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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新聞在全球化趨勢下對國人國際觀的建立甚為重要，近年來電視新聞台

將國際新聞從一般新聞時段抽離出來，以雜誌型節目重新包裝。近年學者將敘事

學帶入新聞學，說明新聞只是一種述說真實事件的敘事方式，是學術界的一大突

破，不過報紙與電視新聞在敘事結構上仍有很大的不同，無法直接援用。因此本

研究分析國際新聞雜誌節目的敘事結構，以【文茜的世界周報】作為分析對象，

試圖了解與描繪出電視新聞雜誌節目敘事結構的輪廓，希望能為電視新聞敘事的

學術理論釐清概念，提供後續研究繼續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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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際傳播媒介的角色主要用來型塑國際形象與國際輿論，不僅影響國與國之

間的關係，還牽涉到複雜的國際政治與經濟 (賴祥蔚，2007)。在全球化環境下，

國際新聞為閱聽眾設定議題，影響議題的討論方向，更甚者影響決策；政治上也

會藉由新聞媒介來影響議題，造成動員的可能；國際新聞經常作為外交決策的重

要參考，同時型塑了各國的形象 (毛家武，2007)，換言之，國際新聞對於一國

國民的國際觀、公民素養、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形象的提升，都有莫大的影響。但

是根據金車教育基金會2011年調查台灣高中與大專學生的國際觀，發現台灣學生

對國際事務、台灣外交關係認識不足，有五成擔心語言溝通能力，有七成不知道

台灣有23個邦交國 (許秩維，2011)。傳播學者管中祥 (2006) 也曾指出一項「新

聞國際觀」調查，發現有7成4的家長沒有每天接觸到國際新聞，他認為家長之所

以缺乏國際觀是因為民眾國際資訊的主要來源來自於電視，然而台灣電視新聞播

出國際新聞的比例並不高。 

探究其因，前新聞局長楊永明曾認為國內長期受到收視率調查與廣告購買機

制的影響，導致一般性國際新聞與國際新聞評論皆不足，品質低落的情況使得國

民始終與國際事務保持距離，無法與國際接軌 (謝佳珍，2012)。有研究指出過

去台灣電視媒體的國際新聞普遍因為收視率不高而沒有受到重視，長期處於邊緣

位置 (李美華，2005)，而且國內受限於媒體本身的財務與人力，大多仰賴國際

通訊社資訊，以致於偏向以歐美眼光看天下，不僅內容與觀點缺乏多樣性，同時

還隨著歐美電視發展的腳步，逐漸走向零碎與娛樂化的趨勢 (陳馥綺，1992)。

顯見國內的國際新聞不只是產製面不足，內容面也有深度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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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0年代衛星的興起，以美國為主的全球電視網逐漸占據國際新聞版圖，

不只在組織上呈現跨國運作，也使得媒介內容有很大的轉變，影響著各國的政策、

經濟與文化交流，甚至造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新世界資訊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 ，強調各國資訊都應該均衡地流通 

(Larson，1984)。根據學者Thussu (2007) 的研究，有56%的美國民眾相信國際衛

星電視新聞，電視仍被視為重要的新聞來源，然而受到廣告化的影響，電視新聞

產業必須將「娛樂」做為播出的首要考量，因而不得不借用娛樂性文類及彈性化

模式來產製新聞，越來越強調個人性、風格、故事敘說技巧與視覺效果。國際電

視新聞早已經成為觀看國際事務的窗口，卻只能看到事件的一部分 (Larson，

1984)，在在都顯示出國際新聞幫助人們理解遙不可及的國際事務，但是國際新

聞本身卻是一種可被操作的產物。 

一般而言，就電視新聞類型可分為24小時電視新聞 (Roll news) 與雜誌型電

視新聞節目 (Montgomery，2007)，前者主要為報導當地每日所發生的新聞事件，

故特別強調時效性，後者則彙整並深入探討新聞事件。根據傳播學者劉新白、沈

清河、沈文英 (2003) 的定義，指出新聞節目乃是針對重要的新聞事件加以探討、

分析與評論，使觀眾對於新聞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內容呈現上電視雜誌型節

目會跟隨廣告一個主題接著一個主題的介紹，非敘述完整連續的事件整體，而是

組合一堆沒有彼此沒有關連的事件 (Abercrombie，1996)。另外就相同概念延伸，

國際新聞節目係「藉由主持人的解說、評論與整理，以節目與專題形式呈現國際

新聞的新聞性節目」(陳昌祺，2008)。這類專題節目的資料來源大多搜集自其他

像是CNN與半島電視台等的國際通訊社內容，由製作團隊將重點整理與編輯成

一集的節目，由主持人或記者來與新聞資料影片交互敘事，主持人或來賓也經常

提出自己的觀點，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說明。 

    綜合性的電視新聞雜誌類節目其實最早可追溯到 1968 年 9 月美國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CBS)所創辦雜誌節目【60 Minute】，其強調追求真相，並採用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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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手法，廣獲觀眾的青睞，對當時的電視產業產生很大的影響。1980 年代開

始，以真實為訴求的電視節目開始興起，它們混雜各種文類，逐漸成為收益保證，

特別是在現場直播越來越普遍後，新聞紀錄片與娛樂片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

電視新聞雜誌節目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主要原因就在於其製作成本低廉，

1990 年代早期一部戲劇平均要花費一百萬美元，然而像是【60 分鐘】這種新聞

雜誌型新聞節目只要花費 60 萬美元，週報型的新聞雜誌節目更只要花費不到 40

萬美元，傳統上又符合觀眾對新聞界品質與深度的期許，因此深獲外界好評；但

自 1990 年代晚期開始，由於網路與有線電視來勢洶洶，新聞雜誌型節目不再是

收視保證，在越來越競爭的環境底下開始傾向娛樂化，以主持人或主題特色刻意

打造節目，將傳統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轉以戲劇化、好萊塢式的虛構風格來訴說大

眾無法親身經歷的新聞事件，特別像是犯罪及災難新聞，這種新真實版本混亂了

觀眾對每日生活的認識 (Edgerton & Rose，2005)。 

    台灣第一個新聞雜誌節目則是由中視【60分鐘】，仿效CBS【60 Minute】進

行製作方式，不過由於偏重政治與生活專題，在題材受限的情況下致使收視率不

佳，早在1992年停播。而1981年開播的【華視新聞雜誌】則是迄今為止臺灣電視

史上歷史最攸久且最廣為人知的新聞雜誌節目，第一代主持人是陳月卿與高信譚，

針對各種議題進行深入的報導，屢屢獲得金鐘獎的肯定，不過該節目在議題與其

內容呈現上仍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多討論政府政策與社會面向，卻較少著墨

在國際議題 (維基百科，2012；華視新聞雜誌，2012)；本研究縱觀過去到現今

【華視新聞雜誌】的播報方式，主要仍延續電視新聞採訪形式，影像多為受訪者

的自述聲音，主持人僅述說導言，影片旁白則為每個片段穿針引線，有時會邀請

專家學者進行評論，不過主持人大抵上秉持著客觀的語調與較少的評價，這種敘

事結構受到後進者的仿傚與延用，不過仍有些許的轉變，特別是主持人(敘事者)

所扮演的角色。整體而言，直到因為政治環境解嚴後，促進新修有線電視法 (1993

年) 通過，本國雜誌型電視新聞節目的題材與內容呈現上才獲得發展的空間，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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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論性節目、社會新聞節目等 ，也越來越強調故事性 (李異瑋，2010)。 

深究國際新聞的報導類目可以發現事件越具有衝突性、故事性，以及有我國

國家與人物涉入其中，報導篇幅就會越大，因此研究指出為了提高閱聽眾對國際

新聞的注意力，國際新聞開始採取小報化與馴化結合相互結果的策略 (洪貞玲、

廖雅琴、林舫如，2008)。隨著電視製作技術的提升，國際新聞不再只是整點新

聞中的子類目，商業電視台遂將國際新聞變裝成節目形式，製作取向越趨重視趣

味性、畫面震撼而具有吸引力 (李美華，2005)。 

    由於人們普遍缺乏國際訊息的知識背景，收視興趣不高，國內過去經常採用

並編譯國際通訊社新聞，主要做為填補新聞版面之用，然而自波斯灣戰爭、美國

911事件等國際事件，讓國際局勢朝向後冷戰時期前所未有的緊張關係之中，再

加上新媒介科技的發展與全球經貿的連結，商業有線電視業者才開始著眼於國際

新聞。為了拉近與大眾與國際新聞之間的距離，逐漸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架構，來

對外國事件予以重新建構，包括運用在地語彙及專家對議題進行解釋與評論，約

2000年，電視台開始嘗試在主要新聞時段之外製播英語新聞或國際新聞節目，其

中2002年公視製播的【全球現場】算是當時首開國際新聞節目且耕耘最久的一個，

只可惜該節目在2008年停播 (陳昌祺，2008；賴祥蔚，2007)。此外，李美華(2005) 

亦曾經針對公視【全球現場】以及年代【世界萬象】兩個國際新聞節目分析內容

產製與節目品質的優劣，認為前者長期耕耘評論，但有過於艱澀與枯燥的問題；

後者則採取較多的軟性新聞，卻較常偏重負面新聞且不夠深入，該節目也已經停

播。 

目前台灣一般電視整點新聞對於國際新聞仍採取短暫帶過的方式，相反地，

各家電視台紛紛另外開闢新時段推出國際新聞節目，像是近來受歡迎的【文茜世

界週報】、【台灣看天下】、【消失的國界】、【十點不一樣】等。 

以下為本研究整理目前我國電視台製播的國際新聞報導與節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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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各家電視台國際新聞節目列表 

電視台 節目名稱 開播時間 播出時間 報導類型 內容 

台視 台視新聞世

界報導 

1987 年 4 月 週一到週四 

23：30-00：00 

國際新聞報

導 

標榜率先與

美國 CNN 合

作的節目 

中視 中視新聞全

球報導 

1991 年 2 月 週一到週五 

19：00-20：00 

國內外新聞

報導 

重視藝文與

社會關懷 

民視新聞台 民視國際新

聞 

1996 年 週一到週五 

23：30-23：45 

國際新聞報

導 

 

公視 全球現場 -深

度週報 

2002 年 7 月 週六 20：30 

-21：00 

國際政經新

聞專題與評

論 

全球現場於

2008 年 2 月

曾停播，2011

年 6 月復播， 

中間不插入

廣告 

 全球現場 -漫

遊天下 

2011 年 6 月 週日 20：30 

-21：00 

軟性國際新

聞專題報導 

從原本的全

球現場區隔

開來，中間不

插入廣告 

中天電視台 文茜世界週

報 

2005 年 週六及週日 

22：00-23：00 

國際新聞專

題報導與評

論 

標榜從台灣

看世界的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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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綜合整理自 nio 電視網-電視節目表資訊平台、三立新聞台【消失的

國界】、TVBS【十點不一樣】、中天新聞台【文茜世界週報】、民視新聞台【台灣

看天下】、台灣電視台、中視全球資訊網、公共電視台、東森電視台【李四端的

雲端世界】 

 

 

 

 

電視台 節目名稱 開播時間 播出時間 報導類型 內容 

 文茜世界財

經週報 

2008 年 週日 

23：00-00：00 

針對國際經

濟局勢之專

題報導 

因應全球金

融風暴而開

闢的節目 

TVBS 十點不一樣 2007 年 週一到週五 

22：00-23：00 

國內外新聞

專題報導 

 

三立電視台 消失的國界 2009 年 週六 

23：00-0：00 

以國家為單

位專題報導 

介 紹 新 科

技，綠能源，

各國經濟以

及產業現況

和台商故事 

 民視十點全

球新聞 -台灣

看天下 

2009 年 週日 

22：00-23：00 

國際新聞專

題報導 

由國際關係

學者羅致政

主持 

東森新聞台 李四端的雲

端世界 

2012 年 2 月

18 日 

週 六

21:00-22:00 

國際新聞專

題報導 

由李四端主

持，強調知識

型專題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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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台節目性質來看，【民視國際新聞】、【台視新聞世界報導】、【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延續整點新聞的作法，一個新聞事件接續著另一新聞事件進行報導，

節目中不會邀請來賓評論，主播亦僅屬於播報員的角色，基本上只能算是新聞資

訊的彙整；三立電視台【消失的國界】則主要介紹各國產業與政治局勢，幾乎沒

有對近期發生的國際新聞事件進行報導或評論，與新聞雜誌節目的產製形式差距

甚遠；TVBS【十點不一樣】、公視【全球現場】、民視【台灣看天下】、東森【李

四端的雲端世界】以及中天【文茜世界週報】算是國內目前以國際新聞為主題的

新聞雜誌型節目，從開播時間先後來看，最早的雖然是公視的【全球現場】，然

而從李美華 (2005) 的研究，以及過去與現在的節目片段進行比較可以發現，

2008 年復播前後的節目形式大不相同，從前該節目以評論為主軸，現在則是以

新聞雜誌節目的型態呈現。換言之，最早採取新聞雜誌節目形式來製播國際新聞

的乃為【文茜世界週報】，也是最早以主持人姓名來命名的新聞節目，強調主持

人的專業形象與論述技巧，成功打入市場，收視率高且獲得國內獎項的肯定，2012

年開播的【李四端的雲端世界】同樣強調主持人特質，整體敘事結構也同樣採取

雜誌型態，但卻已是後起之秀。 

    整理過去學者的研究，人們對於無法獲得直接經驗的事件，會從大眾媒體來

賦予其意義 (McComas、Shanahan and Butler，2001)。由於「眼見為憑」的信任

感使得電視新聞變成人與社會之間一個重要的橋梁，然而 Hartley (1982) 認為電

視新聞產製的主要目的並非是傳遞訊息，而是為了展現與視覺化，係以一種戲劇

展演的方式再現真實，促進觀眾的參與感、群體認同，以及對生活幻想的樂趣。

當今電視仍是媒體散佈過程的中心，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告訴我們什麼

事件正在或已經發生，也告訴我們事件呈現的方式及其意涵。 

    Tordorov (1969) 曾言明「特定的敘事結構支持了特定的社會秩序」，故也可

以說電視新聞只是建構世界真實的一種版本，因為描述世界真實的方式不只一種

也並非純粹，每種說法都是一種說服，讓觀眾相信其為唯一的真實。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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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經常挪用其他文類進行創新，因此在敘事形式上的變化與混雜更為多元 

(Abercrombie，1996)，可以說電視新聞雜誌節目只是混雜過後的一種文類，從前

述的定義來看，與原本的電視新聞呈現形式有些許不同。不過電視新聞說故事的

風格實際上仍源自於報紙，因此具有類似的形式，同樣以導言做為開端，再以細

節來補充，只是說話者變多了─導言多為主播述說，而細節則主要由記者來組織，

有時候會運用傳統敘事形式來表示，例如以結語評論來總結 (Lewis，1991)。 

    新聞的選擇原則傳統上被稱為新聞價值，如同敘事性決定著小說的戲劇性發

展，兩者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電視越來越強調戲劇性而具有雙重性格─它是一

種想像的指導與展演，也經常誇飾事件的重要性，有時候還會參雜悲劇的形式 

(Pierre Bourdieu，1998；蔡筱穎譯，2000)。一般電視新聞所呈現結構就好像購物

清單，然而國際新聞為了引起觀眾的注意，經常採用傳統敘事形式手法，比較類

似解決謎題的過程，這種敘事結構反倒容易被閱聽人記憶與理解 (Abercrombie，

1996)。 

    從前在教育與學術上，大多從製作面來探討電視新聞，至於電視新聞文本方

面的研究，則多數著重在事件在「聽覺」敘述上，忽略「視覺」對形象的影響(王

泰俐，2004)。Chatman (1980) 將展演形式視為敘事的一種，甚至認為即使展演

者不是「人」仍是可行的方式，將原本以線性文字為主的敘事理論推移到立體空

間的敘事建構，故除了以符號學來研究電視新聞外，也應該加入視覺文本如何敘

事的探討。從產製面來看，由於觀眾是同時接收這兩種文本，所以在電視新聞的

聽覺與視覺文本幾乎不可能分開討論，主要溝通形式可分為資訊傳遞、講述故事

與視覺吸引三種，皆屬於敘事結構探討的重點 (王泰俐 ，2004)，也因此在製播

電視新聞節目的過程當中，必須充分運用電視媒體雙重文本的特性，整合影像與

聲音的傳達，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故事性」才能提高新聞臨場感與閱聽眾對文

本的理解 (陳昌祺，2008)。另外，洪賢智 (2005) 曾為台灣現有的新聞性雜誌節

目整理出幾項特點，包括一集包含數個單元，每個單元探討內容各有不同，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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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表現包括背景說明、因果關係、影片描述過程、分析解釋、追蹤和探索其發展。 

    由上述可知，國內的國際新聞將國外來的新聞故事素材拼貼成影像之本身就

是一種敘事，帶有明顯觀點，難以避免地受他人觀點影響而做二手詮釋，如同

Labov (1972)所認為，敘事就是重新概述 (recapitulating) 過去經驗的方式，具有

指涉與評價的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 and evaluative function)，兩者彼此界定，

用來突顯事件的可敘事性 (tellability)。許多學者嘗試說明敘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像是「敘事是一種社會鑲嵌」(Bal，1997)，「故事的結構會攫取社會的現況」(Cohan 

& Shires，2003)，因此本地新聞不可避免地在報導國外新聞的時候，會以自身社

會與文化脈絡重新解讀與詮釋，敘事結構本身即是社會文化構成的重要部分。然

而必須注意的是，報導雖是「製造中的歷史」，但新聞不只是敘事，它還必須基

於事實，隱含與關切到社會上某些事，故新聞一再地將我們指涉到這個世界，產

製與再產製一種成規秩序，透過聲音與視覺相互作用的電視新聞新更是如此，幾

乎被賦予某種「紀實」的地位，以 Chatman(1980) 的話來說就是「故事的現實化」。 

    總的來說，敘事學雖源於文學，但隨著傳播媒介與形式的轉變，已經從文字

線性敘事轉向空間化的螢幕敘事，不論究其敘事性還是真實性都比以往更為突顯。

傳播學者林東泰 (2011) 將影像與平面媒體的媒材敘事特質相互比較後發現，電

視新聞敘事內容和形式具有整體性，且具有較多的人際傳播情境之互動與臨場感，

不斷地透過影像畫面再現與模仿世界的真實，同時可能隱藏了評價的涉入、隱含

作者及其聚焦觀點，不能以舊有報紙新聞敘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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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Itzhak Roeh (1989) 曾直言「新聞學是一種說故事方式，報導是一種敘事」

（Journalism as Storytelling, Coverage as Narrative），將敘事學導入新聞學領域是

學術上的一大突破。 

    電視不同於電影，其強調目擊真實事件，卻非真實。一方面，因為電視具有

複製聲音與形象的能力，讓觀眾得以直接接近貌似真實的世界，廣泛超越個人生

活所及的資訊，因此拓展了觀眾的經驗與知覺；但另ㄧ方面，電視上所有的視覺

符號都呈現為二維平面，它透過說故事與報導規則所選擇過的影像，來模仿真實

中三維空間的人們、物件與地點，因此可以說兼具有真實與虛構兩種特質，從這

個觀點來看，電視只是再製了被動的消費者，受到社會規範與電視制度的控制 

(Bignell，2004)。此外，國際新聞本身因為距離遙遠所造成的不可接觸性，使得

敘事性格更受到產製者及其所處脈絡的影響，不同的立論觀點往往會形成不同的

結論，甚至會隨著時間產生轉移 (黃嬿，2009)。 

【文茜世界周報】於 2005 年製播以來，首開專案中心團隊負責整體製作，

不只購買國際通訊社外電新聞，在當時是唯一派駐人力到海外採訪的商業電視台。

與其他節目最大的不同是，從節目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其標榜主持人的角色與特色，

突顯陳文茜個人敘事風格與觀點，如雜誌般主題式地整理與詮釋全球熱門議題與

新聞時事，打破了一般電視新聞主播僅作為 Goffman 所謂報導員（newsreader）

的播報形式，陳文茜是新聞節目故事主線的敘事者，經常游離在新聞事件的局內

人與局外人之間，透過影像、聲音與文字的相互指涉，促成一致的推論與基調。

然而關於事件的訊息很少是第一手的，大部分是透過購買的方式，取得 BBC、

CNN、Discovery、鳳凰衛視、半島電視台等新聞帶的播放權，不論就其主持人

本身，或者引用大量國際通訊社消息，都具有一定的社會聲望，且受到其隱含的

觀點影響 (陳昌祺，2008﹔Montgomery，2007)。 

2011 年【文茜世界週報】獲頒「最佳綜合節目獎」，2012 獲得「國際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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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性受到各界認可，成為閱聽眾認識國際樣貌的一個重要窗口。該節目以主持

人「陳文茜」為名，即是要強調主持人的特色，特別是她善於對各種新聞事件進

行主觀的詮釋與評論（陳昌祺，2008）。重要的是，陳文茜曾擔任美國藝術展演

製作、政治文宣、媒體節目主持人、作者等深厚的資歷（陳文茜，1999），形成

一定的專業形象，但是也因為她的政治立場、大膽的論述性格，讓她多次捲入新

聞事件之中，從阿扁槍擊案、歌頌放生、賴聲川夢想家到宇昌案等，成為一個充

滿爭議性的人物（李大介，2012 年 1 月 4 日；凌美雪、王寓中、范正祥，2011

年 11 月 22 日；湯雅雯，2011 年 10 月 5 日），不論就其專業形象抑或爭議性格，

多多少少能為節目增添關注效果。 

陳文茜經常主導事件的關注焦點，為氣候變遷與全球金融風暴等議題定調，

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2010年陳文茜參與監製紀錄片【±二°C】在節目播出後引

起廣大的迴響，Youtube單一載點的點閱率就超過10萬，甚至在網路上成立了「±

二度C行動聯盟官方網站」，影片強調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台灣很可能成為第

一批暖化難民，遭遇國土淹沒的命運，最後呼籲政府與人民必須重視全球暖化所

帶來的問題，【文茜世界週報】隨後在2011年推出了「2011反聖嬰氣候變遷總報

告」專題報導，整理世界各國因為天氣所造成的災害，並搭配學者專家分析，將

各種天然災害歸因於氣候變遷，持續追蹤全球氣候改變的動態；除了【文茜的世

界週報】，陳文茜亦於2008年因應全球金融風暴開播新節目【文茜的財經週報】，

採取相同製播方式與敘事手法展現 (±2℃行動聯盟官方網站，2012；陳昌祺，

2008)，甚至在2012年1月邀請郭台銘、高希均在台灣大學舉辦「2012決定你的人

生！獻給失落的一代與青年對話」，討論歐盟經濟危機。電視在當代社會文化中

已成為日常生活之一部，諸如「氣候變遷」或者「歐債危機」等議題放在一個國

際論述當中，人們幾乎不可能親身體驗，這當中媒體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中介

角色，電視新聞節目透過敘事來建構議題的樣貌，也會告訴觀眾應該以哪種觀點

去觀看該節目，不僅會影響到人們對議題的認識，甚至有可能影響社會政策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2012%E6%B1%BA%E5%AE%9A%E4%BD%A0%E7%9A%84%E4%BA%BA%E7%94%9F-%E9%99%B3%E6%96%87%E8%8C%9C%E8%88%87%E9%9D%92%E5%B9%B4%E5%B0%8D%E8%A9%B1&source=web&cd=3&cad=rja&ved=0CCwQtwIwAg&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7h9yFIHOZms&ei=rfiHUOG0EKnKmAWcpIDoCw&usg=AFQjCNEEtzUs2exaXjK0-uGDRxSqB2y_Lw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2012%E6%B1%BA%E5%AE%9A%E4%BD%A0%E7%9A%84%E4%BA%BA%E7%94%9F-%E9%99%B3%E6%96%87%E8%8C%9C%E8%88%87%E9%9D%92%E5%B9%B4%E5%B0%8D%E8%A9%B1&source=web&cd=3&cad=rja&ved=0CCwQtwIwAg&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7h9yFIHOZms&ei=rfiHUOG0EKnKmAWcpIDoCw&usg=AFQjCNEEtzUs2exaXjK0-uGDRxSqB2y_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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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nell，2004)。 

如同學者曾言，當文本被認為是人類行為，那麼他們就被置於「人類行為」

的普遍框架之中了(When they are attributed to human actions, they are placed in the 

general frame of “human action”)（Nosty，2009）。Wayne Booth曾提出隱含作者

的概念，其代表故事中隱含的視角，因而為文本建立敘事的規範，Chatman更進

一步說明隱含作者在敘事中扮演一種動能（agency），指引著閱讀的方向（Chatman，

1990），以【文茜世界周報】而言，節目的調性基本上受到國際通訊社的指引，

而各通訊社背後亦是國際論述角力之所在。基於此項觀點，本研究認為要研究國

際新聞節目不僅應該理解文本的敘事結構，也應該探索文本背後的隱含作者，存

在著什麼樣的先驗論述。 

    目前國內「國際新聞」的相關研究大多以報紙為分析主體，分析方式大多針

對單一國際議題進行框架分析，或者以內容分析方法探究報導內容的轉變；至於

報紙敘事分析，主要由蔡琰與臧國仁老師 1999 年於《新聞學研究》所發表的〈新

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將原屬不同學術領域的新聞學與敘事理論

有創見地予以連結，為後來的新聞敘事研究奠下基礎。 

    回溯電視新聞相關研究，國內研究者大多關注在新聞報導類目的轉變、新聞

娛樂化、產製過程及其政經脈絡，至於電視媒體如何組織與述說新聞事件的敘事

結構仍非顯學。然而近年電視發展的確受到文類與敘事結構概念的影響，像是紀

錄片、新聞、紀實節目等目的在反應真實的電視節目，卻往往呈現公式化模式的

反覆運作 (Edgerton & Rose，2005)，鏡頭看似中立，但事實上電視仰賴複雜的

敘事結構來連結每個畫面形成劇情，並賦予每個故事一種觀點、一種符號框架，

而觀眾也會在觀看的過程中建構自身符號與節目敘事結構之間的連結，產生特定

觀眾社群的認同位置 (Bignell，2004)，由此可知敘事結構受社會脈絡所影響，

同時卻也會影響社會互動的形成，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性。 

林東泰 (2011) 於《新聞學研究》刊登之〈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一文，



16 
 

融合諸多敘事學者的看法，將 Herman 的社會敘事學與 Chatman 影像敘事結構的

觀點納入到電視新聞敘事的討論，企圖在原本受限於文字敘述的敘事理論之外，

為當今越趨重視影像畫面的媒介文化，走出另一條敘事研究取徑。 

21 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世界政治與經濟局勢緊密發展，行政院新聞局 2012

年年初架設「國際新聞讀報站」，積極推動國際新聞 (謝佳珍，2012)。台灣各大

電視台也嗅出商機，將國際新聞從原本的整點新聞中抽離出來，以節目形式另闢

時段播出，有些延續過往新聞報導形式，有些則以新聞雜誌節目重新包裝。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敘事結構指涉的為故事中事件時間順序與情節安排，

對於故事是否引人入勝極為重要 (盧非易，2011)，說故事者與聽故事者是否能

獲得故事的理解與歡愉，實與當地社會、文化、語言表達息息相關，而國際新聞

本身由於空間所造成的不可接觸性，新聞節目如何將國際新聞與在地社會文化進

行連結的機制就變的相當重要，其中節目的敘事結構就成為提高觀眾收視興趣與

理解能力的關鍵要素。 

本研究試從電視敘事分析觀點，爬梳 Chatman 影像敘事、Labov 人際敘事、

Allen Bell 報紙話語結構與 Montgomery 電視新聞敘事四家學者的理論觀點，來

理解電視新聞敘事的本質。此外，由於一般電視新聞與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在特

性、功能與產製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林東泰 (2011) 所寫〈電視新聞敘

事結構初探〉一文中所建構之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圖雖富參考價值，卻不能直接說

明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的敘事結構，故本研究擬以該結構圖作為分析架構針對

【文茜世界週報】節目內容進行分析，重新檢視與繪製該國際電視新聞節目的敘

事結構，同時希冀透過此揭露其中的評價，以及在作者背後是否還有「隱含作者」

決定整個敘事的走向，期有助於電視敘事結構未來邁向理論化的發展。 

 

 

 

 



1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視新聞敘事與產製 

 

一、電視新聞的敘事本質 

 

    20 世紀瑞士語言學學者 Saussure 認為語言是人類意義產製實踐的基礎，因

此其他媒介都只能被視為語言的類推適用，電視「語言」可以被視為傳達意義的

規則主體，包含視覺與口語符號，而電視的連續影像則是段落 (Bignell，2004)。

採取現象學的觀點探之，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知識定義了人們所認為的真

實，其中傳播是主要的中介機制 (鐘蔚文，1992)，然媒體不能從社會中抽離出

來，各國會因文化、政經立場的差異而對議題形成不同的報導方式(Brossard, 

Shanahan & McMomas，2004)，換句話說，新聞議題是複雜的社會所建構出來的

過程，經常是以「電視」或「媒介基因」的說故事方式來提供一個容易理解的圖

象 (Cracknell，1993，轉引自 Joe Boe Hester，1998)。 

   敘事將所知轉譯為所說的東西，新聞故事從兩項觀點也可以被理解為敘事

(Itzhak Roeh，1989)─ 

第一，新聞通常以某些相同的方式被使用與處理，在過程中牽涉到複雜的認知、

情感以及工具性的層面，它在獲取他人經驗的過程裡往往會引起情緒上的

撩撥或放棄，這種虛構性並不是錯誤的，而是記者建構了一些以角色為導

向的詮釋方式，因此也創造了一些可被共享的經驗。 

第二，新聞是賦予經驗形式的一種方式，我們不能忽略各種文類都是為了提供需

求與使用。每個再現的敘事形式必定指涉到其他敘事形式，單一文本也必

然受到交互文本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大眾媒介看到些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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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戲劇元素。基本上，人們不清楚許多故事原型已經悄悄地進入到日

常生活實踐中，使得客體有了真實性。 

既然新聞可被理解為敘事，便可以應用敘事文類與結構來解釋新聞產製意義

的過程，其宥限了世界圖像的框架。此外，因為故事本身就會承繼既有的觀點，

人們是在既有的傳播與意義產製脈絡下說故事，絕對不能獨立於社會脈絡來討論，

也就是說故事建構了我們所理解的事實。 

此外，新聞報導的功能主要在於「再現」與「轉錄」社會現象，由於事件的

發生與其相關脈絡往往四散於各處，幾乎不可能全部「複製」給觀眾「見證」，

記者的主要工作只能從素材進行篩選與彙整的工作，已非原真樣貌，況且電視平

面本就無法再現立體的真實環境。依符號文化學的角度來看，無論作者如何致力

於客觀，由於寫作經驗融合一己之感覺、印象與思考，故仍舊是主觀產製下的產

物 (蔡琰、臧國仁，2003)。誠如 Berger (1997) 就曾直指「電視是絕佳的敘事媒

體，電視新聞也包含大量的敘事元素」，Edgerton & Rose (2005)也曾提到電視做

為一說故事工具，以「排程(schedule)」的方式呈現，在文本中以各種方式填進

社會所關切之事，遠比封閉性的閱讀複雜地多。 

電視新聞的處理主要仍藉由傳統主題分類與符碼來敘事社會事件，然事件的

意義本是無限的 (Bignell，2004)，故新聞界雖自詡為忠實傳遞訊息與反映社會

的傳遞者，但事實上電視新聞主要運用事件主題、影像的關聯性，或者語言陳述

的方式，甚至是中間所穿插的廣告，將各式各樣的新聞串連為播報序列，成為一

整個節目「流程」（Williams, 1975 ∕ 馮建三譯，1992: 114-121）。換句話說，新

聞係將一則事件轉化為影音或文字敘述的過程，透過人為「敘事」的介入，賦予

事件前因後果，讓觀眾知悉並容易理解。 

電視新聞同時具有聲音與影像的再現能力，而能夠達到逼真效果，比如保留

現場原音或者現場連線都可以達到這種彷彿置身於真實情境之中的感覺 (呂雅

雯、盧鴻毅、侯心雅，2010)。不過學者認為電視首重影像 (image)，以符號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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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來說，影像的能力在於透過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相互指涉，

基於共享的社會與文化脈絡，符號的隱含義遂能夠在觀眾腦海裡形成「印象符號」

（impressional sign），進而被閱聽眾接收與理解 (牛隆光，2011)。 

由於電視能夠生產「實在的效果」，新聞基於記錄「事實」的職能，實際上

確實包含了事件相關人物或團體的社會結構，而有動員的可能性，然而新聞報導

方式與外在因素卻也常讓新聞變成創造事實的工具，變成社會的裁判者，帶著自

身目的進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如同Bourdieu所言「新聞的世界是一個社會

的縮影，它有自己的法則，並由其在全體世界裡的位置，和忍受來自其他小圈子

方面的吸引與排斥關係而被定義。」各種內在論述、說故事的形式、組織與工作

成規、外在的政治經濟局勢與文化環境，都在在影響到新聞的產製策略 (蔡筱穎

譯，2000)，故電視新聞基本上是一種文化機遇下「混和」平面媒體之文字、廣

播媒體之聲音、電影媒體之影像等特質的產物 (McLuhan, 1964)。 

Kellner (1991) 提出電視圖像賦予社會一種定義與規範，不只說明「社會上

發生了什麼事」，也生產社會秩序及如何適應的問題，電視新聞如同世界的窗口，

用影像讓人們的眼睛直擊而說服了自己，但事實上這些影像僅僅是一些經過選擇

的真實，符合社會文化早已設定出來的規範與假定。傳播學者蔡琰、臧國仁 (2003) 

則認為新聞做為一種紀實，素材皆取自真實事件，但現今電視視聽效果特性與產

業競爭壓力下，新聞主題與畫面選擇均著重在「背離生活規則」與「震撼力較大」

的部分，似乎與戲劇有相似之處，企圖撩撥起某些情緒反應。 

    電視新聞本身就是敘事的本質，依 Abercrombie (1996) 定義「敘事」是「指

事件、情境與角色的配置上，以一種時間邏輯序列來安排，而順序則受到因果關

係的影響。」而根據牛隆光、林靖芬 (2006) 的分析整理，電視新聞敘事特徵指

的是「電視新聞記者如何拍攝或剪輯新聞報導」，由於受到市場選擇邏輯的影響，

身為守門人的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價值」標準與互動方式已然改變，小報化影響

到電視新聞的敘事方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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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數少，忽略事件背景的探討 

(二) 報導受時間限制，強調簡單及容易消費的形式 

(三) 注重現場報導，以視覺為導向 

(四) 以說故事的方式報導，新聞稿單(rundown)以新聞類型相似性進行安排，

企圖促成某種話題性。 

(五) 仿造雜誌的編排方向，採取鏡面切割。 

(六) 文類混雜：越來越強調情感與情緒訴求、模擬表演等做法。 

(七) 拉近記者與閱聽眾之間的心理距離。 

 

    電視彷彿一套表演，是從人類社會所提供的社會、信仰、意義、行為、情緒

與展現所篩選出來的組合，而能夠符合觀眾的經驗，但這些選擇的方式與結果卻

會持續改變 (Edgerton &. Rose，2005)。也就是說，新聞事件並不等於新聞報導，

新聞報導是經過記者選擇、組織與撰寫後對於事件不同的觀看角度，係為新聞價

值考量下的選擇。由於故事的展演會在觀看者的心理產生「內模仿」，特別像是

衝突，引發觀眾有種隨著劇中人物一起經歷情節的「共同感覺」，甚至引發某種

「移情作用」 (孫惠柱，2006)，近年來多數電視新聞節目在報導世界各國天然

災害的新聞時著重於「個人」，像是強調生命、天然之不可預測性、景觀的改變

等等，主要採取一種情緒訴求，企圖撩撥起觀眾的情感與注意力，以求提高收視

率或者提升新聞議題意識等目的。 

 

二、電視新聞產製 

 

    一則電視新聞是依據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與敘事結構組裝起來的「套裝組合」

(package)，係經過採訪、攝影、撰稿、過音、後製與剪輯等過程，將蒐集來的「新

聞事件片段」拼接成「一則完整的新聞影帶」 (郭倩文，2008)。如同前面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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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經常以描述世界真實自居，但仍有戲劇性與不尋常的特質，不過電視的

意義既不是全球性也非在地性，觀眾的理解係在其所處時代裡的成規、道德與文

化中所產製出來，在電視產製過程中，作者往往會與導演、製作人、燈光設計等

其他實踐者協商，因此儘管電視科技有高超的影像與聲音紀錄能力，卻不可能完

全再現真實；所謂真實是在特定的節目形式中產製出來，傳達何謂真實的印象，

當電視觀眾習慣於某些真實再現的規則，便會期待可以從節目獲得真實，像是新

聞與紀錄片，換言之，以事實為基礎的電視節目與真實之間具有特殊的關係，試

圖再現過去「可能」發生過的事件，虛構節目也會使用真實再現規則，像是再現

出與真實世界相似的地點、角色與敘事 (Bignell，2004)。 

    此外，學者 Abercrombie (1996)認為電視新聞屬於一種寫實主義，具有三項

特質： 

1. 新聞提供一種「世界的窗口」 

2. 運用符合因果邏輯的敘事方式連結事件與角色，不論是靜態影像或動態畫面

都有敘事性，其意義是由外在世界的敘事位置所決定。 

3. 製作過程在螢幕上是被隱藏起來的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電視似乎見證真實事件，但事實上這就是一種說故事，

透過新聞、紀錄片或展演形式將遙遠的世界帶進客廳，藉由分散到家戶進行觀看

的方式，戲劇逐漸變成行為的一部分，而行為又會變成一種語言，被產製者與觀

眾分享，也就是在這種脈絡底下，電視虛構世界進入到真實世界中變成各工作場

域中想像中的真實 (Edgerton & Rose，2005)。 

    在當代電視生產脈絡裡，在全球化的同時，世界也變得在地化，其中媒體扮

演了推動者的角色，電視的內容、生產與所有權形成國際化的流通，全球新聞室

(global news room) 變成一種常態，媒體越來越傾向於與世界各地的通訊社合作，

運用這些素材來製作節目，但同時也會引用在地專家的評論，為國際新聞提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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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觀點，而在議題的選擇上必須注意到「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 的問題，

