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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視新聞敘事模式與

影音元素分析及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電視新聞、敘事模式、影音元素、聽力教學 

近年來，新聞學研究逐漸走向與敘述學結合的趨勢，學者開始探討新聞

文本的敘事結構，然而前人研究關注新聞的個別敘事類目和整體敘事結構，

缺乏根據真實新聞語料敘事順序研擬的敘事模式，有鑑於此，本文以台灣有

線電視台播出之電視新聞為本，歸納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此外，由於電視

新聞兼具文字與影像，除了文字敘事模式以外，亦具備影像敘事特質，故本

文亦針對電視新聞的影音元素進行分析。 

本文以電視新聞台出現頻率最高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為語料，分析結

果顯示台灣電視新聞有主次順敘型、主次倒敘型、交錯敘事型、單一敘事型

四種模式，生活新聞較常採用新聞情節和個人評論穿插的交錯敘事型，娛樂

新聞則較常採用以情節敘述為主體的主次順序型和主次倒敘型，原因是生活

新聞係為記者自行發想的題材，故情節中經常穿插個人或他人評論，娛樂新

聞則報導演藝圈的即時事件，故必須詳細陳述情節。 

在影音元素方面，兩類新聞因內容取向不同，使用影音元素的頻率亦不

同。資訊取向的生活新聞較常使用表格、補充標題、人物拍攝畫面等元素，

以呈現大量資訊和提供他人評論；事件取向的娛樂新聞則較常使用圖片和示

意影片，作為主要新聞事件的補充說明。 

最後，本文根據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的研究結果，提出電視新聞聽力教

學的教學建議。教師可於聽前階段教授學生該則新聞的敘事模式，以及有助

於理解新聞內容的影音元素，不僅建立先備知識，亦能提高聽力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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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Narrative Model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of Taiwan Television News and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television news、narrative models、audiovisual materials、listening 

teaching method 

 

Recently media research has combined with narrative theory. However, past 

research has put much focus on narrativ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of media language, 

while research on narrative model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order in authentic news 

material is still limited. This study thus aims to propose narrative models of Taiwan 

television news through authentic news material and examine how news genre affects 

the usage of narrative models. The news genre includes living news and entertainment 

news, which are the most reported genre in Taiwan cable s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our narrative models in Taiwan television news: 

sequential, flashback, alternate and simple narrative. Living news uses alternate 

narrative more often, whereas entertainment news uses sequential and flashback 

narrative more often. These differences are due to genre differences. Since reporters 

explore daily events in living news reports, the content is alternated with main events 

and reporters’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trary, entertainment news reports latest 

event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refore, the content focuses more on telling 

these events sequentially.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alysis also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enres. Living news which is information-oriented uses forms, supplementary titles 

and character shots more often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while entertainment news 

which is event-oriented uses pictures and sketch video more often to support the main 

event.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teaching advice for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listening. The narrative models can be used as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establishing prior knowledge of news materials, and some of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which organize information are also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of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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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Due to these ways, learners can improve television new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x 

目錄 

中文摘要 .......................................................................................................................... v 

Abstract...........................................................................................................................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 3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7 

第一節 敘事學 ........................................................................................................ 7 

一、 敘事學相關理論 .................................................................................... 7 

二、 敘事學相關研究 .................................................................................. 10 

第二節 新聞與敘事學 .......................................................................................... 12 

一、 新聞敘事發展 ...................................................................................... 12 

二、 新聞敘事結構 ...................................................................................... 13 

第三節 電視新聞與敘事學 .................................................................................. 17 

一、 電視新聞敘事特色 .............................................................................. 17 

二、 電視新聞敘事結構 .............................................................................. 18 

第四節 電視新聞教學 .......................................................................................... 22 

一、 電視新聞教學研究 .............................................................................. 22 

二、 電視新聞聽力教學 .............................................................................. 24 

三、 新聞主題特色 ...................................................................................... 25 

第五節 小結 .......................................................................................................... 2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29 

第一節 研究樣本 .................................................................................................. 29 

一、 語料來源 .............................................................................................. 29 

二、 語料主題 .............................................................................................. 30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31 

一、 內容分析法 .......................................................................................... 31 

二、 文本分析法 .......................................................................................... 32 

