體使用新聞的臨場感，使生命史主

體對新聞的想像不再只是「有影像的立體報紙（或任何以文字書寫

的文本）」。換言之，生命史主體能夠在日常的「街坊巷議」中交談

彼此生命中的災難經驗。

如在災區對外道路封閉的情況下，電視主播經常開放 call-in 專線請生命史

主體提供災區的第一手資訊：透過畫面中新聞主播與閱聽人的口語交談，其他地

區的災民或一般閱聽眾，也取得了社交話題及防災須知。同時，由於氣象主播經

常援用農民曆中的二十四節氣及相關的民俗俚語，對奇異的天候現象進行解釋或

預報災難，生命史主體得以將「艱澀難懂的氣象學術語」轉化為「幫助自我穩定

掌控生活的常識」。

生命史主體朗朗上口的民俗俚語，本來就是老一輩人為了收割、播種、耕耘、

收穫等日常農作慣例中，歸納出來的天候轉變規則，然而它卻在傳統新聞報導中

成為異化的「專業知識」，而無法運用於日常生活、以及在口語文化中廣為流傳。

研究者主張不能將小報的「口語特質」等同於「娛樂化」，關鍵原因即在於：它

將原本熟悉且口耳相傳的情境知識，重新帶回情感溝通的領域，使新聞不再是硬

梆梆的文本，而是生命史主體真正「使用」、「溝通」的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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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報電視災難新聞的實踐者—生命史主體

上述小報電視的文類特徵，雖然暗示了文本結構具有引導生命史主體詮釋意

義的力量，但一方面生命史主體實際看電視的狀態，經常不是「逐字逐句」地拆

解一則新聞的意義，更可能的情況是以瑣碎的、不連續的、片斷的知識去理解相

類似的新聞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另一方面，生命史主體在收看電視的活動中，除

了必須運用感官經驗捕捉重要、難忘的畫面與口語敘述，更經常透過社交活動「交

談」彼此的感官經驗與內心的情緒波動（尤其三分熟或有權力不平等的互動關係

下，共同談論一件非私人的、但對大家都重要的新聞是最容易拉近關係的方式）。

因此，本研究不打算將小報電視的特質當成制約閱聽人思考的文本結構，相

反地，研究者認為小報電視所具有的「個人化」、「重感官經驗」、「互文性」、

「口語化」特質，並不是由學術理論建構出來的「陌生」文類特徵，而是生命史

主體的日常生活實踐，亦即，小報電視特質正是生命史主體日常溝通行為特質的

最佳寫照。既然小報電視的使用者是「具有能動性的生命史主體」，那麼「實用

與否」必然也是由生命史主體所決定的。因此，傳統新聞研究透過拆解語法或文

本結構的作法，充其量只是為文本建構一套疏離生命史主體生活的「文本價值」；

唯有實際觀察生命史主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機巧地運用詮釋策略，才能理解新

聞的「實用性」。

以九二一的新聞報導為例，因為發生於台灣本地且災情慘重，故新聞運鏡特

別強調國軍賑災的義勇與全國人民的團結形象，即使是廣告仍以各企業賑災捐款

及通報專線為主，當時總統選舉原先預定的各項行程，都因應這個「國喪」而以

「低調」、「共體時艱」的形式呈現，如候選人紛紛取消了造勢晚會，改而競相

「視察民情」--在災民水深火熱的時候，大談選舉政見是被視為情感冷陌的表

現。由此看來，這個舉國哀悼的氛圍一方面對生命史主體生活步調產生影響，如

「限水」、「停課」、「延後開學/上班時間」…等；另一方面也影響到生命史

主體的情緒，引發生命史主體對本體的安全感的危機感。

但是，生命史主體也會因應生活上的限制產生「能動性」，所以他/她不一

定會照著新聞安排的主控意識形態走，如：一名從事環境工程的工人，可能會善

用其階級意識，將「視察」詮釋為「高官的作秀」，認為政府如果敦促相關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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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保的法條通過，作好一些水土保持的工作，將可以減輕許多損失；當他/她