因為「一個電視節目對觀眾來說，整體文化與語言經驗是屬於外國時，吸引力會

流失」(Abercrombie，1996)。 

    電視是一種文化表達與過程，強調人類符號性的互動  (Edgerton & Rose 

2005)。學者認為新聞故事之所以被廣為流傳，並不是因為傳統5W1H的格式，而

是因為事件主角出場次序與特質、新聞事件的故事張力、引述他人說法加以證實、

新聞品質等敘事結構，能夠與閱聽眾內在經驗產生共鳴所造成的結果，這種內在

經驗往往具有文化共通性與分享性的特質 (蔡琰、臧國仁，2003)。簡言之，此

種「內容力量」決定了「新聞價值」，包括重要性、爭議性與不尋常性等，而「新

聞價值」則決定了哪些新聞事件可被製成新聞報導，就好比一種過濾器，而記者

又會採取一套組織與過濾資訊的框架，故可以說「新聞價值決定什麼主題可以出

現，而框架則決定它們如何被呈現」(Abercrombie，1996)，與敘事學中所說的「敘

事性」或「事件性」有相當多類似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製作人作為電視創作與商業的連結體，在製作過程中擁有大

量權力。因此不同「文類」需要不同背景的製作人、風格與閱聽人意象，例如紀

錄片製作人通常屬於文化菁英，對某些議題具有一種強烈的情感與信念，經常涉

及國際議題並與其他國家共同製作；但事實上電視製作人雖然自主性相對較高，

卻仍受到決策者的監督；至於節目製作團隊成員則會受到「節目獨特風格」的知

識所薰陶，而複製了類似的文類形式，他們必須了解閱聽人與某文類之間的關係、

認識與期待，因而形成連貫性與核心議題或角色的出現 (Abercrombie，1996)。 

    電視新聞與平面新聞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是透過「鏡頭」來選擇較具有新聞

價值的「新聞角度」，特別重視視覺畫面，因此電視新聞往往強調衝突與動作的

拍攝與描述。學者Altheide曾歸納影響電視新聞新聞角度選擇的因素，包括電視

新聞特有主播導言、新聞主體以及新聞結尾三段式呈現形式，而新聞轉交、拍攝

與剪輯、電視新聞敘事皆重視口語互動與連續性等特質。而 Grabe & Zhou於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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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電視新聞視覺文本，則認為新聞雜誌節目的後製過程有五項結構性因素，

包括音樂、音效、慢動作、flash轉場，以及記者旁白的高亢語調 (王泰俐，2004)。 

此外，隨著電視科技進展與越趨競爭的影視產業，新聞節目中除了經常運用鏡頭

來捕捉直擊式的動作畫面或追蹤事件發展，還會加上戲劇性的音樂與繁複的聲響，

在敘事內容上也經常採取資訊推理與視覺細節的方式來呈現，新聞記者在產製當

中具有下列四種敘事功能 (Bignell，2004)： 

 

1. 框架：建構新聞主題，抽引出相關的敘事符碼 

2. 聚焦：開啟隨後的細節，旁白經常提供背景來建構敘事，解釋新聞事件、

評論與描述過程，搭配視覺符號，指引事件的取向。 

3. 闡釋：闡釋往往是在確認新聞記者框架與聚焦行動的工作 

4. 結尾：通常記者會為整起事件下一個結論 

 

    電視新聞強調特定重點，展現現在進行式的樣貌，對新聞事件時間卻交代不

清，而在實務經驗中，影像與文字必須根據敘事重點來相互配合，若以文字為主

要敘事線，影像就必須與之搭配；若以影像為主要敘事線，文字就必須配合影像

錄製，用以交代事件、分析原因、解決方法、未來發展、有趣與怪異的部分 (牛

隆光、林靖芬，2006)。Chatman (1990) 也曾將影像敘事區分為訴說 (telling)與展

演 (showing) 兩部分，透過文字訴說與影像展演的相互指涉，對真實世界進行擬

仿，來達到故事現實化的效果。然而電視新聞節目試圖再現真實，卻往往戲劇化

過去所發生過的事件，以一種連續性的敘事情節來表明人們的生活，真實事件在

電視節目上變成一種表演，屬於模仿真實的一種設計，電視上所再現的結構與觀

眾理解方式之間的互動正位於電視真實的核心 (Bignell，2004)。 

    總的來說，電視像廣播具有跨越空間的同時性，且兼具娛樂與資訊；電視也

像電影結合圖像與聲音，提供娛樂與虛構性真實的內容，呈現高度的立體化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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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效果 (Bignell，2004)，本研究整理如下： 

 

(一) 影像擬仿 

 

從圖像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形式指的是視覺要素構成的總體排列關係，而內

容指的則是作品內在的東西，許多學者認為「事件的內容是依據形式元素的上下

文被我們認知所型塑出來的」，顯見「形式」位於視覺作品的核心，沒有形式就

無法呈現內容，然而沒有內容的形式也不能稱之為作品，兩者彼此相互影響但卻

不應該混為一談 (韓叢耀，2005)。Bignell (2004) 亦認為電視再現基本上仰賴電

視圖像的標誌性本質來傳達真實性的印象，然值得注意的是觀眾的接收與理解相

當仰賴電視語言規則，包括觀點(perspective)、主張(proposition)、明暗分布(light 

and shade)與構圖(shot composition)。除此之外，陳毓麒 (2001) 研究指出閱聽人

主要是運用聲音來理解電視新聞，其他相關細節則以影像訊息來進行補充，但閱

聽人其實是同時採取這兩種不同的認知機制，之後再牽動腦海中的電視新聞文法

基模 (電視的形式知識) 來理解新聞，將新聞事件空間化。 

    從圖像形式來看，電視新聞鏡頭的類型多以中景鏡頭為多，但近年來越來越

多新聞事件以特寫影像來提高吸引力，此外也為了讓視覺元素更易明白呈現，電

視新聞越來越常使用圖表、分割畫面的方式來呈現，以突顯事件之間的共通性質 

(郭倩文，2008)。另外，電視內容的理解實與社會共享的生活經驗與文化有關，

色彩的聯想與意象即是一例，比如紫色向來被視為是一種神聖的色彩，在中國象

徵著權貴，在西方象徵宗教的虔誠，不過也由於其為紅色的調和色，注目性較弱，

而產生另外一種冷而哀傷的象徵 (韓叢耀，2005)。 

     

(二) 語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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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進行的節奏、新聞報導的形式主要仍複製報紙，但近年來逐漸擺脫

第三人稱敘事，以說故事 (第二人稱) 及展式表演 (第一人稱) 的方式進行報導，

塑造面對面談話的親近形象 (牛隆光、林靖芬，2006)。字幕主要為鏡頭影像形

成提示作用，作為一種用以輔助新聞內容理解的途徑，有助於觀眾的注意與記憶，

透過旁白使得聲音、文字與影像的彼此指涉，讓整個新聞的敘事性更為明確。 

一般來說，記者會以中立而平緩的語調來表達事件，其自身即是一種符號，

再現記者與新聞組織的客觀與權威性，在中鏡頭、全臉與平和的光線下，新聞符

碼中的記者傳統上只是事件的中介者，用來傳達新聞主體，卻經常在語言中以我

們」來邀請電視觀眾經歷他人的經驗，可以說是觀眾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橋梁 

(Bignell，2004)。 

 

(三) 聲音效果 

 

電視新聞會採用高分貝與隱射新聞重要性來攫取觀眾的注意，音樂與聲音作

為一種符號，能夠直接導引觀眾情緒上的回應(Bignell，2004)。新聞原音再現了

真實性，配樂則是一種最能夠渲染情緒的符號，與中立客觀的原則相左，黃葳葳 

(1993) 認為配樂有以下三種功能，包括輔助新聞內容的展演，突顯節目特色；

在性質不同的事件報導之間用來轉移觀眾的情緒，用以推論接下來的內容：替代

旁白，避免冷場；她也發現當閱聽人採取儀式性收看電視，配樂有助於閱聽人回

憶新聞內容，但不一定能增加說服力。 

    電視新聞節目通常在每個主題的一開始使用較為醒目的音樂，主要是用來建

立新聞的重要性與權威性，也能夠樹立某種「品牌識別」。值得注意的是，電視

圖像與聲音符號意義之間的連結並非自然形成，觀眾之所以感到愉悅與理解電視

內容主要在於符號與其特殊脈絡之間的連結。換言之，電視新聞節目擁有自己的

符碼與規則好讓觀眾辨識與預測其中的意義與愉悅 (Bignel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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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結構、產業實踐下，電視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公式存在，每個文本或

情節中都會呈現出一些模式與秩序 (Bignell，2004；Edgerton & Rose，2005)，主

要特質如下： 

 

(一) 新聞主播與記者直接與觀眾說話 

(二) 有一系列的新聞報導 

(三) 記者與精英之間的對話，經常是在新聞故事發生的地點 

(四) 圖片、地圖、統計圖表直接在螢幕上展演  

 

    簡而言之，在新聞產製與再現的過程裡，主持人扮演說故事者，透過「鏡頭」

代替觀眾的眼見證了ㄧ段又ㄧ段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其中最主要的機制是基於

外在社會文化符號與文字的共通基礎，經由視覺、聲音與文字之間相互指涉，在

閱聽者的腦海裡形成一個富有邏輯的故事空間。 

 

三、電視新聞敘事者─主播 

 

敘事者 (narrator) 就是講故事的人，源於拉丁文中的Narratus，意思是說出

故事使人們理解能動者(agent)，這個故事可能是別人創作的，也可能是敘事者自

己創作的。簡單來說，某些人物的故事是由敘事者講述的；而在有些則是敘事者

介紹故事之後就退入背景之中，也有這兩種方式同時存在的情況 (Berger，

1997)。 

    文學作品作者與戲劇導演都具有塑造品牌的功能，讓觀眾對其風格產生認同

感，此種概念主要是受到 1980 年至 1990 年代 Lynda La Plante 戲劇，以及 Andrew 

Davies 採用經典小說的啟發 (Bignell，2004)。2000 年後，在市場競爭的驅動之

下，電視新聞主播的重要性大為增加，角色也越趨多元，同樣具有塑造品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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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敖國珠，2010)。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Goffman（1981）曾將說話形式分為三種─作者（author）、

製作者（animator）和決策者（principal），林東泰 (2011) 認為主播有時能參與

節目產製過程，成為作者，但也可能只是言說的製作者，猶如讀稿機，但事實上

自主的編輯製作往往受制於媒體老闆的管理與決策傾向。新聞記者與主播是新聞

事件的敘述者，不論是屬於哪種角色，難免會加入自己的視角 (slant) (Chatman，

1990）。 

   電視新聞節目為了增加人際親切感，通常會加入人物或聲音，主持人 (host) 

經常是故事開場者，因此敘事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主持人本身的魅力與權威

性 (Allen，1992；李天鐸譯，1993：76)。黃新生 (1994) 曾明確指出電視新聞主

播是節目的靈魂人物，他 / 她具體化電視台形象，而觀眾對主播的認同感也變

成吸引收視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當今主播越來越傾向於建立個人播報風格與特

色。主播作為一位敘事者，負責將新聞資訊排列組合成一則新聞的導言，添加故

事性與戲劇性，為節目形成某種既定次序與標準化節奏，用以喚起觀眾的認同與

關注。但由於電視新聞兼具視覺與聽覺特質，因此主播的角色是多重的，常常需

要同時傳遞資訊、說故事與表演展示，即使是外表裝扮也具有其符號象徵，在專

業能力上似乎也朝向必須同時兼具的特性 (郭倩文，2008)。 

Allan & Lane (2003) 曾將美國主播角色分為四類： 

 

(一) 編輯型主播─強調編輯與整合能力 

(二) 記者型主播─強調採訪能力 

(三) 評論型主播─強調評論風格與見地 

(四) 訪談型主播─強調訪談主持能力 

 

    郭倩文 (2008) 研究也發現致力於塑造專業權威的主播會傾向於在敘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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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賦予大量的個人評價，像是情感描述與大量的分割畫面，目的在於激發閱聽

眾的注意與情緒共鳴，而在敘事過程中會整理不同的新聞敘事來進行鋪陳，運用

具體實例作為自身大量評價的理性基礎，有時候也可能藉由直接參與編播內容，

營造出節目調性與主播觀點一致的效果；此外，強調專業權威的主播經常會選擇

弱勢團體受到迫害的新聞內容作為主題，採取一種消極而被動的悲劇故事類型，

試圖突顯監督政府、為民喉舌的專業形象。 

事實上，電視新聞主播是代替機構為觀眾在說故事，真正的作者不一定是主

播，而是新聞部，甚至是整個電視台，不管它是運用表演的、旁白述說的、音樂

與鏡頭，虛構與非虛構節目都會形成某種連續性，主播作為新聞故事敘事者，一

開始可能先設定場景，也可能透過旁白喚起觀眾記憶，抑或現場直播，這些功能

都是用來確立觀眾與節目敘事之間的連結，邀請觀眾進入到故事的發展當中 

(Bignel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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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新聞文類 

 

    文類 (genre) 源於法國，意為類型 (type)，意指不同的傳播作品類型會以各

自特別的元素組成方式 (convention) 重複出現，使觀眾經常理所當然地以熟悉

的方式來預期節目是否符合自身喜好，進而收看，以電視文類來說，主要援用電

影、文學與其他文化形式 (Bignell，2004)。文類可以說是人物、情節、場景、

服裝、道具、音樂、燈光、主題、言談與視覺風格等的綜合，也反映了社會中主

導位置的價值觀念，但文類總會隨著時間改變與發展，與其他文類交融而成形出

新的類型，那些「典型」、「可被接受的」的文本因此變得過時而不被接受 McQueen 

(1998)。Riessman (1993)則指出，每種文類都有其風格與結構，它是敘事者假設

聽故事者喜好來再現自身經驗的方式，不同的文類、對象與敘事經驗，其敘事結

構所注重的焦點就會有所不同，也因為有敘事結構的加持，敘事者才能將自己的

生活經驗建構成故事，在語句中參雜評價與事件解釋。 

    事實上，文類主要是用來分類文本，為了文化方便而將各具體項目連結方式

至於某種標籤底下，然隨著文化脈絡改變了要素間的關係，文類也會產生改變， 

文類在交互文本的關係中出現，特別是在產製與接收的過程當中，使得每種文類

都具有別於他者的特殊規則與慣例，不僅是社會文化共同價值的表現，反覆生產

下使得敘事符號為公眾所理解，帶來經濟利益 (Edgerton & Rose，2005)。電視

的圖像和視覺風格對於建立文類相當重要，「電視文類」之內也有許多不同的編

排，不過不同的節目類型慣例是開放的，它經常巧妙的操縱慣例，反倒會引發觀

眾的樂趣；而慣例往往會隨著時間轉變，文類之間彼此滲透 (Abercrombie，

1996)。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沒有任何節目可以單獨劃屬單一文類，以新聞節目來說

主要包含一系列實際鏡頭畫面伴隨著旁白，但這種手法亦可在記錄片找到，而記

者與精英、官方之間則會以面對面人際訪談的形式進行 (Bignell，2004)。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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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出，近年來電視新聞報導已經改變過往純淨式、倒寶塔的寫作方式，在

報導形式上越來越強調說故事（story-telling type），有將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

搬上螢幕之勢 (Langer, 1998)。電視新聞與報紙新聞、廣播新聞報導雖然有類似

的文本形式，但可以發現文類之間會彼此傳承與轉變 (Mittel, 2004)。  

    有許多電視研究者早期是研究小說、文學與電影，探討這些文本形式在運作

的過程中如何模仿真實生活，深深影響後來電視文本研究的發展。直到 1980 年

代，研究者開始試圖超越文類，他們批評電視文類過於著重在文本，而忽略了文

本發展的脈絡。2000 年出現實境電視，並且結合了問答比賽、冒險與肥皂劇的

元素，混雜各種文類，不斷滋生新的發展，尤其受到跨國節目的影響更甚，但無

論如何都只是在公式化的產製中找尋新的面向，不斷循環的結果 (Edgerton & 

Rose，2005)。 

    作為一種敘事的電視媒體，各種敘事複雜的表面下卻隱藏著少數的敘事結構

與形式，作為一種文類也做為社會的轉譯機制，故事的結構會攫取社會的現況，

不能宥限於傳統文學敘事思考為一種封閉系統的概念 (Cohan & Shires，2003)。

敘事學者 Tordorov (1977) 提出敘事是以平衡和諧為起始點，爾後事件或壞人的

行動破壞了這種狀態，敘事結尾會因事件的解決而再度恢復平衡，這似乎與新聞

報導的基本結構一致，新聞報導述說了破壞或與社會秩序相左的事件及其結果。

Bignell (2004) 也指出新聞事件雖然強調「新」，然新聞展現的連續性卻有其固定

結構，比如將新聞節目切割成多個類目，以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談話為核心，新

聞攝影棚、節目 Logo 則確保了場景的連續性，因而使得每天的節目具有類似的

結構，廣告分段同時卻也使得觀眾的觀看經驗呈現碎裂化。 

總之，文類不能被視為固定的實體，他們是廣泛意義社會系統之ㄧ部，導源

於於各種創意、科技、產業、制度、接收等實踐之間的相互關係，電視將現有的

各種文本形式塑模進各種電視類型的版本中 (Edgerton & Ros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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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新聞學 

 

    回顧歷史，新聞片起始於 1930 年代的美國，新聞片是「一種在極短的時間

內報導實際發生過的事件」，主要在一些大型戲院裡專門播放，爾後一直以來新

聞片即扮演了記錄歷史的角色 (王亞維，2012)。記者如同歷史學家一樣，是在

「發現」至今沒有被說出來的「真實」故事，透過一再被說而成為一種普世而永

恆的合法性，並且假定了什麼是現實、真實與值得被說的事 (Itzhak Roeh，1989)。 

    基本上，敘事報導就是新聞報導者對於事件的順序與假設，電視新聞節目仍

保持導言、記者採訪事件細節等導寶塔寫作基本原則，以新聞價值為主要篩選考

量 (Bignell，2004)。但由於電視能夠同時創造視覺與詞語的意義，電視跟過去

文字線性書寫與閱讀的方式不同，它呈現一種高度多義性 (polysemic) 的特質，

且為了達到真實性宣稱的社會目的，電視新聞必須運用更為複雜與多層次的敘事

手法來固定 (anchor) 意義 (McQueen，1998)，包括新聞節目由於廣告穿插切割

成段落，使得節目產生層級，報導的排序則是依據新聞價值而定，也因此電視新

聞對真實的再現並非事件的傳達 (Bignell，2004)。 

    新聞媒介產品是由各種因素所決定的，包括社會生活與國家，而不同的媒介

與文類會有不同的敘事方式，學者Weaver (1975) 針對電視與報紙區分出三種差

異 (轉引自Larson，1984)： 

 

(一) 不論個人故事或者整體層次上，因為受到時間的限制，電視新聞較為連貫與

統一；但不論品質或多元化上，報紙則提供較多的資訊。 

(二) 報紙比較非屬於個人性，電視新聞則傾向於採取個人敘事。此外，電視敘事

風格傳達出一種記者無所不知的姿態，鼓勵觀眾持著激進的觀點去看待整個

真實世界。 

(三) 電視將事件以影片的形式被觀看。 



32 
 

 

    綜合來說，文字敘事依恃著因果線性邏輯與抽象性來達成溝通，內容較為豐

富；影像敘事則強調對比與視覺、口語邏輯、具體與戲劇化效果。電視新聞節目

頭條新聞往往從字幕轉到新聞播報者，用以釐清每個新聞故事，同時連結其他同

類型的故事，這種方式局限了敘事的框架，方便故事的再現，這些符碼運用超過

一種的電視敘事形式與文類來邀請觀眾進入到節目，進而產生理解，然而電視新

聞節目也涵蓋了許多虛構的成分，好比連續劇般慣用越來越多的情節來進行鋪陳，

包括故事發展被切割為許多集，在每個情節中結合單一場景與新聞故事，隨著情

節來發展角色與故事 (Bignell，2004)。 

 

二、 雜誌編排 

 

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現場直播早已習以為常，Bourdon (2000) 認為電視類

型（如新聞或紀錄片）、聲音（如配音與訪問），以及不斷地言談等影像線索會

型塑某種「氛圍」，進而誘使觀眾進行「推論」（inference）；可謂電視新聞越

來越採取現場報導的影像畫面，用來突顯與凝結當下的時間狀態，運用不同時間

的現場言談影像片段，拼湊出看似完整新聞事件的一切發生經過 (唐士哲，2005)，

而由於電視新聞節目對社會的再現倚賴分類原則來理解新聞事件，因此這個拼湊

過程往往組合成一組一組的新聞類目，如社會新聞、娛樂新聞，將各種散落四處

的新聞事件分門別類、編排並深入探討，就好比雜誌編排一般 (Bignell，2004)。

電視新聞節目同時也越來越重視視覺影像效果，包括音樂、特效、慢動作、轉場、

旁白充斥形容詞與動詞的強烈語彙，加以攝影與剪接手法來加以包裹 

(packaging)，企圖在短時間內吸引觀眾的目光 (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2010)。  

 

三、 紀實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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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文類主要是從電影文類抽離出來，而電影又是從文學小說領域結晶形成

的 (Avendano，2011)。電影與電視兩者雖同為影像敘事，且大致上沿用了小說

敘事的慣例，但兩者仍有很大的差異，包括：第一，電影是開放場合的單向對話，

電視是私人日常生活的對話與直接表達，好比模擬現場談話一般；第二，電影是

持續性的故事；電視是受到廣告切割而斷裂的故事片段；第三，電影敘事形式有

單一完整情結，故事由混亂到恢復均衡，電視的連續性則是倚賴角色和地點；第

四，電影觀眾如同書輯觀眾，期待敘事的過程，電視觀眾則用電視眼來看世界。

更明顯的是，電影會因導演而呈現特定的風格，就好比書籍作者，電視卻是集體

生產，不受特定人為限制 (Abercrombie，1996)。 

電視小說、新聞、紀錄片與近年來風行的實境電視節目皆以一種令人熟悉的

場景、人物與表達方式達到親密性的效果，讓觀眾目擊電視中「真實」人物的表

演，電視敘事雖然被切割為很多集，卻透過一再重複的播出時間、場景、角色、

行動，並發現新的動機，來達成故事的連續性及其發展 (Edgerton & Rose，2005)。

以真實事件為目的的電視節目，他們表達社會、告知並教育著觀眾他們所熟悉與

不熟悉的生活面向，它讓「它者」(other) 變成熟悉的領域，以不熟悉的方式讓

熟悉的事物變成「它者」；就電視紀錄片來說，為了產製具有真實的印象，會運

用影像手法來達成，像是用鏡頭與聲音來紀錄某人的生活，這些畫面會運用敘事

與論證規則的方式編輯成故事，因此紀錄片主體不僅提供真實印象，也包含支持

的敘事、驗證與精英評論 (Bignell，2004)： 

 

(一) 敘事者權威提供前後一致性與連續性 

(二) 公眾的驗證支持了節目的真確性 

(三) 精英評論提供主張論證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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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具有政治與社會目的，雖然說服或宣傳性質較強，但其特色與紀錄真

實的功能與新聞片大致雷同，倘若觀察金馬獎的獎項名稱，1971年取消了新聞影

片獎，而將新聞影片歸到記錄片來參選，在1990年金馬獎更將「最佳紀錄片」更

改為「最佳紀報導片」，都可以看到新聞影片與紀錄片的合作與共通性。值得注

意的是，紀錄片重視「情緒的訴求」，引導著感覺、思考與行動 (王玉燕，2008)，

然而就強調中立客觀的傳統新聞倫理來看「引導」並不被允許，不過這種手法近

年來已經明顯地逐漸滲透進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的報導形式之中。 

基本上，電視新聞雜誌型節目會跟隨廣告的間斷一個主題接著一個主題的介

紹，並非是「完整」連續的事件整體，不過近幾年台灣的新聞節目經常加入紀錄

片與戲劇慣例 (Abercrombie，1996)，變成一種迥異於 24 小時整點新聞的新聞敘

事模式，在每個段落的新聞報導裡自我完成一個具有連續性特徵的敘事文本，大

抵上係受到美國探索傳播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 Inc〉引進的影響，1985

年成立至今，已經以 33 種語言傳送節目至 155 個國家，也與亞洲不同國家展開

各種合作，確立了紀實娛樂〈nonfiction entertainment〉的敘事手法，揉合紀錄片

元素與好萊塢風格，透過「全球節目公式、在地製作」來減少文化差異、促進市

場，因此官方強調「紀錄手法」、「報導型態」、「戲劇敘事方式」三項核心要素，

包括內容的知識性，結合真實故事與電影手法，強調視覺奇觀，在真實再現之中

添加懸念與衝突性 (蘇蘅、鄭淑文，2005)。 

綜合上述觀之，電視新聞雜誌節目實際上融合了新聞學、雜誌編排、小說文

學、紀錄片、好萊塢電影等多種文類風格，持續地生產文本、轉譯社會圖像，達

到「逼真」效果，甚至變成真實的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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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新聞發展與想像 

 

    猶如 Lippman 言，整個世界是超乎我們所能到達、視野及想像的，所

以它必須被探索、報導和想像，新聞在於幫助我們去形塑社會和政治真實，其中

某些內容是在我們自己建構的真實中去組成的真實 (Johnson-Carte，2005)。 

    國際新聞具有多元的定義，包含外國 (foreign) 或國際 (international) 

的概念。Larson (1984) 採取一種比較廣泛但實踐性的定義，他認為「任何除了

本國以外國家的新聞故事，不論其主題內容或發稿日期，都被認為是國際新聞故

事 (Any news story that mentions a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 regardless of 

its thematic content or dateline, is considered an international news story. )」。這個定

義有幾項優點，首先是內容分析在製碼時比較容易操作且可信賴度高，其次，它

避免了國際新聞定義過度侷限的問題，第三，所有在新聞故事中被提及的國家在

國際新聞中都獲得一個核心的面向。重要的是，它能夠反映出在國際新聞中國家

事務彼此交織的情況。 

國際傳播往往是跟隨著國際關係與全球經濟的腳步而有所進展。後冷戰以來，

新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逐漸凌駕於原本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政策決定論，加上傳

播科技與匯流的快速發展，使得原本國際傳播作為「國家宣傳者」的角色逐漸退

怯，多邊國際組織開始主導整個市場環境，包括WTO、ITU等，成為國際電視新

聞內容的基礎架構，隨後而來的是全球衛星電視網，它的擴張深深地影響到全球

資訊娛樂產業，商品化各種形象與意識型態，最後在全球市場、跨國組織結盟鼓

吹市場自由化、解禁與私有化的努力下，掀起全球媒介的併購風潮，以美國為主

的新聞資訊與娛樂及其模式也走向全球化 (Thussu，2007)。 

循著國際關係演變的軌跡，臧國仁(1989) 將國際傳播研究區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1960年代開始開發中國家學者多從依賴理論觀點，針對西方媒體對開發中

國家的負面再現嚴厲批判，並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世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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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簡稱NWICO），

更正國際新聞內容的不平衡現象；爾後西方學者為此提出抗辯，稱係因為開發中

國家常發生較為嚴重災難，基於新聞專業的國際新聞媒體當然會持續關注之，並

沒有報導偏頗。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揚棄雙方對立，開始深入實務見解，但90

年代之後，國際新聞的定義因為全球化變得難以釐清，在研究上有逐漸整合鉅觀

和微觀層次的趨勢，其中新聞組織與論述分析、全球化與新聞產製之間的關係開

始受到重視  (Ginneken, 1998)，隨之而來的是新興專有名詞「資訊娛樂化 

(infotainment)」出現，意指新聞與公共事務節目上資訊與娛樂兩種文類彼此混雜，

意味著國際新聞在形式上已經產生質變 (Thussu，2007)。 

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世界不是簡單的原因─結果就可以解釋，而是各種

社會系統複雜關係與互為因果的過程。一地之新聞，是國家、經濟等社會系統的

互動過程所產出的結果，兩個國家的背景越相似，社會與文化的關係就會變得越

緊密，兩國的新聞交換也就越頻繁，故新聞故事的選擇主要會依據該國或該訊息

是否符合本國社會需求與興趣 (臧國仁，1989)。 

國內學者認為國際新聞再現全球地圖的樣貌，恰中介於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

如何將國際上所發生的事件以在地語彙呈現出來，讓國內讀者容易理解，即是一

種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轉化過程 (洪貞玲、廖雅琴、林舫如，2008)。

Gurevitch, Levy, & Roeh（1991）首先提出馴化／國內化 (domestication) 的概念，

Cohen（1996: 85）定義為，新聞工作者利用各種事件的框架，讓國際新聞在意

義上與本地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產生關連。然而這些選擇不僅只是一般新聞

價值與讀者興趣的問題，也牽涉到國家利益、國家認同等概念，頗為複雜；更由

於國際事件本身遙遠與不確定的性格，使得具有權威的人或國家能夠掌控更大的

詮釋空間。 

學者曾在研究中將馴化策略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是派遣記者到現場報導，其

次也可能仰賴官員或專家的說法，最後就新聞敘事，著重在新聞事件的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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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普世價值或在地精神詮釋之，國家利益、媒介本身、市場定位、組織成規與

報導者對報導地點或事件的認識，都會影響馴化的方式，因此新聞媒體除了運用

除了馴化策略來吸引閱聽眾的注意，對於全球議題的選擇與論述經常有價值判斷

在其中（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  

就內容面來看，Gaultung &Ruge (1965) 重新整理出12種國際新聞價值，影

響著新聞事件屬性的選擇與篇幅的長短，與包括頻率 (frequency)、起始點

(threshold)、明確性(unambiguous)、有意義的(meaningfulness)、共鳴(consonance)、

突發性(unexpectedness)、連續性(continuity)、成因(composition)、先進國家(elite 

nations)、菁英(elite people)、個人(person)、事件的負面程度(negativity)，他們也

發現，當新聞事件與所謂先進國家、菁英分子、特殊個人、負面程度越高的事件

越可能成為新聞。國際新聞在標題與語調上除了反映國際社會主流論述、利益與

現況，也比較強調暴力、衝突與災難性的新聞，提供某種特定的詮釋與評價角度 

(Graber，1984)；林照真（2005）也指出國際新聞逐漸趨向娛樂化、災難化，特

別強調故事性。然由於人們無法親身經驗國際新聞，因此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新聞

媒體的資訊與說明，國際新聞所提供的訊息往往會影響人們對世界的印象，以馴

化的製作技巧成為實現國際論述的共謀者。 

新聞產製過程對於國際新聞的想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美國主要的電視

新聞網的新聞產製過程包括新聞部門的內在結構、決定的層級、社會控制、傳播

網絡、專業符碼，與新聞選擇標準，整套機制指引著每個故事的選擇與位置。電

視網裡的國際新聞來源與管道大致上可被歸類到三種主要形式 (Larson，1984)： 

(一) 主播播報特派員從各地帶回來的影像畫面，多半來自國際新聞機構。 

(二) 國內現場的影像報導，處理像是外國政要參訪。 

(三) 來自外國的新聞影帶，通常是與新聞網合作透過衛星將新聞傳回來。 

 

上述三者皆涉及到新聞部門的新聞搜集與選擇過程，國外新聞往往需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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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運作成本，國內電視台為了同時符合觀眾需求與降低支出，近年來新聞素材

往往取自國際新聞網，如CBS、ABC、CNN等等，這種轉變也反映在故事的類型

上，除了更強化企業間的合作與併購關係，當前電視新聞混雜了各種較為娛樂化

的節目形式，包括類戲劇 (docudramas)、名人脫口秀(celebraty talk show)、拯救

任務 (rescue mission)等，結果導致更多原本不被認可的新聞價值獲得電視台的青

睞，像是名人隱私、畫面效果等，然而國際上重要議題與事件的報導卻被置於次

等地位 (Thussu，2007)。因此可以說，除了產製因素，更重要的是外在社會定義

了整個新聞事件能否發展成新聞的可能性，這個事件範疇不只是全球性的，更會

受限於傳播管道與通訊社位置等因素的實踐，進而與各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

進近扣連在一起 (Larson，1984)。 

國際新聞經常成為外交的發聲管道，促成國際政策，不過Larson (1984)指出

電視國際新聞報導在呈現形態上，越來越採用國內採訪外國外交人員影像與外國

影帶，較少取材自新聞機構派人採訪，因此像是CNN、BBC等國際電視新聞網

對於型塑國際新聞報導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變成主要的目擊者與觀察者，它們大

都來自於已開發國家，故就內容面來看，新聞報導經常呈現層級化與極度集中於

少數國家，即使報導發展中國家，也大多著墨在危機與負面事件，突顯了電視新

聞重視戲劇性與視覺性的論調。 

綜合過去幾項台灣國際新聞相關研究，發現台灣媒體資訊來源乃大量引用國

際通訊社的報導，主要為美聯社，因此常以西方眼光看天下，報導有不平衡的現

象，不僅如此，近年來台灣新聞媒體中的國際新聞報導有朝向軟性的體育及娛樂

新聞發展的趨勢 (張秋康，2003；李美華，2005；蕭裕民，2010)。根據李美華 (2005) 

的研究，國際新聞節目大多數新聞畫面是從多家國際新聞通訊社取得，採用軟性

新聞或者對台灣有較大影響的新聞事件，會使用圖卡動畫，切割畫面及加入配樂，

以及引用學者以在地觀點進行評論，作為一種馴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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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要的是，距離與媒介中介等因素，使得國際新聞的故事結構在不同的媒

介中會有不同的故事安排，敘事理論即有助於嘗試去解釋事件或「真實發生之事」

與新聞故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媒介內容結構被視為各種故事的聚集，用來描

述事件以及多國或各疆域之間的關係，包括國際新聞故事中被報導出來的行動者、

個人、組織以及國家 (Larson，1984)，這些要素彼此之間的關係反映了敘事者對

於外在環境的認識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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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文學敘事理論轉向電視新聞敘事分析 

 

Peter Brooks曾指出「我們的生活不停地和敘事和敘述的故事交織在一起，

我們敘述自己的生活中，也被周遭生活所敘事的故事所包圍」(Berger，1997)。 

語言並不是透明中立的中介，記者處於人類的表達與行動脈絡裡，當然也是

一種說故事方式，新聞故事雖基於事實，但乃依循所謂「專業」的普遍信念 (Itzhak 

Roeh，1989)。 

「敘事」(narrative)一詞由拉丁文narre衍生而來，意指「致使知曉」(Lacey，

2000)；敘事是某個能動者 (agent) 透過語言、影像、聲音等媒介來說故事的方

式 (Bal，1997)；Polkinghorne (1988) (轉引自Mishler，1995) 說：「敘事是人類

對於時間性和個人行動等經驗賦予意義所根據的基模 (scheme) 之一」，因此可

以說人們如何述說所處生活環境，不僅影響社會文化的形成，亦受到社會文化的

形塑。Chatman (1980) 也指出，故事是由陳述 (statement)所構成，包含故事中的

事件、人物、場景及其相互關係。 

1960年代結構主義及俄國形式主義興起，傳統敘事理論將敘事區分為內容 

(content) 與形式 (form)，前者指的是按照時間與因果關係所排列的所有故事事

件，後者指的是敘事者將故事的原始素材重新以新形式與藝術手法的組構方式。

1969年法國茨維坦．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 延續上述基礎，在〈十日談語

法〉中首次提出「敘事學」(narratology)一詞，他更將敘事區分為故事 (被敘述

的內容) 和話語 (敘述) 二個概念，說明敘事作品的素材與表達形式。爾後有學

者提出敘事與資訊最大的不同在於其順序的推展，必須思考故事 (story) 和情節 

(plot) 兩者，情節是文本中事件被明顯安排與表現的樣貌，故事則是文本表現當

中所有事件之關係，係由文本所推論出來的時間次序，故由此可以瞭解到敘事的

結構是「事件在時間與邏輯安排的結果」，換言之，敘事結構探討「情節」如何

安排事件，成為吸引人的文本 (Lac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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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故事可以區分為「存有」(fixed)與「轉變」(changeable)兩項要素，

整個敘事就是能動者、地點、事物等客體的出現、繼承、經過、鑲嵌的轉變過程，

這些轉變就是事件(events)，就定義上為「藉由能動者引起或經驗到，從一個狀

態到另一個狀態的轉變」(Bal，1997)。因此故事 (story) 基本上是由一連串的事

件組合，用來描述事件改變的連續過程 (Cohan & Shires，2003)，然而這樣「狀

態的改變」必須要有不同層次的「敘事性」(narratology)或「事件性」(eventfulness)

才會被表達出來，包括「相關性」、「不可預測性」、「推陳出新的持續性」、「不可

逆轉性」、「不重複性」，事件性越強越容易被說出來，也越容易吸引人，敘事學

者認為這些特性其實也是特定文化、歷史性在敘事中的再現 (Schmid，2003)。 

敘事中事件的選擇事實上跟敘事者與社會脈絡間有很大的關係，雖然敘事與

人類生活文化有如此緊密的關係 (Czarniawska，2004)，我們不能全然地把每一

次的敘事都視為不同情境下的言說行動，因為在既有的社會文化之下人們對於故

事基本上會有某些共同的理解或詮釋 (陳雅惠，2008)。如何將個人敘事與社會

敘事做連結呢？要了解社會，很重要的是要去探索故事的結構，與發現它如何發

展而成，比如說現代社會中對道德與環境的認識就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形成，此

即社會化過程，新聞實際上就是建構文化和社會真實的其中一種方式 

(Johnson-Cartee，2005)。如此觀之，敘事既是一種認知表達形式，也是一種生活

行為模式 (劉渼，2008)，人們會運用來自環境與過去經驗所累積的基模，在文

本所呈現的行動中搜尋相關的軌跡，用以建構故事 (郭岱軒，2011)，換句話說

新聞工作者不僅說故事，他們也以故事的方式理解世界 (Ronald，1996)。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敘事與社會文化彼此構連，當今人們傳播媒介已經不再