第三節 研究步驟 .................................................................................................. 32 

一、 敘事結構類目建構 .............................................................................. 33 

二、 影音元素類目建構 .............................................................................. 38 

第四節 小結 .......................................................................................................... 45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 47 

第一節 敘事類目分析 .......................................................................................... 47 

一、 摘要 ...................................................................................................... 48 



 

x 

二、 條件...................................................................................................... 48 

三、 主要情節.............................................................................................. 50 

四、 次要情節.............................................................................................. 51 

五、 評論...................................................................................................... 53 

六、 後續...................................................................................................... 55 

七、 兩類新聞比較...................................................................................... 57 

第二節 敘事模式分析.......................................................................................... 59 

一、 主次順敘型.......................................................................................... 59 

二、 主次倒敘型.......................................................................................... 61 

三、 交錯敘事型.......................................................................................... 63 

四、 單一敘事型.......................................................................................... 66 

五、 兩類新聞比較...................................................................................... 67 

第三節 影音元素分析.......................................................................................... 70 

一、 語言元素分析...................................................................................... 70 

二、 非語言元素分析.................................................................................. 73 

三、 兩類新聞比較...................................................................................... 80 

四、 敘事類目對應分析.............................................................................. 83 

第四節 結果討論.................................................................................................. 87 

第五章 教學應用.......................................................................................................... 91 

第一節 敘事模式教學.......................................................................................... 91 

一、 聽前階段.............................................................................................. 92 

二、 聆聽階段.............................................................................................. 93 

三、 聽後階段.............................................................................................. 93 

第二節 影音元素教學.......................................................................................... 94 

第三節 教學範例.................................................................................................. 96 

第四節 小結........................................................................................................ 103 

第六章 結論................................................................................................................ 105 

第一節 研究總結................................................................................................ 105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106 

參考文獻...................................................................................................................... 109 

附錄.............................................................................................................................. 115 

一、生活新聞語料...................................................................................................... 115 

二、娛樂新聞語料...................................................................................................... 118 

 

 



 

 

xi 

  



 

xii 

表目錄 
 

表二-1 Chatman 實質和形式（Chatman，1978） ....................................................... 7 

表四-1 前人定義之敘事結構類目 .............................................................................. 33 

表四-2 本文敘事類目分析表 ...................................................................................... 37 

表四-3 本文語言元素類目分析表 .............................................................................. 39 

表四-4 本文非語言元素類目分析表 .......................................................................... 39 

 

  



 

 

xiii 

圖目錄 
 

圖二-1 Chatman 敘事結構圖（Chatman，1978:26） ................................................... 8 

圖二-2 van Dijk 新聞基模圖（van Dijk，1991:119） ................................................ 13 

圖二-3 Bell 新聞敘事結構（Bell，1998:68） ............................................................ 15 

圖二-4 蔡琰、臧國仁新聞敘事結構（蔡琰、臧國仁，1999:10） .......................... 16 

圖二-5 Montgomery電視新聞敘事結構（Montgomery，2007:39） ........................ 19 

圖二-6 林東泰電視新聞敘事結構（林東泰，2011:246） ........................................ 20 

圖四-1 本文敘事結構與敘事類目 ............................................................................... 37 

圖四-2 語言元素：字幕 ............................................................................................... 40 

圖四-3 語言元素：標題 ............................................................................................... 40 

圖四-4 非語言元素：主播乾稿 ................................................................................... 41 

圖四-5 非語言元素：記者報導 ................................................................................... 41 

圖四-6 非語言元素：現場拍攝 ................................................................................... 42 

圖四-7 非語言元素：示意影片 ................................................................................... 42 

圖四-8 非語言元素：人物拍攝 ................................................................................... 43 

圖四-9 非語言元素：現場拍攝 ................................................................................... 43 

圖四-10 非語言元素：電腦動畫 ................................................................................. 44 

圖四-11 非語言元素：圖片 ......................................................................................... 44 

圖四-12 非語言元素：表格 ......................................................................................... 45 

圖四-13 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 ................................................................................. 58 

圖四-14 兩類新聞敘事模式比較 ................................................................................. 68 

圖四-15 各敘事模式之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生活新聞 ..................................... 69 

圖四-16 各敘事模式之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娛樂新聞 ..................................... 69 