看到新聞播出「重返九二一」專輯時，他/她可能認為政府的重建工作根本虎頭

蛇尾，不像新聞所描寫的「持續關心中」。但是他/她可能又因為擁有較多的教

育資本，而相信民主選舉的制度才可選出較好的政治菁英治理國家，因而覺得這

個時候也不失為考驗候選人對民情熟悉程度的好時機，所以他/她認為災民正好

可以透過這個機會檢驗政治人物的道德情操，或者藉著向新聞媒體大吐苦水以爭

取候選人或民間團體的關注，並促成立法保障他們的權益。

這位生命史主體的生活中還可能交織了許多民間信仰的習俗，如「在新的一

年裡拜拜祈求神明讓災厄過去，保佑家宅平安」，因此他/她可能跟隨家人至廟

裡拜拜，祈求心靈平安，但卻不滿命理風水專家在新聞中預言災禍的來臨，他/

她的教育背景使他/她認為這種不科學的新聞內容，是誤導閱聽人迷信江湖術士

的馬後砲。然而，當他/她面臨災變時，他/她很可能不自覺地以因果報應的觀點

詮釋「為什麼飛來橫禍的人是他/她而不是別人」，他/她可能相信是家人不夠福

份躲過此劫，也或者是他/她與六親緣淺而不能久留於世。質言之，這些看似宿

命的觀點，卻具有幫助生命史主體回復生活常軌的情緒穩定力量，例如：使他/

她感受到人平日做善事、積功德的重要性，也可能因此將他/她對親人的思念轉

移到對其他喪親者的悲憫，可以化小愛為大愛，使這些功德迴向給往生的親人。

參、小結--小報電視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位置

一、從日常生活實踐出意義

上述研究者對生命史主體詮釋意義的揣測，目的只是要支持小報電視多義解

讀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生命史主體日常生活脈絡中，有許多他/她所屬的詮

譯社群都會影響其解讀文本的位置，不論是順服支配的意識型態，或者協商、反

抗，生命史主體與小報電視的互動過程勢必「與其他日常生活實踐交織在一起」，

生命史主體才能順利地自處於生活世界中。所以，唯有觀察生命史主體日常生活

中「如何進行」小報電視的詮釋實踐，才能理解他/她們從文本中主動生產出來

的意義，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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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歸納的小報電視特性來看，本研究想像小報電視以一種「可攜帶的文

本形式」被運用於各種日常生活實踐中，生命史主體與小報電視文本的互動因而

不僅是個人的，同時也是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主觀的真實經驗。因為，研究者認為

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史主體對社會現象的詮譯，皆涉及下列過程：「生命史主體運

用生活常識反思現象與自身的關係」。

質言之，生命史主體早已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著「小報電視」的四項溝通特質，

所以本研究不再從「文本—接收者」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想像小報電視的文化位

置，相反地，研究者認為應視其為「動態的溝通過程」，例如：從災區逃出的民

眾提供的第一手災難消息，加上民眾對災難預言及事前徵兆的熱烈討論，以及各

種民眾自願投入的救援行動，都與科學家的專業知識及儀器預測功能產生「對

話」。因此，本研究將生命史主體的「日常實踐」著手以理解小報電視的文化位

置。

在此，研究者主張生命史主體會因應其生活上的限制而主動生產出「實用」

的意義詮釋策略。本研究對傳統研究視野進行批判式的解讀，並非企圖否定這些

研究的貢獻，或建構一套更龐大的理論知識，相反地，研究者希望進入生活世界

的層次，尋找生命史主體發展出來的「意義詮釋策略」與其生活脈絡的相關性，

進一步理解生命史主體在情感共鳴的基礎上，對社會規範進行的對話與反思。

二、邁向閱聽人的生活世界--遊牧的生命史主體（nomadic subjectivity）

傳統閱聽人研究習於依照各種人口統計變項將閱聽人分門別類，然而，從收

視率調查公司不斷研發新的測量技術，甚至轉而關注「收視質」的行動看來，不

專注的電視收視習慣，似乎已在實務上增加了掌握電視閱聽人的困難度。例如：

Robert Bechtel 等人對家庭電視觀看行為的研究就發現：「電視收看是個與其

他種類行為交織的複雜因素，難以區分收看的觀眾與不收看的觀眾」( Ang, 1991:

92 )。

這也就是說，人們與電視連結的方式是一種善變且異質的生活經驗。正如同

Bird(2003)在《The Audience in Everyday Life—Living in a Media World》

一書中，透過許多個案研究耙梳閱聽人與媒體互動的各種生活脈絡：一個媽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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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陪伴女兒一起收看肥皂劇或偶像的訪談，也收聽廣播劇、收看新聞，同時也上

網路聊天室討論所見所聞。因此，研究者認為：透過文類與觀賞品味區分閱聽人

不但脫離實際生活的觀賞情境，也無法進一步理解閱聽人的媒介經驗與其他日常

生活實踐如何互動。

研究者從下面這段Janice Radway反省自身研究的話語中，獲得具體的啟發：

與其把社會形構解釋成特定媒體與/或文類的一組觀眾，藉此自動分割出一個社

會形構，我一直在想，比較好的做法可能是—從日常生活的習慣與實踐出發，

歷史主體本身以各不相同的聯結與關係，遊牧在日常生活之中，從而主動、斷

斷續續、甚或矛盾地拼湊這些習慣與實踐(轉引自 Storey, 1999/2001:169 )。

換言之，預設觀眾和研究的文本之間已形成特定關係不但脫離了生命史主

體的生活脈絡，更忽略其主動遊移於各種生活情境的能動性：他/她會依照不同

生活的需要而選擇理解電視新聞的角度與立場；同時，小報電視新聞文本也會

與日常信仰實踐及個人的生命史形成不同程度的交集與對話。

綜上所述，本研究想像中的生命史主體不再被迫與其他生活圈切割開來（亦

即，不一定要是「重度收視者」，而且關注到收視實踐與其他日常實踐的複雜互

動狀況），相反地，生命史主體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來理解電視新聞。這

些生活方式包括各種生命史主體自己覺得有意義的行動，如：民間信仰實踐、

災難經歷或親人離散的經驗…等。因此，生命史主體將會基於生活上的實用性，

而反覆來回穿梭於小報電視、民間信仰、與親身的災難經驗的知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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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目的