像過去僅限於文字，那麼敘事就會受到媒材特性與資源而有所限制，所以說敘事

一方面受到媒介物質性所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文化認知基模的文類特性所

左右 (陳雅惠，2008)。美國學者Chatman (1980) 在理論架構中即涵蓋了影像媒

材的討論，但仍延續過去傳統敘事學，將敘事區分為故事  (story) 與話語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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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指的是內容或一串事件 (行動、發生的事)，加上存在 (角色、場景)，

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2. 話語：指的是表達，透過什麼樣的內容與媒材來進行表達。  

 

換句話說，故事是一套被再現的事件，它們可以以任何次序被說出來；話語

則是將故事事件賦予次序的敘事過程，用以形塑與指引 (Bignell，2004)。不過

故事與話語事實上相互倚賴，尤其在影像敘事的時候，敘事者在編織情節之時兩

者往往需要同時考量。就媒材的物質特性而言，影像能夠營造一種「親眼所見」

的心靈感受，主要是運用剪接來對影像進行排列組合，讓影像之間形成某種邏輯

性，也因為這種對於事物形象的邏輯性串連與重組，故事才會有意義，更進一步

使人產生共鳴。故換句話說，電視新聞專題在表現形式上是一系列流動、經過組

織與編輯的連續圖像，操作每段影像時間的長短、分割畫面、加快／放慢以及聲

音，來產生特殊的意義 (陳其銳，2006)。 

綜合上述，敘事是人們將各種經驗組織成有現實意義的事件基本方式，既是

一種推理模式，也是一種表達模式，這種推理取自上下文與社會脈絡之中，企圖

以邏輯思考組織出某種有意義的時間、空間與事件，人們才能據此與人們發生連

繫。總而言之，敘事分析不能僅侷限在語言學與符號學 (語言的內在結構) ，而

應該探究敘事與社會外在間的關係，從社會連通與人際溝通的關係來看待敘事學 

(Berger，1997)，因此以下將從 Chatman 影像敘事、Labov 人際敘事、Allen Bell

報紙新聞敘事，及 Montgomery 電視新聞敘事四個面向來探討電視新聞節目敘事

之特質。 

 

一、Chatman 影像敘事分析 

 

Chatman認為，不論是報紙或電視，所有新聞都應包含情節、人物與場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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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事和話語相互依賴，全都服膺於作品的結局，換言之，任何原始素材被組

織成情節時，故事 / 話語的區分早已融合在一起 (Chatman，1990)。 

 

(一) 影像敘事結構 

 

    根據 Chatman (1980) 所做的圖形與分析架構，他將敘事區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故事」（相當於fabula，即narrated），指的敘事所描繪的內容（what），

包括行動 （actions）和事情（happenings）、角色（characters）與背景（items of 

settings），另一個則是「話語」（相當於sjužet，即narrative），即故事如何表達的

部份（how），包括時間順序（也就是事情發生的時間和論述時間之間的關係），

和事件元素的選擇（例如文本的連貫性），最後所使用的媒材特性也會影響到敘

事如何具體呈現。 

 

圖2-1：Chatman 將敘事區分為故事和內容兩個部分 

資料來源：Chatman (1980)、林東泰 (2008) 

 

事件是行動與發生過程，敘事中的事件彼此扣連而呈現因果關係，又可以分

為核心事件與衛星事件的差別，相當於故事的主幹和細節；存在物則包括人物、

背景、時間、地點、物品等，目的是立體化對於整個故事場景的想像。 

    由於事件本身不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文本，事件 (event) 和存在物 (existence) 

必須同時存在才會發生故事 (story)，兩者缺一不可，原因就在於故事空間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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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存在物，事件則一定要賦予故事時序才能表達出來，但事件並沒有空間的概

念，往往是敘事者給予事件一個發生位置，目的性地來暈染與鋪陳故事。此外，

種種的事件與存在物之形象，與被指涉客體之間是彼此依賴的，端賴敘事者「仿

效」(imitate) 真實環境而來，也就是說電影裡的故事空間與其意義往往是導演或

編劇根據實際社會文化經驗所預先設定好的場景，藉由鏡頭與言語框限了閱聽人

應該注意的部分。 

    讀者主要是透過角色來理解故事，但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者認為角色是情節

的產物，他們關心這些角色在故事中做了什麼，如何維繫行動氛圍，故角色實為

故事情節的能動者，也不一定需要是人，重要的是他／她／它被賦予的特徵，用

以決定故事中的位置。 

    Chatman 認為「場景」對於整個故事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其主要功能是促

成敘事的基調與氛圍，以表達的比喻感知 (figurative sense)「設定了角色」，集合

各種客體襯托出角色的行動與情感，因此抽象的敘事空間包括人物與場地。故敘

事儘管是虛構的，還是有他的真實推論，當敘事被閱聽眾視為是真實的，他就成

了真實虛構，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套用Fisher的說法，符號建構的概念運

用了說服性的力量在創造人類、社群和國家 (Johnson-Cartee，2005)；也可以說

故事隱喻的能力係來自於其融合角色與場景的方式 (Chatman，1990)，在新聞報

導當中，場景的設定則主要經常是用來突顯新聞價值 (Bell, A，1996/2007)。 

    影像敘事同時包括描寫與模仿、視覺與口語的相互作用。Gennet在討論敘事

理論中的距離時，曾提到兩個概念─描寫的敘事(digesis)、模仿的戲劇(mimesis)，

Chatman(1990) 將之視為一個是telling、一個是showing。在telling文本裡敘事的

功能是將那些任意武斷的語言符號進行意義的分配，而 showing文本則是將所有

角色和行動用來再現一個或一套標誌(icon)。對Chatman而言，無論呈現方式為何，

只要故事文本包含一連串的事件、藉由角色來表現和經驗、具有敘事情境，都可

稱作敘事 (narrative)，因此戲劇、小說、電影、電視都符合上述三個故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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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還有digesis和mimesis的差別，不過影像的敘事建構方式

主要是同時運用語言文字與鏡頭彼此相互指涉來對生活環境進行類比

(analogous)，滿足人們渴望貌似真實 (verisimilitude) 的需求。 

 

(二) 敘事者、隱含作者與觀點 

 

    關於文本的參與關係，Chatman (1990) 區分為六種─真正作者(real author)、

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敘事者(narrator)、真正讀者(real reader)、隱含讀者

(implied reader)、被敘事者(narrate)，不同參與位置會有不同的敘事觀點與角度。 

 

         敘事文本 

真正作者→隱含作者→(敘事者)→(接收者)→隱含讀者→真正讀者 

 

圖 2-2：敘事文本參與關係 

資料來源：Chatman (1980)，Ch4 

 

其中敘事者 (narrator) 源自於拉丁文 Narratus 一詞，意指講故事的人，敘事

者使人們理解某樣事物，這個故事可能是別人創作的，也可能是敘事者自己創作

的，也有這兩種方式同時存在的情況 (Berger，1997)。Chatman (1990) 引用

Genette 的說法，將故事敘事者區分為故事外的敘事者(heterodiegetic) 與故事內

敘事者(homodiegetic)，前者指稱敘事者即是故事內人物，敘事比較像是一種回

憶與自白，後者指的是敘事者是目擊者或者經當事人闡述的紀錄者。林東泰 

(2011) 認為記者大部分是藉由採訪故事內敘事者 (homodiegetic) 的回憶，以及

拍攝事件發生後場景，來讓閱聽眾產生臨場感，因此記者與主播都僅能報導事件，

他們大多只是故事的講述者，屬於故事外的敘事者 (heterodiegetic)，很少直接經

歷故事事件發生當下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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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Wayne Booth 提出「隱含作者」此一概念，他認為真正作者是較為客

觀、理想的，隱含作者代表了故事中隱含的視角 (implied version)；而 Chatman 

(1990) 則指出，敘事者只是發言者，隱含作者才是真正的創作者，但隱含作者

是被讀者在敘事中再建構出來的，屬於敘事中的原則與意圖 (intent)、隱藏在角

色、文字和意象中，因此一部作品中可以有很多個不同的隱含作者，同一個真正

作者也可以假定為不同的隱含作者，指引著閱讀方向；Sarah Kozloff 曾解釋電視

節目的「隱含作者」並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種文本的建構，讓觀眾感覺到

在演出的背後具有一種組織的力量，它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敘事形式展現出來，因

此要分析敘事必須先區別故事與話語 (Bignell，2004)。換言之，敘事者是透過

隱含作者的設計安排來說故事，很多故事可能不是由單一真正作者所發想，但是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隱含作者，例如台灣電視節目製作，經常是有一組工作團隊發

想故事企劃，透過分工的方式生產出來，隱含作者則可能是科學實證、自由主義

等世界觀。  

    在談論敘事者聲音之前，應該先要討論「觀點」(point of view) 這個關鍵的

術語，以下區分三種： 

1、字面上的：透過某人的眼睛或感受，屬於所謂的「感知的視角」(perceptual 

point of view)。 

2、象徵的：透過某人的世界觀，例如對某件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屬於所謂

「概念上的視角」(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3、轉換的：透過某人的優勢利益或好處，屬於所謂「利益／興趣上的視角」

(interest point of view)。 

    幾乎所有文本、任何一般的對話都含有一個或綜合的上述的三個視角。視角

指的是故事之中的觀點和立場，而敘事者聲音則是向讀者訴說事件與存在物的具

體管道，換句話說，視角不是表達  (expression) 本身，而是表達中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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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但重要的是，視角和表達不需要一定由一個人來完成，例如上述

感知的視角，可能是從敘事者角度 (第一人稱 narrator) 感知的事件，也可能是用

敘事聲音(第三人稱 narrating voice)，或是完全客觀的呈現某件事。鏡頭 (camera 

eye) 呈現基本上假定所發生的事是被中立的記錄下來，這是所謂的「有限的第

三人稱」(limited third person)，但這只是視角而不是敘事者。 

電視中影像和聲音並行的特色創造了敘事中許多新的視角可能，它可以讓動

作和說話者聲音同時發生，也可以讓觀眾雖看不到動作卻聽的到聲音，旁白

(voice-over)和一般語音(voice-on)變得更加複雜。重要的問題在於所呈現的東西與

觀點，有多少及什麼樣的資訊是經由隱含作者的指引，而被敘事者計畫出來，故

事外的敘事者與故事內的敘事者又會產生什麼樣不同的敘事方式 (Chatman，

1980)。 

 

二、Labov 人際敘事 

 

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倚賴彼此的語境脈絡、互動目標與人際關係，因此才能透

過間接的推論過程來相互理解。Labov & Waletsky (1967) 從人際對話作為起點，

他們認為敘事是重述經驗的一種口語技巧，特別是建構敘事單元來符合經驗的時

間次序，敘事另外一個功能是提供人類興趣，主要受到敘事發生的社會脈絡所決

定，具有「指涉」(reference)與「評價」(evaluation)敘事功能，兩者相互影響。

敘事者藉由言語的線性順序中出發，運用某些詞語標示外在社會文化能共同理解

的人或事物，創造言語的推論鏈，提供環境線索來讓接收者達成事件的理解，其

所構成的不是講故事活動本身，而是對所講故事的一種價值評論，也是表明敘事

主旨的一種努力。簡言之，人際對話間往往會嵌入其他類型的語言模式，採訪者

與受訪者不斷地為正在進行的話語活動共同建構將要使用的闡釋框架 (Herm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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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主要是藉由主播、記者、受訪者之間的互動，來向閱聽眾訴說故事，

作為主動的敘事者，他們經常假裝正在與觀眾面對面的說話，以進行一種親切的

召喚，但卻與真實談話的情境有相當大的差異，因為實際上電視新聞並不會出現

觀眾的聲音，觀眾只是被動地在故事外觀看著 (陳其銳，2006)。Labov 將敘事要

素區分為六個部分 (Labov & Waletsky ，1967；Labov，1972；林東泰，2011)： 

(一) 摘要 (abstract) 

    通常敘事者會用一到兩個句子來開頭，對整個故事做摘要，來開啟接下來要

說的故事，新聞標題與導言亦是如此，不僅要解釋要說什麼，更要說明他為何這

樣說，因此也牽涉到評價的部分。 

(二) 定向 (orientation) 

    為了確定某些場景，包括人物、時間、地點與行為情境，敘事者會運用語句

進行說明，新聞報導幾乎完全吻合這些觀點。 

(三) 行動／複雜行動 (complication) 

    敘事的主體通常包含了一系列的事件，被稱作行動或複雜行動，也就是想要

告訴他人的主要事件。雖然新聞所追逐的重點是事件的結果，但這些過程中複雜

的動作可能會產生新的發展，因此一則新聞也會指涉到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 

(四)  評價 (evaluation) 

    指的是敘事者的態度與觀點，過去敘事學比較不討論「評價」的部分，然而

Labov 認為因為一個故事可以用很多種不同方式訴說，因此「為何這個敘事者要

這麼說」在敘事中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評價是關於敘事者如何指涉這個敘事的

觀點、態度，以及敘事中行動的意義，彰顯了故事的敘事價值，就新聞而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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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價值，而導言正位於評價的核心，聚焦故事的特定發展。  

    對敘事者而言，將評價嵌入敘事並保持戲劇元素連貫性是最重要的目的也是

功能，第一個步驟經常是引述一些當下片刻發生的情感；接下來他 / 她 / 它會

引述自己，好比在講其他人一樣；最後則是引介第三個人，他負責為敘事者來評

價事件中敵人的行動，而當敘事從一個中立的觀察者出發時，可能反而夾帶更具

有戲劇性的力道。 

(五)  解決 (resolution) 

在評價的定義之下，我們可以重新看到敘事中事件在問題層面上怎麼樣獲得

解決。傳統敘事基本上從事件發生到解決具有時間先後順序的邏輯，但由於大部

分新聞不斷有後續情況發生，故傳統倒金字塔的報導通常只能針對剛發生的某件

事的結果放在導言，再說明過程。 

(六)  轉場 (coda) 

    人際敘事通常會作結，將口語的觀點轉換成目前的時刻，讓對方知道這個故

事講完了，準備前往下一個話題。電視新聞裡，像是現場記者屬名後回到主播台、

鏡頭的轉換等皆屬之。 

由於電視新聞兼具影像與語言的雙重特質，彷彿有置身真實情境一般，具有

「故事真實化」的能力 (Chatman，1990)，從上述觀之，Labov 人際敘事模式與

電視新聞報導形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可用以補充過去文學與報紙新聞敘事無法直

接說明電視新聞敘事的不足，故林東泰 (2011) 在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分析中也納

入人際互動敘事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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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llen Bell 新聞話語結構 

 

新聞記者不只是寫文章，他 / 她是在寫故事。故事基本上一定會有結構、

導向、時刻和觀點，說故事者使用語言描述整體社會，很多的人性經驗都具體實

現於故事之中，所以我們社會上每天發生的事，在媒體中皆以故事的形式被型塑

與表達出來。當代新聞敘事風格主要是受到 19 世紀末美國新聞學的影響，才發

展出倒金字塔式的寫作，1880 年代的新聞都還尚未將重點摘要在開頭。倒金字

塔式是按照事件的新聞價值與重要性進行排序，而非按時間邏輯順序，這是新聞

敘事與傳統敘事學最大的不同，卻也使得新聞敘事產生敘事理解性的問題 (Bell， 

2007)。 

基本上 Bell 同意 Labov 對敘事要素的區分，並應用到新聞報導之中，特別

在複雜行動 (complication)的部分，以新聞事件為核心一層一層地展開為更為細

緻的推衍，強調新聞報導的時間架構主要依新聞價值重要性來進行排序，屬於

Chatman 所謂的表達層結構。 

新聞分為軟新聞和硬新聞，硬新聞通常是指最新消息，像是意外事件、災難、

犯罪等，另外也包括政治和外交新聞，像是選舉新聞、政府公告等等，這兩種硬

新聞大多由國際新聞通訊社撰寫。但不論是哪一種新聞類型，Bell 認為大抵上新

聞報導都會循著一定的話語結構敘說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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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Bell 新聞話語結構 

 

資料來源：Bell (1996/2007) 

 

從圖 2-3 可以看到，除了上述 Labov 六種分類外，Bell 對於新聞故事額外分

出三種素材種類─背景、評論、後續發展。背景通常說明了在過去的事件發生，

以及故事的早先情境；而評論提供了記者或者新聞受訪者 (新聞角色) 對於動作

的現今觀察和對於事件的評估；後續發展則包含了未來時間，意指任何和主要事

件動作相關的後續事件，這可能是藉由其他人的語言反應或者其他非語言的推論。

以下分別討論新聞話語結構各要素 (Bell，1991)─ 

 

(一) 導言 

 

導言在新聞裡的功能就像在個人敘事裡的摘要一般，往往拉引出故事中其餘

部分。導言在硬性新聞中是必要的總結與摘要，與個人敘事導言可自由選擇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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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同，不僅如此，它也是編輯或閱聽人用來得知故事要領和開頭單句的工具，

因而決定整體故事該如何發展的趨勢。 

標題則是摘要中的摘要，導言縮減了整個故事而回到故事的起點，標題摘要

了導言本身，更可以說故事導言是用來釐清標題，標題絕大多數是單獨從導言抽

離出來的，而不是故事接下來的訊息。傳統上記者不會放標題在他們自己的故

事。 

 

(二) 定位、屬性 

 

對於記者來說，５W1H 是新聞故事的基本要素，發稿日期、地點、受訪者

標明了記者報導的位置，同時也是通訊社對新聞與新聞記者所進行的故事歸類，

經常將「新聞」推定是當下、及時性的事件，也用來突顯新聞事件的價值。 

 

(三) 評價 

 

    評價 (evaluation)是故事建立顯著性的方法，敘事者用以解釋為什麼要在這

些層面進行強調，並吸引閱聽人注意的原因。導言位於評價的核心，它的功能不

只是總結新聞，也聚焦了故事的發展，構成以下的故事將以何種角度觀之，聚焦

故事是記者的首先要務，一言以蔽之，即是新聞價值，而事件和新聞角色則給予

整個故事一個極大的立論基礎。 

 

(七) 動作 

 

在個人敘事中，動作無可避免的必須依序發生，但新聞故事相對地就不一定

需要按照時間序列來說明。新聞價值顛覆了線性敘事觀點中的時間序列，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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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截稿時間限制，編輯通常從最後一段開始刪減段落，因而新聞故事通常將結果

放在導言，其重要性隨著訊息的分散而下降，最後結束在不確定的狀況中。 

 

(八) 結尾 

 

故事結尾會自由地運用符號與語句來標示故事已經結束，重新回到故事中對

話的參與者，也回到敘事時間的時刻。廣電新聞故事之間通常沒有話語標記來說

明要進展到下一則，而會用語調或者一些視覺方法來宣示標題的轉換。 

 

(九) 評論 

 

評論 (comment) 關切到脈絡、評價或對事件發展的期待，主要來自採訪對

象，而非主播或記者的夾敘夾議，但記者會選擇符合其思維與觀點的受訪者，而

跟故事可能沒有必然的關係，採取「直接引用」受訪者言說的方式，相當貼近於

人際敘事，更貼近直接向觀眾訴說的真實性。 

 

總而言之，一則新聞報導與個人敘事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會使用直接引述，

因此現場目擊和直接地參與對於兩者來說都很重要。首先，個人敘事只與個人的

經驗相關，而新聞所播報的是他人的經驗，新聞記者通常都不是現場目擊，因此

第一人稱的播報角度一直是被排除在外的。第二，在個人敘事中大多經由敘事者

所說出且具有觀點，而在新聞中消息來源是被引用而產生的評論。第三，新聞偏

好使用精確的數字來進行報導。第四，個人敘事的句法使用相對簡單；而新聞故

事的句法使用則相對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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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ontgomery 電視新聞敘事 

 

「新聞」是新聞組織經過挑選和預先決定的情節，最後透過媒介管道播送的

內容，而挑選與組織新聞過程中的決定因素就是「新聞價值」。新聞就像是對話

般，這種語言行動是社會現實生活所推動、形塑與影響，並構成社會互動的基礎，

同時也建構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 (Montgomery，2007)。 

電視新聞可以被視為字詞與畫面符號的一組結構組，也是一種鑲嵌於話語領

域中的特殊話語秩序，不同於簡單的兩人互動對話言說，電視新聞有更複雜的生

產編排及參與框架，角色有時照稿唸、有時較自發、有時用說的、有時用寫的、

有時是單一作者、有時則多重作者、有時是對話而有時是獨白。就主持人的角色

來說，使用 Goffmann 的理論，就區分為作者（author）、製作者（animator）和

決策者（principal）這三種形式，其中決策者決定了新聞的整體方向因而要為說

出來的話負責，作者是組成話語的人，製作者僅止於把話表達出來的人，不同的

角色對於新聞製作的涉入程度也各有不同。 

無疑電視新聞是一種話語實踐，與其他新聞類型具有不同的特質，

Montgomery (2007) 就新聞節目的整體話語結構區分為主播畫面開場(opening 

signature visuals)、標題(signature visual)、新聞組件內容(news item)、結尾畫面

(closing visuals)四大部分。新聞節目的核心部分是在新聞組件 (news item) 當中，

通常會有一個常見的結構，大致上係由主播在攝影棚 (studio setting) 中介紹，然

後再用記者預錄好的新聞報導以及訪談內容來詳細說明，話語的層級從核心逐漸

挪到次主題，最後可能在記者的訪談中作結，再次回到攝影棚與主播台，繼續下

一個新聞事件並且不斷循環。 

因此主播的發言位置經常是多重轉換的，可能從製作者轉為作者、從讀稿轉

為即興評論、從針對閱聽眾說話轉為針對同僚說話等，因此廣播新聞的話語不只

要關心其話語結構，更要關注新聞的複雜參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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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ontgomery (2007) 也指出敘事的話語形式有三種主要的類型︰道義 

／義務類型、知識類型與證據類型，他認為對於新聞話語來說，知識類型與證據

類型最為重要。「知識類型」為說話者運用可使用的資源形成「言論傳達較強或

較弱的宣稱」，例如「已經」與「可能已經」之間的替代，然而主播與記者、特

派員、公眾人物或民眾等進行互動時，可以發現會傾向於使用較肯定的說法。「證

據類型」為運用傳播資源來支持論證的資訊，以增加可靠程度，例如言說者闡述

自身直接的經驗、以證據為基礎的推論或者是引述資料，經常形成層層鑲嵌的型

態。 

 

[------------新聞組件：攝影棚中主播的導言------] 

[-----------核心新聞：現場採訪---------------] 

[---][-------][-------次要資訊----------] 

[---------------] 

 

圖 2-4 新聞組件的階層結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 Montgomery (2007) 

 

 

(一) 新聞節目的開場 

 

    基本上，新聞節目都不外乎有一些片頭(prior notice)，做為新聞節目的開場，

通常會透過一位主持人／主播表明新聞節目的定位，說明所在的頻道、即將播送

的節目、是哪兩位主播、現在幾點等等。 

    新聞節目的開頭常是新聞組件導言的摘要與標題，這些標題出現在畫面上用

來輔助主播念新聞摘要更為順暢明瞭，通常會利用子母畫面讓新聞鏡頭與標題產

生連結，同時也使棚內新聞播報與新聞現場的影片能夠更為方便的輪替，此外，

新聞主播、新聞主旋律與 logo 之間往往具有一致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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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電視新聞的標題和報紙新聞標題有很大差異，報紙新聞的標題像是

邀請讀者來閱讀、引領著 (headed) 新聞內容的發展；而電視新聞的標題卻像是

新聞組件的預告，在時間上引介新聞節目內容，提供整體結構的線索、吸引閱聽

眾看下去的理由，因此標題和故事是可以並列的。 

 

(二) 新聞組件 

     

如同前述，新聞事件彼此會一個接著一個轉換，主播／說話者播報新聞的結

束和下一則新聞的起頭可以透過幾種方式來轉換，包括音頻剪接 (audio clip)、

一秒鐘的停頓、吸氣、或是音韻的改變，而電視新聞的轉換往往會加入較為複雜

的視覺、符號線索。 

新聞報導 (news report) 是新聞節目所要呈現核心事件，從攝影棚轉換至新

聞現場的視覺框架，透過鏡頭的轉換直接向觀眾陳述新聞事件，記者有時會直接

出現在螢幕上進行報導，有時則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最後通常會由記者報上自己

的名字、組織和地點做為結束，轉由主播直接面對觀眾，將觀眾注意力轉向鏡頭。 

 

1、記者現場雙向採訪的開場 

主播將場景由攝影棚轉換到記者的現場直播，通常會簡介一下這位記者的位

置和參與的事件，然後再與他對話。主播用語言在場的方式來延伸介紹遠距的記

者，或者介紹遠距記者的全名和他在組織中的角色，加以定位他。在採訪當中，

除了主播口頭介紹，螢幕上也會帶進遠距記者的畫面，使之出現在螢幕上，然後

主播就會轉向記者，象徵他在和記者說話，接著就會把記者畫面拉大，主播聲音

變旁白。 

 2、記者現場採訪的結束 

通常主播會對特派記者說「謝謝」來結束兩人的對話，在結尾時再次稱呼記

者的名字，代表著強迫式地中止對話，將話語轉回給棚內主播。新聞頻道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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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會一直重複｢更新｣，不過專業新聞節目的表現者傾向於透過訪談回應人、評

論人等來開展新聞，他們的角色比較即興。 

新聞呈現涉及了新聞中以攝影棚為基礎的元素，重點在於新聞的標題，還有

開場與結束的安排，把話語的層級從核心挪到次主題，一直循環，也會與新聞中

的受訪者及其他人物進行訪談，然新聞呈現除了這些元素外，還同時被特定個體

所專精化、獨特化。 

3、新聞節目的結尾 

新聞節目的結尾相對來說時間非常少，主要結構包括告辭 (leave-taking) 與

預告。告辭是特別在有主播的情形下，常規性地直視觀眾向觀眾告別，但最主要

的功能在於建立節目和閱聽眾的個人關係；預告，除了告知下一時段的新聞節目

時間，也會包含一些下段節目的參考資料。 

 

簡而言之，新聞核心的話語只是組成新聞話語的一部分，次要的話語會跟隨

著核心，而字詞的角色不只是歸納新聞，也設定了隨後話語的場景。電視新聞不

是虛構的，它不會像電影結構主要跟著角色展開命運與行動，電視新聞呈現的是

未完成的行動與沒有明確角色的地方，用以形成結構與觀眾的主體身分。 

此外，雖然電視新聞主播本身只是純粹對著鏡頭在說話，但往往在節目的開

場與結尾時，藉由口頭的直接稱呼，像是「我們」，即可以建立起一種人際的框

架，新聞播報者就好似正在看閱聽人，這種表現被稱為並行的社會互動

（para-social interaction）。電視新聞並不會呈現真正的說故事者，其核心原則是

歸納有說服力的圖像安排，就這種觀點來說，即使當事件或所發生之事的概念提

供了新聞重要的背景，敘事只是一個特殊情況下的話語資源。 

電視新聞之所以貌似真實而具有說服力，主要是藉由視覺與口語的相互作用，

持續地一再宣稱「濃縮過」的新聞版本，劃出新聞領域的輪廓。視覺與口說要素

仰賴著報導者的旁白而被編輯在一起，口語文本藉由指涉到視覺影像而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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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電視新聞都假定聲音與影像的彼此指涉，所以對任何單一報導兩者都有

一些重疊，這種同時指涉的性格假定了一種文本效果與文本促成的推論，使得視

覺內容具有某種紀實地位。 

綜合上述，電視新聞游離於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經由採訪來指涉這個世界

許多熟悉的參考點，但很少是第一手的。新聞報導一再地將我們指涉到這個世界，

產製與再產製一種成規秩序，其目的是揭露各種模糊的社會與歷史的複雜過程，

像是氣候變遷或經濟發展，這些部分會在新聞版面的例行工作下被濃縮為當今的

行動或事件及其結果，其中的複雜性因而會降至標誌性與象徵性的事情 

(Montgomery，2007)。最後，新聞記者旁白所說出來的話應該被稱為「評價」，

或者是某種群體的公眾宣稱，而不只是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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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視新聞敘事結構 

 

學者林東泰 (2011) 在其研究中融合四位學者 Chatman、Allen Bell、Labov、

Montgomery 的理論觀點，重新繪製「電視新聞敘事結構」，特別將故事與話語融

為一體談論，說明電視媒材融合聲音、畫面，與語言文字之特質，主播和現場報

導之間形成動態的互動，同時也包括靜態的場景與人物，整個電視新聞播報過程

呈現一種循環結構模式。 

 

圖 2-5：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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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 

225-264。 

 

該模式具有幾項特色，首先電視新聞敘事與報紙新聞敘事有本質上的不同，

平面媒體以版面區隔重要性，以文字與圖片來描寫新聞事件，而電視新聞仰賴文

字、聲音與影像三者之間的相互指涉，兼具描寫與模仿兩項特質；儘管電視與報

紙記者皆屬於敘事學中的故事外的講述者而非故事人物，但報紙記者通常採取第

三人稱，而電視記者有時候會為了強調臨場氣氛，轉換以的第一人稱來述說新聞

事件。 

其次，此模式打破過去形式主義內容與形式二元分立的分析途徑，強調影像

敘事兼具影像、聲音、文字的呈現方式，故傳統上對敘事所區分的內容與形式兩

者事實上已經融合為一體，因此援引學者 Chatman 對影像敘事的區分，嘗試從

敘事結構的角度重新思考電視新聞敘事結構，釐清敘事與論述之間的差異。 

基本上，新聞會運用符號機制的表達來強化彼此各種概念，對於不同議題形

成不同的詮釋套裝，學者稱這種符號機制稱為濃縮符號(condentsational symbols)，

藉由大量的信仰、感覺、價值來提供意義的捷徑，例如家庭價值，濃縮符號很容

易激起共享文化中的意義，而這些意義是既存在個人內心裡的。濃縮符號在這些

詮釋套裝裡是以相關的框架或論據建構起來的，這些框架包括：隱喻、範例、口

號、特徵描述、視覺形象 (Johnson-Cartee，2005)。由此觀之，敘事結構與社會

文化彼此構成，最基礎的層面便是來於人際敘事，因此融匯Labov人際敘事基模，

突顯電視新聞彷彿面對面溝通的特色。  

此外，林東泰 (2011) 將 Labov「評價」放在標題和導言當中，強調新聞標

題和導言實際上囊括了內容與形式，在選擇與摘要故事精髓的過程裡早已掌握了

新聞價值的意義，不只要解釋這個敘事是要說甚麼，更要說明他為何要說 (Labov，

1972)，顯見新聞報導可能參雜媒體或記者的主觀評價，然而此意識形態不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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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評論中，也潛藏在標題導言與受訪者訪問的選擇與引用當中。 

最後，其援引敘事學裡所稱之「隱含作者」的概念，探尋電視新聞敘事結構

背後的隱含作者及其視角，藉以揭露新聞雖極力報導事實，仍隱含有社會文化下

意識形態的建構。 

由於此圖主要係描繪一般電視新聞之敘事結構，並不能說明近年興起的雜誌

型電視新聞節目敘事結構，與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尤其是常人難以直接接觸

到的國際新聞範疇，對閱聽眾的影響以及事件的建構力量更為強大，故本研究雖

依循著此架構針對研究標的【文茜的世界周報】逐一分析，但目的在於檢視雜誌

型電視新聞節目的敘事結構，繪製該節目的敘事結構，探討「紀實」影像的運作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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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分析架構 

 

視覺媒體已經變成涂爾幹 (Durkheim)所謂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es)，深深

影響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其自恃為一種對真實的紀錄與再現，但事實上影

像只能稱得上是真實的化約版本，人們透過學習觀看世界，也會依某些慣例來化

約成故事，因此絕不能排除故事生產過程中的社會脈絡 (羅世宏、蔡欣怡、薛丹

琦，2008)。 

電視的文本分析就方法上包括敘事、交互文本與符號學三種，這些文本分析

方法坐落於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早期的電視研究脈絡裡，受到電影研究、心理

學、符號學與唯物主義的影響，以文本分析來研究電視對於意義的討論相當有用，

然而傳統的文本分析著墨於文本細節，而忽略制度的脈絡與歷史，也忽略電視如

何被觀眾理解的問題 (Bignell ，2004)。 

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場域，非單向式的數據資料亦或是文本細節可以說

明，故本研究將從社會敘事的角度出發，採取質性研究方法，試圖針對國際新聞

雜誌節目【文茜的世界周報】進行分析，嘗試性地描繪出其敘事結構，希冀對爾

後電視新聞節目敘事開創出指引性的作用。 

質性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種理解性的建構，人們與日常生活、歷史、語言符

號等是一種彼此構成的動態關係，因此強調提問與回答的反身性過程，而非單向

式的原因與結果 (周平，2004)。也因此在影像分析的過程中每一項決定與選擇

都屬於一種轉譯，它不僅僅是簡單的反映資料，更需要互動的產生新結果。 

本研究以電視新聞影像為研究標的，在決定研究題目與選取節目素材後，分

析的第一步便是轉錄，將複雜的影像簡化為一組可被分析的資料組，比如說把畫

面區分為視覺影像、配樂、主題與對白三個部分，按照時間順序逐一節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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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不同的理論取向會影響如何選取與轉錄的決定」(羅世宏、蔡欣怡、

薛丹琦，2008)，敘事理論是理論也是研究方法，在這裡必須再次強調本研究主

要在探究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著墨於電視新聞如何述說故事，當中是否具有一

套將各種敘事元素組織成具有因果與時間次序的架構，至於電視媒材如何呈現意

涵以及話語內在的意識形態皆不在本研究探索的範疇之內。 

《文茜世界週報》2011 年推出了「反聖嬰氣候變遷總報告」、2012 年推出「失

落的一代」等專題報導，內容主要為整理世界各國受到氣候災害與歐債危機所造

成的損害，並搭配學者專家分析，持續追蹤新聞事件動態。不論氣候災害亦或歐

債危機都置於一個龐大的論述當中 ，人們幾乎不可能親身體驗，因此媒體扮演

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節目如何透過敘事來建構該事件樣貌會影響到人們一提概

念的認識，甚至有可能影響社會政策。 

本研究將依據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中所建構之電視新聞

敘事結構圖，針對《文茜世界週報》雜誌型節目，抽取其中點閱率較高的五集來

進行分析，文本資料如下： 

 

 日期 標題 網址 

1 2011/5/22 反聖嬰發威 極端氣候繼續肆

虐 全球遭殃 

http://www.youtube.com/watc

h?v=j1tJqj0OWKY 

2 2011/11/5 氣候變遷  大雪提早報到  大

水延續數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77E_vriYGZk&feature=rel

ated 

3 2011/12/10 全球經濟危機下   德班氣候

大會 一事無成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pTrGgt6H3f0 

4 2012/4/7 季節交替  極端氣候再現  肆

虐各地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J50sZs0Hi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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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2/7/1 極端氣候  熱錢湧入 量價飆

升〝完美風暴〞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xJQSo_a76nE 

 

研究方向與目的如下： 

(一) 以【文茜的世界週報】為文本，分析其國際電視新聞節目的敘事結構為何。 

(二) 探究影像敘事中，聲音、文字與畫面如何彼此指涉，形成意義。 

(三) 隱含作者的存在與否，評價如何在敘事中呈現。 

(四) 主持人陳文茜在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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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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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視國際新聞雜誌節目敘事結構分析 

第一節  開頭結構 

台呼 

│ 

電視台/頻道 Logo 

│ 

(隱含作者及其視角) 

／＼ 

新聞主播  新聞畫面 

│         │ 

新聞導言  新聞標題 

(評價)      (評價) 

 

圖 4-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之開頭結構 

資料來源：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

108:225-264。 

 

一、結合台呼與 Logo的片頭 

 

《文茜世界週報》以動畫形式將台呼與頻道標誌結合成一個總長 15 秒的片

頭，背景音樂播放曲目為歌劇女伶莎拉布萊曼 (Sarah Brightman) 演唱的「榮譽

之爭」(A Question of Honour)，影片畫面以紫色為基調，節目片頭一開始從歌劇

院舞台的拱門進入，打開幕簾，自台前層層進入到幕後，穿過陳文茜英文名 Sisy

的門牌、鑲有全球地圖拱門與運轉中的齒輪，進入到印有陳文茜臉譜及節目名稱

的大門，這才揭開節目的篇章。片頭就像廣告一樣，必須表現節目的特色與吸引

力，背景音樂氣勢滂沱，加上歌劇院給人一種高格調的氛圍，能在第一時間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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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眾的視聽覺，同時將高貴與神秘的紫色歌劇院與主持人形象做連結。 

 

 

 

 

 

 

 

 

圖 4-1-2：片頭「紫色歌劇院舞台」 

 

圖 4-1-3：片頭「英文名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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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片頭「鑲有全球地圖拱門」 

 

圖 4-1-5：片頭「陳文茜臉譜與節目名」 

資料來源：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6GCfGXS3KU&feature=fvsr 

 

二、 新聞主播導言與畫面配置 

 

在開場之後，背景延續片頭的紫色基調，左下角持續播放片頭的動態畫面以

及日期時間，右上角則置放「中天新聞」及其標誌。節目的新聞字幕主要配置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6GCfGXS3KU&feature=fv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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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下方，區分為三層：第一層為每則新聞的標題，採用白底藍字；第二層為主