圖四-17 語言元素分析：字幕 ..................................................................................... 71 

圖四-18 語言元素分析：對話框字幕 ......................................................................... 71 

圖四-19 語言元素分析：補充標 ................................................................................. 72 

圖四-20 語言元素分析：補充標 ................................................................................. 73 

圖四-21 非語言元素分析：次要事件現場拍攝 ......................................................... 73 

圖四-22 非語言元素分析：歷史事件現場拍攝 ......................................................... 74 

圖四-23 非語言元素分析：歷史事件現場拍攝 ......................................................... 74 

圖四-24 非語言元素分析：示意影片 ......................................................................... 75 

圖四-25 非語言元素分析：示意影片 ......................................................................... 75 

圖四-26 非語言元素分析：記者拍攝 ......................................................................... 76 

圖四-27 非語言元素分析：人物拍攝 ......................................................................... 76 

圖四-28 非語言元素分析：人物拍攝 ......................................................................... 77 



 

xiv 

圖四-29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 77 

圖四-30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 78 

圖四-31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 78 

圖四-32 非語言元素分析：圖片 ................................................................................ 79 

圖四-33 非語言元素分析：圖片 ................................................................................ 79 

圖四-34 語言元素使用頻率比較 ................................................................................ 80 

圖四-35 非語言視覺元素使用次數比較 .................................................................... 81 

圖四-36 非語言覺元素使用次數比較 ........................................................................ 82 

圖四-37 敘事類目與語言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 83 

圖四-38 敘事類目與語言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 84 

圖四-39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視覺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 85 

圖四-40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視覺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 85 

圖四-41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聽覺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 86 

圖四-42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聽覺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 87 

圖五-1敘事模式之聽力教學應用 ............................................................................... 92 

圖五-2影音元素教學：現場拍攝 ............................................................................... 95 

圖五-3影音元素教學：示意影片 ............................................................................... 95 

圖五-4影音元素教學：圖片與表格 ........................................................................... 96 

圖五-5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 98 

圖五-6教學範例：示意影片 ....................................................................................... 98 

圖五-7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 99 

圖五-8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 99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敘事」是講述一個故事，即按照時間序列講述一系列真實或虛構的

事件（Cohan & Shires，2003；Prince，1982），舉凡詩歌、散文、小說、戲

劇、電影、廣告等等，皆是敘事的文本。Cohan 與 Shires（2003）認為唯有

透過敘事將事件構成故事，事件才能被人們所知，因此研究每種文本如何

說故事，便是敘事學（narratology）的核心。 

每個敘事文本都有敘事結構，Chatman（1978）將敘事結構分成論述結

構（discourse structure）和故事結構（story structure），論述結構是表達

（expression）的形式，例如文本所使用的媒介，故事結構是內容（content）

的形式，例如文本中出現的角色、場景、事件等的安排順序。不同的故事

結構適合由不同的論述結構呈現，例如強調事件之間時間關係的故事結構

適合文字媒介，強調空間關係的則適合影像媒介，因此兩者並非截然劃分，

而是互相影響的兩個面向（Chatman，1978；林東泰，2011；蔡琰、臧國仁，

1999）。 

敘事文本有很多種類，以新聞為例，將真實事件按照一定順序安排後

呈現在觀眾面前，亦是敘事文本的一種（牛隆光，2011；蔡琰、臧國仁，

1999）。傳播學者自一九九○年代中期開始注意新聞和敘事的關係（蔡琰、

臧國仁，1999），以敘事理論研究報紙新聞和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亦有豐富

的成果（Bal，2007；Bell，1991，1998；Chatman，1978；Fulton、Huisman、

Murphet & Dunn，2005；Montgomery，2007；van Dijk，1988；林東泰，2009，

2011；蔡琰、臧國仁，1999）。相較於以文字為主的報紙新聞，電視新聞除

了文字以外，亦包括影像和聲音，例如新聞事件的畫面、主播和記者的旁

白、受訪者的訪問、特殊音效等等，是一種融合影像和文字的敘事文本（王

泰俐，2007；林東泰，2011；郭岱軒，2011）。因此，電視新聞具有和報紙

新聞一樣的文字敘事特質，也具有影像敘事的特質（林東泰，2011）。 

在華語教學中，新聞是經常使用的教學材料之一，因為能反映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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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教材比起來，更能掌握最新的資訊（胡林生，1994；徐筠惠，2002）。