一、從生命史主體對社會規範的反思過程，理解災難新聞扮演的社會文化角色

從傳播研究的里程碑來看，使用與滿足可算是傳播領域從媒介效果論轉向閱

聽人研究的濫觴，雖然開啟了主動閱聽人的想像，卻也使得研究視野侷限在「搜

尋資訊」、「社交功能」、「逃避與娛樂」等功能論範圍內。雖然八○年代以後，

許多質化取向的閱聽人研究開始追隨 Hall 為首的「結構主義」取向，同時關注

文本結構力量與閱聽人主動詮釋的能力。但是，閱聽人研究不論是從協商、抗拒

意識形態等認知面向探討閱聽人的主動性，或是在「創造」愉悅的美學層面上尋

找閱聽人主動性，都跳過了閱聽人主動在規範性層面上生產意義的可能性。

研究者認為，由上述從「媒體對閱聽人做了什麼？」到「閱聽人對媒體做了

什麼？」的研究轉向來看，仍不脫從文本（結構）--閱聽人（行動者）二元對立

的架構詮釋閱聽人的主動性，所以無法想像閱聽人在更實際的面向上對結構的影

響：閱聽人主動性很可能是「在一個反身的方式上體現，而這涉及了閱聽人自己

的道德主體性及潛在的實踐」(Dahlgren, 1995: 67 )。

進一步地說，個人生命中的災難情緒透過「南亞海嘯」新聞的傳佈，獲得與

社會他人交談自身災難情緒的機會。由這個角度來看，生命史主體非但沒有將災

難看成外在於主觀感受（的確可憐、真的很痛苦）的事件，而且他/她們投入救

援行動與賑災捐款都是「相互主觀的道德意義的展現」，而不是「被他人動員的

結果」--閱聽人會自我反省、評判自己對災難的反應是否合乎社會的道德規範，

但也會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或社會地位修正出可被自己接受的道德回應。同時，

這個反思的過程仍舊是在相互主觀性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的，也就是說，一位生命

史主體的道德回應也將會作用於其他生命史主體的道德回應。

因此，研究者擬將生命史主體的詮釋災難意義的過程帶入規範性反思的領域

中，以探討生命史主體的能動性：亦即，他/她們是如何因應且轉化社會結構的

限制，使其成為有利自身的處境？而這必須從相互主體性形成的各種脈絡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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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生命史主體對社會規範的反思過程，理解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e）

的生活世界

生命史主體在詮釋生活所見所聞時，往往涉及了「主觀道德感知外在化」與

「外在道德規範內在化」的過程，因為生命史主體必須透過「與不同生命史主體

的情感共鳴經驗」才能抒發災難經驗對自我生命的情感衝擊，進而維護與再確認

其本體存在的安全感。這個情感共鳴的過程，依賴生命史主體之間流傳的各種災

難故事與傳說，僅管故事與傳說的形式因地而異，然而身處於不同地域的生命史

主體們，將因災難經驗的對話而形成一個相互主觀的世界觀。

例如：九一一事件、南亞海嘯等災難新聞，不但依賴民眾用非專業的數位相

機拍攝的畫面與照片為新聞資料建檔，災難故事的展開更是建立在許多現場目擊

者的「情感」經驗之上。民眾的受創經驗，包括驚嚇、害怕、擔憂、憤怒、報復…

等情緒反應都成為小報化災難新聞的主要素材。Dahlgren(1995)指出：這些敘事

的共同點是將「無數的災難，視為老百姓生活上重大且殘酷的崩潰，這些實際的

個人命運，為許多新聞報導提供『鉤』（hook）。這個具體性，似乎比使用較抽象

再現的故事更容易促成反應」( Dahlgren, 1995: 61 )。

因此，閱聽人 call-in 到電視節目中為素昧平生的受難者（如：葉佳妮、姜

婉玲、廖風順）加油打氣的節目讓人熱淚盈眶，而許多民間團體為賑災事宜努力

的景像也讓人感受到溫情--生命史主體都在情感共鳴的經驗上，詮釋且形構出災

難的社會文化意涵。研究者認為，傳統新聞因為強調客觀中立，而忽略這些情緒

反應對個人生活意義的影響：當生命史主體因應生活脈絡發展出的「災難常識」

以「個人化」、「強調感官經驗」、「互文性」與「口語化」的方式流傳於街坊巷議

中，遠方他人的「災難」經驗將被直接帶回生命史主體的生活脈絡之中，促使生

命史主體反身地思考與災難相關的社會道德規範。

小報電視將「面對災難時的無助情緒」與「救災時的無私情感」化為生活中

的情感共鳴經驗，使得生命史主體能在「無助」與「無私」的情緒中，進一步反

思自身與社會他人的互動關係；也得以進一步理解文化中的道德規範與其生活意

義的關聯性（例如：救災人員無私奉獻的人們，提醒我們對他人的悲憫；在災難

中失去親人的哀戚，可能提醒我們對親友的珍惜、對倫常的重視）。同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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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無論是「感同身受」或「同理心」而產生的道德回應（moral response），