持人或記者旁白(voice-over)，採黃底黑字，與上下字幕明顯區隔；第三層為該節

目製作團隊篩選當周各國媒體頭條新聞，以跑馬燈的方式快速且在節目有限的時

間之內增加國際新聞訊息的豐富性。只要稍加比對，即可發現雜誌的文字雖較多，

但實與【文茜的世界周報】的畫面配置方式頗為雷同，包括主標與副標同樣呈現

上下列，且以圖片為主軸以文字進行詳細說明，這種方式能在有限的畫面框框中

呈現較豐富的內容。 

此外在裝扮上，陳文茜喜好鮮豔且對比的色彩，每ㄧ次的造型都有整體搭配，

尤其特別重視頭上裝飾，花朵、羽毛、帽子、髮圈…等，加上一貫的黑色眼鏡，

猶如扮演著歌劇院裡面的女主角，演飾出華麗又不失智慧的形象，換言之，在電

視新聞中主播或主持人不僅僅只是新聞故事的敘事者，也是ㄧ名展演者，更可以

說是該節目的象徵符號，主持人與背景都是經過設計的產物，呈現一致的語言符

號。 

 

圖 4-1-6：主播台開場畫面 

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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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主播台開場畫面 

資料來源：2012 年 7 月 1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QSo_a76nE 

 

【文茜的世界周報】節目導言通常採取兩種方式，第一，以一個主要標題來

統整本集節目內容，讓接下來要敘事的新聞事件形成某些關連性。就標題來看，

「全球經濟危機下 德班氣候大會 一事無成」、「極端氣候 熱錢湧入 糧價飆升

〝完美風暴〞」，兩集的主要新聞標題皆已包含「歸因」與「評價」，說明事件的

因果與可能的影響，就敘事學的角度來說評價說明了「為何值得說」、「如何說」，

都是增進敘事性的一種手段；就商業的角度而言，敘事性越高收視率就會越高。 

第二，則是在節目一開始先則整理本集新聞重點，由主持人簡單摘要本集幾

個主要專題，接下來再回到攝影棚講述第一段專題的摘要，在 2011 年 5 月 22 日

的節目當中即擷取出四個主題─「極端氣候  惡水無情 加拿大野火燒不盡」、「密

西西比河氾濫  開閘疏洪淹小鎮就大城」、「探索地球驚奇  二氧化碳的生命角

色」、「破冰！英女王訪愛爾蘭  盼和解走向未來」，從這四個標題來看，各專題

內容皆為獨立，雖看不出關連性，卻同樣為事件說明發生原因、目的與結果，為

新聞事件定立在特定觀點與角度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QSo_a76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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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Fludernik (2009) 認為敘事者或角色說故事，他們指引著故事的方向，

框架著主要故事線的圖像，而框架之中又會再框架次要故事線，最後形成層層交

疊重現 (recuring)，一個故事還會被另一個故事所提及，形成一種劇中劇 

(intradiegetic) 的樣貌。如下圖： 

 

 [-------------------------------------------------------------] 

[--------------------------------------------------] 

[---][-------][--------------------------] 

[---------------] 

[----] 

圖 4-1-8：敘事層次 

資料來源：Fludernik (2009). Theory of narratives. P.29 

 

2011 年 12 月 10 日的內容主要在講述德班氣候大會的開會內容與其結果，

卻段話將新聞事件歸因到另外一個國際上重要議題─全球經濟危機，也就是說，

德班氣候大會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各國將不再堅持原本的理念，最後陳文

茜評斷為「一事無成」，框架出負面悲觀的觀點；而 2012 年 7 月 1 日的內容則主

要講述糧價飆漲的議題，標題將問題歸因到氣候變遷，卻以「完美風暴」來反諷，

認為氣候變遷加上糧價飆升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換言之，在節目主要標題之下，

往往製作成多個彼此相關的議題專題報導，讓主要故事線與次要故事線都具有定

向，隱含有評價與觀點。 

Fludernik (2009) 認為「描述」是角色化場景的主要方式之一，每個描述都

包含了評價的成分，以三種方式將客體或主體置於聚光燈下，包括指定特色，比

如髮色；運用文化或社會的修飾語，比如漠不關心的行為；甚至有評價的描述，

例如狡猾的表達。有些新聞事件的角色很明顯的不是人，是一場討論氣候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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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極端氣候本身與經濟的變動，但在新聞敘事當中以「一事無成」、「完美風

暴」來描述之，屬於文化與社會的修飾語，對該事件進行指涉，並斷定其結果。 

從上述分析得以發現，標題幾乎都包含了「原因、事件與評論」三項要素，

符合 Labov 所認為的，新聞敘事受到所處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往往在敘說的一

開始就已經在故事中穿插指涉與評價兩個部分。 

在導言所導引的全球極端氣候與全球經濟危機兩大框架之下，主持人開始發

展導言：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文茜世界週報，就在台灣即將即將進行 2012的

大選，在全球都矚目歐洲高峰會的時候，事實上關係著我們下一代的 全

球氣候大會 正在南非的德班舉行，現在是最關鍵的一周，到目前為止

一事無成。 

而且加拿大過去曾經簽署過京都議定書的，都已經明白表示，要退

出京都議定書，全球對於暖化的努力，可以說因為這場金融海嘯 功虧

一簣，文茜世界週報繼續為大家關注 全球暖化的議題（2011年 12月

10日）。 

 

這裡有幾個句子都具有評價的描述，包括「事實上關係著我們下一代的」、「現

在是最關鍵的一周，到目前為止一事無成」、「全球對於暖化的努力，可以說因為

這場金融海嘯 功虧一簣」，將許多概念相互連結，意味著全球氣候影響深遠，現

在是最重要的時候，卻沒有任何的措施來防範，但為什麼呢？敘事因此又進一步

舉出在這次會議中決定退出京都議定書的加拿大， 先「回溯」過去加拿大曾簽

署京都議定書一事來「證明」努力「功虧一簣」，值得注意的是句子中插入了「金

融海嘯」再次進行歸因，透過評價的描述和歸因，導言似乎是直接指涉著「加拿

大是因為金融海嘯才退出京都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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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言之後，陳文茜針對「德班氣候大會」發展出幾項子事件進行說明，整

理出「Sisy Headline」，12 月 10 日這集包含「加拿大宣布退出第 2 階段，京都議

定書對該國已成過去歷史(法新社)」、「歐洲強調：除非美中等排碳國同意第 2 階

段京都議定書，2015 年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否則氣候協議無望」、「陸

代表解振華要求先進國家移轉技術並投資氣候基金會，否則將單獨減排但不簽定

新一輪京都議定書」三大頭條事件。接下來，陳文茜引用資料來對上述事件進行

「評價」，包括引用「聯合國：氣候變遷 全球 1/3 物種滅絕」，但英國政府則「暗

示」為了經濟加快速復甦，「將取消部分綠能發展」，最後聯合國表示「世界上第

三大的冰河，正以每年一公里的速度融化」，交錯使用聯合國說法與先進國家的

實際做法，用來對比出新聞事件的急迫性與國家作為的被動性，最後推演出在氣

候變遷影響下因無法取得食物，導致有「北極熊吃掉幼熊」的攝影作品，將北極

熊的遭遇隱喻人類恐有一天也會成為氣候難民自相殘殺。 

    另外一集的導言也有類似的敘事方式： 

 

就在這樣的一個經濟趨緩的狀態裡頭，我們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 2012年的氣候變遷，遠比 2011年來得更加的嚴重，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很多地區是暴雨的，有很多地區是乾旱的，洋流的改變使得原來應

該產糧食的重要的地點現在都發生了乾旱，像美國的科羅拉多州，它不

只是變成了乾旱，而且還變成了森林野火，這使得原來在經濟狀況很不

好的情況之下糧食價格，這些商品價格本來應該要隨著不是被炒得很高，

可是呢因為整個氣候變遷的因素，糧食的價格居高不下，加上由於大家

預期經濟會趨緩，所以很多熱錢更看到了氣候變遷的因素，就把非常多

的熱錢湧向了玉米擁向了小麥，因為他們認為全世界就是有這麼多人他

們要張口吃飯，簡單言之，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多重的困難，其中有

一個困難是大家又貧窮又飢餓 (2012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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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導言的一開始主持人陳文茜就針對今年的氣候變遷提出評價，「2012

年的氣候變遷，遠比 2011 年來得更加的嚴重」，證據主要來自後面所要提出的種

種氣候現象及其帶來的災害，包括暴雨、乾旱、森林野火，糧價高漲，這些原本

看似各不相關的氣候現象都被集結在節目專題之中，變成氣後變遷的結果，很明

顯地屬於一種歸因，而且在歸因的敘述過程中亦含有許多評價的成分，如「像美

國的科羅拉多州，它不只是變成了乾旱，而且還變成了森林野火」、「這些商品價

格本來應該要隨著不是被炒得很高」、「因為整個氣候變遷的因素，糧食的價格居

高不下，加上由於大家預期經濟會趨緩，所以很多熱錢更看到了氣候變遷的因素，

就把非常多的熱錢湧向了玉米擁向了小麥」、「簡單言之，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

多重的困難，其中有一個困難是大家又貧窮又飢餓」，但森林野火是否真與乾旱

有直接關係並不清楚，眾人預期經濟會趨緩以及看到氣候變遷的因素，導致糧價

飆漲，皆為主持人陳文茜自己的觀察，最後她認為氣候現象將會讓民眾又貧窮又

飢餓，很明顯地這是個人所斷言的結果，隱含著氣候變遷造成天災頻傳、糧食短

缺等等危機，而且越來越嚴重，透過解釋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關係，主持人陳文茜

經常加入自己的評價與觀點，也是該節目製作節目時所強調的特色。 

此外，雖然新聞節目的內容大多數取自外電與通訊社，往往在編輯產製的過

程中加入大量的評價與評論，但同時卻又必須秉持新聞公正客觀的專業倫理，因

此「真實」仍是很重要的要素之一，從 2012 年 4 月 7 日的節目導言可以看到歐

洲調查兒童健康的多項數據： 

 

我們以為文明在進步，但是呢同樣的文明它正在製造各種不同的有

毒的汙染物質，最近台灣查出來，包括像甜甜圈、油條，都含有鋁，而

在歐洲呢則出現另外一個狀況，就是歐洲的癌症的得病率不斷的年輕化，

它的兒童的癌症每一年固定的增加 1.1%，法國經過長期的追蹤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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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是因為大量的使用農藥的結果，這些可怕的化學肥料，造成了

許多食物裡頭，你以為你吃下的是一個飽食一餐，你以為你給孩子的是

一個愛的營養午餐，結果它是有毒物質，結果它使得法國的小孩、歐洲

的小孩集體癌症的罹患率，都是過去每一年增加 1.1%（2012年 4月 7

日）。 

 

在第一句「我們以為文明在進步，但是呢同樣的文明它正在製造各種不同的

有毒的汙染物質」即以展現出主持人陳文茜的個人觀點，將污染物質歸因於文明，

隨後先藉由國內近期發生的新聞事件「最近台灣查出來，包括像甜甜圈、油條，

都含有鋁，而在歐洲呢則出現另外一個狀況」，引出接下來要報導的新聞事件主

體，用來拉近國外事件的距離，喚起觀眾對這則報導的注意，結果「你以為你給

孩子的是一個愛的營養午餐，結果它是有毒物質，結果它使得法國的小孩、歐洲

的小孩集體癌症的罹患率，都是過去每一年增加 1.1%」，運用第二人稱「你」模

擬面對面的談話，使得觀眾在接收時將國外新聞報導與國內新聞事件進行聯想，

促進觀眾對節目的涉入感。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茜的世界週報】在導言的部分，符合 Montgomery 

(2007) 所認為的，新聞敘事採取「證據類型」運用傳播資源來支持論證的資訊，

以增加可靠程度，主持人並賦予「知識類型」的宣稱，在證據與評價交互運用之

中形成層層鑲嵌的結構；也因此敘事的事件是串鍊 (enchained) 的、鑲嵌 

(embedded) 的，與不斷加入 (joined) 的過程，像是統計數據、類似的案例、可

供支持的故事背景、專家學者的論述等，即使言談中採用「暗示」這個不確定的

詞彙，卻同時創造了真實性的印象，換言之，新聞敘事透過敘事裡故事的層次，

將事件組織成具有「邏輯結構」，讓各種事件變成情節。 

除了透過口語的論述，影像標題（Headline）的運用更能夠支持與增進導言

的敘事能力，討論各國災情的時候會採取轉換分割子畫面與全部畫面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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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化新聞影像與主持人旁白之間的彼此指涉，產生 Chatman(1980) 模仿的戲劇 

(mimesis) 之效果，讓觀眾直接目睹事件發生的過程，特別像是天災、暴力等新

聞事件，更能夠發揮展演的效果，如下圖： 

 

 

圖 4-1-9：鏡面切割 

資料來源：2011 年 11 月 5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7E_vriYGZk&feature=related 

 

從上圖可以看到透過分割的鏡面，可以直接將四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涵納在

一個標題之下，將四個新聞事件構築成一個整體敘事。除此之外，從觀點的角度

來說，主持人在導言時慣以「我們」來闡述事件的走向，塑造與觀眾站在同一陣

線的共同認同感，另外兩集的導言中也可以看到： 

 

事實上過去我們一直告訴大家，整個全球的氣候，將進入到一個非

常複雜的一個全球暖化的一個變化過程，而聖嬰和反聖嬰會不斷的交錯，

有的時候會無縫接軌，我們以為聖嬰和反聖嬰已經結束，可是才告別了

兩個月，反聖嬰捲土重來，再次成為這一次全球，地球有些地方是下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7E_vriYGZk&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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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有的事提早大雪的狀況，繼續為大家做氣候變遷的專題報導（2011

年 11月 5日）。 

 

首先先為大家整理，整個全球的反聖嬰現象，反聖嬰現象本來按照

氣候變遷專家的評估，五月底應該告一段落，但是即使到今天已經 5

月 22日，整個全球，我們所面臨的反聖嬰現象仍然非常的可怕，甚至

很多人說，這已經不只是反聖嬰現象，我們可能正在經歷一個，十年來

最熱的一年，而且可能會預估歐洲熱浪 2003年熱死數萬人的狀況，會

在歐洲再次的出現（2011年 5月 22日）。 

 

在 2011 年 11 月 15 日的節目中第一句「事實上過去我們一直告訴大家，整

個全球的氣候，將進入到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全球暖化的一個變化過程」，開宗

明義即以「斷言」的方式說明未來，回憶過去節目的看法，不僅達成節目論述的

一致性以增加可信度，同時也能夠將過去、現在、未來三者串聯為一個整體的故

事意涵，運用「捲土重來」、「再次成為」來回應過去的說法，真正的新聞事件「洪

水」和「大雪」轉變成一種「結果」，再再都可以看出主持人陳文茜的聲音具有

權威性與詮釋的功能，即使敘事中用「我們」來型塑共同經驗事件的氛圍，指涉

著陳文茜、製作團隊、閱聽眾，甚至是地球上每一個人，但這個「我們」的世界

觀是製作團隊建構的，也就是 Chatman(1990) 所謂「概念上的視角」(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再來觀察 2011 年 5 月 22 日的導言，除了不斷使用「我們」與「你」來營造

人際互動時直接對談的親密性，在這裡可以發現到專家除了可以增加訊息的可信

度，這裡的「專家」反倒能夠突顯大自然的變化莫測與經濟發展的失控「反聖嬰

現象本來按照氣候變遷專家的評估，五月底應該告一段落，但是即使到今天已經

5 月 22 日，整個全球，我們所面臨的反聖嬰現象仍然非常的可怕」，同時運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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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說」及回顧 2003 年歐洲熱浪，來增加新聞故事的戲劇性。 

「氣候變遷」、「歐債危機」等國際議題沒有具體的形象，它是一個劇本，天

然災害與道瓊指數就像是演員，表面上這個專題劇本是製作團隊與主持人製作敘

事出來的，但背後實為隱含作者在指引著事件的發展，像是「氣候科學家」、「資

本主義」亦或是「悲觀論者」，簡單來說，在節目中「聖嬰」與「反聖嬰」這一

套專有名詞，最初的說法和解釋必須回溯到氣候科學家第一次提出此概念的研究

報告，只是藉著這個節目說出來。由上述分析可發現，隱含作者往往會以隱晦的

方式潛伏在敘事者的每一句言說當中，透過報導各種證據性的言說類型，主持人

賦予其豐富的指涉與評價，加上電視螢幕真實記錄之錯覺，使得隱含作者深入到

閱聽眾的日常生活裡。如文獻所提及，隱含作者並非真實的人，而是由文本隱含

而出、觀眾覺知的觀點，它沉澱在文本裡也沉澱在日常生活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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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代言結構 

 

圖 4-2-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之代言結構 

資料來源： 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 

225-264。 

 

【文茜的世界週報】在代言結構之前會單獨為專題加入片頭，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節目中的「氣候變遷總報告」專題一開始運用兩顆地球動畫轉動的動畫，

左為反聖嬰中文與英文字幕，接下來出現一頁一頁的災害圖，背景為心電圖，象

徵著地球猶如病患ㄧ般的喘息著，最後出現標題「氣候變遷總報告」，搭配上緊

湊的節奏與音樂，專題片頭雖然只有短短八秒，卻能完全展現緊張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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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專題片頭 1 

 

圖 4-2-3：專題片頭 2 

 

圖 4-2-4：專題片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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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在專題片頭之後，主持人陳文茜會再針對專題區分出子標題，摘要專題裡要

講述的內容，並且加入自己的評價。從 2012 年 12 月 10 日的節目可以看到左側

為內容摘要，右側為通訊社新聞畫面，下方黃色標目為主持人口語字幕，三者彼

此指涉構成意義，在這裡主持人的論述觀點仍然非常強烈，如：「我已經告訴各

位一個非常悲觀的訊息，加拿大宣布退出第二階段的京都議定書」。 

 

 

圖 4-2-5：專題摘要 

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在代言結構的部分，主持人陳文茜將說話權交給了製作團隊，將蒐集自各國

通訊社新聞資料與採訪結果剪輯成一個完整的影片，如同紀錄片，交織旁白、影

像和受訪者的談話，不若一般新聞報導記者會現身其中，並且會以音樂烘托場景

氛圍。然而回顧文獻，電視紀實娛樂係再一次訴說近期事件，主要是為了回顧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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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這些事件的發生，往往在故事的一開始會論述故事背景大綱與相應的字幕，

做為真實的基礎，通常運用民眾所熟悉的角色與事件轉折點，讓整起事件發生轉

變與創造，它提供單一且個人化的戲劇化觀點，卻因為歷史性場景使得故事符碼

進到社會與政治脈絡當中 (Bignell，2004)。換句話說，即使是以真實事件為主

題的新聞雜誌型節目，仍會運用戲劇化的情節安排來增加觀眾對事件的理解力。 

 

以下整理本研究五集文本中所引用的新聞來源： 

 

表 4-1：各集新聞影像來源 

文本日期 新聞來源 備註 

2011 / 05 / 22 CNN  

 BBC 紀錄片：【探索地球驚

奇】 

 中央廣播電視台  

 鳳凰衛視  

2011 / 11 / 05 CNN  

 翻攝自 Youtube  

 NHK  

 國家地理頻道 紀錄片：【直擊美國龍

捲風】 

 半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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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12 / 10 英國每日郵報  

 2009 哥本哈根開幕影

片 

 

 中央廣播電視台  

 NHK  

2012 / 04 / 07 CNN  

 NHK  

 BBC  

  中央廣播電視台  

 台北電影藝術節 紀錄片：【愛的營養午

餐】 

 半島電視台  

 南強影視 紀錄片 

2012 / 07 /01 CNN  

 中央廣播電視台  

 BBC 紀錄片：【地球生命機

密解碼  人類生存的關

鍵：水】 

 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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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島電視台  

 電影【飢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以看出【文茜世界周報】主要乃引用美國 CNN、英國 BBC、日本

NHK 與中國中央廣播電視台等報導畫面或紀錄片，即使其中報導到泰國淹水數

月、緬甸翁山蘇姬當選等新聞事件，仍然採用上述幾個國家通訊社的採訪畫面重

新剪輯配音，可以說從真實新聞事件發生之時至抵達台灣觀眾眼前，至少經歷了

二次的編整，不僅不是故事內的當事者，也非故事外的目擊者，而是故事外的聽

說者，重新詮釋國際新聞事件，但卻無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通訊社早已框架出的觀

點所影響。 

 

一、 核心新聞 

 

(一) 情節 

節目與一般新聞不同，就 12 月 10 日的節目來看，其以「北極冰川融成哭臉 

預言德班無疾而終」與「重量級領袖缺席 女孩吶喊震天暖化難解」兩個小故事

做為鋪陳，一個是英國每日郵報近日公布的一張照片，另一個是 2009 年哥本哈

根開幕影片，旁白說明：「彷彿一把利刃，直刺核心」、「小女孩的吶喊還在 你我

心底迴盪」，不僅使用中文修辭上的比喻與轉品法，也採用較為平緩的語調，同

時搭配類似聖歌空靈的樂曲，猶如喪禮上的悼念，神聖中帶有悲戚，在新聞故事

開始之前先從一張照片開始鋪陳，形塑悲觀的氛圍，彷彿像是小說裡的楔子，功

能上主要在促成敘事的氛圍，用以襯托角色在故事中的行為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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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悼念式的鋪陳 

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在照片故事的鋪陳後，專題敘事者會以只見其聲不見其人的旁白方式，針對

專題進行導言。傳統上新聞敘事將標題視為導言的摘要，導言為故事的摘要，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陳文茜的主題導言引領出整集內容，在專題前再次導言引

領出專題，而在專題旁白的「導言」則引領出專題故事的內容，形成三個層次，

同樣位於評價的核心，其敘事結構比一般新聞複雜得多。基本上，主持人的第一

層導言猶如電視新聞的新聞提到，整理出有哪些重要新聞事件，第二層導言則是

每則新聞前的摘要，但特別的是一般新聞中的代言結構為記者的採訪內容與現場

報導，然而專題故事本身即完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有自己的開頭結構與導言、代

言結構，以及結尾結構。 

首先，2011 年 12 月 10 日節目第一則新聞專題標題為「2011 全球天災頻仍 全

與暖化相關」，旁白說： 

        

2011德班氣候會議場上，看不到一位重量級國家領袖，只剩聯合

國祕書長潘基文微弱呼籲，各國落實先前承諾，畢竟過去一年全球災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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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仍都和暖化脫離不了關係 (2011年 12月 10日)。 

 

從專題導言仍可以看到評價在其中的運作，包括「只剩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

微弱呼籲」、「畢竟過去一年全球災難頻仍都和暖化脫離不了關係」，如同文獻中

所提及，評價往往是透過形容詞來顯現，也會運用因果的連結來產生，構連出全

球暖化致使災難頻仍，國家領袖卻不重視，聯合國在此議題上力量的闡釋結果，

接下來幾段主要在回憶過去一年的全球天氣災害，似乎是在證明導言的真確性。

在天氣災害報導的部分，全以災難畫面與聖歌般的音樂烘托當時災難景象，沒有

旁白只有字幕，包括「一月巴西強降雨奪命」、「六月美國 龍捲風肆虐 高溫破同

期」、「七月韓國 首爾豪雨走山」、「九月日本 強颱引洪澇」、「11 月泰國 水淹曼

谷逾三月」，各單一句子就已經清楚說明事件原委─ 

 

1. 行動者分別為降雨、龍捲風、豪雨、強颱、水 

2. 行動為奪命、肆虐、走山、引洪澇、淹水 

3. 事件發生先後就是「強降雨奪命」、「龍捲風肆虐 高溫破同期」、「豪雨走

山」、「強颱引洪澇」、「水淹三個月」 

 

 



87 
 

圖 4-2-7：災害現場 

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如上述，節目專題善用音樂與影像間的對比來烘托氣氛，卻又同時能藉由影

像記錄能力展現真實性，像是泰國淹大水畫面、美國龍捲風，亦或如 2012 年 4

月 7 日節目中路人在風雨中寸步難行甚至緊抓欄杆的畫面卻輔以輕快的音樂，這

種突兀感的影像設計手法在傳統電視新聞裡不曾出現更不符客觀原則，比較常出

現在電影與紀錄片當中。此外，在【文茜世界周報】裡也常看到「動畫」的運用，

像是 2011 年 4 月 7 日節目將每個遭受天然災害的國家名稱至於報導之前，以黑

底白字加上震撼的配音來突顯出震懾的氛圍，畫面如下： 

 

 

圖 4-2-8：動畫運用 

資料來源：2012 年 04 月 07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50sZs0Hi9U 

 

接下來將這些災害再次歸因到「全球洋流系統異常  反聖嬰極端氣候作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50sZs0Hi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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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為地球轉動影像動畫，將幾乎不可能看見的事物「擬仿」與具體化呈現出來，

人們甚至相信動畫中的地球幾乎就等於真實存在的地球，用以輔助旁白言說的觀

點，畫面如下： 

 

 

圖 4-2-9：地球影像 

資料來源：2012 年 04 月 07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50sZs0Hi9U  

 

換句話說，聲音往往用來突顯影像的強度，而有時候影像又只是輔助旁白的

利器。由此觀之，以影像鏡頭記錄的災難敘事，展現 (showing) 的視覺形象仰賴

簡單的言說文字來說明前後因果，聲音、文字、視覺三種符號的相互指涉，早已

遠遠超越任何單一符號媒介的作用，帶給觀眾震撼與真實性，產生 Chatman(1980) 

模仿的戲劇 (mimesis) 之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林東泰 (2011) 電視新聞敘事

結構圖將「情節」區分為行動者、行動、事件發生經過、評價四個部分，觀察發

現新聞節目主要在於整理過去新聞內容，與電視新聞報導緊急單一事件的特質不

同，「評價」在敘事過程中夾敘夾議，經常以形同結論的方式在後面出現，抑或

與下一個事件做結合，例如節目最後說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50sZs0Hi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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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是，真相總是越不願意面對，越在你我身邊反覆上演 (2011

年 12月 10日 )。 

 

爾後旁白運用英國自然氣候變化雜誌的說法證明這些「真相」為何在上演，

是由於「全球碳排放量暴增 2100 年海水吞噬歐洲」，歐洲開始積極勾勒德班協

議，「只是美國態度消極，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表態反對，讓一切彷彿又回到原點」，

最後旁白評價這樣的德班會議會導致京都議定書將成歷史。 

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在 2012 年 7 月 1 日的節目裡「敘利亞全面開戰  安

南斡旋過渡政府」專題，主持人陳文茜首先說「我們來關注所有的半島革命中最

不幸的國家之一，那就是敘利亞，敘利亞這個禮拜他的總統阿薩德正式承認敘利

亞已經進入了全面戰爭的狀況」，但是即使聯合國想促進反對派與執政黨之間的

對話，但是「阿薩德總統在外國勢力俄羅斯的支持之下，仍然有源源不絕的軍火

武力，到目前為止敘利亞每ㄧ天死亡人數都是至少數十人，甚至是上百人」，將

敘利亞境內戰爭的悲劇歸因於外國勢力俄羅斯的支持，卻不見其他國家，如美國

強力要求阿薩德下台一事，此外，土耳其與敘利亞之間的相互指控，卻僅提到「爆

發敘利亞直接的狙擊從土耳其起飛的飛機」，土耳其變成幫助敘利亞難民的英雄，

最後「在這樣的一個敘利亞的半島革命過程當中，它牽涉了非常多的外國勢力，

更牽涉了內部教派的爭奪」，然而卻在專題中不見內部教派的相關報導。由此觀

之，觀點滲透在導言之中，雖然透過敘事者陳文茜與旁白的嘴表達出來，有產製

團隊的觀點介入，但事實上背後主要是受到隱含作者「半島電視台」與「美國維

護世界和平觀」的交互運作。 

1. 行動者分別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聯合國特使安南、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伊拉克外長澤巴里 

2. 行動包括首都大馬士革司法部大樓星期四遭到汽車炸彈攻擊；聯合國特

使安南企圖在日內瓦談判讓敘利亞執政黨和反對黨和解；敘利亞總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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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德接受伊朗電視台專訪，公開承認全面戰爭狀態，直指因為土耳其的

挑釁所造成；土耳其不會抑制教訓流氓國家；美國與俄羅斯會談，但美

國堅持阿薩德應下台，俄羅斯反對國際介入；伊拉克外長澤巴里受訪表

示該是國際社會行動的時候了；教派之間的血腥衝突。 

3. 事件發生先後，首先為叛軍進逼，爾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言說，土耳

其總理埃爾多安予以回應，接下來美國與俄羅斯談判意見不同，中東國

家施加壓力。 

在故事的複雜化過後，最後身為敘事者的旁白認為「看不到和平解決的曙光」，

隱含著戰爭將會繼續下去，導向一個悲觀的觀點。 

節目製作與記者只是故事外 (heterodiegetic) 敘事者，很少直接經歷報導內

容的當下場景，然而主持人與旁白慣用肯定的「宣稱」事件是真相，再次強調敘

事的「真實性」，也因此了解原因就變得具有「新聞性」了。透過看起來真實的

畫面來進行推論，引用其他具公信力的報章雜誌資料，最後達成結論，是《文茜

世界周報》一貫的做法。 

(二) 場景 

1. 時間 

對於重視即時性的傳統新聞學裡，「時間」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要素，

然而時間的功能不僅如此，在 2011 年 12 月 11 日節目中，災難畫面是依

照時間先後依序出現，泰國因為淹水時間過長，形成某種異常性，因此強

調時間的長度，也可以做為新聞的賣點之一；而在 2011 年 5 月 22 日與

2012 年 4 月 7 日節目中，時間間隔與頻率也經常成為一個指標，如「美

國中部 70 多年來最嚴重水患持續肆虐密西西比河沿岸」、「已經超過 1972

年的洪災紀錄」、「過去十年來只有一次」、「這是自兩千年來湖北最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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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能夠突顯事件的嚴重程度，因此這種方法普遍運用於新聞裡。 

2. 地點 

本研究的五個文本，皆運用分割畫面並標示「地點」的方式，將世界各地

的新聞串連成一個具有相關性的主題，在 2011 年 12 月 10 日的新聞專題

當中，就包括了巴西、美國、韓國首爾、日本、泰國曼谷。這種敘事手法

能夠發揮許多功能，第一，可以突顯這些災害與損害散佈世界各地，回應

到「氣候變遷」、「歐債危機」等議題影響範疇是「全球」的基本認知；其

次，應用影片「拍攝真實」的假定來突顯事件的真實性，讓地點與畫面場

景在閱聽眾的腦海中進行連結，甚至讓各地點的新聞事件共同指涉到專題

主題。如同 Labov & Waletsky (1967) 所認為的，所有的畫面與文字都具

有彼此指涉與評價兩種敘事功能，交織成某種印證關係，此外，透過影像

畫面的安排，讓專題主旨與各新聞事件之間產生緊密的上下構連層次，地

點往往是構成連續性與關連性的重要功臣。 

 

二、次要新聞 

 

新聞專題大多為資料的搜索與整理，除非與台灣切身相關，否則鮮少為單位

自行採訪。本研究分析五集文本當中，發現只有關於台灣在地與國外相關的新聞，

才會派記者實際採訪，例如氣候變遷議題、「鳳梨酥行銷傳奇  三合院日日排隊

人潮」，前者採訪學者專家，後者採訪當事人，而該節目幾乎都是引用國際間各

大媒體的現場採訪畫面，包括 BBC 紀錄片、美國 CNN、中國央視、日本 NHK、

半島電視台，也因此其中片段的選擇與組合等敘事結構基本上是運用「用別人的

話」所隱含的評價來證明自身說法與說服閱聽眾的一種手段，此外，運用現場原

音往往可以同時增加新聞的真實性與戲劇性，突顯節目的觀點與敘事性。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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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部分採訪畫面進行說明： 

(一) 現場訪問 

2011 年 12 月 10 日節目當中，在德班氣候大會有一名美國抗議學生闖入

會場大聲疾呼： 

 

你們必須承擔責任，現在就有所行動，你們必須排除黨派和政

治(干擾)，讓科學決定一切，你們必須承諾具體的減排目標，而不

只是(所謂的減排)預期。2020年太遲了，等不及了 (2011年 12月

10日)。 

 

她講完後掌聲響起，之後下個畫面接著為「官員離開的背影」以及「場

外抗議」團體，形成一種猛烈對比，也形成某種邏輯上的結果與評價，與旁

白相互指涉： 

 

沒有得到官員具體回應。場外抗議團體再高分貝，也宛如消音，

因為德班在歐債危機下，注定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會議(2011年 12月

10日)。 

 

在背景說明的部分，這個女孩進入會場抗議之前，專題先引用了歐洲

議會成員─喬列南在會議 中所發表的談話： 

 

這真的很讓人灰心，因為這已經是第三次，聯合國會議被這種

美中之間乒乓球遊戲給杯葛，我覺得這真的讓人難以接受，也無法

忍耐，這樣的做法阻礙了整個過程的推進 (2011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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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談話表達了之所以氣候大會一直無法達到共識是因為美中之間互任，

不願承擔問題，被動地杯葛整個改善氣候變遷的進程。學生的抗議聲音可回

應到這項歸因，認同這種說法，也就是說每一段採訪的引用都是有其功能的，

前面的採訪也是下一段採訪的背景，環環相扣，同時女學生在敘事裡的角色

也正代表著敘事者的未說出來聲音。 

在氣氛的營造上，影像敘事最大的特質就是兼具影音文字雙重特質，除

了受訪者的表達之外，幾乎都會穿插背景音樂，開會畫面的展開搭配的是較

激昂的音樂，從「沒有得到官員具體回應」開始，因應這個悲劇性的結果，

音樂急轉直下，轉為低沉的節奏，畫面由遠拉近最後停格在北極熊吃掉幼熊

照片，從彩色照變成黑白照，記者說： 

 

因為暖化讓他們失去了補時海豹的平台，被迫同類相殘，人類

會不會哪天也走向相同境地 (2011年 12月 10日)？ 

 

音樂的轉折、照片的震撼與色彩的隱喻，加上記者最後以疑問作結，都

塑造一種悲劇性的論調與氛圍，甚至將北極熊的命運比擬為人類的命運，具

有小說手法中「永遠懸置」的性格，留給閱聽眾思考與解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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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由彩色轉黑白塑造悲劇性格 

資料來源：2011 年 12 月 10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就另外一個例子來看，2011 年 11 月 5 日的節目專題裡「世界氣象組織：

泰國淹水恐延續到 12 月」，旁白一開始先提出泰國總理盈拉的說法： 

 

盈拉總理告訴民眾說我們可能還要忍受四個禮拜 (2011年 11

月 5日)。 

 

不過隨後即以世界氣象組織的說法來予以反駁： 

 

可是聯合國的氣象組織說至少要到 12月泰國的洪水才會退卻

(2011年 11月 5日)。 

 

並且加上以下說法： 

 

泰國的曼谷在 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裡頭曾經列出了 100個即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TrGgt6H3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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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城市，它被列為前面十名，現在看起來一個低於海平面的城

市，可能是在未來氣候變遷裡頭，最需要跟大水奮戰的城市(2011

年 11月 5日)。 

 

帶領觀眾回憶與聯繫過去所新聞事件，作為現場採訪的背景說明，並且

加以證實聯合國說法來增加可信度。接著影像畫面雖然為泰國總理盈拉巡視

災民的畫面，然標題為「泰總理災區發糧 有災民暗批作秀」，直接將影像指

涉導向負面解讀，也作為以下敘事的話語基礎。 

敘事者旁白說，雖然核電廠尚未遭洪水入侵，但泰國正壟罩在核電外洩

的陰影當中，緊接著為泰國核能研究所副主任受訪畫面，表現ㄧ副處之泰然

的回應： 

我百分之百保證水患絕對不會對核電廠帶來危險 (2011年 11

月 5日)。 

 

 

圖 4-2-11：泰國核能研究所副主任受訪畫面 

資料來源：2011 年 11 月 5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1NN6L0bBn0&feature=relmfu 

 

面對生活環境的惡化，旁白說：「早已讓泰國人怒火中燒」，下一秒播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1NN6L0bBn0&feature=relmfu


96 
 

泰國民眾對淹水的無可奈何： 

 

我們在此出生，財產也都在這兒，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想離開，

有些人還沒有錢，哪也去不了(2011年 11月 5日)。 

 

接著泰國總理受訪影片卻表示： 

 

請對泰國充滿信心，曼谷城市系統還是良好的，不過曼谷正是

洪水入海的最後一站，蔗也是眼下洪水水位達到最高值，災情最糟

糕的原因，希望在下週 (生活) 能夠逐步恢復正常 (2011年 11月 5

日)。 

 

在兩相對立的受訪影片交錯對比之下反倒突顯當局漠視與無力處理危機

的狀況，讓民眾陷入困境的對立觀點，最後旁白對此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當前泰國誰的保證能信，哪裡又真的能去，當局要求政府提高

水閘，進快把惡水排掉，但內閣會議開了又開，面對人為擋不住的

天災，總計九千億泰銖的災後重建計劃，重點仍不得不放在外商林

立的泰國經濟命脈工業區，而這場洪災也衝擊了全球供應鏈 (2011

年 11月 5日)。 

 

從這裡第ㄧ句即可以看到敘事者利用反問法來質疑泰國當局說法，本身

具有相當明顯的評價。總結上述，所有影像段落的挑選與引用，實際上都是

從敘事者的觀點出發來進行排序，讓每ㄧ段影片隱然地彼此對話，現場訪問

片段的引用，用意即在於增加觀點的可信度。換言之，國際新聞節目不若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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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即時電視新聞多為記者實際採訪，由於主要為引用外國通訊社，除了有以

先進國家觀點看天下的問題，也會有新聞及影像片段係經過「有意識地」進

行挑選的批評，猶如文獻所言，承繼著傳統小說敘事的手法，電視節目敘事

也擅長利用對立的敘事手法來營造矛盾、不滿與悲觀的氣氛。 

(二) 專家學者訪問 

這五集文本中只有二段由該節目實際採訪，一則為電話採訪，一則為現

場採訪，受訪者為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與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

從職稱上可以被認定為「專業」，在新聞上主要被用來增加可信度，他們的回

應往往在解釋中加入自己的評論與判斷。 

 

1. 背景、說明 

 

圖 4-2-12：電話訪問 

資料來源：2011 年 11 月 5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7E_vriYGZk&feature=related 