其中，電視新聞的時效性又比報紙新聞更高（周慶祥、方怡文，2003），因

為每天播放的時數多，更新速度快，例如有線頻道的專業電視台一天播出

二十個鐘頭以上的新聞，隨時都能收看。此外，新聞主播的發音也較一般

人準確，適合外國學生訓練聽力（徐麗文，2003）。然而，電視新聞的播報

語速比一般說話快，對外國學生而言難度較高，其用語也具特殊性，例如

專業術語、縮略語、新語、方言等，成為學習上的困難之處（徐麗文，2003；

謝佳玲、李家豪，2011）。 

徐麗文（2003）分析電視新聞特性對外國學生學習的影響，發現詞彙

太難、語速太快確實是學習上的難點，不過電視畫面上的資訊圖像和字幕，

可以彌補聽力和詞彙的不足，有助於理解新聞內容。此外，徐麗文亦指出

倒金字塔結構（inverted pyramid pattern）比正金字塔結構（upright pyramid 

pattern）更容易理解，因為可以先掌握新聞重點，再了解詳細的來龍去脈，

對外國學生而言學習成效較高。 

由以上可知，電視新聞和一般媒體文本不同，是同時運用語言文字和

影像聲音，形成兩種特性兼具的文本。對外國學生而言，理解電視新聞具

有一定難度，不過如果了解整體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模式，再藉由影音字幕

的輔助，理解程度將大大提高。 

傳播領域中對於臺灣新聞的敘事結構的研究，最初以報紙新聞為主，

例如蔡琰與臧國仁（1999）的研究，近幾年開始有針對電視新聞的研究，

例如牛隆光（2007，2011）、林東泰（2011）、郭岱軒（2011）等人的研究。

其中林東泰（2011）提出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並以災難新聞作為例證，

牛隆光（2011）比較不同新聞台的新聞在論述結構和論述風格上的差異，

郭岱軒（2011）則探討電視新聞如何運用戲劇性元素敘事，著重在敘事情

節和視聽覺元素的安排。 

另一方面，在華語教學領域中，針對報紙新聞的研究較多，例如巫宜

靜（1998）、徐喜萱（2004）、徐筠惠（2002）、許芳菁（2003）等人，電視

新聞的研究尚不多見，少數如徐麗文（2003）、陳靜雯（2008）、謝佳玲與

李家豪（2011）。謝佳玲與李家豪分析電視新聞標題的語言特徵，包含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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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式和詞彙，以及外部的排版和色彩運用，陳靜雯亦以新聞標題為語料，

探討雙關語和會話原則的關係，徐麗文則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出發，研究外

國學生學習電視新聞的難點，以及教師的教學策略。 

綜觀兩個領域的研究，華語教學領域以電視新聞的語言分析和教學設

計為主，並未針對整體敘事結構進行研究，且忽略影音元素的運用；傳播

領域雖然針對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進行研究，但以理論性討論為主，以真

實語料佐證的分析較少（蔡琰、臧國仁，1999），且缺乏不同主題的新聞在

敘事結構上的分析（林東泰，2009）。因此，為彌補文獻的不足，本文從敘

事學的角度出發，以臺灣電視新聞為語料，分析其敘事模式和影音運用，

並比較不同主題之新聞的異同，再依據分析結果提出教學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相關文獻，本文將研究範圍鎖定在臺灣新聞電視台最常播出

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首先參考前人研究擬定敘事類目與其定義，據此

進行新聞語料的內容分析，藉以考察兩類新聞使用敘事類目的方式和頻率。

其次，本文按照敘事類目的出現順序，建構兩類新聞的敘事模式，並比較

兩類新聞在使用頻率和使用方式上的異同。除了敘事模式以外，由於電視

新聞兼具語言文字和影像聲音，本文亦加入影音元素的分析，包含字幕、

標題等語言元素，以及新聞畫面、圖表、音效、旁白等非語言元素，研究

兩種元素如何與敘事類目和敘事結構搭配運用。最後，本文回歸教學層面，

依照敘事結構和影音元素的分析結果，對電視新聞聽力教學提出教學策略

建議。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和目的，本文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1.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類目有何特色？兩類新聞的使用次數