都與台灣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間信仰觀念（如：因果報應、天人感應…）有

關。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道德回應還有哪些呈現形式？如何融入

其他日常生活實踐中？並在生命史主體無意識的層面上影響其對生活世界的意

義建構？

為了理解生命史主體主動詮釋、生產的災難意義究竟對日常生活產生什麼樣

的規範作用，研究者認為必須在反身的形式上（如：透過訪談問題，從受訪者對

經驗的自省與詮釋）觀察生命史主體如何闡述、連接災難新聞的意義於日常生活

中，才能理解生命史主體如何尋找、確認其本體存在的安全感？

另外，研究者認為在生命史主體的多元生活脈絡中，收視實踐只是其中的一

部份。因此，探討生命史主體主動詮釋意義的過程，不應該侷限於其與媒體文本

的互動，而應該將視野拓展至「媒介使用經驗與其他日常生活實踐之間的關係」。

例如：民間信仰實踐及個人的災難經歷，分別與災難意義產生什麼樣的互動？同

時，這樣的互動經驗又如何影響生命史主體的道德回應方式？

貳、什麼是道德回應（moral response）？

研究者將道德回應（moral response）定義為：特殊歷史情境中的道德主體

對社會結構的反身性3（reflexivity）回應，而這個回應是從情感上對道德的反

思，所以能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達成相互主觀性的境界。研究者認為，每個人因

應外在環境變化的行動，都是有意識的、自覺的回應。例如：生命史主體對災難

意義的詮釋策略，就是在他/她們自覺到自己的媒介經驗與自我投射之間的相關

性後，才對電視文本以及更大的社會文本作出的回應。

這個反身性的回應可以從生命史主體與文本、他者（此泛指其他不同社會位

置的社會成員）、社會結構…等的對話經驗中獲得。從道德主體擁有的「能動性4」

3 在社會學上，Garfinkle 最早提出「反身性」的概念，他強調社會行動者是有意識地面對這個
世界，行動者會試圖理解所面臨情境的定義，根據他的理解做出適當回應，留意此回應對世界的
影響及改變，下一步調整他的行動，所以在回應本身也參與了意義的形成，也算是社會行動自我
釐清的過程(G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8/2003: 214)。
4能動性的概念與自由論和經由自由能動性所產生的意志、行動、創造力、原創性和改變的可能
性有關。然而，我們必須區分自由能動性（由自身所建構）的「精神」概念，以及將能動性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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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來看：生命史主體對社會規範的意義創造與再詮釋（包括對安全的渴望、宇