 

北冰洋在過去十年來，海冰融化的太快了，可以說是全球平均

值的兩倍以上，因此它再讓冬天過去，它的冷高壓很重很強，可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7E_vriYGZk&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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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著北冰洋的冷氣在裡面，圈住它不讓它出來，所以我們這個冷氣

要往南延的範圍，尺度就會比較小，可是最近它變得很薄，然後不

斷的抬高，這些在北冰洋那個地方，高冷地區的冷空氣，就綿綿不

絕的從下面不斷地往外漏往南遷，這個冷空氣帶上，這個海洋豐沛

的水氣團，就讓我們想到 2008年，其實那時候反聖嬰現象，整個西

太平洋溫暖的水氣，加上南海，一直源源不絕的往中國大陸送，再

加上西伯利亞冷高壓一直綿綿不絕往下移，就在長江那一帶，造成

源源不絕的華南大雪，今年只是發生在美國東岸而已。 

 

從 2011 年 11 月 5 日節目中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以看到許多專有名詞，

他指稱造成氣候災害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海冰融化，使得冷高壓變薄，冷空氣

往南遷，帶來豐沛的水氣團；又根據這種情況，將時間回溯到 2008 年的華南

大雪，運用「回想」、「好比」等連接過去曾發生過的新聞事件，在整個【文

茜世界週報】裡經常可以觀察到，也因為這種方式很容易帶起觀眾的記憶，

讓我們感覺到雖然事件發生遠在美國，但實際上跟我們也有關係，增加新聞

事件的「重要性」。因此即使觀眾什麼專有名詞都聽不懂，只要有專家「掛保

證」以及與我們的記憶中「好像真實發生過的事」相互構連，「感覺上」氣候

就會是個重要的、「我們」共同必須關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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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受訪畫面 

資料來源：2011 年 5 月 22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1tJqj0OWKY 

 

我們再來看 2011 年 5 月 22 日節目中的訪問內容，其接續著旁白：「撒哈

拉沙漠彷彿穿越了地中海，用熱浪襲捲歐洲，從葡萄牙到希臘，整個歐洲大

陸就像個大火爐，隨時都會燃燒起來」，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表

示： 

 

從 2003年法國這個就是說出現熱浪之後，你開始看整個地中海，

西班牙葡萄牙是左邊，直布羅陀那一帶，然後是義大利這一區，很

容易燒起來，那關鍵就是整個氣候(2011年 5月 22日)。 

 

同樣地，旁白接著提及「2003 年『殺人熱浪』撲向歐洲，奪走了 3 萬 7

千多條人命，其中光是法國死亡人數就超過上萬人」，同樣帶著觀眾回憶過去

悲慘的景況，並稱「整個歐洲的氣候正逐漸『沙漠化』」，再由教授柳中明解

釋詞彙與影響範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1tJqj0OW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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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這個沙漠地帶，就是私哈拉沙漠的地帶，開始這個樣子

的氣候、乾熱的氣候往北移，移到地中海，所以現在它進義大利這

一區所以他們很容易出現火災，尤其是夏季 (2011 年 5 月 22 日)。 

 

那在沙漠化的情況下，旁白賦予一個結果：「法國氣象局則預測下半世紀

開始，攝氏 35 度的日子將成為常態，比現在要多出 5 至 10 倍」，猶如教授柳

中明所言： 

 

整個歐洲將來就是往越來越熱發展，不僅往南還往北，所以地

中海現在變成不太適合，夏天不太適合去 (2011年 5月 22日)。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整個記者提問過程被隱匿起來，觀眾看不到受

訪者是如何被問，甚至如何被引導回答，【文茜世界週報】藉由型塑旁白與受

訪者彷彿為自然發生的對話關係，如文獻所提到的，這種方式使得專家說法

比較像是提供主張論證的背景，用以「印證」節目的論點，不若ㄧ般電視新

聞的敘事方式，係以受訪者訪問內容與評論為主軸，記者僅客觀陳述現場狀

況及訪談結束後做一個簡短的結論。由此可知，電視新聞與電視新聞雜誌型

節目在敘事結構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兩者都經過選擇與剪輯等產製過程，

可以說都是透過受訪者的言說來表達節目觀點，然而前者強調受訪者的評論

與說法，藉此證實事件的真實性；後者則不僅強調受訪者評論，明顯地是其

更突顯了旁白的「全知性」，充滿指引性的作用，承繼著記錄片「說服」性格，

引導著觀眾的眼睛、感覺與思考。 

 

2. 解析、評論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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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另外一個我們製造出來的禍…(2011年 11月 5日)。 

 

比較特別的是，事實上這句評論是在前述說明之前即先被提及，受訪者

採先評論再說明，且評論的部分僅有一句話，直接將責任交付給「我們」，同

樣屬於第一人敘事，強調共同經驗，但他並沒有提供任何解決之道，只是說

明、批評，讓「我們」看到事情很嚴重、「我們」要負責，那要負什麼責任，

沒有說清楚。 

再來看到另外一集節目中同樣也有中研院研究員汪中和的採訪： 

 

如果我們暖化的情勢不受到進一步抑制的話，那不管是在南極

也好、北極也好，進一步這些冰川的融化都會大規模地改變地球調

節氣溫的洋流的輸送系統，地球的溫度會進一步受到干擾，那我們

的天氣也會更難以掌握，然後變化得更極端 (2011年 4月 7日)。 

 

此段評論仿彿預言家，訴說暖化將導致冰川融化，進而改變洋流系統，

造成氣候得更為極端，前因後果之間的關係不盡然具有必然性，充其量代表

的是其中一派科學家的說法，同時最後一句也隱涉了現在的氣候已經呈現極

端的觀點。製作團隊挑選此段受訪者評論並安插在專題的結尾前，使其具有

證言的效果，代替節目說出觀點。 

然相對而言，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的評論比較不明顯，往往置於

說明原委之後，包括「關鍵就是整個氣候」、「整個歐洲將來就是往越來越熱

發展，不僅往南還往北，所以地中海現在變成不太適合，夏天不太適合去」，

證實了氣候是主要原因，而且氣候變遷將會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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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尾結構 

 

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姓名、新聞事件地名 

│ 

(下一則電視新聞) 

│ 

節目結尾 

 

圖 4-3-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之結尾結構 

資料來源：林東泰 (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     

225-264。 

 

不同於一般整點新聞，本研究發現節目專題不僅有自己的導言，也會有自己

的結論，通常以旁白的方式表達，如下： 

 

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的結果改變了洋流系統的運作，帶來了種種

異常天候，然而在地球巨大的時間軸上，人類的歷史只是渺小的一瞬，

其實微不足道，偏偏這微不足道的改變，給地球帶來的可能就是毀滅 

(2012年 4月 7日)。 

 

從此段結論可以明顯發現到旁白跳脫出單純訴說故事，不僅直接採用「原因

-結果」來表達觀點，更使用「微不足道」與「地球毀滅」來產生對比，儼然站

在評論者的角色在說話。隨後每一個專題影片最後都會以「撰稿：李端玉 剪輯：

詹育華」的形式做結，由於該節目很少實地採訪，以編輯各大國際新聞為主，因

此缺乏新聞事件地名。此外，在畫面轉回主播台之後，主持人會以評論性的語言

進行總結，並運用修辭轉折至「下一組」新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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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熊這張照片，當時我們在正負二度 C使用的時候，有一位科學

家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文茜小姐，你是被暖化說的科學家們給騙了，

這張照片是捏造的，結果這一次BBC完全拍到了照片，有好幾位攝影師，

再次拍到了公熊，也就是北極公熊在太飢餓的狀況裡頭，吃下了自己的

同類，甚至是自己的小孩，這樣同類殘殺，吃掉自己孩子的狀況，正在

北極冰融的狀況中，由北極熊來扮演一個最殘忍的角色，而這個殘忍的

禍害者，不是任何別人，不是北極熊這位爸爸，是你跟我，是所有人類

共同創造的 自然環境的危機，而這個危機在這個禮拜，仍然襲向了好

幾個地方…(2011年 12月 10日)。 

 

主持人陳文茜首先引用了一位科學家的來信，其稱照片是支持暖化說的科學

家所造假，然而主持人以 BBC 再次拍到照片來辯證暖化現象所導致的同類相殘

的確正在發生中，一方面表明了雖然全球暖化議題有兩派說法，但另ㄧ方面，該

節目或者說是主持人陳文茜也表明了本身相信暖化說的立場，而且是「由北極熊

來扮演一個最殘忍的角色」，直接歸因那背後真正的壞人是「你跟我，是所有人

類共同創造的」，運用第二人稱與第一人稱擬仿真實對話，試圖引起觀眾的共鳴

與省思，爾後擴大為全人類的「共業」，接著「這個危機在這個禮拜，仍然襲向

了好幾個地方…」，由此證實人類共同造成的暖化危機又會再反撲回「我們」的

生活，開啟新聞下一個新聞專題，讓上下兩個專題內容環環相扣，後續專題新聞

中的各項氣候災害也就儼然成為氣候變遷的「證據」。 

再來看到另外ㄧ個例子： 

 

敘利亞的悲劇讓我們對人類的殘殺非常的感到遺憾跟無助，但是同

一個地球,，正在發生一個感人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北愛爾蘭共和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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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英國的衝突，而這個禮拜英國女王正式拜訪北愛爾蘭，而且不只是

拜訪北愛爾蘭，它和北愛爾蘭共和軍，也就是過去在柴契爾時代被視為

決不和他們妥協，把他們視為恐怖份子罪犯，絕不把他們當成只是為理

想而戰的政治犯的北愛爾蘭共和軍，女王正式和他們正式握手和解，長

達 100年的悲劇劃下了句點 (2012年 7月 1日)。 

 

ㄧ開始主持人藉由「我們」來表達對新聞專題的感覺是「遺憾跟無助」，這

裡的「我們」指的是製作團隊，也指向電視前的觀眾，不斷地利用「我們」來勾

引出觀眾的認同感，也告訴觀眾應該從哪個角度切入議題，為議題定調。利用轉

折語「是同一個地球,，正在發生一個感人的故事」，讓前後兩個專題形成對比，

也讓整集節目中各新聞專題有了彼此的關係與角色，敘事結構產生層遞式的故事

發展，在主要故事之下似乎還有次要故事線正在發生。 

上述評論是獨立的，明顯地可以看到主持人陳文茜不需要藉由受訪者的嘴巴

來說話與評論，她總是基於自身經驗、知識等主觀看法來陳述，與一般新聞主播

「讀」新聞的方式不同，不論在節目導言、專題導言，到各專題間的銜接，都能

看到陳文茜充滿自主意識的評論。如同陳昌棋 (2008) 的研究結果發現，《文茜

世界周報》以陳文茜個人風格為節目的主要特色，很多觀眾是衝著她而來收看，

故本研究認為不能以新聞公正客觀的一般標準來看待這個節目，因為事實上它更

具有敘事與說服的語言在其中，充滿指引性的作用。 

最後，在【文茜世界週報】整個節目的尾聲，都會說明全球一週金融漲跌情

況，包括道瓊指數、那斯達克指數、貨幣匯率、公債殖利率、糧價等，隨後回到

攝影棚內，以「文茜的世界週報  掌握全球趨勢脈動」做結，片尾則是採用片頭

影像倒轉的方式，回到開場歌劇院，向觀眾表達謝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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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結尾畫面 

資料來源：2012 年 04 月 07 日，，轉貼自 youtube，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VRdf8sE3d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VRdf8sE3dw


106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綜合說明如下： 

一、 以【文茜的世界週報】為文本，分析其國際電視新聞節目的敘事結構為何。 

二、 探究影像敘事中，聲音、文字與畫面如何彼此指涉，形成意義。 

三、 隱含作者的存在與否，評價如何在敘事中呈現。 

四、 主持人陳文茜在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電視新聞雜誌節目與一般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仍多所不

同，就《文茜世界週報》的敘事結構來看，基本上雖符合林東泰 (2011)電視新

聞敘事架構，但可以發現幾點不同之處。 

首先，國際新聞節目多屬於彙整編輯的性質，因此整個敘事結構會將新聞事

件以「組」為單位來循環展現，主持人會一次闡述數個事件的導言，再交由製作

團隊製作專題影片，其中結合各大國際新聞媒體與通訊社的採訪畫面，運用影像

畫面與描述性文字之間的指涉與評價形成一個具有承先啟後與邏輯推理的事件

脈絡，理論上屬於故事外的敘事者。 

因此原電視新聞敘事架構中的「新聞組件」在該節目當中其實就是一種記錄

片式的專題影片，融合新聞報導、雜誌編輯與記錄片模式，以電影製作手法來增

加影像與聲音的敘事性，而其本身即包含一完整的敘事結構，包括導言、代言與

結論，當然組織方式與採訪片段的選擇也就隱含有節目本身的觀點。整體而言專

題主要藉由旁白的修辭與言說來呈現「概念上的視角」，並善於運用第三人的敘

事聲音作為證據，包括現場原音、受害者訪問、專家訪談等，猶如記錄片具有較

高的說服性與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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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電視新聞雜誌節目融合文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開頭結構與代言結構之間，不若一般電視新聞，主持人不僅不會有明

顯指示來進行畫面的轉交，比如「將現場轉交給記者某某某」，主持人陳文茜還

會針對專題摘要重點並加以闡釋，此外，專題結尾會標示撰稿與剪輯姓名，但由

於牽涉地點甚多故通常不會特別說明地點。 

其次，對【文茜世界週報】節目而言，主持人對新聞事件的評論是該節目的

特色之一，因此在敘事結構上陳文茜的評論仿彿在原本的新聞敘事結構之外獨立

出來，突顯了個人特質。不過就節目整個指涉與評價的運作，該節目充分運用音

樂、影像與口語之間的交互指涉，在節目中塑造氛圍的高低起伏，然而專題的畫

面剪輯都會選擇符合影片主軸與觀點的採訪段落，藉著受訪者言談中所隱含的評

價，表達專題真正想表達的意旨，並不完全適用新聞學的客觀性，比較具有敘事

性；更甚者，【文茜世界週報】的特色在於，主持人陳文茜甚至不需要受訪者做

為替代聲音來隱晦地進行評價，在導言、轉折、結論都能夠明顯地表達自己的觀

點，對新聞事件評論並強調專業權威，在角色上偏向屬於 Allen & Lane (2003) 分

類中的評論型主播，亦為 Goffmann (1981) 所謂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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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電視節目是團隊製作的成品，但陳文茜似乎主宰了整個節目的調性，

與其說陳文茜是節目的言說者，不如說她更像是一位表演者，包括身上所穿著的

衣飾，甚至「陳文茜」三個字，都具有其符號意義，猶如歌劇院裡的主角，以紫

色塑造神秘高貴氛圍、以名氣作為專業保證，不過最重要的是這齣戲大抵脫不了

傳統曲目，只是重新編製而已。 

第三，從本研究分析的五集節目中可觀察到，敘事結構上形成三個層次─先

由導言框架出整集主要有哪些新聞專題，進入專題後又會再摘要出有哪些重要新

聞事件，最後由旁白導言專題影片，透過層層構連的敘事方式，一方面讓所有的

主要事件與衛星事件有了定向，另一方面從事件與畫面的編排上可以明顯看到，

通訊社採訪畫面的挑選與放置的先後順序，前面出現的採訪畫面可能為後面出現

者的背景與脈絡，產生具有邏輯性與故事性的情節，影像與文字、新聞事件間的

彼此指涉與構連方式，都界定了事情的原委並表達出節目的觀點，企圖對螢幕前

的觀眾產生某種說服效果。 

以下為本研究據林東泰 (2011) 修改的電視新聞雜誌節目之敘事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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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電視新聞雜誌節目敘事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林東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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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電視故事提供觀眾一些特定的空間與事件，讓觀眾以不同的方式重

新思索經驗，將我們置於電視敘事中所呈現的社會與文化事件、問題、主題之中，

從【文茜世界週報】來看，影像來源大多來自國際上所謂先進國家的新聞通訊社，

往往受到該國所持社會文化觀點所框架。以真實為基礎的電視節目策略與場景便

是透過操作狹隘的經驗版本，包括將遙遠地方的事件，運用新聞話語與紀實娛樂

的敘事手法，邀請進入家中有限的場域，產生密集的社會互動、競爭與見證等，

不僅可用來破壞一般符號規則，建立新的符號意義，更可用來確定這些場景的真

實性。 

不僅如此，如過去敘事研究即指出，敘事結構必須攫取與延續人際互動習慣

與社會文化規則，才能與觀眾過去經驗與習性達到共鳴，使意義讓他人理解，也

因此國際新聞節目往往會安排詮釋者，不論是專家學者、主持人亦或是旁白，因

應電視兼具影像、文字、聲音之特質，以本地的語言與符號來轉換意義。換言之，

敘事結構不只是形式主義下社會結構的固定版型，它也會隨著媒介更迭與文化變

遷件演化出新的樣貌。 

最後在觀點與隱含作者的部分，新聞節目的觀點交織在文本之中，兼具有夾

敘夾議的特質，包含 Chatman 所謂的字面與象徵的視角，藉由鏡頭的反映，以

及受訪者聲音的選擇、主持人本身的觀點，達到一致的論調 (slant)。不過本研究

發現，該節目主持人陳文茜個人風格突顯、評論強烈，儼然為顯性作者，看似有

明顯的自主觀點，不過節目影像幾乎都來自於國際通訊社的採訪片段，其評論不

可避免地也只是在少數幾個主要國際論述中揀選認同的觀點表達出來，隱含作者

的位置應該要進一步探索國際通訊社背後有哪些巨型敘事操作著。 

在專題「氣候變遷總報告」中不斷將世界各地的災難連結到氣候變遷，而氣

候變遷又為人類所造成，因此「人」就會變成「自做自受」的受害者，節目認為

人類必須重視這些問題並為此負責，可惜的是當今國際上似乎沒有共識，人類恐

怕會像北極熊一樣，最後為了生存自相殘殺；而在其他世界新聞專題中，像是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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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戰爭、歐債危機、糧食短缺等，也慣於將各國情況賦予某個核心因素與形象，

包括宗教歧異、資本主義、氣候變遷，以節目本身的觀點來敘事與詮釋整起事件

的樣貌。 

由此觀之，許多國際議題往往沒有具體形象，它就像一個劇本，藉由引用天

然災害、北極熊，以及「國家」來擔任演員，表面上這個專題劇本是製作團隊與

主持人所製作與敘事出來，但觀點背後實際上是受到國際通訊社的視角所框架，

像是「氣候科學家」、「宗教論者」、「資本主義」，專有名詞「聖嬰」與「反聖嬰」，

敘利亞戰爭與歐債危機發生的原因，都只是藉著這個節目說出來與再次確定，但

起初的說法則必須回溯到科學專家、先進國家政治與宗教觀、資本主義中各經濟

學派觀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觀點在引用與轉換的過程中又受到哪些社會環境

因素的影響產生質變，隱含作者究竟如何運作，都必須從歷史性的分析著手，此

並非本研究目的，然值得之後的研究者繼續深入探討。此外，有關敘事者，特別

是主播在敘事裡的角色與作用，亦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建議可繼續發展與研

究。 

本研究針對節目【文茜世界周報】選擇其中五集進行分析，恐有文本不足與

偏誤的問題，且最重要的是，本研究分析結果能否直接套用在其它電視新聞雜誌

型節目乃尚待檢驗，況本研究為概括性的分析與討論，建議往後研究可針對不同

節目與議題進行比對、檢驗與分析，包括敘事架構是否雷同、隱含作者的運作及

其社會文化脈絡，又或者針對不同的國際新聞節目就同一議題進行敘事結構上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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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節目逐字稿 

 

2011/5/22 

 

影像/ 聲音 標題 文字 

開場畫面   

  主持人陳文茜：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文茜世界周報，先為你整理世界周

報的重點 

影像為新聞

畫面節錄 

極端氣

候，惡火無

情 加拿大

野火燒不

盡 

全球極端氣候持續肆虐，加拿大西部亞伯達省野火燒

不盡，近百起大火延燒超過 1000 平方公里，其中斯拉

夫湖小鎮三分之ㄧ建築被燒毀，市政廳、警察局、圖

書館，無ㄧ倖免 

 密西西比

河氾濫 開

閘疏洪 淹

小鎮救大

城 

密西西比河洪峰往下游移動，美國陸軍工兵隊 40 年

來，首度開啟路易斯安那州的疏洪道閘門，犧牲了小

鎮與農田，保護紐奧良等人口眾多的大城以及沿岸的

石化工廠與煉油廠 

 探索地球

驚奇 二氧

化碳的生

命角色 

現在人們多半把二氧化碳當成危險的物質，是氣候變

遷的罪魁禍首，但其實二氧化碳是維繫地球生命的關

鍵，它能補捉大氣中的熱氣，而人們當成災難的火山

活動，也是維持二氧化碳平衡的主角之ㄧ，帶您一探

驚奇的地球奧秘。 

 破冰！英

女王訪愛

爾蘭 盼和

解走向未

來 

1920 年 11 月 21 日英國軍隊對著手無寸鐵的看球民眾

開槍，這是愛爾蘭獨立運動史上的第一個血腥星期

天，本週英國女王來到當年濺血的體育場，成了百年

來首度踏上愛爾蘭的英國君王，道歉沒有說出口，而

是以充滿儀式性的行程，表達希望走出腥風血雨的歷

史，邁向真正和解的未來 

轉回攝影棚 

分割雙畫面

─左主持

人，右新聞

事件畫面 

反聖嬰 加

國小鎮惡

火侵襲 市

政廳也遭

殃 

主持人陳文茜： 

首先先為大家整理，整個全球的反聖嬰現象，反聖嬰

現象本來按照氣候變遷專家的評估，五月底應該告一

段落，但是即使到今天已經 5 月 22 日，整個全球，我

們所面臨的反聖嬰現象仍然非常的可怕，甚至很多人

說，這已經不只是反聖嬰現象，我們可能正在經歷一

個，十年來最熱的依年，而且可能會預估歐洲熱浪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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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熱死數萬人的狀況，會在歐洲再次的出現，首先我

們先來看，發生在一個令人驚奇的地點，它是在加拿

大西部的亞伯達省，有ㄧ個小鎮叫做斯拉夫湖小鎮，

當它有這個名稱的時候，你很難把它跟森林野火連結

在一塊，你覺得斯拉夫湖它應該很美吧，有ㄧ個湖的

小鎮，它應該是一個很靜謐的一個角落吧，但是在上

個禮拜，他們經歷一個最可怕的森林火災，幾乎把全

城二分之ㄧ接近三分之ㄧ的地方，全部都燒毀了，包

括市政廳與警察局。 

 

反聖嬰影像畫面─兩個地球雷達圖→資料文件→標題 

 

 加拿大西

部野火肆

虐 引發上

百起火災 

從上個週末開始，加拿大西部的亞伯達省就野火燒不

停，溫暖的氣溫加上強風，引發約 100 起大火，其中

23 起火勢還尚未控制住 

新聞採訪畫

面 

同上 加拿大亞伯達省緊急管理局 伍德沃斯：「這麼重大的

緊急事故，我們的第一個要務就是大眾的安全，多虧

昨晚地方上的應對，斯拉夫湖市長的領導及緊急小組

的迅速行動，斯拉夫湖大多數居民都已安全撤離，目

前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斯拉夫湖

小鎮 三分

之ㄧ建築

物遭燒毀 

大火已經燒毀當地 1050 平方公里，比去年一整年整個

亞伯達省火災區域來大，這次損失最慘重的就是位於

亞伯達省首府艾德蒙頓西北方 250 公里的斯拉夫湖小

鎮，大火燒毀三分之ㄧ的建築，從市政廳、警察局，

到圖書館、廣播站，無ㄧ倖免，7000 名居民全數撤離。 

加拿大斯拉夫湖居民：「我們聽到警報要大家趕快離

開、快走，大概就是這樣」 

目擊者：「什麼都看不見，都是煙，很難把車開出來」 

濃煙和迅速蔓延的火勢 

 煙霧瀰漫

亞伯達省

上空 恐飄

向北極 

阻斷了部份公路的去路，讓戴著家當逃難的居民ㄧ路

上險象環生，透過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拍的空照圖可

以清楚看到 

畫面轉到美

國報導空照

圖 

煙霧瀰漫亞伯達省上空，專家憂心這些有毒氣體，可

能飄向 1400 公里外的北極，深入大氣層，氣象地圖上

也滿是橘色的火災記號，斯拉夫湖的大火更是橫跨公

路 

 加拿大亞伯達省森林大火資訊處哈里斯：「部分地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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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時速達 50 公里，因此可能又是個火勢猛烈的一天，

這種狀況下，消防員很難迅速圍堵火勢」 

亞伯達省省長宣布撥款 5 千萬加幣 

 加拿大動

員三省消

防員 百架

直升機滅

火 

相當於 14.8 億台幣 援助災民，並派遣卑詩省和安大略

省消防員加入現場 1000 名消防員及 100 架直昇機滅

火。 

採訪畫面 加拿大亞伯達省政府發言人羅文：「更多人來協助消防

員  幫助很大，亞伯達省消防員已經奮戰一段時間了」 

 大火災民

什麼都沒

了 加拿大

民眾捐物

資 

亞伯達省已經暫時發布全面禁火令，以防止野火繼續

擴大，加拿大民眾則立刻動員，捐贈衣物和乾貨，給

什麼都被燒掉的災民 

 加拿大皇家騎警警官史考特：「斯拉夫湖大多數居民沒

有瓦斯，沒有電、電話，現在要修復那些設備」 

 大火過後

如戰區 災

民心急如

焚想回家 

從火場回來的消防員透露，小鎮燒的面目全非，就像

是戰區，當地民眾心急如焚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房子還

在不在，不過官方說現在還太危險，空氣中充滿化學

物質，且沒水沒電，恐怕至少還要兩個星期才能獲准

返家。 

撰稿剪輯 / 林育竹 

回到攝影棚 

分割為兩個

視窗─左為

洪水氾濫，

右為主持人 

密西西比

河氾濫 開

閘疏洪 淹

小鎮救大

城 

主持人陳文茜： 

而我們在上個禮拜已經報導了美國密西西比大河的洪

災，密西西比河是全世界四大巨流合之ㄧ，它佔美國

所有國土的將近 40%左右，那麼這一次，它主要是因

為冬天的時候，在北方有積了太多的雪，雪ㄧ融了之

後，它就變成了洪水，如果人類還有所謂最起碼的小

小一點卑微的科技的話，就是美國可以準確的預算這

一次的洪峰，這個禮拜會到達哪個城市、下個禮拜會

到達哪個城市，而本週最可怕的是它即將衝往人口大

城，也是上一次被卡翠娜所摧毀的紐澳良，美國政府

決定分閘洪道，也就是把某一些水閘，70 年來沒有開

的全部打開，打開的結果是淹沒了非常多的農田、非

常多的房屋、非常多的小鎮，然後用犧牲小鎮來換取

挽救大城紐奧良，尤其在紐奧良外海有七大煉油廠，

如果這七大煉油廠都被密西西比河的洪水沖毀的話，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全球石油價格，可能是一桶 130，甚

至 140 美元左右，對美國對全球經濟的衝擊，難以想

像，讓我們來看一個全世界，可以說是科技第一大國，

面對全球暖化以及反聖嬰現象的時候，他們唯一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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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卑微挽救紐澳良的所有做法 

回到專題 同上 美國中部70多年來最嚴重水患持續肆虐密西西比河沿

岸，14 號美國陸軍工兵隊 40 年來首度開啟位於路易斯

安那州的摩根薩疏洪道閘門，已保護下游人口眾多的

大城紐奧良和巴頓魯治，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的石化

工廠與煉油廠 

  美國陸軍工兵弗萊明：「我們要確保大家都了解大水即

將到來，民眾必須按照地方的政策和程序全面撤離」 

 美國開疏

洪道閘門 

解救大城

紐奧良 

目前 125 道疏洪道閘門已經開啟 17 道來分散滾滾洪

流，上個月的豪雨，加上這個冬天厚重的積雪融化，

讓這條北美洲最大的河川也吃不消，暴漲的水位，已

經超過 1972 年的洪災紀錄，淹沒從北到南 120 萬公頃

的農地，影響沿岸 9 個州，河水甚至漫流 40 公里寬 

 炸堤防開

水閘門 犧

牲小鎮農

田救都市 

美國當局只好順著河流，從上游到下游，犧牲小鎮和

農田，陸續宣洩氾濫的洪水，來解救大都市，先是 2

號在密蘇里州炸開兩英里長的堤防，現在則被迫大開

水閘門 

發表記者會

聲明畫面 

 美國陸軍工兵弗萊明：「我們做的決定 沒有一個是容

易的，等到了我的層級，已經沒有容易的決策了」 

 宣洩氾濫

洪水 低窪

農地泡水

數星期 

這麼一來，當地 2 萬 5 千人，1 萬 1 千棟建築都處於危

險地帶，近 8 千平方公里土地將泡在高 6 公尺的水裡

好幾個星期，光是路易斯安那州農作物損失就高達 3

億美元(86 億台幣) 

 

 

 

 

 

歐巴馬下飛

機 

 美國民眾：「我們被告知為什麼要撤離，但很多人，特

別是被菸的數千棟房子的人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淹水

的是我們」 

美國民眾：「我們是被國家拋棄了嗎？還是害群之馬

嗎？我們到底算什麼？」 

16 號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赴田納西州瞭解災情 

 大水緩慢

蜿蜒而下 

民眾得以

打包撤離 

當地洪峰雖然已過ㄧ個星期，但河水依然高於汛期水

位 11 英尺(3.4 公尺)，不過好在河水水位緩慢升高，讓

下游數千民民眾有時間打包撤離，離開前也忙著在自

家門口堆滿沙包，6 年前曾歷經卡翠納颶風摧殘的居

民，更是不敢掉以輕心 

 美國民眾：「當時我們失去了所有的東西，只剩下身上

的衣服，這次我們試著搶救僅有的物品，真的很害怕」 

美國民眾：「新聞說大水可能達 20 英呎(6 公尺)，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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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真的還假的，但我不會冒險」 

 破紀錄洪

水 考驗密

西西比河

道運輸 

密西西比河是美國重要的運輸通道，中西部的農業大

省 60%的穀物得靠它出口，其他包括化學物品、煤礦、

木材、鋼鐵，高達 5 億噸的貨物進出，現在洪水不僅

打亂了原有的載運量，也考驗密西西比河沿岸造價 130

億美元的防洪提 

CNN 氣象播

報畫面 

 CNN 氣象主播：「維克斯堡的洪峰在 5 月 19 號星期四

大約比汛期水位高 6 公尺，大概在 54 英尺，破紀錄的

洪水在密西西比河起伏，最後到紐奧良，目前還不錯，

這是因為他們開啟了疏洪道閘門，看起來紐澳良和巴

頓魯治，應該可以安然度過」 

 馬拉松式

洪災 大水

等道 6 月

中才會退 

所幸密西西比河州維斯堡洪峰，雖然達到破紀錄的

57.1 英尺(17.4 公尺)，但比預期稍彽，讓人鬆了口氣，

不過 19 號出現了第一人因水災喪生，這場馬拉松式的

洪災，部分地區洪水可能要等到 6 月中才會退去，當

地消防單位提醒，大水退去後，蛇、鱷魚、甚至黑熊

等野生動物會到處流竄，未來返家的居民得提高警覺。 

撰稿剪輯/林育竹 

回棚內  我們看到了全世界最高科技的國家，面對洪災的時候

他所顯示的卑微，130 億打造的防洪提最後也沒有辦法

挽救 

左邊開小視

窗繼續播放

洪災，爾後

為紀錄片片

段 

美國科技

大國 面對

氣候災難 

依然無助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居民，而且他們無語問蒼天的是，

我們是被國家拋棄了嗎？為什麼是我們，而美國做出

的決策，固然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非常不容易，但是它

只是人類的一個小縮影，在現在人類其實共同面臨了

密西西比河沿岸居民的難題，全球暖化、反聖嬰跟聖

嬰現象，不斷地交替演出，洪災可能撲向任何一個國

家，貧窮的、富裕的，而我們都知道這裡頭最核心的

問題 溫室效應，特別是二氧化碳，今天我們特別要再

為大家播出的是英國BBC國家廣播電視公司所製作的

紀錄片地球驚奇，在這個地球驚奇的非常重要的，關

於科學教育的紀錄片裡頭，它告訴我們二氧化碳所代

表的意涵，二氧化碳我們現在感覺它不斷的增加，好

像要人類陷入一個滅絕的狀態，但是二氧化碳事實上

是使地球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主要的一個最主要元

素。  

搖滾配樂 

畫面提供：

火山運動 

地球生命

從地心不斷噴發的熔岩是地球表面上最壯觀的自然現

象，火山運動 是創造和毀滅地球生命的關鍵，但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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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影視 的毀滅者

與創造者 

山的重要性卻很少被人注意。紐西蘭北島的羅托魯阿

是地球上火山運動最活躍的地區，研究地球起源的科

學家認為這裡的環境跟混沌初開的年代很相近，火山

持續從地底下冒出各種化學物質 

 火山噴發

二氧化碳 

維持地球

溫度關鍵 

地獄般的硫磺池散發有毒的臭氣，但是它卻提供了生

命的重要元素，大約在 40 億年前，地球就在這種環境

中開始孕育古老的生命形式 

不過地球剛形成的時刻，太陽的熱度大概只有現在的

70%，地表保持溫度的方法是靠著火山噴發的一種獨

特氣體，這就是二氧化碳，現在我們多半把二氧化碳

看成是危險的物質，是全球氣候變遷的罪魁禍首，不

過二氧化碳其實是維繫地球生命的關鍵，因為它能捕

捉大氣中的熱氣，沒有了它 大氣裡大部分的熱量會飄

散到外太空，要理解二氧化碳的重要性，可以拿地球

的鄰居來做比較，紅色的火星是冰雪封凍的荒原，地

表的平均溫度在攝氏零下 60 度，原因就是它的大氣層

沒有二氧化碳可以保存熱氣，而另一個相反的例子則

是金星，它的表面溫度可以把鉛融化，不光是因為它

離太陽比較近，更重要的是金星的大氣層裡二氧化碳

濃度是地球的 400 倍，導致溫室效應的大規模進行 

音效   

 太古地球

火山頻繁 

製造大量

CO2 

早期的地球核心溫度比現在高，，火山運動比現在更

頻繁，這提供了足夠的二氧化碳，彌補了當時太陽熱

度較低的問題，避免地球被冰雪封凍的命運，根據最

新發展的地質理論，在七億年前 

 “雪球地

球”時代 

永恆冬天

冰封海洋 

地球也面臨過冰封的危機，雖然原因不明，不過它確

實給地球帶來了大災難〉在西南非洲的納米比亞，原

本的海底沉積岩層留下了這場浩劫的見證 

  地質學家霍夫曼：「大礫石是被冰推到這裡，他們在陸

地從冰河底下被冰河帶走，冰河流入陸地進入海洋」 

演奏樂  在赤道附近的納米比亞，竟然可以發現冰河的遺跡，

這說明了整個地球曾經陷入一片寒冬，這就是地質學

家”雪球地球假說”，這時候的海洋被冰雪覆蓋，冰

層厚度平均達到一公里，冰川不斷從兩極像赤道移

動，即使是地球最溫暖的地區，也只有零下 20 度到零

下 25 度之間，陷入冰封狀態的地球會把太陽大部份的

光熱反射回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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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層反射

太陽輻射 

雪球效應

只增不減 

地球的溫度只降不升，雪球效應會不斷的擴大，地球

的生機可能從此依去不返 

  地質學家霍夫曼：「因為冰會大量反射太陽輻射，不像

海水吸收性很強」 

不過，這時候救星來到 

 

噴發聲音與

打擊樂器音 

火山噴發

熱氣、CO2 

挽救地球

冰凍命運 

讓地球解脫了冰冷的束腹 

 這個救星 就是從冰層中噴發的火山，火山給冰層開了

缺口，給地表帶來熱氣，不過挽救地球的真正關鍵 是

火山噴發出來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地表上不斷累

積，到六億三千年前左右終於累積足夠的厚度 

聲樂 二氧化碳

終結雪球

效應 啟動

演化躍進 

大消融的時代於是開始 

(停頓約 5 秒，音效加熔岩畫面) 

  溫度升高 

 隱沒火山

運動 平衡

大氣 CO2

含量 

引來了猛烈的暴風雨，地球從原本的大冰箱變成了大

暖房，在短短幾百年之內，地球的溫度從攝氏零下五

十度升高到正五十度，這是地球史上最極端的氣候變

遷，這場幾乎摧毀地球的浩劫，從另ㄧ方面來看，帶

動了地球演化史上的大躍進 

畫面為魚到

猴子等動物 

二氧化碳

平衡 地球

生命繁衍

關鍵 

在這之前，藍藻這類的單細胞生物主宰了地球 20 億

年，如今原始的多細胞動物開始出現，二氧化碳終結

了雪球地球，帶動生物的演進，而地球生物跟火山活

動，現在是維持二氧化碳平衡的主角，兩者的互動巧

妙控制了地球的溫度，整個過程從海洋開始，海水吸

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海洋中微小但是數量驚人的浮

游生物，把二氧化碳分解，其中的碳成了浮游生物的

外殼，浮游生物死亡之後沉到海底，幾千年的緩慢累

積之後，變成了海底的岩石，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影響，

地球的二氧化碳應該會被浮游生物逐漸消耗，溫度也

會不斷緩慢的下降，不過一種特殊的火山運動卻有辦

法將這種局勢逆轉 

火山爆發聲

音與畫面 

 

隱歿火山

 

那就是地殼隱歿作用所引發的火山爆發，當地殼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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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平衡

大氣 CO2

含量 

塊互相擠壓，海底的沉積岩向下隱歿，會把浮游生物

變成的岩石帶到地底深處，岩石在地底開始加熱融

化，釋出二氧化碳，氣體隨著火山噴發回到大氣之中 

火山爆發聲

音與畫面 

  