有何異同？ 

2.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模式有何類型？兩類新聞的使用次數

有何異同？ 

3.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之影音元素的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有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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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兩類新聞中的使用次數有何異同？與敘事類目的對應方式

為何？與敘事類目的對應有何特色？ 

4.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模式與影音元素分析對電視新聞教學

策略有何啟示？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文提及的電視新聞相關名詞有多種定義，或是屬於業界用語，為避

免讀者混淆，以下本文針對幾個常用名詞進行釋義： 

（一）電視新聞 

凡是由電視台播出的新聞即可稱為電視新聞，按照報導的形式分成幾

種類型，其中最常見的類型是純淨新聞（straight news）和深度報導新聞

（depth reporting），前者是不加入記者主觀意見的客觀性新聞，例如電視台

在大部分的時段播出的單則新聞，後者是加入記者主觀意見，進一步詮釋

新聞意義的報導，例如針對某個主題所做的一系列專題報導、人物專訪等

（周慶祥、方怡文，2003）。本文中提到的電視新聞僅指純淨新聞，不包含

深度報導新聞。 

（二）專業新聞台 

台灣的無線台和有線台皆會播新聞，其中有線台有專門播出新聞的頻

道，二十四小時的節目都是新聞。目前臺灣共有六家二十四小時播放新聞

的有線台，包含三立新聞台、年代新聞台、中天新聞台、TVBS-N 新聞台、

東森新聞台和民視新聞台（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0），本文以「專

業新聞台」稱呼此類新聞台。 

（三）類目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其研究步驟是從分析文本中選出

一組分析單位，由研究者賦予反映文本某一特色的定義，作為分析時歸類

和統計的依據，這些被賦予定義的單位即是類目。舉例來說，本文旨在研

究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故制定一系列反映新聞敘事內容的類目，例如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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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人事時地物的內容為「條件」類目，簡介新聞內容的為「摘要」類目，

說明主要新聞事件的為「主要情節」類目。 

（四）生活新聞 

本文探討的生活新聞，顧名思義是報導生活中所發生之事情的新聞，

進一步定義，即是報導食衣住行、吃喝玩樂、消費旅遊、天氣情報、醫藥

科技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新聞，內容輕鬆正面，富有人情味。為了和社會

新聞區別，本文探討的生活新聞不涉及法律訴訟和糾紛等負面內容，例如

報導某間大排長龍的人氣餐廳屬於生活新聞，但報導有客人吃了之後拉肚

子、衛生管理有問題則屬於社會新聞。 

（五）娛樂新聞 

本文探討的娛樂新聞是報導演藝圈發生的事件，意即相關人員和產業

發生的最新消息，前者包含演員、歌手、名媛、模特兒、設計師等等，後

者包含電影、戲劇、唱片、服裝設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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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包含四大部分，第一節闡述敘事學的內涵，並回顧學者提出的理論架

構，第二節探討敘事學如何與新聞產生連結，並說明學者建構的新聞敘事結構，

第三節介紹電視新聞的敘事特質，藉此比較影像敘事和文字敘事的異同，第四

節回顧電視新聞教學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敘事學 

一、敘事學相關理論 

敘事學是研究敘事形式和功能的學問，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

的時代，二十世紀以降開始發展系統性理論，目標在於探索、描寫和闡釋敘事

的機制，以及研究如何表達形式和功能（Prince，1982）。最先提出敘事學的法

國結構主義學者 Todorov（1969）把敘事文本分成論述和故事兩層面，成為敘事

學的基礎，其他學者亦以此為本發展敘事研究。 

美國敘事學者 Chatman（1978）把敘事文本的結構分成論述結構和故事結

構，論述結構是表達的形式，即傳達內容的手段；故事結構是內容的形式，即

一連串的事件加上人物和場景等存在物。簡單地說，論述結構指的是「如何說」，

故事結構指的是「說什麼」。然而 Chatman 認為僅討論表達和內容的形式（form）

層面，並不能涵蓋敘事文本中所有成分，應加入實質（substance）層面的討論，

進一步分為表達的形式和實質，以及內容的形式和實質，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下

表二-1所示。 

表二-1 Chatman 實質和形式（Chatman，1978） 

 表達 內容 

實質 表達的媒介素材，如紙上的記

號、圖像、聲音等。 

未經整理的思想和情感 

形式 將所有表達的媒介素材用某種

語言表達 

將未經整理的思想用某種語言表

達的抽象結構 

基於以上的劃分，Chatman 提出敘事結構圖，如下圖二-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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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 Chatman 敘事結構圖（Chatman，1978:26） 