宙的秩序與清楚的界線），正是行動者對結構的具體回應。也就是說，生命史主

體對災難的道德回應方式，必然源出於自身的災難經歷、信仰實踐，也與其擁有

的文化資本相關，所以必然是多元的。

根據上述定義，每一位生命史主體的詮釋災難意義的過程，都與他/她所選

擇的道德主體位置密切相關。換言之，同時身處於多元、異質、去中心化的文化

情境中的生命史主體必須因應其生活脈絡遊牧於不同的道德主體位置中。因此，

處於多元主體性脈絡下的行動者（既是閱聽人、又是民間信仰實踐者、又是災難

倖存者），會自覺的選擇適合的、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在每日意義詮釋的活動

中，反思環境與自身關係的轉變有何意義？由此，主體會不斷地以不同的道德回

應方式展現其與結構的多重互動關係，所以本研究選擇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讓

生命史主體對自我行動進行反思與詮釋，以理解行動者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複雜互

動狀態。

雖然生命史主體的道德回應具多元性，例如：生命史主體可能因為擔心大自

然反撲的情況會愈來愈多，而參與環境永續經營的研討會，透過尋找改善環境惡

化的方法，生命史主體可以繼續相信生存在這塊土地上仍是安全的。生命史主體

也因為身負教化下一代的道德使命，而舉辦防災演習、傳授救災應變策略、或與

學生一起親近大自然以培養對土地的愛護之心。也可能推廣布落格串聯行動，匯

集各方對災情的了解；或者更加注重國會議案中有關建築法規的審核程序、遊行

示威抗議政府對防災與救災體系建制化的忽視，或者努力遊說旅遊保險以降低救

災的困難度…等等。但是，多元異質的生命史主體都可以透過其個人化、口語化、

互文性及強調感官經驗的災難詮釋策略，展開對自我的社會位置的反思過程，並

促成下一次道德回應方式的持續或改變。

不論是本地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或是距離我們生活較遠的南亞大海嘯，捐

款、投入醫療後援單位、幫助災區民眾復學…等行為都曾在災難新聞報導後，成

為風行社會的「義舉」--符合道義的舉動。事實上，這些行為之所以被社會讚揚，

社會生成，而可以差別地分配社會資源，在特定地點以不同能力行動。例如：我的認同觀點與教
誨和書寫有關，不是由一個前語言的「我」單純做選擇的結果；相反的，這是因為家庭和教育背
景所造成的論述價值結果，讓我可以主動實現活動，成為一個能動者。能動者的行動是自由的，
「不是受決定的」，而能動性是社會建構出來的行動能力( Barker, 2000/2004: 218-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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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行動者的「情感動機」而言，也就是說「出於救助苦難他人的愛心」因為不

是利己的行動，所以「無私」的情感被認為是「符合正義」的，被台灣社會所讚

揚。研究者將從台灣民間普遍盛行的「積功德行為」著手，探討閱聽人如何在「無

私」與「自利」的情感動機中來回穿梭，以詮釋自身與環境、社會他人的關係。

而由於這種身體力行的救災行動，須耗費許多時間、心力及財力，因此研究

者認為支撐他們行動的力量，不只是理性權衡得失下的結果，事實上，支持他/

她們持續與其他生命史主體災難經歷對話的原因，更可能與行動者個人的情感經

驗相關—無論是透過收看電視的感知經驗，或是對民間信仰的認同經驗，甚至是

從個人曾經遭逢災難的慘痛心路歷程中獲得的情感經驗，生命史主體的情緒反應

都顯示出個人與社會他人真實的「情感共鳴」經驗。

參、具體的問題意識

為了進一步探討生命史主體如何將災難經驗接合於日常生活的規範意義

中，本研究發展出三個具體的研究問題，以脈絡化生命史主體對災難的「道德回

應」面向：

一、生命史主體將哪些生活經驗投射到他/她們對「災難意義的社會溝通過

程」（意指類小報化的「個人化」、「重感官經驗」、「互文性」及「口語

化」的溝通過程下詮釋出的災難意義）之中？災難對生活秩序的影響

力如何成為社會成員間相互主觀的理解？災難現象背後的社會文化意

涵又以何種方式進入不同生命史主體的生活之中？

二、有哪些與災難相關的民間信仰論述，體現了生命史主體與民間信仰的

互動方式？民間信仰對災難的論述如何詮釋生命史主體的災難經歷？

哪些民間信仰論述促發生命史主體在情感層面進行道德反思？

三、生命史主體交談各自災難經歷的過程中，如何重新詮釋媒介經驗與民

間信仰觀點？生命史主體理解自身災難經歷的情感反應，又是如何促

成一個利於自身道德主體位置的情境？個人與災難意義互動的經驗又

會進一步對社會產生什麼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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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題的開始--生命的開展