這麼漫長而複雜的週期循環維持了二氧化碳的平衡，

讓地球長時間維持在適宜的溫度，成了各種生物演化

發展的家園 

撰稿/謝樹寬  剪輯/鄭佩青 

預告畫面 

CCTV 新聞

畫面 

極端氣候

發威 長江

旱、歐洲熱 

 

進場畫面   

  主持人 陳文茜 

二氧化碳，我們剛剛看到前面 BBC 的紀錄片 

 反聖嬰發

威 極端氣

候繼續肆

虐 全球遭

殃 

它適度的在大氣層中 複雜的週期循環，給了我們一個

適宜居住的家園，但是當工業革命之後，人類不斷自

己排放出過多的二氧化碳，破壞了這個平衡，也使得

所謂的全球暖化及將使人類絕跡的說法，成為現在全

球最關注的議題之ㄧ，繼續為大家製作 2011 年反聖嬰

總報告 

反聖嬰專題

片頭 

  

分割成六個

子畫面 

同上 在這一次的 2011 年反聖嬰總報告裏頭，全球最重要的

現象就是大旱，包括台灣也是如此，無止無邊的大旱 

 大陸極端

天氣 長江

抗旱導致

長三角電

荒 

除了少數地區，ㄧ來就是暴雨，然後馬上就形成災害，

像剛才我們前面講的，美國密西西比河則是因為北方

在冬天的時候下了太多的雪，變成了洪災，而在中國

大陸，大旱幾乎是從華北到華中地區，而且衝擊了中

國大陸的南水北調 世紀工程，我們先來看長江 

轉到地景畫

面 

 過去我們聽到的都是北京抗大旱，從來沒有聽過長江

抗旱的狀況，那麼偶爾出現了，過去十年來只有一次，

這一次長江的抗旱，是直接衝擊到華中地區，甚至使

得長江三角洲出現了嚴重的電荒，為什麼？因為這裡

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水力發電廠的地點，沒有人想到這

裡會出現大旱，現在鄱陽湖幾乎都完全見底，我們在

上個禮拜已經為大家做出報導，其次是北京 

 北京大旱 

破警戒線 

中國大陸的首都北京現在大旱缺水已經破了國際警戒

線，全市的水資源如果以往年的平均量來算的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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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比

往年少

62% 

了整整 62%，非常的嚴重，而大旱也使得酒泉出現了

嚴重的沙塵暴 

當地畫面 酒泉沙

塵、廣西暴

雨 重慶氣

溫高達 39

度 

你可以看到它的能見度只有 40 米，乾旱使得沙塵暴再

現於酒泉，另外呢廣西，過去我們也看到廣西也出現

乾旱，現在ㄧ來就是暴雨，這就是現在極端氣候的現

象，而重慶對我們而言，從來都不是一個火爐，現在

天氣不過就是 5 月 20 幾號，重慶出現了高溫，它的高

溫幾度？你難以判斷也難以想像，最高溫攝氏 39 度，

才不過是五月天 還不到五月底的時刻，另外同一時間

青海正在下著大雪，許多人預言今年 2011 年  

回到分割畫

面 

 不要講中國大陸要遇見了大乾旱，甚至歐洲可能會再

出現 2003 年的熱浪，我們一一來為大家整理 

 湖北千座

水庫乾涸 

吳水灌溉

農民心急 

首先先來看整個中國長江三角洲 所面臨的抗旱狀況 

進入專題  湖北的 1392 座水庫目前全都呈現”死水位”，乾裂的

黃土地，像是農民心中的裂痕 欲哭無淚 

農民：「秧苗幾乎眼看就不行了」 

都過了插秧的季節，沒水什麼事都做不成 

 

 

 湖北 90%

農地乾枯 

農民自救

挖地鑽井

取水 

長期的乾旱造成 90%的農田乾枯，許多農民為了自

救，開始在自家的田裡打水井 

  農民：「現在不抓好糧食生產，今後老百姓會花更大的

代價來買糧食，國家會花更大的代價來進口糧食，所

以我們現在要下大力氣，抓好糧食生產」 

 農作物乾

枯 糧食短

缺物價上

漲壓力大 

這是自兩千年來湖北最嚴重的旱情，不下雨 九萬畝的

農地受影響，ㄧ場抗旱大作戰如火如荼的展開，湖北

黃崗市雖然就在長江邊上，但因為水位過彽，排灌設

施無法正常抽水，農民只好挖溝引水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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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抗旱

大作戰 抽

水機組引

漢江水灌

溉 

農民：「目前我們這個田裡的水是從外河沙河過來的

水，原先我們這個田，全部乾旱是 3300 畝，現在水已

經灌進來了」 

另外像是漢川市，則是調來大型抽水機組從漢江取水 

央視記者：「11 台機組正在日夜不停的通過漢江取水的

方式來滿足當地農田灌溉的問題」 

 長三角缺

電荒 工廠

停電生產

大受影響 

往年同期武漢市已進入汛期，長江漢江水位都會大

漲，但今年長江武漢關水位在 21 米左右，比往年要低

5.6 米，是 60 年來ㄧ遇的枯水位，而三峽工程所在的

宜昌市也遭逢十年來秋冬春三季連旱的罕見情況，三

峽大壩也使不上力 

  電信局副局長張文磊：「往年到了四月份 五月份，已

經應是水電大發 汛期了，那麼現在持續地乾旱，本來

應該是豐水期」 

 長江乾旱

60 年一週 

三峽大壩

使不上力 

長三角一帶用電需求大增，因缺水供電情況也出現危

機，工廠壟罩停產陰霾，民眾飽受限電之苦，ㄧ但真

正進入夏季的用電高峰期，”不來電”的缺口恐將衝

擊大陸經濟，過去因長期的南澇北旱 

 南水北調

最大水利

工程 盼解

北旱之苦 

50 年前毛澤東提出北調長江水的想法 

前大陸總理朱鎔基：「我宣佈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 

2000 年在朱鎔基的ㄧ聲令下，南水北調這個全世界最

大的水利工程正式展開，預計 2020 年完工，但沒想到

遇到乾旱 

 

 

 異常氣候

搗亂 “南

水北調”

面臨考驗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鄱陽湖成了ㄧ片乾涸，異常的氣

候已經讓大地亂了方寸，旱象洪澇分批上演，而長江

流域的旱象沒有紓解，將影響作物生產糧價上揚，再

加上缺電，這場抗旱之戰將是非常艱辛 

撰稿/陸惠玲 剪輯/宋曉丹、黃佳佩 

 

畫面切割為

二，左為資

料畫面，右

為主持人 

歐洲沙漠

化危機  

南歐年年

遭熱浪侵

陳文茜： 

抗旱之戰也很可能撲向今年的歐洲，歐洲到現在為

止，平均溫度比往年來得高很多，事實上在 2003 年的

時候歐洲出現罕見的熱浪，那一次歐洲整整因為熱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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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 死了多少人，你可能已經忘記了，三萬七千多人，現

在看起來所有的氣候現象越來越像 2003年歐洲熱浪的

情況，相當多人警告歐洲熱浪可能會在今年夏天的時

刻重演，而如果從長期的氣候趨勢，因為二氧化碳、

溫室氣體的關係，整體的氣候變遷正在導致一個現

象，那就是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正在往歐洲北移，歐洲

正進入北非化，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化的現象，回想一

下普羅旺斯，很多景象已經看起來，越來越接近北非

的摩洛哥 

 歐洲年年

熱浪來襲  

40 度高溫

熱浪難耐 

讓我們來看一下，在整體歐洲沙漠化的一個長期趨勢

之下，今年可能會出現 2003 年歐洲熱浪悲劇的相同狀

況 

進入專題 

輕快的彈奏

音樂進場 

畫面為沙灘

及遊玩的人

潮 

 

酷熱的夏天特別漫長，蔚藍海岸的比基尼女郎變多

了，天氣實在太熱，溫帶氣候的法國里昂這幾年夏天

溫度接近 40 度，高溫下人們紛紛湧向市區廣場噴泉沖

涼消暑 

人們拉著駱

駝在沙漠行

走 

 撒哈拉沙漠彷彿穿越了地中海，用熱浪襲捲歐洲，從

葡萄牙到希臘 

人們在廣場

玩水畫面 

 整個歐洲大陸就像個大火爐，隨時都會燃燒起來 

 歐洲沙漠

化危機  

南歐年年

遭熱浪侵

襲 

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 

「從 2003 年法國這個就是說出現熱浪之後，你開始看

整個地中海，西班牙葡萄牙是左邊，直布羅陀那一帶，

然後是義大利這一區，很容易燒起來，那關鍵就是整

個氣候」 

人們在廣場

玩水畫面 

暖化加劇  

歐洲面臨

沙漠化危

機 

2003 年「殺人熱浪」撲向歐洲，奪走了 3 萬 7 千多條

人命，其中光是法國死亡人數就超過上萬人，法國媒

體稱為「夏日大屠殺」，地球暖化、歐洲熱浪持續的時

間比起一百年前，幾乎成長了一倍，聯合國氣候變遷

小組的報告預測，歐洲地區的夏天，可能每隔一年就

會出現像 2003 年的高溫紀錄 

加入音樂 

村莊一片翠

綠的俯瞰畫

面 

撒哈拉氣

候北移 歐

洲面臨沙

漠化危機 

一片蒼翠的法國普羅旺斯缺水威脅將會更加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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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風吹襲

聲音 

沙漠畫面 

 整個歐洲的氣候正逐漸「沙漠化」，歐洲太空總署觀察

非洲撒哈拉沙漠發現，由於沙漠往北移，從西班牙、

法國到義大利， 

地中海地圖  歐洲沿地中海的 30 萬平方公里區域都面臨沙漠化危

機，受威脅的面積比英國還大，人口多達 1650 萬人 

受訪畫面 

 

 

 

飛機消防畫

面 

 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 

「未來的這個沙漠地帶，就是私哈拉沙漠的地帶，開

始這個樣子的氣候、乾熱的氣候往北移，移到地中海，

所以現在它進義大利這一區 

所以他們很容易出現火災，尤其是夏季」 

進入較具氣

勢音樂、火

燃燒森林畫

面 

暖化助長

森林大火 

歐洲一年

燒 20 公頃

地 

歐盟統計，2009 年歐洲已有 20 萬公頃林地被野火吞

噬，比起前一年增加 1/4 面積，希臘近兩年接連發生森

林大火，火勢甚至威脅首都雅典的安全，氣候暖化便

是主要元凶， 

歌劇音樂 

畫面俯視乾

燥的大地 

孩子們玩水

的畫面 

歐洲氣候

變遷  高

溫熱浪將

成常態 

2009 年夏天德國、西班牙和法國，都出現罕見的 40 度

高溫，各地區的夏季氣溫一再打破歷史紀錄，聯合國

氣候變遷小組估計，到本世紀結束前，義大利氣溫將

升高攝氏 7 到 8 度，法國氣象局則預測下半世紀開始，

攝氏 35 度的日子將成為常態，比現在要多出 5 至 10

倍 

  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柳中明 

「整個歐洲將來就是往越來越熱發展，不僅往南還往

北，所以地中海現在變成不太適合，夏天不太適合去」 

俯瞰人滿為

患的十字路

口 

毫無植披的

乾燥土壤 

 世界人口激增、過度用水，全球高達 1/3 的土地遭受沙

漠化威脅，土壤更乾燥不耐久旱，非洲農業已遭受嚴

重衝擊，西班牙 31%的國土瀕臨沙漠化，葡萄園被迫

遷往更高海拔區域，而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因沙漠化

失去的土地，累計已相當於葡萄牙的國土面積，熱浪、

大火侵襲，撒哈拉沙漠朝著南歐撲來，歐洲的夏天恐

怕將擺脫不了揮汗如雨的日子 

撰稿 / 沈正彥  剪輯 / 黃佳佩 

下一階段主

題預告 

搭配配樂 

英女王訪

愛爾蘭  

大和解向

前看 

 

 天使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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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演

唱 曼妙歌

聲征服全

場 

 河南愛滋

誤診 婦人

失落的五

年 

 

 氣候風暴  

糧食”

黃、小、

玉”價格

再漲 

 

 歐債危機

再起 避險

需求增加 

黃金漲  

 

  歐債危機成為今年 2011 年全球經濟最不穩定的因素，

待會兒回到文茜世界財經周報 

片尾與片頭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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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5 

 

影像/ 聲音 標題 導言 

 氣候變遷 

大雪提早

報到 大水

延續數月 

陳文茜： 

事實上過去我們一直告訴大家，整個全球的氣候，

將進入到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全球暖化的一個變

化過程，而聖嬰和反聖嬰會不斷的交錯，有的時候

會無縫接軌，我們以為聖嬰和反聖嬰已經結束，可

是才告別了兩個月，反聖嬰捲土重來，再次成為這

一次全球，地球有些地方是下大洪水，有的事提早

大雪的狀況，繼續為大家做氣候變遷的專題報導。 

氣候變遷片頭   

陳文茜： 

第一個在呈現這一次氣候變遷的反聖嬰現象裡頭 

畫面切割 

左上：內蒙古 

右上：烏魯木齊 

左下：黑龍江漠

河 

右下：美國東北 

 是提早報到的大雪，過去大雪通常是 11 月開始有

雪，那麼即使有雪的時候，它的雪也不會太大，但

是這一次在 10 月底的時候，不只下雪，而且下的

是驚人的大雪。首先從 10 月 31 日晚上的時候 

當地畫面 內蒙古呼

倫貝爾 零

下 14 度，

積雪 14 公

分 

內蒙古的呼倫貝爾就已經普降大雪，這是當地近

10 月份以來第三次降雪，但是整個降雪達到了零

下 14 度，你很難想像，才不過 10 月底，它已經當

地是零下 14 度，積雪的厚度達到了 14 公分，外界

通往滿歸鎮的唯一一條公路，完全封閉 

當地畫面 西伯利亞

冷空氣影

響 烏魯木

齊 10 月底

降雪 

另外是新疆的烏魯木齊，新疆烏魯木齊是在 10 月

27 日開始，也受到了西伯利亞冷空氣的影響，氣

溫下降也降下了今年入秋以來的第一場大雪，而黑

龍江 

當地畫面 黑龍江漠

河 10 月底

降雪 影響

交通 

也是在 10 月 31 號漠河地區，下起了今年第一場可

怕的大雪，積雪深度高達 8.6 公分，那麼降雪也造

成當地，非常嚴重的交通問題，那麼讓大家最吃驚

的是美國東岸 

當地畫面 美東罕見

10 月底降

雪，東北數

周緊急狀

美國東海岸地區 29 日開始，迎來多年罕見的早

雪，是一百多年來美國沒有看到的這麼早的大風

雪，過去只有三次十月的時候會下雪，但是從來沒

有下過這麼大的雪，部分地區的降雪量達到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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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公分，從馬利蘭州到麻薩諸塞州，有四百多萬戶的

居民家中是停電，至少有 20 人左右死於和暴風雪

有關的事故，譬如說因為停電了或是樹木倒下來，

砸毀了他們的車子，而新澤西州和康乃狄克州，馬

薩諸塞州幾個州跟紐約部分地區都宣布進入緊急

狀態，也是過去新澤西州 50 年來第一次州警察一

個一個一家一家打電話告訴所有居民不可外出，因

為這是新澤西州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次大雪狀

態，讓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美東所出現的氣候異常 

進入專題 

秋楓落葉照

(Youtube 畫面+

搭配音樂) 

暴雪襲擊

美東 萬聖

節前夕罕

見 

 

2011 年冬，秋葉尚未凋零，ㄧ道突如其來的冷鋒

已在十月底急速南下，逼近美東 

下雪街景 

 

CNN 氣象報導 

 十月雪不是頭一遭，但暴風雪從與變成雪，而且溫

度直線下滑卻是前所未見 

CNN 主播：「紐約中央公園積雪 7.4 公分厚，也創

下十月份一天降雪量最高的記錄」 

街樹到處倒塌

的畫面 

人員正在鋸樹 

(使用原音) 

 

美記者採訪畫

面 

千樹倒塌 

紐約有氣

象來最大

雪 

這是 1869 年美國內戰後，紐約有氣象紀錄以來最

大的一場雪，過往只有三次下在萬聖節前，如今大

雪、強風，外加還沒落葉的林木，三項因素加乘，

更讓當地百年老樹完全抵擋不住，恣意倒下的樹幹

壓壞了路邊的大行看板，連停在一旁的小轎車也沒

倖免於難  

採訪民眾畫面：1 從樹爬出來的 2 樹砸下來的時

候，就像爆炸一樣，如果我在車上多留兩分鐘，今

天我就會死了 

 

 

 

受訪畫面 

紐約紐澤

西等四州  

進入緊急

狀態 

從馬里蘭、紐澤西州一路向北延伸至麻州，多處電

線被吹斷甚至爆出火花，導致 300 萬戶無電可用，

而紐約紐澤西、康乃狄克及麻州也因為這場暴風

雪，全都進入緊急狀態 

紐約州長柯莫：「我們有很多緊急工程人員，有很

多事情要做，雖然有時會被路人影響到修復道路的

速度」 

民眾畫面 

CNN 記者講述

畫面 

陸空交通

受阻 暴雪

釀成重大

傷亡 

有人用 V8 拍下自家後院的景況，原本金黃色的楓

葉林隨著時間過去慢慢變白，歷時不過八個多小

時，但更多地方遭逢暴風雨肆虐，不只空中交通大

亂，超過一千航班為此取消，旅客受困機場過夜，

賓州還驚傳 30 輛車連環撞，釀成重大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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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記者講述：「落石及樹枝卡鐵軌下，火車根本

動不了，民眾受困車內整整 14 小時」 

暴風雨新聞畫

面 

民眾接受採訪 

八月才遭

艾琳颶風

橫掃 今年

又逢暴雪 

這些地方都曾在今年八月遭逢颶風艾琳襲擊，無奈

如今又成暴雪災區 

民眾說：「我受不了這場雪，討厭死了，我無法形

容這讓我有多討厭」 

剷雪畫面 

右邊為動畫模

擬 

影像為過去採

訪畫面 

極端氣候

釀災 新罕

布夏積雪

80 公分 

降雪量最大的新罕布夏出現 80 公分積雪，紐約西

北也有 48 公分，氣候異相讓全球看傻了眼，但多

數專家卻瞭然於胸 

記者電話採訪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這也

是另外一個我們製造出來的禍，北冰洋在過去十年

來，海冰融化的太快了，可以說是全球平均值的兩

倍以上，因此它再讓冬天過去，它的冷高壓很重很

強，可以壓著北冰洋的冷氣在裡面，圈住它不讓它

出來，所以我們這個冷氣要往南延的範圍，尺度就

會比較小，可是最近它變得很薄，然後不斷的抬

高，這些在北冰洋那個地方，高冷地區的冷空氣，

就綿綿不絕的從下面不斷地往外漏往南遷，這個冷

空氣帶上，這個海洋豐沛的水氣團，就讓我們想到

2008 年，其實那時候反聖嬰現象，整個西太平洋

溫暖的水氣，加上南海，一直源源不絕的往中國大

陸送，再加上西伯利亞冷高壓一直綿綿不絕往下

移，就在長江那一帶，造成源源不絕的華南大雪 

(這時候有陳文茜的聲音)，今年只是發生在美國東

岸而已」 

講述冬天的慢

歌+翻攝於

youtube 行人走

在大雪中的畫

面+歌詞 

未來地球

四季變奏  

長夏短秋

長冬短春 

或許我們再也回不去原來的主旋律，因為長夏短秋

長冬短春，已然成為未來地球四季的變奏曲 

 

撰稿 / 李端玉 剪輯 / 宋曉丹 

回到主播檯 

右邊重覆播放

CNN 美國大雪

畫面 

美東十月

底早雪 秋

葉未落即

積雪 壓垮

老樹 

陳文茜： 

這是 10 月底美國可怕的在美東當地的大風雪，它

所以造成這麼大的災害，倒不只是說這個風雪非常

的高，事實上在美國的 1 月、美國的 12 月、美國

的 2 月都曾經出現過大風雪，可是它提早到來主要

的原因是 Autumn leaf，就是秋葉根本還沒有落下

來，所有的樹上面都還有葉子，那過去下大雪的時

候是枯枝，所以雪就直接落在地上，現在雪就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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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在樹葉上面，結果這棵樹就變的非常非常的

重，因此有很多百年老樹紛紛倒下，在新澤西州、

在新罕布什爾州，在馬薩諸塞州非常多的州，幾乎

你在小鎮裡頭看，每ㄧ家門口的百年越高越大的樹

沒有一棵倖免，每ㄧ家都有一棵大樹倒下，有的是

直接把房子摧毀，有的把車子壓毀，有的是壓在馬

路上，幾乎是寸步難行，這是這ㄧ次整個美東大

雪，讓全美國，尤其是新澤西州，陷入非常嚴重的

緊急狀況，也是新澤西州過去 50 年來，半世紀第

一次警察要求所有的人不可以出門，因為實在是太

危險了，你不知道下一刻哪一棵樹即將倒下來，而

當地因為電線桿幾乎都不是地下化，是地下的，那

麼當大樹倒下的時候，所有的電線桿也為之倒塌，

這也是造成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東岸全面大停電

高達 350 萬戶到 400 萬戶停電的主要原因，而且停

電的時間高達三天左右 

切割畫面 

左上：澳洲昆士

蘭 

左下：美密西西

比河 

右下：泰國洪水 

接著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氣候的現象，是洪水的現象，這ㄧ次

我們所說的氣候變遷，在美國出現的可怕的美東的風雪是反聖

嬰，另外一個反聖嬰現象主要是集中在整個東南亞地區，那麼

其實我們如果來看整個洪水從今年開始就已經好幾次衝擊了所

有人類對於洪水的認識，如果我們看三大洪水在今年以來，第

一個是澳洲的昆士蘭 

 澳洲去年

底今年初 

內陸海嘨

肆虐昆士

蘭 

它從去年的 12 月就不斷的下雨，一直下下下，下

到今年的 2 月，這使得澳洲的昆士蘭省，它的整個

內陸所有的水就變成了汪洋一片，好像變成了內地

的湖泊，也很像內地的一個海嘯，那麼這使得當

時，我們都還記得文茜世界周報作很深入的報導，

在澳洲的昆士蘭省，它是主要的煤礦產地，造成了

全球煤價大幅的上漲，也造成澳洲難以想像的損失 

 大雨、融雪 

密西西比

河今年五

月大洪水 

另外一個地方是美國的密西西比，它是 2011 年的

5 月的時候，當時的美國密西西比的大水，你可看

到這個景象，它把所有美國的街道、所有的城鎮全

部都淹成了大水，而最近最嚴重的洪水，出現在東

南亞半島，主要最嚴重的是出現在泰國 

 世界氣象

組織：泰國

淹水恐延

續到 12 月 

那麼泰國到現在為止，盈拉它的總理告訴民眾說我

們可能還要忍受四個禮拜，可是聯合國的氣象組織

說至少要到 12 月泰國的洪水才會退卻，泰國的曼

谷在 2009 年哥本哈根大會裡頭曾經列出了 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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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消失的城市，它被列為前面十名，現在看起來

一個低於海平面的城市，可能是在未來氣候變遷裡

頭，最需要跟大水奮戰的城市 

新聞畫面 泰總理災

區發糧 有

災民暗批

作秀 

災區的民眾抱以熱烈掌聲，因為泰國總理盈拉親自

搭船巡視曼谷北部的廊漫災區，還把一袋袋物資親

手送給災民，盈拉極力苦民所苦，但她人在小艇，

災民全泡在水裡，還是有不少人暗批他作秀，趕快

回去想辦法退水比較實際。 

泰國交通部長：「事實上小沙包一個重約 10 到 20

公斤，但這個大沙包重 1.2 到 1.5 公噸(1200 到 1300

公斤) 

 泰政府想

方設法 特

製大沙包

防洪 

因應泰國半世紀最大洪水，泰國政府辦法換了一個

又一個，最新法寶是特製這個超大沙包，人力抬不

動還得出動起重機，將沙包放上火車運送 

CNN 主播透過

電腦動畫說明

泰洪災範圍 

 因為大水已經淹了好幾個月，CNN 主播透過電腦動

畫呈現，光是 9 月 30 到 10 月 30 這 30 天，洪災蔓

延面積就大得驚人，看不見的水裡藏著垃圾、動物

死屍、蚊蚋叢生，對災民健康造成威脅，所幸泰國

拼命保護的這個紅色區塊，也就是曼谷中心商業精

華區，至今還沒被洪水入侵，泰國人現在擔心的是

核電廠，當地正籠罩著外洩陰影 

 洪水威脅

未解 核電

廠外洩危

機壟罩 

泰核能研究所副主任：「我百分之百保證水患絕對

不會對核電廠帶來危險」 

當局強調位於 3樓的核子反應爐距離地面超過 8公

尺，現已暫時關閉，而且外牆有 1 公尺厚的混泥土

包覆，足以抵擋 1 到 2 噸水壓，水遲遲不退，生活

環境急速惡化，早已讓泰國人怒火中燒 

災民抗議與採

訪畫面(配音是

英文) 

生活品質

急速惡化 

泰國人怒

火中燒 

泰國民眾：「我們在此出生，財產也都在這兒，這

是為什麼我們不想離開，有些人還沒有錢，哪也去

不了」 

泰國總理盈拉：「請對泰國充滿信心，曼谷城市系

統還是良好的，不過曼谷正是洪水入海的最後一

站，蔗也是眼下洪水水位達到最高值，災情最糟糕

的原因，希望在下週(生活)能夠逐步恢復正常」 

 泰國災後

重建計畫 

先救經濟

當前泰國誰的保證能信，哪裡又真的能去，當局要

求政府提高水閘，進快把惡水排掉，但內閣會議開

了又開，面對人為擋不住的天災，總計九千億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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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脈工業

區 

的災後重建計劃，重點仍不得不放在外商林立的泰

國經濟命脈工業區，而這場洪災也衝擊了全球供應

鏈 

 洪災衝擊

全球供應

鏈 汽車產

量重創 

因為暨馬自達、豐田、東芝，先後因洪水延長泰國

工廠的停產期，本田本週在泰國的組裝工廠也持續

停工，這個廠每年生產近 25 萬輛汽車，佔其全球

產量 5% 

引用 CNN 報導聲音：「本田下修幾週內對美加的預

計產量，未來泰國製的零件將缺貨 

 硬碟供應

減產 筆記

型電腦出

貨率降 

以這回泰國洪水為例，衝擊的就不只是汽車供應

鏈，硬碟供應鏈也季減 28%，包括索尼、佳能等龍

頭大廠，明年第一季相機供應確定重創，而台灣

NB 代工廠仁寶第四季筆記型電腦出貨率，預計也

將減少 5%到 10%，不過洪水短期內不會結束 

CNN 氣象主播：「受到大潮影響，曼谷持續淹水，

接下來幾天將再迎大潮」 

也就是現在還不是最壞的時候 

 世界氣象

組織：泰南

降雨恐至

12 月 

世界氣象組織 28 號就表示泰國南部的降雨天氣將

一路持續到 12 月，暹邏灣還可能出現強風巨浪，

災難將更大 

記者電話採訪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我覺

得全球暖化在氣候極端意義上扮演非常重要且關

鍵性的角色，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們現在又回到

了反聖嬰，因為原來我們以為上ㄧ波的聖嬰到今年

五月可以結束，沒想到 7 月過了以後，東太平洋海

水溫度又開始反向降低，這也是為什麼從今年夏天

開始，從印度洋一直到中南半島，整個地區都是綿

綿不絕的雨量，因為那個地方受到反聖嬰作用的影

響，海水溫度都偏高，水氣散發的特別旺盛，帶來

的雨量也格外驚人 

快速轉換世界

各大美麗城市

照片搭配緊張

的配樂 

東方威尼

斯 恐成世

界最早消

失的土地 

東方威尼斯終究在劫難逃，只是外界很難想像，曼

谷竟然可能成為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科學家預言全

世界即將消失ㄧ百個地方中最早的一個 

(撰稿：李端玉 剪輯：宋曉丹) 

回到主播檯 

左為主持人右

為新聞影像 

整理各災情畫

一天內 190

個龍捲風 

美國人忘

不了的 4

陳文茜： 

其實美國今年歷經了非常多對他們來說，過去沒有

經歷過的一些災難除了我剛才提到的在今年 2011

年五月的時候密西西比河大洪水之外另外一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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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報導 

 

 

 

 

 

 

 

 

 

月 27 日 是難以想像的龍捲風這些龍捲風跟氣候變遷是不

是有直接的關聯性到目前為止氣候專家自己也說

不得但是只能夠說水氣太多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的龍捲風形成他們覺得除了地形的因素之外，主要

是水氣實在是太多了氣候變遷以各種不同的形式

出現在有一些地區它變成驚人的強降雨變成像我

們剛剛所看到的泰國的洪水，在有些地區它變成了

可怕的暴雪，像我們看到的美國東岸地區，而在今

年美國光是 4 月 26 號、27 號，就有 100 多個龍捲

風形成那麼龍捲風基本上是先有一個母的龍捲

風，然後就不斷不斷分支出來，看到地形就不斷不

斷的一些改變，那麼這在今年 4 月份的時候可以造

成說對美國人來講難以想像跟最可怕的一個災

難，國家地理頻道自己特別收集了民眾當時拍攝得

很珍貴的畫面製作成專輯將在 11 月 10 號晚上 11

點的時候播出，文茜世界週報今天播出裡頭比較精

華的部分 

紀錄片節錄，故

旁白皆為英語 

背景為事件發

生時原音 

 

 

 

 資料來源：國家地理頻道-直擊美國龍捲風 

民眾「就在那裡」 

2011 年 4 月，現在就有龍捲風，美國史上龍捲風

最猛烈的一個月，慘重的災情遍及 27 州超過 350

人因此喪生造成數十億美元的喪失 

民眾：「我的天阿，你看東西全都飛出來了，我們

去找掩護」 

試看龍捲風爆發以及災後狀況，由災民所捕捉到的

畫面 

記者旁白 

遊客直擊影片 

盛路易

2700 建築

物盡毀  

無人受傷 

晚上八點十分蘭伯特盛路易國際機場，數百名乘客

受困等候，沒有一個人發現夾帶時速 265 公里強風

的 4 級龍捲風，瞬間正面襲擊 

這是 40 年來襲擊盛路易最強的龍捲風盛路易郡 2

千 7 百棟建築被摧毀，卻奇蹟的無人受傷 

 

插入廣播音提

醒民眾龍捲風

觸地 

現場畫面與民

眾聲音 

一天內 190

個龍捲風 

美國人忘

不了的 4

月 27 日 

2011 年 4 月 27 日大家永遠不會忘記的星期三，巨

大風暴連續兩天襲擊德州至紐約州 

（當地新聞畫面） 

民眾：「萬萬沒想到這種事會碰上第二次，我看到

這一切，氣味、景象和感覺都和卡崔娜之後密西西

比灣岸一模一樣，真的是很難以置信」 

記者旁白  每年四月都會有 135 個龍捲風侵襲美國，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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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 月一共有 600 個，光是 4 月 27 號就有 190

個龍捲風，破單日紀錄，造成超過 350 人死亡，最

強最富有的美國面對自然風暴仍然是束手無策 

（民眾受訪） 

當地官員的公開談話：「悲劇來臨時，會消弭掉一

切，消弭掉膚色和黨派，這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

的是關愛和照顧彼此，我也看到了，這讓我非常引

以為傲，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準備的試煉，而現在

這是非常嚴苛的試煉」 

龍捲風來和去的速度都是迅雷不及，明年四月龍捲

風再來之前，廢墟可以重建起來嗎？天佑美國 

（撰稿 / 高怡林  剪輯 / 陳鴻斌） 

預告 台灣名產

鳳梨酥 揮

軍星國萊

佛士 

 

片頭—回到棚

內 

金融海嘯  

經濟不振 

失落的一

代未來在

哪？ 

 

失落的一代片

頭 

鳳梨酥國

際化  第

一站落腳

萊佛士酒

店 

 

 讓鳳梨酥

更有氣質  

不同流俗

陳設禮遇 

 

 鳳梨酥國

際化  第

一站落腳

萊佛士酒

店 

 

 放棄舒適

圈千萬高

薪  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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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追夢

人 

 不計盈虧

立足國際  

東京分店

隈研吾設

計 

 

預告 當精品經

營  鳳梨

酥藍海 

 

片頭—回到棚

內 

鳳梨酥行

銷傳奇  

三合院日

日排隊人

潮 

文茜世界週報親自採訪創辦人藍沙鐘、許銘仁 

失落的一代片

頭 

鳳梨酥行

銷傳奇  

三合院日

日排隊人

潮 

 

播放現場作業

情形 

市場競爭

激烈  用

料包裝行

銷異軍突

起 

 

 鳳梨酥行

銷傳奇  

三合院日

日排隊人

潮 

 

 鄉下人奉

茶精神  

開門大方

放送真熱

情 

 

 保障鳳梨

農生計  

全台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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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收購 

 八卦山平

靜山腰  

鳳梨酥熱

賣形成商

圈 

 

 最本土的

也最國際

鳳梨酥大

膽放洋去 

 

預告 南極冰川

斷裂 冰山

大小如紐

約 

 

 氣候變遷  

大量水母

入侵以色

列海灘 

 

氣候變遷片頭 氣候變遷  

大量水母

入侵以色

列海灘 

半島電視台記者在海灘的報導 

 水母繁殖

過快 影響

發電廠運

作 

採訪電廠員工 

水母會影響我們的冷卻系統，牠們會變成凝膠堵住

壓縮器，讓蒸汽不能被壓縮，致使無法發電 

 氣候變遷  

大量水母

入侵以色

列海灘 

海洋的酸化已提高了 30％，甲殼類生物難以生存 

（撰稿 / 高怡林  剪輯 / 陳鴻斌） 

回攝影棚 文茜的世

界週報  

掌握全球

趨勢脈動 

陳文茜：「今天的文茜世界週報，我們明天見，拜

拜」 

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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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標題 導言 

有配樂 全球聚焦

歐債 鋒頭

蓋過全球

氣候大會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文茜世界週報，就在台灣即將

即將進行 2012 的大選，在全球都矚目歐洲高峰

會的時候，事實上關係著我們下一代的 全球氣

候大會 正在南非的德班舉行，現在是最關鍵的

一周，到目前為止一事無成 

 加拿大明

白表示 退

出二階段

京都議定

書 

而且加拿大 過去曾經簽署過京都議定書的，都

已經明白表示，要退出京都議定書，全球對於暖

化的努力，可以說因為這場金融海嘯 功虧一

簣，文茜世界週報繼續為大家關注 全球暖化的

議題。 

反聖嬰(兩顆地球動畫)→一頁一頁的災害圖→氣候變遷總報告 

運用很緊湊的音樂 

 全球經濟

危機下  

德班氣候

大會 一事

無成 

這場在南非德班的會議，我們稱為叫 COP17，當

時在哥本哈根就是 COP15，就是 2009 年，今年

2011 年，這是世界上每一年年底 最重要的全球

氣候大會，為大家整理幾個重要的訊息。 

轉場  首先就是剛才，我已經告訴各位 

一片建築中有煙

囪在噴煙 

加拿大宣

布退出 

第 2 階段 

京都議定

書對該國 

已成過去

歷史 

(法新社) 

一個非常悲觀的訊息，加拿大宣布退出第二階段

的京都議定書 

轉場  而歐洲到目前為止，是唯一還熱衷減碳的地區 

COP17 會場附近景

象→開會畫面(是

簡字) 

歐洲強

調：除非 

美中等排

碳國同意 

第 2 階段

京都議定

書 

2015 年達

雖然歐債危機之下，歐洲仍然開出了條件，除非

美國、中國等排碳大國，同意第二階段的京都議

定書，而且原則上必須要在 2015 年，達成一個

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因為京都議定書 並

沒有法律約束力，所以歐洲開出來的條件，其實

也很嚴格，第一個美中都要參加，第二個要參加

的京都議定書 是 2015 年開始，就要有法律約束

力，否則氣候協議將沒有任何指望。歐洲現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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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法律 

約束力的

氣候協議 

否則氣候

協議無望 

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 11%，歐洲開出

這個條件，也等於是暗示大家，如果中美不參

加，而且不同意他們所提出來的法律協定必須要

在 2015 年開始的話，京都議定書的第二輪談判，

歐洲也不會參與，而歐洲是最主要的京都議定書 

在 1997 年，除了日本、加拿大之外，最主要的

參與國 

轉場  而中國的代表解振華 

解振華開會畫面

(簡字) 

陸代表解

振華要求 

先進國家

移轉技術 

並投資氣

候基金會 

否則將單

獨減排 

但不簽定

新一輪 

京都議定

書 

則在現場要求美國跟發達國家，一定要同意移轉

技術，並且投資原來承諾的氣候基金會，來幫助

現在的一些未開發國家，或者是正在開發中的國

家，否則中國只能夠自己 單獨實踐減排，那麼

大家對於中國代表的談話，是中國對於 關於減

排這件事情釋出善意，但是中國不會簽訂新一輪

的京都議定書 

回到主播台  那麼回來我們就來看這場德班大會 

插入左邊畫面─

大海中有鯨魚─

人跑去攀在樹

上，海浪在底下肆

虐→人的表情很

害怕(顏色灰暗) 

 

全球經濟

危機下  

德班氣候

大會 一事

無成 

這場德班大會，剛才我為大家整理，包括歐洲的

態度、美國的態度、加拿大的態度，跟所有的這

個各國態度，日本在上個禮拜已經宣布退出，可

以說這是一場一事無成，而且京都議定書，可能

很悲觀的來看，由於這一場金融海嘯，它將成為

歷史，不只是對加拿大，可能會對全人類都是如

此， 

2009 開會畫面  但是這場德班會議，聯合國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氣

候報告，還是一樣一樣的提出來 警告全世界。 

歐巴馬回去的大

雪 

洪水(巴西) 