Cohan 與 Shires（2003）和 Chatman 一樣，亦從故事結構和論述結構兩方

面探討敘事結構1，他們認為敘事是將事件組織成一個線性故事的過程，因此選

擇什麼事件以及如何組織事件，便成為敘事的核心。根據 Cohan 與 Shires 的定

義，故事結構是事件本身的組織，論述結構是事件敘述的組織，故事結構是由

事件（event）構成，所謂事件指的是生理或心理的活動，例如發生在某時間中

的某事、存在於某時間中的某種狀態或思想，一個完整的故事結構並非由單獨

事件構成，而是將兩個以上的事件置於時間序列（sequence）中，以不同的連

結關係組合而成；論述結構則是再現事件的方法和架構，敘述者將事件利用文

字、圖畫或攝影等媒介，按照原本的序列或重新安排的序列再次呈現出來。Cohan

與 Shires 認為唯有透過故事結構和論述結構再現事件，事件才能傳達給讀者。 

有別於 Chatman（1978）、Cohan 與 Shires（2003）的二分法，Bal（2007）

將敘事文本分成三個層次：文本（text）、故事（story）、素材（fabula），文本是

敘述者利用特定媒介講述故事，例如語言、圖像、聲音、建築或是混用幾種媒

介，故事是以特定方式表現出來的素材，素材則是行為者所引起或經歷的一連

串按照邏輯和時間順序排列之事件，所謂行為者是執行行動的人，事件則是從

一個狀態轉變到另一個狀態的過程。Bal（2007）以歐洲家喻戶曉的故事「拇指

                                                      

1 Cohan 和 Shires使用「敘述」（narration）這個術語代替 Chatman 提出的論述結構，因為他

們認為 Chatman 定義的論述結構僅包含形式化的表達，使用敘述這個術語的涵蓋層面較廣。

本文為避免混淆，統一使用「論述結構」。 

未經整理的原始思想 

事件 

存在物 
人物 

場景 

行為 

偶發事件 

內容實質 

內容形式 

故事結構 

（內容） 

敘事

文本 

論述結構 

（表達） 

表達實質─傳播媒介（文字、口語、影像等） 

表達形式─傳播媒介結構（語言學、攝影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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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Tom Thumb）為例，說明文本、故事和素材的差異。拇指湯姆有各種文