作為一個生命史主體，研究者對於災難的想像除了與各種媒介經驗相關，也

與至親往生的衝擊、與民間信仰的接觸過程有很大的關係。曾經，我隨著電影、

電視劇、廣播劇、新聞、小說中的情節發展而感動落淚，天真地以為這就是對受

難情緒的感同身受。在我歷經至親往生的悲慟後，我才漸漸理解災難不只是對個

人價值觀產生衝擊，這個生命災難的記憶將在往後的生命史中，陸續引發種種反

思過程、重建主體對自我生命的意義。

事實上，我必須坦承從著手寫這份研究計畫開始，到形成初稿，我都沒特別

細想自己為何想研究「生命史主體的道德回應」這樣一個主題？然而，隨著理論

的觸發及訪談的進行，我逐漸意識到研究計畫已不自覺得與我生命中的災難記憶

產生對話。我嘗試不去提起這段經歷，並非以為自己可以態度超然或客觀地進入

場域研究，而是因為我和大多數受過創傷經歷的人一樣，心裡有個不願碰觸的黑

盒子。這個黑盒子藏著許多勾起傷痛的記憶，每觸碰一次就得歷經好一陣子才能

平復情緒，即使在事隔多年之後。我開始明白，研究一旦展開，無論是對研究者

本人或被研究者，都將產生重要的改變，因此，研究者在省思自己帶進場域的前

見與預設後，也會更加小心處理可能觸及被研究者傷痛情緒的部分。

雖然這樣的經歷勢必也侷限住研究者探討議題的視野，但是正如 David

Sudnow 所指出的，「個人的觀點對於『什麼』是問題式的社會經驗（problematic

social experience）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而我要補充的是，個人的觀點對於這

種經驗『如何』出現也同樣關鍵。我們的目標在於，對問題經驗進行『鉅細靡遺』

（richly detailed）的描寫與說明」(轉引自 Denzin, 1989/1999: 19)。因此，

我決定在研究一開始就先反思自己如何看待災難經歷對生命史的影響，以及與民

間信仰互動的心路歷程，這一方面是我對自身主體性（研究者的身分只是眾多主

體性脈絡之一）的反思過程，另一方面也再次提醒自己研究源自於對生活經驗的

省思。

在醫院陪伴母親與求神問卜的那段日子，是我生命的轉捩點。為了駁斥醫生

的判斷，向來「鐵齒」的我接受了長輩的建議，開始過著來回醫院與廟宇並「改

運吃符」的日子。算命的說我的母親是因為去探病「被煞到」，所以才會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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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災，而且他通靈並未看到牛頭馬面來接人的旗旨，因此還來得及救「三魂七

魄」。自此，我半哄半勸地請母親吃下各種來歷不明的偏方；我聽說南斗星君是

掌管生命線的神明，特地去跪請求他應允延壽的聖筊；從收驚師父那裡求來化災

的符，燒成符水和著醫生開的處方給母親吞食。就這樣，我和母親心照不宣地進

行著民間信仰的儀式，希望有助於健康的恢復，直到母親要走的那一刻，她都照

著眾人的指示唸著「阿彌陀佛」，希望引導她走向西方極樂世界。

雖然生病與天災的狀況很不相同，但那種隨時擔心家人離開、無法接受親人

遠離的心情是相同的。對我而言，這樣一個深刻的生命經驗，不只是重創我生命

的大災難，它同時也扭轉了我對自己及未來生命意義的看法，使我積極地反思自

己過去的生命做了什麼？我因此更珍惜自己與家人相聚的時光、發奮考上研究所

學習更高深的知識。此外，我和家人也改變與母親對話的方式，不但常參與供奉

母親靈塔的禪祠所舉辦的法會，也響應其他慈善團體的募款，希望「迴向」給母

親，讓她在另一個世界不再受病痛之苦，或者可以跟在佛祖身邊聽經得道。這些

想法的轉變，使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災難對生命的意義，這個曾使我生命意

義停滯的災難，在我收看小報電視災難新聞時、在我實踐民間信仰時、在我不同

的生命階段中，展開與主體的持續對話。

從災難經歷與主體的對話經驗出發，研究者認為生命史主體與小報電視災難

新聞的對話過程，並非線性、直接的，反而是交織在許多生命經歷之中。此一持

續不斷的對話經驗，很可能促使個人逐漸生成「主體的生活計劃」，以因應生活

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研究者擬從「災難經歷開啟個人生命經驗的可能性」

出發，觀察閱聽人對自身生命意義的反思、計劃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將

此研究當作自身對災難記憶的道德回應，希望透過他人災難經歷與自身經歷的情

緒共鳴，更清楚地理解生命史主體詮釋意義的複雜過程。同時，研究者也希望透

過生命史主體的生命故事，具像化不同生命史主體與災難的對話過程，進而理解

生命史主體如何在不同的日常生活實踐中轉換主體位置，與社會他人形成相互主

體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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