聯合國：氣

候變遷 全

球 1/3 物

種滅絕 

首先全球的暖化 氣候的變化，已經威脅了地球

上動植物的生存，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物種在未來

10 到 20 年之內，恐怕會遭到滅絕，而英國政府

則暗示  

洪水(印度) 

(簡字) 

歐債危機 

英：將取消

部分綠能

發展 

為了經濟加快速復甦，過去英國跟歐洲是補貼最

多綠色能源，像太陽能或是風力發電的，那麼英

國可能會取消部分的能源計畫。這是英國面對整

個歐債危機之下，英國已經事先的 先放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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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而最新的報告裡頭，全世界有三大冰原，

除了在北極、南極之外 

英國大火 氣候變遷 

食物不足 

北極熊吃

掉幼熊 

另外一個是在智利南部的冰河，聯合國發布的報

告也顯示出來，現在當地的智利南部，這個世界

上第三大的冰河，正以每年一公里的速度融化，

在聯合國這場會議裡頭，更有一位攝影家，他提

出了一個讓所有人看了，幾乎都要流下眼淚的一

篇攝影，這個攝影登在各大媒體裡頭，它是由

BBC 的攝影家，所拍攝的照片，那就是北極熊，

在牠完全沒有辦法，因為所有的融冰情況裡頭，

牠沒有辦法獵取牠正常的食物─海豹之下，甚至

很多公熊直接吃了自己的孩子 

照片 北極冰川

融成哭臉 

預言德班

無疾而終 

記者：人類到底能否掌握搶救地球的最後機會，

英國每日郵報最近公布一張照片 冰川成了哭泣

的臉，融雪正是這張臉上流下的傷心淚，它代表

的意義無須多言，選在德班氣候變化會議結束之

際，更彷彿一把利刃，直刺核心 

洪水來襲 

女孩攀在樹上 

害怕的大叫 

重量級領

袖缺席 女

孩吶喊震

天暖化難

解 

2009 年哥本哈根開幕影片，小女孩的吶喊還在你

我心底迴盪，動見觀瞻的中美兩國，當時破天荒

派出溫家寶和歐巴馬兩大領袖出席，但最終仍只

達成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歐巴馬回到華

府的這場雪，似乎寓言了全球暖化的悲慘命運。 

開會畫面 2011 全球

天災頻仍 

全與暖化

相關 

2011 德班氣候會議場上，看不到一位重量級國家

領袖，只剩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微弱呼籲，各國

落實先前承諾。畢竟過去一年全球災難頻仍 

拉近地球→淡出  都和暖化脫離不了關係 

巴西有人在洪水

裡抓住繩索→土

石流(音樂：聖歌) 

(節奏很

慢) 

(只有字幕) 

一月巴西強降雨奪命 

火災→龍捲風→

沙灘 

 六月美國 龍捲風肆虐 高溫破同期 

走山→救災  七月韓國 首爾豪雨走山 

洪水畫面  九月日本 強颱引洪澇 

公車在水中開  11 月泰國 水淹曼谷逾三月 

地球(音樂很澎派) 

 

煙囪 

全球碳排

放量暴增 

2100 年海

(記者)無奈的是，真相總是越不願意面對，越在

你我身邊反覆上演。 

英國自然氣候變化雜誌在四號，發表最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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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水吞噬歐

洲 

全球總體碳排放量在 2010 年，達到破記錄的 100

億噸。全球源於石化燃料的碳排放量，與 20 年

前相比更一舉飆高 49%。歐洲環境機構預測，到

2100 年隨著海平面上升，從倫敦到雅典，將有

400 多萬歐洲人，面臨洪水吞噬的威脅，損失近

兩兆歐元 

受訪畫面  (歐盟代表─康妮赫澤高) 

我們已經準備好 

要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儘管有些國

家，比如日本俄國加拿大已經退出 

(記者)歐盟率先釋出積極信號 

歐盟旗幟 

汽車、煙囪 

煤礦 

開會畫面 

歐盟催生

德班路線

圖 美中消

極反對 

條件是要勾勒新的德班路線圖，也就是在聯合國

氣候框架公約及 1997 年京都議定書之外，重新

建立更有約束力、更有挑戰性的減排方案，最快

2015 年達成協議，2020 年付諸實施，只是美國

態度消極，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表態反對，讓一切

彷彿又回到原點 

開會發表言論畫

面 

 (歐洲議會成員─喬列南) 

這真的很讓人灰心，因為這已經是第三次，聯合

國會議被這種 美中之間乒乓球遊戲給杯葛，我

覺得這真的讓人難以接受，也無法忍耐，這樣的

做法阻礙了整個過程的推進 

 京都議定

書恐成歷

史 氣候基

金也難兌

現 

(記者)就連兩年前形成共識的綠色氣候基金，在

德班大會上也面臨嚴峻考驗 

開會發言畫面  (美國氣候談判大使─托德. 史特恩)包括美國在

內，有不少締約方，實際上有超過 20 個締約方，

在綠色氣候基金有不同的觀點 

學生講述畫面  (現場美抗議學生)你們必須承擔責任，現在就有

所行動，你們必須排除黨派和政治(干擾)，讓科

學決定一切，你們必須承諾具體的減排目標，而

不只是(所謂的減排)預期。2020 年太遲了，等不

及了(掌聲響起) 

  (記者)美國學生衝進會場大聲疾呼 

官員離開的背影

→場外團體 

歐債烏雲

罩頂 德班

沒有得到官員具體回應。場外抗益團體再高分

貝，也宛如消音，因為德班在歐債危機下，注定



147 
 

注定沒有

結論 

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會議 

巴西抗議畫面  (巴西聖保羅大學教授─卡洛斯.切里)在未來五

年內，想要以一個各國都滿意的方案來實現減排 

是不可能的 

北極熊吃掉幼熊

照片(由近拉遠)→

變成黑白、停格 

北極加速

融冰 食物

不足 北極

熊吃掉小

熊 

(記者)北極熊在這場浩劫中，成了第一個祭品 

律師出身的美國攝影師羅絲，去年七月在挪威的

北極海域拍攝到 公北極熊把幼獸當成食物，一

旁的母親還不敢喝止，畫面之殘酷 怵目驚心 

因為暖化讓他們失去了補時海豹的平台，被迫同

類相殘，人類會不會哪天也走向相同境地 

(撰稿：李端玉 剪輯：詹育華) 

回到主播台 

 

 

 

 

右邊畫面重播女

孩攀樹吶喊 

 

開會討論畫面 

 北極熊這張照片，當時我們在正負二度 C 使用的

時候，有一位科學家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文茜

小姐，你是被暖化說的科學家們給騙了，這張照

片是捏造的，結果這一次 BBC 完全拍到了照片，

有好幾位攝影師，再次拍到了公熊，也就是北極

公熊在太飢餓的狀況裡頭，吃下了自己的同類，

甚至是自己的小孩，這樣同類殘殺，吃掉自己孩

子的狀況，正在北極冰融的狀況中，由北極熊來

扮演一個最殘忍的角色，而這個殘忍的禍害者，

不是任何別人，不是北極熊這位爸爸，是你跟

我，是所有人類共同創造的 自然環境的危機，

而這個危機在這個禮拜，仍然襲向了好幾個地方 

  (主持人回到置中) 

讓我們為大家來整理 

畫面切割出三個

子框 

泰國水患 

蘇格蘭大風 

北京大霧 

泰國水淹

三個月 曼

谷北區仍

有積水 

本周有好幾個重要的一個 全球的氣候災難現

象。首先曼谷已經淹水了整整三個月的。 

曼谷災情畫面  而曼谷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完全的脫離水患，

雖然現在曼谷，其他主要的市中心，現在已經遠

離水患，但是北區仍然有 80 億立方公尺的積水，

還沒有排除，整整三個月，水淹曼谷，這是一個

多麼大的一個慘劇，而按照整個關於氣候變遷所

有的報告顯示出來，亞洲在過去這兩年裡頭，是

遭受氣候災難最嚴重的地區，而未來亞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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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海平面吞噬的嚴重性，也高過於歐洲跟其他

國家，其次是英國 

海浪猛烈拍打畫

面 

風速高達

163 英

哩！強烈

暴風襲擊

蘇格蘭 

英國在 12 月 8 號，蘇格蘭地區遭到了風速高達

每小時 165 公里的風暴襲擊，導致三萬戶的居民

完全斷電、學校停課，到路運輸完全都受阻，非

常多的航班都取消。在蘇格蘭北部的一個小鎮，

至少有兩個原來是要做替代能源的的風力發電

機，在強風來襲的時候被毀壞，其中一個不只倒

下，另外一個還起火燃燒，我們為了整個替代能

源 所造成的情況，在當地反而形成了災害，另

外一個是北京 

當地畫面 是霧還是

霾？北京"

看不清" 

交通大受

影響 

北京從今年 12 初開始，就面臨了大雪，尤其是

可怕的霧鎖北京的現象，從 12 月 4 號開始連續

好幾天，那麼它的能見度非常非常低，對當地不

管是路上的交通 還是飛機，幾乎都造成嚴重的

影響，多數飛機幾乎數天每天都是延遲至少八到

十個小時，而京滬高速鐵路、京滬高速公路、京

津高速鐵路、京津高速公路 全部也曾經好幾次

關閉過，那麼北京這一次有很多科學家認為他並

不像倫敦霧一般，它應該是霾害，有一點像當時

雪梨我們所看到像火星一樣的霾害，因為根據美

國駐華大使館四日所發布的北京細懸浮的微粒

監測資料顯示出來，它的指數超過了最高汙染指

數 500，指數是 552，換句話說北京的整個汙染

由於 foggy 由於天氣變遷的關係，加上沙塵暴，

那麼使得當地其實即使不是你要有所謂的交通

問題，沒有飛機的問題，沒有高速公路的問題，

連住在當地呼吸都成了一個重大的困難，北京做

為一個全世界正在崛起的大國 

又回到三個分隔

畫面 

 它的 GDP 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名，可是居住在那個

城市的人，連一口呼吸新鮮的空氣，在現在都是

奢侈品 

(有音樂) 是霧還是

霾？北京

人被迫面

臨生存戰

爭 

引用央視新聞畫面三則 

記者補充 

 霧亂交通 引用大陸新聞採訪等路的車主「我等了七八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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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

封閉收費

大排長龍 

時」 

記者補充 

 空中交通

大亂 來往

北京多航

班取消 

等了七八個小時，乘客滿肚子火 

引用大陸新聞採訪等待乘客畫面 

 是霧是雨

還是霾？

北京當地

爭議不斷 

引用央視評論員白岩松解釋霧、雨、霾之間的差

別「對我們的健康危害太大了」其餘的說不清楚 

 美國指北

京空汙嚴

重 中反駁

自比霧都 

(記者)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佈監測數據，顯示北

京空氣中的懸浮微粒超標，空氣品質已達到最糟

糕的有毒害等級，但北京環保局堅稱，空氣只有

輕度汙染，還自比為 50 年代的霧都倫敦。 

引用央視旁白說明倫敦霧在 1952 年七天內造成

千人死亡，此事被稱為英國倫敦菸霧事件之記錄

片 

 英國立法

防空汙 

1980 摘掉

霧都帽子 

記者描述過程 

→但中國迄今卻連評估標準都還沒跟上世界腳

步 

引用採訪北京民眾的片段「喉嚨有點卡，對空氣

質量有點質疑」 

網頁畫面 北京空氣

難聞 肺癌

發病率暴

增 56% 

央室主持人芮成鋼在個人網頁上抱怨說一出門

還以為哪裡著了火 

空氣瀰漫著一股焦味 

(引用 11 月份剛出爐的肺癌發病率報告) 

北京市環保副局長採訪畫面「空氣質量不是監測

出來的，它是治理出來的，如果不治理不減排，

空氣質量改善，沒門」 

 霧鎖京城 

北京被迫

面對生存

之戰 

一場大霧點出了北京不願面對的真相，也逼得當

地人不得不進行生存之戰。 

(撰稿：李端玉 剪輯：林怡亨) 

回到主播台 德班氣候

大會 減排

VS 反核 

大爭論 

福島→歐洲重視、大陸停建 

福島提出報告，承認過去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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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大陸報導此

事之畫面 

福島事故

報告：海嘯

超過預期 

東電預案

不足 

 

 福島事故

報告 數疑

點未解 引

發更多質

疑 

 

 福島核電

廠輻射水

入海 居民

輻射超標 

「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 令人所看到一個福島的

正式報告」 

回到主播台 歐債、反

核、政府無

力補貼綠

能 石化燃

料抬頭 

到處燃煤成了中國今天唯一的選擇，中國主要媒

的生產地 

左加入大陸煤礦

路線地圖畫面 

燃"煤"之

急 大陸煤

礦冬運調

度全面啟

動 

一個是內蒙古，另外是在新疆、山西 

→很多地方形成了電荒 

→媒的運送問題都成了一個嚴重的運輸問題 

運輸畫面快速切

換 

大陸煤礦路線地

圖動畫 

三大冬運

媒主幹道 

24 小時加

緊趕工運

輸 

記者：如同春運一樣緊張 

(開始解釋是哪三條主要幹道) 

引用國家電鋼華中調控中心-李勇「我們供媒的

天數大概 18 天左右，比我們預期的電媒庫存還

要低很多」 

 今年大陸

南方乾旱 

華中冬天

用電吃緊 

引用湖北儲媒中心調度員接受採訪的說法「四輛

車可以了，你以為現在什麼時候」 

運媒畫面 堵車嚴重

苦不堪言 

運媒司機

不願送貨 

引用貨車司機聲音「煩惱就是堵車」 

            運費高居 引用貨車司機聲音「一噸就差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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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 運將

沒賺錢拒

載 

 煤礦運抵

目的地 比

坑口價翻

倍暴漲 

引運輸公司老闆的話「要是不賺錢，司機肯定不

去」 

 運媒司機

拒載 儲媒

調度高峰

壓力很大 

引調度員採訪畫面「趕快把媒拉出來，免得它又

漲價了，那不好搞」 

 17 個省市

煤炭短缺 

面臨拉閘

限電危機 

(記者)大陸並不缺媒，卻因交通成本太高，用電

價格又太低，搞得嚴重失衡，積壓許久的矛盾，

讓今年冬天供電問題一年比一年嚴重 

(撰稿：陸惠玲 剪輯：巫冠瑩) 

廣告   

民初五大愛情故

事記錄片─徐志

摩 

  

歐債與國際經濟   

大陸的溫馨故事   

結束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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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4 / 7  

 

影像 /音樂 標題 導言 

  主持人─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文茜世界周報 

 季節交替 極

端氣候再現 

肆虐各地 

由於再次的，由於海洋溫度的改變，全球

的氣候又入另外一波新的高峰的極端現象 

◎ 要截圖 

雪崩畫面+重拍配樂+標題「聖嬰現象」 

火燒森林畫面(右)+重拍配樂+字幕「全球暖化」、「災難」 

Sisy’s World News Climate Change 

最後出現氣候變遷 

 季節交替 極

端氣候再現 

肆虐各地 

幾個極端現象裡頭，分別位大家整理 

中間為陳文茜頭像，

畫面四周分別切割成

四個畫面，標題各為

德州龍捲風(左上)、

英 90 年乾旱(右上)、

日炸彈低壓(左下)、

斐濟大水(右下) 

季節交替 極

端氣候再現 

肆虐各地 

最可怕的是在德州，德州達拉斯在這個禮

拜迎來了 19 個龍捲風，你沒有聽錯，高達

19 個，這 19 個龍捲風甚至把貨櫃車都捲

到空中裡頭，你可以想像這個風力有來得

多大 

另外呢在日本出現一個叫炸彈低氣壓，這

個炸彈低氣壓一來的時候，狂風暴雨巨

浪，簡直像世界末日一樣，這一天裡頭有

400 個漁民受傷、有一個人死亡 

另外斐濟也出現了大水，而英國呢，英國

過去許多人對它的印象是，他是個永遠過

於濕冷，有的時候會覺得它太潮濕的一個

國度，但是它現在正面臨了 90 年來最乾旱

的情形 

我們先來看最嚴重的，尤其是在德州這一

次所發生的一個禮拜 19 個龍捲風，令人驚

訝的奇特現象 

畫面全黑 

字幕「美國德州」 

↓ 

民眾拍攝到的畫面 

↓ 

13 龍捲風侵

襲德州  15

噸重貨櫃車滿

天飛 

(民眾大喊)「大規模龍捲風就在眼前，好

大的龍捲風」 

 

 

拍下龍捲風的同時，鏡頭外的攝影者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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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捲風侵襲時的聲音

與畫面 

 

 

 

 

CNN 報導畫面 

中了邪，不斷怪吼怪叫，彷彿眼前看到的

不是龍捲風，而是怪物。 

 

因為只有怪物才能像拔蘿蔔似的將成排房

屋ㄧ間ㄧ間掀翻過來，撕成碎片吹上天

空，4 月 3 日星期二，十三個強烈龍捲風

連續襲擊美國南部的德州，其中至少兩個

龍捲風直撲地面而來，對達拉斯附近人口

密集的都會區造成重創，但最嚇人的畫面

是這個 

 

聲音來源 CNN 主播：「旋風竟然捲起了兩

輛貨櫃車，每輛重約 15 噸的貨櫃車，就這

樣在幾百公尺的半空中飛舞」 

 棒球大冰雹從

天降  上百航

班避之唯恐不

及 

狂風還夾帶了暴雨，和棒球般大小的冰

雹，飛機上的乘客路下了冰雹來襲時的聲

音，光聽就叫人膽顫心驚，當天 超過 110

架停放在達拉斯國際機場的飛機，因為冰

雹襲擊而受損，上百個航班被迫取消，已

經起飛的也迅速改道，前往其他機場避

難，將近九百棟房屋在風災中全毀或半

毀，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沒有人死亡 

畫面全黑 

字幕「日本」 

狂風暴雨打雷俯瞰畫

面 

 

 

輕快的音樂搭配路人

在風雨中寸步難行的

畫面 

 

 

人員抓住欄杆畫面 

 

 

播報氣象畫面 

罕見”炸彈低

氣壓” 狂風

暴雨橫掃日本 

 

同樣在 4 月 3 號，日本也陷入了極端氣候

的威脅之中 

午後的京都烏雲密佈 閃電頻繁，隨著雲塊

移動，瞬間風雲變色，雨勢之大甚至遮蔽

了監視器鏡頭，市區更劈哩啪拉地降下了

8 釐米大的冰雹，瞬間速度每秒 20 公呎以

上的強風同時席捲各地，整個西日本從關

西直到北海道幾乎都籠罩在狂風暴雨當

中，東京首都圈交通大亂，好幾噸重的卡

車也被吹翻了，救難人員趕到現場卻什麼

都做不了，只能緊緊抓住欄杆免得被強風

吹跑。 

日本氣象廳表示侵襲日本列島的暴風雨肇

因於俗稱的「炸彈低氣壓」，這種通常在春

季出現的溫帶低氣壓，威力等同颱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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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發生在日本東部海面，這次在西日本

海形成是相當罕見的特例。 

日本 NHK 電視台 氣象主播：「這次的情況

是從北方南下的冬季寒流抵達松江市上空

5000 公呎處時，氣溫只有-31.5 度，比往

年低了 10 度之多，另一方面春天暖濕氣團

北上，兩股極端的冷暖空氣接觸造成如此

猛烈的氣候變化」 

炸彈低氣壓在沿海掀起滔天巨浪，311 地

震災區也無法倖免，洶湧的海水衝進了民

宅，大家差點以為海嘯又來了，強風同時

吹壞了不少地方的輸電系統，造成東北災

區大範圍停電 

 

畫面全黑 

字幕「英國」 

 

連續兩年降雨

銳減 英格來

遭逢 40 年大

旱 

有別於日本的暴雨狂風，英國東部和南部

則連續兩年面臨降雨量低於平均水準的的

情況，說的更精準一點，英國正陷入嚴重

乾旱的危機當中，河流湖泊水位不斷下

降，有些甚至已經乾涸見底 

 

  水公司人員賽門伊凡斯：「如果這樣的情況

發生在夏末，也就是八月九月，河流可能

會漸漸乾涸，那還可以接受，但在冬季結

束理應是豐水期的現在，像這樣一滴河水

都沒有，是相當異常的」 

音樂間奏 

急奏 

 包括倫敦及東南部城市還有約克郡都成了

災區  

 英國乾旱災情

加劇  農業用

水迫在眉睫 

這是英國近 40 年來最嚴重的ㄧ次乾旱，如

果老天再不下雨，恐怕連倫敦奧運都受影

響，但目前最迫在眉睫的是英國農業的存

亡 

  記者：「你認為影響會持續多久？如果乾旱

繼續」 

農產品經理人珍妮索普：「影響可能長達五

年，栽種時間表的變化會引發連鎖效應，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的雨水，才能扭轉局勢」 

水庫工作畫面  悲觀預期英國今年的農產收成有可能減

半，迫於情勢，全英國七家水公司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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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 5 日宣布  

 英國苦旱難解  

4/5 起禁止水

管澆花洗車 

禁止利用水管澆水或是洗車，影響人數超

過 2 千萬人，正當英國人正在為缺水所苦

的時候 

畫面全黑 

字幕「斐濟」 

淹水畫面 

豪雨釀災觀光

客止步 斐濟

進入緊急狀態 

南半球的斐濟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危機 

3月 28號起不斷出現的豪雨在斐濟造成嚴

重水患，至少五人死亡近萬人撤離家園，

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呼籲外國

遊客暫時不要進入，這個決定對仰賴觀光

業的斐濟來說前所未有，可見災情的慘重 

地球轉動影像 

取自得利影視 

以動畫標示洋流狀態 

全球洋流系統

異常  反聖嬰

極端氣候作怪 

歸根究底全球洋流系統異常造成的反聖嬰

現象是這兩年地球氣候和生態劇烈變化的

原因之ㄧ 

 

左下角開受訪者頭

像，背景為得利影視

的紀錄片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聲音來源)：

「如果我們暖化的情勢不受到進一步抑制

的話，那不管是在南極也好、北極也好，

進一步的這些冰川的融化都會大規模地改

變地球調節氣溫的洋流的輸送系統，地球

的溫度會進一步受到干擾，那我們的天氣

也會更難以去掌握，然後會變化得更極端」 

底片式轉換畫面至紀

錄片影像 

全球洋流系統

異常  反聖嬰

極端氣候作怪 

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暖化的結果改變了洋流

系統的運作，帶來了種種異常天候，然而

在地球巨大的時間軸上 

 極端氣候危害  

地球存續關鍵

時刻到來  

人類的歷史只是渺小的一瞬，其實微不足

道，偏偏這微不足道的改變，給地球帶來

的可能就是毀滅 

(撰稿 / 張雅齡  剪輯 / 詹育華) 

廣告→片頭曲→回到

主播檯 

 

 

極端氣候危害  

地球存續關鍵

時刻到來 

 

陳文茜: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一個大自然的悲劇正一

步一步的逼近我們每個人的身邊，當然你

願意為地球、整體的全球暖化、人類的生

存盡多少心力，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公

民、每一個有權力人的選擇，那麼除了大

自然的改變之外，現在人類也在進行一個

非常奇特的事情 

右為主持人左為影像 環境飲食汙染 我們以為文明在進步，但是呢同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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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 嚴重  下一代

健康不如這代 

它正在製造各種不同的有毒的汙染物質，

最近台灣查出來，包括像甜甜圈、油條，

都含有鋁，而在歐洲呢則出現另外一個狀

況，就是歐洲的癌症的得病率不斷的年輕

化，它的兒童的癌症每一年固定的增加

1.1%，法國經過長期的追蹤以後，他們認

為是因為大量的使用農藥的結果，這些可

怕的化學肥料，造成了許多食物裡頭，你

以為你吃下的是一個飽食一餐，你以為你

給孩子的是一個愛的營養午餐，結果它是

有毒物質，結果它使得法國的小孩、歐洲

的小孩集體癌症的罹患率，都是過去每一

年增加 1.1% 

進入新聞組件 

[愛的營養午餐] 

新北市電影藝術節提

供 

環境飲食汙染

嚴重  下一代

健康不如這代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  巴黎) 

環境健康科學主任研究員約翰梅爾斯：「我

很榮幸向各位提供一些資料，這個世代的

孩童是現代化以來第一個不如他們父母親

健康的世代」 

影像轉換到歐洲孩童

玩耍的畫面→一群孩

童吃飯的畫面 

 歐洲孩童罹患癌症的比例過去三十年每年

增加 1.1%，歐洲七成的疾病和環境有關，

三成來自於汙染，四成起源於食物，每年

十萬名歐洲的孩童死於環境相關疾病 

法國是歐洲使用殺蟲劑的主要國家，全世

界排名不是第二就是第三，農業使用率又

占其中九成，孩童在學校裡吃的傳統餐點

沒有一樣應該讓他們吃下肚，青菜或臘

腸，不是含有殺蟲劑重金屬塑化劑，就是

人工香料防腐劑，就連水或麵包，也難逃

殺蟲劑、硝酸鹽的汙染，法國南部一處鄉

鎮的市長 

老師帶著孩童們種植

蔬菜的畫面與聲音 

 

 

餐廳進貨畫面、孩童

飲食與聲音 

法國小鎮推有

機農業  向農

藥殺蟲劑宣戰 

決定全面推動有機農業，向工業化與農業

污染的飲食宣戰，小學生們開始學種菜，

瞭解食物的真實面貌 

「你看它們發芽了，那個是萵苣，那個看

起來也是萵苣，有洋蔥嗎在那裏，小心點，

那個應該是，別拔它…」 

餐廳開始全部提供有機食物 

學校把家長也請來溝通有機飲食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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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長就說他們跟著孩子過有機生活，有

機商店的選擇雖然比較少、價格稍貴，但

比較健康，如果和去大賣場亂買一通，垃

圾食物比較起來，絕對划算 

這裡位於法南瑟芬山腳下，青山綠水，原

本像是天堂的一方角落，但是大量農藥  

化學藥物的使用，迷霧一般朦朧的美感，

更像是被召喚而來，死神經過揚起的煙塵 

 

 

 

農人全副武裝噴灑化

學藥劑的畫面 

 

 

 

 

 

 

 

果農大量噴灑

化學藥劑  罹

癌風險大增 

小兒分泌學教授 蘇坦：「我曾經治療過

Gard 地區農民的孩童，他們家是種桃子

的，這位父親給我看，它噴灑化學藥劑的

種類，總共有 22 項，22 種化學藥劑，你

擔心嗎？我太震撼了」 

當地的農人全副武裝穿戴整齊，太空人一

樣地開著車穿梭田間，難道這是農業的唯

一出路嗎？蟲子如果都被毒死了，人又怎

會沒事，果子又怎麼吃下口呢 

法國農婦：「我的伯母去年因為總之就是腸

癌而過世，我的叔叔因為肺癌，兩個月內

過世，我的媽媽 1999 年因為乳癌過世，我

的婆婆也是乳癌去世，1990 年的時候」 

這位農婦的兒子也罹患白血病，她到醫院

裡看到許多患有類似惡疾的小孩，大為吃

驚，醫院不該是孩童停留的地方，他們應

該擁抱大自然 

小孩讚嘆：「好漂亮」 

孩童和家長們一同在郊外野餐，帶著最自

然的食物，而不是薯片、零食、可樂、汽

水、奶茶，吃完飯就在羅馬人建造的河道

裡游泳，只不過紀錄片再次提醒我們法國

許多河川的水質都已經被工業藥劑和農業

用藥給汙染了 

市長召集有機農民和使用農藥的農人對

話，傳統農友的顧慮不論哪裡都是一樣

的，擔心病蟲害、作物收成、產品價格等，

他們覺得有機養活不了一大家人，只能繼

續冒生命危險噴灑農藥 

30 年有機葡萄種植經驗的果農，帶記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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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家農園 

 有機農業生生

不息  下一代

健康的希望 

相鄰的果園長年使用除草劑，寸草不生的

結果，土壤早已硬化酸化，總有一天土質

會完全流失，荒漠一片無以種植，他自己

的田園青翠鬆軟，裡面還有碩大的蚯蚓代

他耕作施肥，生機勃勃 

輕快的音樂+孩子們

種田的樣子 

 小朋友們終於等到收成的時候了，可以享

受自己栽培作物的成果，吃下親自澆灌的

萵苣，採摘鮮甜的草莓，連原本對蔬果沒

好感的菲利浦也點頭了 

「怎麼樣，菲利浦？」「很好吃」 

有機耕作的種子得從小播下，下一代的孩

童才能夠比他們的父母活得更健康更快樂 

(撰稿 / 屈繼堯  剪輯 / 汪彥超) 

下階段預告→廣告   

比氣候變遷較少配樂 翁山蘇姬當選  

進入體制挑戰

才開始 

翁山蘇姬當選致詞 

現場民眾的歡呼 

支持民眾受訪畫面 

 緬選舉大致公

平 國際將解

除經濟制裁 

緬甸總統登盛的受訪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公開表達對取

消緬甸經濟制裁的歡迎 

緬甸外人直接投資圓

餅圖 

  

  CNN 記者的報導畫面：緬甸經濟將成三倍

成長 

 緬甸地大物博  

國際看好經濟

發展潛力 

鑽探服務公司董事長大衛表示投資風險仍

大 

 緬甸改革風險

仍多  朝野領

導人互相需要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翁山蘇姬致詞 

 從囚徒到總統  

翁山蘇姬挑戰

艱鉅 

(撰稿 / 屈繼堯  剪輯 / 宋曉丹) 

  主持人對翁山蘇姬的介紹兼評論 

新聞組件 

半島電視台獨家 

緬甸開放改革 

民主化緩步進

行 

緬甸歷史學家 吳丹敏受訪畫面 ：100 年

的殖民統治加上 10 年來的軍政府統治，使

得民主步伐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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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政府鬆綁 

緬甸改革曙光

乍現 

緬甸政論家 霍爾賽：「這不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場進化…」 

當時革命畫面 血腥鎮壓袈裟

革命  軍政府

大失民心 

 

 軍事強人退休  

新總統卸軍服

鼓吹自由 

緬甸政論家 霍爾賽受訪畫面 

 長年國際制裁 

新政府改革爭

外援 

Lift Fund 人道援助組織克爾克伍德受訪畫

面，表示緬甸是所有低度發展國家受到援

助最少的 

 翁山蘇姬參與

國會 有助緬

甸經濟改善 

緬甸歷史學家 吳丹敏受訪畫面，表示以翁

山蘇姬為代表的民主聯盟是否能體制上的

經濟改革仍是個問題 

 緬甸民主改革  

媒體管制鬆綁 

 

錄音室記者採訪畫

面，樂手對歌詞進行

解釋 

緬甸新一代樂

手 挑戰威權

時代禁忌 

 

 緬甸民主開步

走  社會瀰漫

樂觀氣氛 

緬甸歷史學家 吳丹敏受訪畫面，表示缺乏

技術官僚與管理人才的政治場域正在面臨

巨大考驗 

 打破鎖國現狀  

緬甸改革樂觀

氣氛瀰漫 

緬甸政論家 霍爾賽受訪畫面 

撰稿 / 謝樹寬  剪輯 / 江沂靜、古瑞玲 

預告 種族主義蠢動  

歐美頻傳槍擊 

 

廣告→開場畫面   

 柏林土裔男子

路邊聊天遭槍

擊  1 死 2 傷 

陳文茜認為是經濟大蕭條導致德國種族主

義的復興 

 土裔男子無預

警遭槍擊  疑

德極右組織行

兇 

 

 美加州奧克蘭  

驚傳校園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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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死 3 傷 

新聞組件 

半島電視台 

美加州奧克蘭  

驚傳校園槍擊

7 死 3 傷 

奧克蘭警察局長 喬丹 

嫌犯資料與照片 嫌犯教室集合

受害人  冷血

行刑式處決 

 

 南韓裔嫌犯  

疑因遭人退學

殺人報復 

韓裔當地居民  查爾斯李 

 美校園槍擊頻

繁  市長檢討

槍枝管制 

 

 佛州黑人少年

遇害  引發族

群緊張 

美國民權領袖  賈克遜牧師 強力譴責 

 槍殺牽扯族群

偏見  美政論

節目熱議 

美國民權領袖  夏普頓 在抗議現場與節

目中談論的影像 

福斯電視主持人  歐瑞利  認為不該太早

下結論 

抗議畫面與現場音 美佛州槍擊案  

觸動敏感族群

神經 

撰稿 / 謝樹寬  剪輯 / 顏心芃 

預告 不只減肥有效  

胃繞道可治糖

尿病 

 

廣告→進場   

 黑人民權運動

先驅  金恩翻

轉美國歷史 

主持人導言 

進到新聞組件→紀錄

片 

配樂為當時歌手遊行

當時在林肯紀念堂所

唱的歌曲 

畫面南強影視提供 

Joan Baez 唱

We Shall 

Overcome 

1963 年華府

25 萬人遊行  

金恩：我有一

個夢想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金恩博士的談話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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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隔離不平

等  美國黑人

曾是次等公民 

 保守南方牧師

之子 金恩北

方求學開眼界 

金恩的神學院同學 馬克斯伍茲  

 禁忌年代  金

恩戀戀白人女

孩難修成果 

金恩前女友 派蒂莫茲 

 蒙哥馬利公車

罷乘  黑人民

權運動揭序幕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金恩博士當時談話畫

面 

 非暴力訴求爭

取民權  金恩

領導黑人突圍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金恩博士當時發表聲

明畫面 

 獻身黑人民權

終不悔  金恩

1968 遇刺身

亡 

 

 39 歲英年早

逝  金恩奠定

黑人民權里程

碑 

1968 年最後演說  金恩博士 

回到主播檯  主持人結尾上段，開啟下段 

半島電視台獨家 糖尿病新療法  

藉減肥用胃繞

道手術 

臨床試驗者 提姆費瑞 

 臨床試驗分組  

胃繞道手術效

果勝藥物 

臨床中心外科教授  菲利浦蘇爾 

 手術改變荷爾

蒙  分泌胰島

素治糖尿病 

臨床中心外科教授  菲利浦蘇爾 

 藥物治療糖尿

病  血糖體重

掉病未好 

糖尿病患 

 手術要價兩萬

五美元  風險

撰稿 / 李瑞玉  剪輯 / 江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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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仍存 

回到主播檯 文茜的世界周

報  掌握全球

趨勢脈動 

陳文茜：「謝謝你收看今天的世界周報，明

天見，拜拜」 

音樂進場─歌劇 

結尾畫面為進場畫面之倒退 

下集預告 

 



163 
 

2012 / 7 / 1 

 

影像 /音樂 標題 導言 

片頭 

影像畫面在

右，主持人在

左，畫面由韓

國 KBS 提供 

 

歐盟峰會

有共識 真

能就歐

債？財經

周報解析 

陳文茜：謝謝你收看今天的文茜世界周報，雖然我們

今天要面臨的是很嚴重的歐債危機，在待會 10 點鐘

文茜世界財經周報也將以這一次剛剛結束的歐洲高

峰會做為主題，事實上在這一次的歐洲高峰會好像有

相當大的突破，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協議，這

些協議會使得未來的歐債不見得像股市禮拜五所表

現的那麼樂觀，待會我們會在文茜世界財經周報的時

候，為大家做出各方的解析，還有包括專家的意見，

但是就在這樣的一個經濟趨緩的狀態裡頭，我們面臨

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 2012 年的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 

熱錢湧入 

糧價飆升

〝完美風

暴〞 

遠比 2011 年來得更加的嚴重，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很

多地區是暴雨的，有很多地區是乾旱的，洋流的改變

使得原來應該產糧食的重要的地點現在都發生了乾

旱，像美國的科羅拉多州，它不只是變成了乾旱，而

且還變成了森林野火，這使得原來在經濟狀況很不好

的情況之下糧食價格，這些商品價格本來應該要隨著

不是被炒得很高，可是呢因為整個氣候變遷的因素，

糧食的價格居高不下，加上由於大家預期經濟會趨

緩，所以很多熱錢更看到了氣候變遷的因素，就把非

常多的熱錢湧向了玉米擁向了小麥，因為他們認為全

世界就是有這麼多人他們要張口吃飯，簡單言之，我

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多重的困難，其中有一個困難是

大家又貧窮又飢餓 

氣候變遷總

報告片頭 

  

中間為年度

跳躍碼表，四

周出現一個

個小視窗呈

現各地災難 

 我們的地球真的進入最後倒數了嗎？ 

俯瞰農田 極端氣候

肆虐  全

球水深火

熱如末日 

2012 才過了一半已經到處水深火熱宛如末日降臨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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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畫面來

自 CCTV 

英國孟加

拉豪雨成

災 土石流

奪百人命 

英國豪雨成災，繼四月份迎來世紀降雨之後，蘇格蘭

北部又在短短 24 小時內下了一個月的雨量，當局針

對 140 個地區發布洪水警報，家園還是泡在水裡 

孟加拉   

 英國孟加

拉豪雨成

災 土石流

奪百人命 

孟加拉連日強降雨引發土石流，奪走近百人命，20

萬人流離 

居民：「我們這裡市場的地下一樓全部都被淹了，造

成極大的損失，還有很多人連家門都出不來，積水已

經快淹到我們胸口了」 

居民：「街上連三輪車都無法通行」 

朝鮮   

 朝鮮半島

歷經百年

大旱  農

作物難活

命 

而朝鮮半島則深陷 104 年來最嚴重的乾旱，不只原本

就有 2/3 人口深受糧食短缺所苦的北韓，再傳兩萬人

被餓死，韓國 80%地區乾旱程度也達最嚴重等級，30

萬畝農田嚴重乾裂，作物根本難以活命 

韓國農民：「這時候缺水，水稻就無法生長，現在是

最重要的時期」 

這個夏天隨處可見極端氣候肆虐的證明，還沒進入七

月氣溫已經挑戰人體極限 

 全球酷暑 

美國中西

部迎來一

波波熱浪 

小孩：「非常熱，熱死人了，就是有夠熱」 

民眾：「熱到要烤焦了 

美國 

狗在噴水池

瘋狂玩水 

人躺在水池

裡 

 美國中西部迎來一波波熱浪，接連五天，高溫都飆上

攝氏 40 度，再怎麼噴水都不足以消暑，天乾物燥伴

隨著強風，還讓科羅拉多州 

森林大火畫

面與現場音 

 