本，有的是說給兒童聽的童話，有的是給成年人看的文學作品，不管哪一個文

本，說的都是一個拇指大小的男孩冒險的故事，這是文本和故事的分別；讀者

不管閱讀哪一個文本，都會讀到拇指湯姆對決巨人的橋段，這個橋段就是組成

拇指湯姆故事的素材之一，拇指湯姆和巨人是行為者，兩人之間的對決是事件，

在不同的文本裡，敘述者以不同的方式敘述這段素材，形成不同的故事，讀者

即使閱讀不同的故事，也會對每個角色產生一致的看法，這是故事和素材的分

別。Bal（2007）認為文本、故事和素材可以獨立分析，但並非獨立存在，三者

是互相影響的。 

綜觀以上學者提出的敘事結構研究，皆從論述結構和故事結構兩個層面分

析，其中 Bal（2007）雖然採取文本、故事和素材三分法，實際上是將故事結構

再分成原始的素材和重新敘述的故事，和 Chatman（1978）將故事結構分成內

容形式和內容實質的定義相同，本質上並未脫離論述結構和故事結構兩分法的

範疇。 

Chatman（1978）將論述結構分成表達實質和表達形式，前者意指敘事文本

所使用的傳播媒介，包括書面文字、影像、口頭表達等等，使用不同的傳播媒

介，敘事結構也有所不同。美國語言學家 Labov 認為過去的敘事研究大多針對

歷史悠久的口語或書面作品，例如神話、歷史、傳說、史詩等等，皆是由專業

作者反覆編寫的文本，並不能代表社會普遍的情況，因此他以一般民眾的自然

口語為語料，研究其敘事結構（Labov & Waletzky，1967；Labov，1972）。 

根據 Labov（1972）的研究結果，口語敘事結構是具有開頭、中段、結尾

的完整結構，共分成六個部分：摘要（abstract）、背景介紹（orientation）、主要

情節（complicating action）、評價（evaluation）、結果或解決方式（result or 

resolution）、結尾（coda）。摘要是敘事者在開頭簡單概述整個故事，接著介紹

時間、地點、人物等背景資料，是謂背景介紹；主要情節是敘事者闡述故事中

發生的一切，這個部分通常是整段敘事的高潮，結果或解決方法則是主要情節

的結局；評價傳達敘事者對故事的情緒，同時也說明敘事者說這個故事的理由；

最後敘事者使用結尾標誌故事即將結束，將聽眾拉回現實（Labov，1972）。 

有別於 Bal（2007）、Chatman（1978）、Cohan 與 Shires（2003）的敘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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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理論，Labov（1972）特別強調評價的重要性，因為評價是讓每段敘事變得獨

一無二的關鍵，同樣的內容由不同的敘事者闡述，之所以能成為不同的故事，

即是因為每位敘事者的評價不同。不僅如此，由於 Labov 定義的口語敘事涉及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林東泰（2011）將之稱為人際敘事基模，對電視新聞而言，

符合新聞主播和記者面對閱聽大眾娓娓道來新聞故事的情景，因此本文擬定敘

事類目時亦會參考 Labov 的口語敘事理論。 

二、敘事學相關研究 

敘事結構是針對文本說故事的方式和結構進行研究，因此經常應用於各種

類型的文本分析，例如文學作品、電影、廣告、電視節目、新聞等等。余少君

（2008）以中國作家巴金三十、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說為題，從情節、人物、環

境三方面剖析小說的敘事結構，探究其時代意義和歷時演變。在情節方面，巴

金的小說採取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的時間連結和可能性連結2，將一個一個事件串

連起來，事件的安排則採取複線敘事，即以一個主線事件為核心，其餘副線事

件作為映襯，例如《家》、《春》、《秋》三部小說的主線是高覺民三兄弟的故事，

副線是高家長輩的生活場景。在人物方面，巴金藉由個性單一的扁形人物、以

及隨著情節發展呈現多樣變化的圓形人物鋪陳情節，亦會揚顯特定人物以扣合

核心主題，例如《秋》的高覺民、高覺慧等反封建青年的鮮明個性，突顯了高

家長輩迂腐封建的形象，藉此傳達這部小說反封建的核心主題。在環境方面，

巴金從空間因素和時間因素兩方面，發揮製造氣氛、映襯人物和建構故事的功

能，例如《家》的開頭描寫冬天下雪的景色，藉由一年中最後一個季節的冬天

和大雪紛飛的環境，暗示高家即將邁入分崩離析的命運（余少君，2008）。 

余少君（2008）指出巴金的長篇小說具有嚴密的敘事結構，使內容深具感

染力，引發讀者產生和作者一樣的共鳴，以往巴金小說的研究皆從巴金的人格

特質或當時的時代背景切入，但她認為從小說文本的敘事結構出發，更能體會

巴金和讀者之間的互動，以及小說中表達的思想內涵。關於文學作品的敘事結

構研究，除了以一位作者的作品分析作者的敘事特色以外，另有以一部作品為

主題的研究，例如張雙英（2010）針對李昂的《迷園》進行分析，也有以某一

                                                      
2
 在小說的情節中，因為不同的選擇，而可能改變故事的結果，稱為可能性連結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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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作品為主題的研究，例如李志宏（2008）分析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

敘事結構。 

除了書面的文學作品，亦有針對電影、廣告、電視節目等影像文本的敘事

結構研究。舉例來說，在廣告方面，有一種類型的廣告稱為敘事型廣告或故事

型廣告（narrative advertising），這類廣告的特色就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傳達廣告