 

 

 

影像翻攝網

路 

科羅拉多

森林大火  

伴隨強風

快速蔓延 

因雷電引發的森林大火加速以平均每小時 3 公里擴

大蔓延 

科羅拉多居民：「我的天阿」 

民眾痛哭哽咽失聲，因為水火無情，一邊是眼睜睜看

著住了 18 年的家被山林大火燒成灰燼，更多人是從

報紙頭版發現自己的房子已經被大火蹂躪 

科羅拉多居民(拿著 ipad)：「這是我們的房子，現在已

經被夷為平地了，我邊看邊哭，附近全被燒光了，我

再也沒有機會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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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割 

 

CNN 氣象新

聞播報畫面 

美乾旱受

矚  最大

糧食出口

國牽動全

球 

做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美國對全球來說動見觀

瞻，特別是中西部多為小麥和玉米產地，雨不落地勢

必釀成災情 

CNN 氣象主播：「這裡是廣大的玉米種植區，六月式

玉米栽種的季節，玉米的小秧苗要埋入土裡，對這些

重災區可能是大災難」 

顯然災難還沒降臨，人類已有預期 

 乾熱天氣

威脅  糧

食期貨價

格狂飆 

在乾熱天氣威脅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公布最新數

據，黃豆近半年漲幅已達 23.79%，玉米最近一個月

漲 11.73%，至於小麥近三個月也漲 2.32%，幾乎糧食

價格都在往上飆 

民眾抗議畫

面+原音 

 

 

 

 

受訪畫面 

糧價蠢蠢

欲動  "阿

拉伯之春"

恐再起 

這不禁讓人想起 2011 初始，從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到

中東的約旦，接連傳出反政府示威，在突尼西亞統治

長達 23 年的總統更在持續示威抗議下倉皇逃亡，一

連串刮起的阿拉伯之春風潮，雖然各有其不同的政治

背景，但追根究柢都和糧價上漲引發物價通膨脫不了

關係 

聯合國農糧組織經濟學家：「這確實是我們關切的，

人們依據過去的情況會說以前糧價漲的很快跌的也

很快，包括 2007-08 也是如此，不過現在情況不同了，

供需的結構改變了，當然目前看到的發展讓我們有點

擔心，它(這次漲價)會持續的比較久」 

 "恩格爾曲

線"預言  

熱錢趁歐

債危機買

糧 

經濟學家所謂的供需結構改變指的正是當前歐債危

機的不確定性，在經濟學以恩格爾曲線表示，意指當

人們預料經濟要衰退的時候，所有工業資產，類似石

油、黃金的價格都會快速下滑，相對的農產品價格反

而上漲，如果再遇上天災，糧食供應吃緊，美國無論

扭轉操作還是祭出 QE3，滾滾熱錢都需要找到標的，

於是糧價持續走高恐怕在所難免 

進柔和配樂+

孩童的回眸

與貧困的家

庭 

淹水畫面 

  

 

想想當富裕的美國都叫苦連天時，全球還有多少吃不

飽的孩子，天災人禍伴隨著極端氣候，人類的生存正

面臨重大威脅 

撰稿 / 李瑞玉  剪輯 / 黃靖淳、詹育華 

左為主持人

右為旱災空

照景象 

"水深火熱

"兩樣情  

黃淮主糧

另外一個旱災的地點是中國大陸的主要糧食產地，在

中國大陸呢現在最害怕的就是中國必須要調降存準

率，而且想辦法保住至少經濟成長率 7.5%中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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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旱情蔓

延 

全世界的出口地裡頭，歐盟是它最大的出口地，所以

如果歐債的問題一直不斷地經濟往下滑的話，其實中

國經濟是可能會硬著陸的，那為了一定不要硬著陸，

政府一定要進行投資，投資最害怕的就是釋出的資金

太多，結果導致通貨膨脹，尤其是糧食上漲，去年中

國面臨了很可怕的 CPI 的數字，就是糧食上漲的非常

的高，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玉米價格太高，那養豬

的，豬就是吃玉米，那太太們上市場，早上買的豬肉

下午買的豬肉價格不一樣就導致了非常高的民怨，所

以中國要解決它的經濟問題要進行投資，但是它要防

止通貨膨脹，再 1989 年的時候，當時的通貨膨脹導

致了天安門事件，這是所有中國領導人完全不能忘記

的歷史重大事件，因此如何穩定 CPI，就是穩定它的

糧食價格同時增長經濟對中國一直是個兩難，但是就

在這樣的一個困難的經濟裡頭，中國主要的糧食生產

地，在黃河淮河一帶也發現了可怕的乾旱現象 

進入新聞組

件 

高溫四處

點火  黃

淮主糧區

旱情蔓延 

入夏以來，中國黃淮地區降雨偏少，加上高溫四處點

火，旱情一發不可收拾 

山東 高溫蒸發

下  山東

臨沭水源

枯竭 

記者搭上輕航機進行空拍，山東臨沭縣城周邊農田，

往年此時早該綠油油，如今是黃褐ㄧ片，五月以來全

縣平均降雨僅 4.4 毫米，臨沭主要水地 凌山頭水庫

蓄水區周邊已長滿荒草，在高溫蒸發下水源已不足原

來的三分之ㄧ 

山東棗莊農民：「旱的夠嗆了，地都乾焦了」 

山東棗莊農民：「下了雨還行，不下都得旱死」 

農田龜裂無法播種，本該是夏耕農忙時節，農民卻忍

受著乾旱的煎熬 

 山東棗莊

降水少四

成  農民

忍受乾旱

煎熬 

今年以來山東糧倉的棗莊地區，平均降水量比去年少

40%，大部份河流已經枯竭、斷流，144 做小型水庫

中，有 33 座乾涸，而整個山東有近 3000 萬畝農地受

旱 

江蘇 

央視記者播

報河水畫面

與聲音 

 

洪澤湖水

位持續探

底  1800

 

央視記者：「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洪澤湖的下

游，大家可以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我身後就有十幾

艘這樣的船隻滯留在河道中間」 



167 
 

搜船滯留 久旱不雨，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水位持續探

底，原本在湖上的船餐廳已經擱淺在岸邊，寬闊的水

面漸漸變窄，洪澤湖水位達到 10 年來新低，而死水

位造成船舶擱淺，嚴重堵塞航道，船閘無法正常運

行，最多時有 1800 艘船被控制在入湖口，船隊綿延

了 10 公里，跑船 16 年，胡玉軍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

的場景 

洪澤湖船家  胡玉軍：「這幾天船一淺，也沒有心思

幹別的活」 

胡玉軍已在入湖口等上ㄧ周的時間，上不了岸離不了

船，消磨的不只是耐心，還有船上的飲水和糧食，還

好當地武警組成送水隊支援上千戶船家 

「你們水缸在哪邊阿」 

「水缸在後面」 

「你們正常的一個過程跑下來大概要花多少水阿」 

「像這個桶，正常一趟湖一桶」 

 淮河水量

少 94%  

黃淮水運

大亂 

同樣在蘇北，京航大運河的宿遷閘口，也滯留了上千

艘船，大乾旱已經讓整個淮河水運大亂 

安徽  淮河流經蚌埠的水量比去年少了 94%，大面積河床裸

露，但這只是皖北旱情蔓延的縮影 

 皖北旱情

蔓延，農田

乾涸開裂 

到處可見的是農田乾涸開裂 

安徽太和縣立辛村村主任：「今年旱情事最厲害的，

看嘛」 

(乾成這樣子，能不能下種) 

「現在不行，必須得澆，現在下種也沒用，也不會長，

也不會出芽的」 

安徽太和縣上半年的雨量只有往年的六分之ㄧ，自六

月以來，降水更只有 12.6 毫米，遭遇自 1953 年有氣

象紀錄以來最嚴重的大乾旱 

湖北 遲不下雨  

湖北隨州

60 年不遇

大乾旱 

湖北隨州的農民好不容易盼來ㄧ台抽水機，為乾涸的

農田抽水灌溉，這裡同樣遭遇 60 年不遇的旱情 

湖北隨州蘇光村農民 ：「就沒下雨，那中途下了一次

大雨，不下了一會兒，土剛剛被噴濕」 

蘇光村有 16 畝水田因水源不足，只開播了 4 畝水稻，

原本還寄望於改種耐旱的兩畝玉米田，但遲不下雨，

也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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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隨州蘇光村農民 ：「只有 10 公分左右」 

(如果現在正常的話有多少) 

「正常起碼有 40 到 50 公分，已經種下去了，它沒有

水份連命都保不住了，就不存在長了」 

河南 河南降雨

少四成  

旱情迅速

擴展糧食

產區 

而在中國最大糧倉的河南，今年以來降水量少了四

成，五月中以來全省平均降雨量更只有 11 毫米，比

起往年少了七成多，加上連續兩周平均高溫飆到攝氏

40 度，旱情已迅速擴大到全省大部分糧食產區，氣

象專家表示黃淮這ㄧ輪旱情與今年初降雪降雨偏少

有關，加上水利設施老舊與不足，遇上異常天災就無

法應急 

撰稿 / 沈正彥   剪輯 / 黃佳佩、吳明忠 

片頭   

右為主持

人，左為報導

影片 

乾旱代表

糧食短缺  

水已是最

珍貴資源 

陳文茜： 

我們剛剛所談的旱情裡頭包括了中國大陸，更嚴重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糧倉，在美國，美國這ㄧ次的乾旱，

非常的嚴重，如果我們要預言人類在未來生存最嚴重

可能不是暴雨，暴雨來的又急又快，很可怕，在台灣

造成了莫拉克風災，讓許多人失去了他的家園，可是

Drought，Drought 這個字眼在氣候學專家裡頭它代表

恐怖的意思，Drought 就是乾旱，乾旱代表什麼，乾

旱代表人已經無法活下去了，你沒有水可以喝，為了

爭奪水資源，國家會打仗人會互相屠殺，乾旱代表什

麼，代表糧食短缺，你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以吃，你的

命都完全活不下去，所以它牽涉的不是你失去家園，

它牽涉的不是ㄧ場水患可能有多少人溺死，它牽涉的

是上千可能上億的人，他將面臨水資源的匱乏，而這

場乾旱的問題，如果未來將成為我們的氣候新常態的

話，而且每ㄧ年的惡化，每ㄧ年地球的溫度不斷的升

高，海洋的溫度也不斷的改變，乾旱使得全世界原來

的糧食生產區，它的糧食出了問題，使得撒哈拉沙漠

不斷的擴大，甚至到了法國南方的話，那麼人類的生

存就面臨了重大的真正的挑戰  

 地球生命

機密解碼  

人類生存

的關鍵：水 

讓我們來看 BBC 位我們製作的，我們以為隨手可得到

的水，有一天很可能就是斬斷人類生命裡頭最重要的

原因 

畫面提供 得 (沒有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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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視 

音樂+大自然

水流聲音交

錯 

畫面主要為

山谷、河水、

海浪、雨水滴

落等交錯 

受訪畫面 

 

 

 

 

 

 

 

 

 

 

 

 

 

 

 

 

 

 

 

 

 

 

 

 

 

 

 

 

 

看來平凡無奇的水卻具有神奇的能力，不斷塑造、更新並滋養我

們的星球，地球上最輝煌聞名的興衰背後，隱藏著人類為了控制

水而做出的努力，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中央是地表最乾旱的地區

之ㄧ，氣溫常年高達攝氏 40 度，年降雨量還不到ㄧ釐米，這些沙

丘之中隱藏著驚人的秘密 

考古學家 馬定利：「這片岩面就像個動物園，上面有各種驚人的

動物，大象、犀牛、各式各樣的羚羊和小動物，這些石頭有牛羚

羊的圖案，還有優雅的長頸鹿」 

這些動物都不是沙漠動物，牠們都需要潮濕的環境，原來六千年

前這裡其實是溼潤的，從空中俯瞰就能清楚地看到證據，衛星影

像顯示廣大的河谷網絡曾經在撒哈拉沙漠縱橫交錯，1 萬年前這

片乾旱荒蕪的土地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大約在五千五百年

前撒哈拉開始變得乾燥，降雨驟降、河流收窄、湖泊變乾，這裡

的居民也只能跟隨雨水遷徙，放棄這片沙漠，早期撒哈拉居民的

命運，揭露了一個普遍而永恆的真理，人類的命運無可避免和水

緊密相連，問題在於水從來不停歇，不斷在地球上流動，我們把

地球稱為藍色星球，但大部分的水毫無用處，地球上超過 97%的

水是帶有鹽份的海水，既不能飲用也不能用於灌溉，全人類的生

命就靠不到 3%的淡水維繫，而淡水也自有它的生命循環。 

我們賴以生存的淡水始於海洋，當陽光直射海面的時候，會把水

分子加熱直到蒸發，這是ㄧ場偉大旅程的開端，水分子集結成雲，

世界上不到千分之ㄧ的淡水就在大氣中，並以雨的形式散布到陸

地，雨水降落後展開一個更大的循環系統，河流和降雨是我們賴

以維生的水循環的一部分，卻只佔地表上淡水資源的 2%，其餘的

淡水多半以冰的形式封鎖起來，剩下的則滲入地下成為地下水，

無論如何所有的水最後都會重返海洋，就這樣循環不止，在這無

盡的循環中，人類尋找並試圖攔截水，對水的需求也決定了第一

個人類文明的發源地，這引領人類進入水循環的其中一個階段─

河流，埃及古文明正式河流塑造歷史的鮮活證據，事實上要了解

埃及文明的偉大之處，我們必須把金字塔和神廟拋在腦後，來這

裡一探究竟 

這看來像是台階的東西，其實是ㄧ個大規模的測量工具 

考古學家 穆罕默德：「這是尼羅河水位計，建在尼羅河的堤岸上，

透過這個建築，我們可以測量尼羅河水位」 

尼羅河河道中奔流的水挾帶大量淤泥，這些源自衣索比亞，富含

礦物質的肥沃淤泥正是埃及繁榮的關鍵，淤泥越多生產的糧食就

更多，水位計要預測的正是河流的水量以及挾帶的淤泥多寡，因

此只要測量水位，古埃及人就能預知糧食產量，古代埃及人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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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強烈的 

音樂 

裕完全受惠於地理命運，衣索比亞幾乎沒有因為這些從本國高原

地區沖刷而下的肥沃淤泥而獲益。5 千年前沿著河流形成的偉大

古文明不只埃及，璀璨的蘇美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

間誕生，更遠的東方，哈拉帕文明在印度河畔出現，更早的中國

文明則在黃河流域現蹤，但也有人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探索、

開發新的水源，例如利比亞境內的撒哈拉沙漠，2 千 5 百年前瓜

拉馬人以此地為核心，建立了強大的帝國 

考古學家 馬定利：「除了這座了不起的建築物外，還有很多跡象

可以看出這不是ㄧ個普通的古文明，任何一件文物都顯示了，這

是個特別繁盛的文明」 

這些由駱駝運來的羅馬酒壺，還有這條當時充當錢幣的半寶石珠

子鍊，在在證明曾在撒哈啦沙漠稱霸 2 千年的瓜拉馬人生活富足

而繁榮 

考古學家 馬定利：「我們挖掘時找到棗核、橄欖、大麥、小麥、

無花果和葡萄藤，瓜拉馬人在撒哈拉沙漠中央種植所有作物」 

他們灌溉的水從哪裡來呢？答案在這個深約 30 公尺的地洞，撒哈

拉底下蘊藏著豐沛的地下水，是地球水循環的一部份，這些水來

自更早的數千年前，當年的撒哈拉地區仍然青翠濕潤，水滲透到

地下岩層並儲存起來，因此沒有受到地面上劇烈乾燥變化的影

響，瓜拉馬人發現了這些地下水並開發灌溉系統，不過人類試圖

駕馭水源的努力，永遠像是走鋼索，ㄧ旦打破了平衡將付出慘痛

代價，瓜拉馬人有著過人的智慧，但是他們過度開採地下水終於

導致水源枯竭，文明也隨之凋零，如今這裡只剩蝙蝠，如今利比

亞人也效法古人，他們使用的抽水機能達到比瓜拉馬人挖的洞更

深的地底，但這裡的水資源頂多只能在維持 50 年。 

這類水循環中最難取得的水，在地球其他地方也有發現，尤其以

佛羅里達州的塔拉赫西儲量最高，潛水夫開始探索稱為喀斯特地

形的一連串洞穴，這些洞穴百萬年來受地下水侵蝕，是地球上最

不為人所熟悉的領域，為了探索這些洞穴，潛水伕進行史上最長

的潛水距離，從入口開始潛游超過 10 公里，他們的探險使得世界

上最大的水下洞穴網絡系統得以展現在世人眼前，不同深度的地

洞都儲藏了大量的地下水，面積覆蓋整個佛羅里達州地下，並延

伸到鄰近的州。 

不只美國境內有地下水儲藏，超過 30%的地球淡水就在我們的腳

下，外觀看似堅固的星球，原來其實是ㄧ塊海綿，1 萬年前人類

生活受制於不可預測的水循環，但我們漸漸學會駕馭河流，推動

文明的進步，人類從最不可能的地下深處汲取地下水，如今我們

擁有空前的力量能掌控地球上的水，但有一點從未改變，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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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水資源依然有限 

撰稿 / 劉瑞芬   剪輯 / 詹育華 

下段預告 若豪雨 2.5

小時   水

淹東京都

心 

 

進場畫面後

回到攝影棚 

大陸六月

水火兩重

天  華南

暴雨華北

乾旱 

(陳文茜) 

氣候變遷使得一個國家兩樣情，在中國大陸由於整個

太平洋海溫的變化，在黃河和淮河的流域是出現了，

有的說是 100 年來，有的是 60 年來罕見的旱情，但

是在長江流域則出現了和台灣一樣非常驚人的暴

雨，而這個暴雨在四川更形成了可怕的土石流災難 

氣候變遷總

報告專題片

頭 

  

 

 

 

 

記者報導現

場 

極端降雨

天上來  

四川土石

流四死 37

失蹤 

300 多人組成的搜救隊伍持續在四川寧南縣進行搶

救，幾部怪手正在開挖的地方就是土石流摧毀的三層

樓建築原本所在的位置，現在除了泥漿和大石塊，什

麼都沒有了，所有人只能懷抱著最後一絲希望 

大陸央視記者 朱興建：「這棟三層小樓還有一個地下

室，那麼在泥石流發生的時候，地下室裡是有工作人

員的，那就是說泥石流沖毀了地面以上的建築，那麼

它帶不走地下室，所以他們現在所有的搜救的主要重

點工作都集中在搜尋這個地下室上」 

這起重大災難起因於 6 月 27 日晚上八點突然降下的

暴雨，短短不到六小時，山區累積降雨量就達到 236

毫米，豪雨夾帶巨量土石，沿 13 公里長的山溝向下

游沖去，6 月 28 日凌晨兩點席捲了位於金沙江匯流

處的白鶴灘水電站施工區 

白鶴灘水電站工人  李師傅：「水大的很，全是泥石

流，反正人的話是無法逃了，就是叫都叫不及，它陡

然下來的」 

 土石奔流

千軍萬馬  

三層樓旅

館瞬間消

失 

消失的三層樓建築原來是間旅館，除了老闆和員工，

還住了不少水電站工人和他們的眷屬，其中 4 人已確

定罹難 

 極端降雨 另外的 37 個人到目前為止依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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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來  

四川土石

流四死 37

失蹤 

大陸中科院成都研究員 陳寧生：「這次成因主要這個

地帶本來就是一個地震帶，另外在這近三年這一帶的

降水非常少，極端的氣候還有一些地震的活動，再加

上超強的暴雨，那麼這些激發這個泥石流」 

截至 6 月 30 號為止寧南縣仍持續有嚴重的土石流災

情發生，這是過去一個星期內極端雨量在大陸造成的

最慘重傷害 

 雨水傾盆

肆虐多省  

華南江南

洪澇成災 

卻不是唯一的災情，這波暴雨鋒面最早的受害者是貴

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西，六個省份共有

42 條河流的水位遠遠超出了警戒線，福建浦城縣的

南浦溪河面寬度甚至誇張地擴大了三倍 

大陸央視記者  林舟(聲音來源)：「在正常的情況下南

浦溪的水面寬度是從我們左邊的河岸到中間的這一

片樹林，在中間這片樹林的右邊，這一片其實原來都

是農田、房舍以及道路」 

 北江最大

洪峰過境  

大水漫流

廣東韶關 

廣東境內的北江部分河段水位一度比警戒線還要高

出 2 公尺，尤其是今年入汛以來最大的洪峰，在 6 月

25 日凌晨通過韶關市區之後，沿河商店區可慘了 

商店老闆：「(水淹)二三十公分深」 

記者聲音：「你們昨晚一直在這兒守著嗎？」 

商店老闆：「在外面守著」 

 中考延期

古城泡水  

秀麗江南

風雲變色 

廣西賀州今年的高中入學考試，因為暴雨阻斷部分考

場的交通，不得不延後兩天舉行，具有八百年歷史的

江西吉安市美陂村原本古意盎然的風貌也在連日的

雨勢之後，無奈地變成了水國 

浙江遂昌縣雖然沒有淹水，但是主要公路卻發生大坍

方，五萬立方公尺的土石堆在路上像座小山，路旁坡

地上的民宅連帶遭殃 

大陸央視記者 高珧：「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由於這裡的

坍方，造成這棟居民樓地基下沉，並且整棟居民樓是

向前移了有 20 多公分」 

 早澇失衡

貴州遭災  

暴雨鋒面

沿長江北

上 

2009 年之後幾乎年年都要為乾旱傷腦筋的貴州人如

今又因為水太多而苦惱，6 月 25 號晚間的一場大暴

雨，不但在遵義造成了山洪暴發，而且短短一個小時

就淹沒了貴陽市區，有些人家裡幾乎成了游泳池 

貴陽市民 孫先生：「水把地下室全部淹完了，我幾十

萬塊錢的貨，現在人下不去，大概都淹到這裡」 

6 月 25 號之後，鋒面沿長江流域北移，湖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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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徽成了另一個重災區，湖北武漢市幾乎全泡在水

裡，26 號一天之內當地氣象台就連發了四次暴雨警

戒，湖南長德石門縣的龍頭壩水庫承受不了兩天 300

多毫米的雨量，儘管 24 小時連續不斷地洩洪，壩體

還是出現了缺口，隨時有土石瓦解的可能 

大陸央視記者 謝金華(聲音來源)：「這個水庫的容量

是 118 萬立方(公尺)，那麼累計的水量已經超過一千

萬(立)方，那麼當地的人告訴我們 60 多年沒有見過這

麼大的降雨」 

 暴雨連降

12 小時  

惡水圍困

湘西鳳凰

古城 

聞名中外的湘西鳳凰古城則變成了這副模樣，沱江水

位暴漲，淹沒了沿岸最受歡迎的酒吧區，難得還給古

城幾天安靜的日子，事實上這波暴雨災情也再次暴露

出大陸環境超出負荷 

 覆舟之水

摧枯拉朽  

江南雨災

觸目驚心 

地質脆弱等老問題的嚴重性，一棟磚房在眾人眼前像

骨牌灑了一地，這是安徽安慶市消防隊救人時意外拍

到的畫面，無法預測的瞬間災難是極端降雨最可怕的

後果，安徽潛山縣一位母親和她五個月大的兒子就是

這樣不知不覺被大水圍困在家裡的，消防隊先用一個

塑膠洗澡盆將嬰兒送到安全地帶 

(現場畫面現場音) 

嬰兒意識不到周圍的危險，大人卻不一樣 

(安徽受困民眾驚恐的呼喊聲) 

根據大陸民政部統計到 6 月 29 號為止全國受災人數

共有 1044.6 萬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 103 億人民幣 

撰稿 / 張雅齡  剪輯 / 宋曉丹 

回到主播台   

左為報導畫

面，右為主持

人 

專家評估

豪雨 2.5 小

時  東京

鬧區淹水

一米 

陳文茜： 

而在過去日本在七年前也曾經在東京出現了城市瞬

間暴雨，台灣在最近所經歷的好幾次的瞬間暴雨都造

成了包括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非常嚴

重的城市淹水現象，日本東京在七年前曾經出現可怕

的暴雨，而那個瞬間暴雨到目前為止日本仍然在進行

各方的調查，日本經過這七年對附近的河川整治，還

有對道路的排水，各方面的地下排水道，可以說是做

很多的投資，可是依據最新的東京大學教授所做出來

的報告，在目前極端氣候的狀況下，如果再來一場瞬

間暴雨，不改變對於既有道路的鋪設方式，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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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道路是完全不滲水的，完全只靠旁邊的排水溝

跟地下水道，東京只要像七年前的瞬間暴雨，仍然是

水淹東京城 

2007 年 2008

年各地暴雨

景像(日本報

導畫面) 

 

 

 

 

NHK 報導加

上動畫模擬

畫面 

 

 

 

 

 

 

 

 

 

(北海道旭川) 

專家評估  

豪雨 2.5 小

時  東京

下水道癱

瘓 

 

當不間斷的豪雨來襲時，即使富裕進步如東京都心，

洪水依舊毫不留情淹沒她的精華區，2005 年的一場

瞬間豪雨，短短兩個小時就累積超過 200 毫米的驚人

雨量，造成大約 6000 棟房屋受災，而七年過後如果

再來一場同樣情況的大雨，東京如今的下水道系統是

否足以百分之百擔負排洪功能，避免慘劇重演呢 

NHK 記者松村正代：「記者目前站在東京日比谷區，

如果再下一場 7 年前那樣的大雨，這裡最高預估會淹

到 80 公分到 1 公尺，就像這個樣子」 

早稻田教授關根正人分析七年前瞬間暴雨的各項數

據以及目前的排水系統得出的結論是，東京都心依舊

是個毫無防備的城市，關根教授製作的模擬突顯示，

雨下了一陣子之後，代表下水道的白色色塊逐漸變成

藍色或紅色，紅色代表警戒狀態，而當雨勢一個小時

之後瞬間變大，紅色色塊越來越多，雨勢變大 90 分

鐘後，模擬圖幾乎一片通紅，東京都心下水道系統宣

告癱瘓。就在明治大學附近，侯孝賢導演〈咖啡時光〉

的主要場景，神保町周為淹水深度將達 1 公尺，而東

京車站附近也會有 20 到 40 公分的積水，這不是危言

聳聽，因為全球氣候越來越極端難料 

NHK 主播(聲音)：「一個老婦人在庭院拔雜草結果中暑

死亡」 

小孩玩水畫

面與聲音 

 

日本六月

極端怪天  

北海道飆

破 30 度 

六月就傳出熱死人的地區竟然是知名的避暑勝地北

海道，在正常狀況下，發生中暑死亡案例的旭川市六

月最高溫是 22 度左右，而札幌大約是 21 度，但是今

年的六月並不尋常 

NHK 氣象播

報畫面 

六月怪天

氣  北海

道熱 東京

忽下忽涼 

NHK 氣象主播：「今天(29 號)預測最高溫度旭川是 31

度，札幌、北見、帶廣都有 30 度，暖空氣到明天(30

號)就會南移，壟罩整個北日本，北海道也將持續 30

度高溫」 

該涼爽的地方炙熱，但是應該進入炎夏的東京卻是冷

颼颼 

NHK 記者 井上裕貴：「記者站在東京表參道，我們可

以發現穿長袖的民眾比穿短袖的民眾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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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民眾：「你看我穿好厚，一共五件」 

東京民眾：「好冷阿」 

東京民眾：「有夠冷，要穿長袖才行」 

6 月 20 號東京才出現 30 度盛夏高溫，但是短短五天

之後受到由北南下冷空氣影響，氣溫轉眼驟降到 20

度左右，是四月下旬的平均溫度，也讓部分民眾措手

不及 

東京民眾：「因為實施酷涼一夏措施，我就沒穿外套

出門，真式失策阿」 

忽冷忽熱的怪天氣，醫院或診所感冒病患絡繹不絕 

(診所醫生看診影像) 

 日本模擬

三天豪雨  

兩大川潰

堤淹水五

米 

異常的氣候如此難以捉模，確實需要未雨綢繆，日本

政府在 2010 年便假想日本關東地區連續三天下超過

200 毫米的雨，模擬出滾滾洪水淹沒東京都心的動

畫，流貫東京的利更川與荒川可能潰堤，最深淹水恐

怕達到 5 公尺高，日本政府當時急得呼籲企業預先做

好防災準備，其實東京不是沒有準備 

 保障江戶

川流域  

日築地下

神殿儲水 

就在琦玉縣地底下五十公尺有一條直徑 10 公尺全長

6.3 公里的首都圈外圍輸水道，當豪雨來襲時，藉由

5 個直徑 30 公尺，深度 70 公尺的巨大蓄水池，將暴

漲的河水匯流進地下水道，最終再排入調壓水槽 

NHK 記者(聲音來源)：「好壯觀、好大的空間」 

這個調壓水槽長 117 公尺，寬 78 公尺高 18，可以塞

進 13 個 25 米的游泳池，而 59 根支撐它的混泥土列

柱更讓這個地下水槽看似異次元空間，被暱稱為地下

神殿，這套斥資 2400 億日圓建蓋的疏洪系統在 2006

年完工，總儲水量 67 萬立方公尺，確實替江戶川流

域提供相當的保護，卻無法涵蓋荒川利更川流聽的地

區 

 專家評估  

豪雨 2.5 小

時  東京

下水道癱

瘓 

法國文豪筆下的人物多次利用巴黎的下水道逃命，雨

果說下水道是城市的智慧與良心，它關係著地面上人

們的性命安危，但是根據早稻田大學關根教授的研

究，東京都心的下水道只能處理 1 小時 50 豪米的雨

量，然而東京動輒就會降下 1 小時 100 豪米的大雨，

最讓關根教授擔心的是地下街與地鐵車站 

 橫濱站未

雨綢繆  

擬地下街

當洪水傾洩而下，地鐵站階梯成了小瀑布，民眾根本

爬不上樓梯，1999 年九州福岡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

就讓一名女性受困在地下街餐廳不幸溺斃，這裡是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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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計畫 天有幾十萬人進出的橫濱車站溪口地下街，它是東京

首都圈八個大型地下街中唯一擬定完善避難疏導計

畫的地下商場 

橫濱車站站務人員  山本榮市：「及早發現危險，及

早集合相關人員，擬定應對對策」 

站務人員正在進行演習，要在 20 分鐘之內將車站 21

個出入口的擋水板設置好，地下街還與附近高樓大廈

合作仔細測量所有建築的高低差，ㄧ旦洪水來襲就會

將顧客及人員從低處往高處撤離，今年的颱風季節已

經在 6 月吹起進攻號角，來勢洶洶，而東京下水道排

水機能隨時可能喪失，全東京做好萬全的避難計畫已

經是迫在眉睫了 

撰稿剪輯 / 林佳妮  日文翻譯 / 李怡蓉 

預告 敘利亞戰

爭狀態  

悲憐無辜

平民 

 

廣告   

 敘利亞全

面開戰  

安南斡旋

過渡政府 

陳文茜： 

我們來關注所有的半島革命中最不幸的國家之一，那

就是敘利亞，敘利亞這個禮拜他的總統阿薩德正式承

認敘利亞已經進入了全面戰爭的狀況，而雖然聯合國

的特使安南，希望能夠進行反對派根執政黨的談判，

可是反對派開出來的條件，就是既有的阿薩德總統一

定要下台，但是阿薩德總統在外國勢力俄羅斯的支持

之下，仍然有源源不絕的軍火武力，到目前為止敘利

亞每ㄧ天死亡人數都是至少數十人，甚至是上百人，

上禮拜六更是爆發敘利亞直接的狙擊從土耳其起飛

的飛機，那麼換句話說有相當多的敘利亞難民逃到了

土耳其，而土耳其也嘗試幫助這ㄧ群人，那在這樣的

一個敘利亞的半島革命過程當中，它牽涉了非常多的

外國勢力，更牽涉了內部教派的爭奪，最不幸的就是

老百姓，每ㄧ天以數十人到上百人，每天都在死亡當

中 

進入專題 

半島電視台

獨家 

 

敘利亞全

面開戰  

安南斡旋

過渡政府 

聯合國的特使安南在日內瓦談判開始之前，就說這次

會有讓人可接受的結果，不過安南的樂觀評估，對照

敘利亞局勢的快速惡化卻顯得有些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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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題轉換

時會加入戰

爭時的砲音 

 叛軍連串

攻擊  大

馬士革四

面楚歌 

過去幾日以來，傷亡人數每天持續增加幾十人甚至上

百人，首都大馬士革司法部大樓星期四遭到汽車炸彈

攻擊，顯示反叛軍正步步進逼，總統阿薩德 

 阿薩德首

度表態  

敘利亞陷

全面內戰 

這個星期第一次公開承認敘利亞已經進入全面戰爭

的狀態。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公開談話原音影片) 

如同我在國民議會中說過，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從

字義上的各方面來說，我們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方

向、所有的機構，焦點都集中在贏得勝利。 

 阿薩德態

度強硬 怪

罪外力煽

動內戰 

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會議前夕，阿薩德接受伊朗國營

電視台一個小時的專訪，態度仍然毫不妥協，他把內

戰的原因完全推給了外國勢力，他說最近幾天的衝突

升高，也是境內的武裝恐怖分子受到外國勢力的鼓

動，把矛頭指向了過去的老朋友土耳其 

 

(阿薩德原音) 

關於土耳其政府和這個國家，如果我們要把二者分開

看待，我們不得不改變對它的政策，土耳其官方的政

策，是要導致敘利亞的死亡和流血，這是我們辦不到

的事，我們沒辦法在幾個月前說土耳其是我們的朋

友，幾個月後又用炸彈和子彈對付他們 

 土耳其軍

機遭擊落  

土敘關係

跌冰點 

上個星期土耳其的一架軍機在外海被敘利亞擊落，讓

兩國緊張關係升到最高點，兩邊互相指控對方挑釁，

土耳其星期五在邊境增加部署飛彈發射器和防空火

砲 

(土耳其總理 埃爾多安發表言說) 

我們不會抑制教訓流氓國家，它在人民眼中，已經失

去統治的合法性，它對人民施行恐怖統治，試圖挑戰

土耳其的偉大國家 

 美俄會商

敘利亞局

勢 各自堅

持無突破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星期五先來到聖彼得堡和俄羅斯

外長拉夫洛夫會談，不過雙方對敘利亞的立場並沒有

什麼改變，美國主張阿薩德必須下台而俄羅斯則堅持

反對國際介入敘利亞的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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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薩德下

台與否  

阿拉伯世

界施壓角

力 

聯合國希望在日內瓦的談判中推動敘利亞成力過渡

政府，不過阿薩德是否應該下台，則成了各方爭執的

焦點，阿拉伯國家正加緊對阿薩德施加壓力 

 

(伊拉克外長  澤巴里受訪畫面) 

光說不做的時刻已經結束了，現在是國際社會和阿拉

伯國家採取行動的時刻，敘利亞的危機不能無止境的

持續 

 敘利亞戰

火高  和

平難見曙

光 

戰火持續升高，當初民主的抗爭已經演變成了族群和

教派之間的血腥衝突，有利害關係的幾個陣營彼此互

不相讓，也讓敘利亞十幾個月來的衝突看不到和平解

決的曙光。 

撰稿 / 謝樹寬   剪輯 / 江沂靜 

回到主播台  陳文茜： 

敘利亞的悲劇讓我們對人類的殘殺非常的趕到遺憾

跟無助，但是同一個地球 

 世紀仇恨

大和解  

英女王與

北愛共和

軍握合 

正在發生一個感人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北愛爾蘭共和

軍過去和英國的衝突，而這個禮拜英國女王正式拜訪

北愛爾蘭，而且不只是拜訪北愛爾蘭，它和北愛爾蘭

共和軍，也就是過去在柴契爾時代被視為決不和他們

妥協，把他們視為恐怖份子罪犯，絕不把他們當成只

是為理想而戰的政治犯的北愛爾蘭共和軍，女王正式

和他們正式握手和解，長達 100 年的悲劇劃下了句點 

進入專題 北愛尋獨

立  英二

戰英雄遭

害  女王

一生的痛 

前北愛共和軍指揮官麥金尼斯 當時記錄影像 

前英國首相  柴爾契夫人 (影像取自電影〈飢餓〉) 

〈希望之鳥〉 天使女伶  原音歌唱、螢幕上為歌詞 

 泯恩仇  

北愛共和

軍：女王再

見 上帝祝

福妳 

雙方握手微笑畫面 

民眾表示很好有意義 

撰稿 / 李怡慧  剪輯 / 宋曉丹、李建庭 

預告 歐盟峰會

有結論  

全球股市

週五大漲 

 

開場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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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指數整理

為表格 

歐盟峰會

利好消息

提振 美股

週五上漲 

陳文茜： 

來看一下週五的美國股市，道瓊指數大漲了 277.83

點，漲幅 2.20%，主要是受到了歐盟高峰會的利好消

息的提振，那麼這ㄧ天大漲的指數，除了那斯達克指

數也漲幅 3%之外，S&P 指數創下了這ㄧ年內最大的

漲幅，漲幅 2.49%，主要漲幅在工業類跟科技類的股

票，而ㄧ整週美國的股市主要漲幅都在禮拜五，那麼

整週只漲了 239.31 點，換句話說在週五之前幾乎都

是跌幅的，整體而言是大家並不看好這次的歐洲高峰

會，尤其是峰會前梅克爾的談話讓大家相當的悲觀，

結果因為預期，比預期來得好太多，美國股市呢包括

全球的股市，再周五的時候都是大漲，而歐元更來到

了 1 比 1.2663 的價位，主要的漲幅也是再禮拜五，

漲了 1.79%，西班牙的公債殖利率十年期的從週四的

6.895%下跌到 6.342%，市場全面的一片樂觀，但是

完全如此嗎？待會回到文茜世界財經周報為大家做

更深入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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