主的訊息（黃光玉，2006）。和其他影像文本不同的是，廣告還涉及對消費者的

影響，因此部分研究除了探討廣告本身的敘事結構之外，亦會探討消費者的認

知理解和廣告產生的說服效果。 

Escalas（1998）分析電視廣告語料，發現大部分的廣告都在說故事，例如

家庭主婦使用某牌清潔產品解決家事上的問題、分隔兩地的家人靠著某家電信

公司的通訊方案重建彼此的關係等等，原因在於故事可以吸引和娛樂消費者，

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產品的使用方式，藉此說服消費者購買。Escalas（1998）

也提出廣告敘事結構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是時序性（chronology）和因果關係

（casuality），時序性指的是將廣告情節按照開頭、中段、結尾的順序組織起來，

形成一個在時間維度上敘述的事件，這種組織方式符合人類感知事情的模式，

因此消費者得以理解和接受廣告內容。一旦廣告按照時序性敘事，裡面出現的

人物、情節等元素的連結就必須具有因果關係，以符合人類的認知和邏輯推論，

換言之，在開頭發生的事情，一定會和結尾產生關聯，例如主角一直把某個人

視為眼中釘，最後就把那個人殺了，敘事型廣告便是按照時序性和因果關係編

製而成。 

Escalas（1998）認為敘事型廣告藉由說故事為消費者建立了一個劇本，一

旦消費者遇到類似的情境，便能喚起他們的記憶，進一步吸引他們消費，例如

美國一家電信公司有一則廣告，描述一位商人在獨自出差的途中，突然非常想

念家人，便從飛機上打電話回家一解思鄉之情，如果消費者也碰到類似的情況，

他們的思緒很容易被引導至該電信公司提供的空中電話服務，消費的意願也會

提升。由此可見，敘事型廣告能藉由說故事引起消費者在認知、情感和態度上

的回應（Escalas，1998，2004）。除了行銷領域，說故事的概念也應用在企業管

理領域，例如企業組織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組織內外的溝通，促進營運效能，

即是所謂的故事管理（story management）（黃光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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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是針對書面文本和影像文本的敘事結構研究，另有一些研究是針對

自然口語的敘事結構進行分析。Özyıldırım（2009）以 Labov（1972）的口語敘

事結構理論為基礎，比較 60 名土耳其大學生對個人經驗的敘事在自然口語和書

面撰寫上有何差異，主題包含交通事故、身體疾病等等，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

口語或書面敘事皆包含六種敘事結構類目，不過書面敘事在一開始使用摘要

（abstract）的比例高達 43.3%，而口語敘事僅有 6.7%，而且所有書面敘事的學

生皆有結尾（coda），但口語敘事的 30名學生中僅有 22名使用。Özyıldırım（2009）

認為口語敘事不像書面敘事具有完整結構，通常不包含開頭和結尾，但口語敘

事和書面敘事在結構上仍然很相似，顯示土耳其大學生在個人經驗敘事上具有

共同的認知模式，此外，此研究也映證 Labov 的理論不僅適用於西方國家，也

適用於土耳其這樣的非西方國家。關於口語敘事結構亦有不同語言對比的研究，

例如 González（2009）比較英語母語者和加泰隆尼亞語母語者對過去個人經驗

的口語敘事，探討兩種語言文化在敘事結構上的差異。 

整體而言，敘事結構的研究可分為有形的書面敘事（written narrative）和無

形的口語敘事（oral narrative）兩種，分析方式亦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從敘事者

的角度出發，探討文本本身的結構和敘事特色，例如余少君（2008）、張雙英

（2010）、李志宏（2008）、Özyıldırım（2009）、González（2009）等人的研究；

第二種是從接收者的角度出發，探討敘事結構對觀眾或讀者產生的影響和效果，

例如 Escalas（1998，2004）的研究。本文旨在探討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屬於

文本本身的分析，且因電視新聞兼具書面敘事和口語敘事的特色，亦會結合兩

種敘事特色進行分析。 

第二節 新聞與敘事學 

一、新聞敘事發展 

敘事學發展最初，以分析文學作品如童話、小說為主，到了一九九○年代

中期，傳播學者結合敘事學和新聞文本，開始發展新聞敘事結構的研究（蔡琰、

臧國仁，1999）。新聞屬於敘事文本的一種，因為新聞是再現社會真實的產物，

是記者以已經發生的事件為素材，根據發表媒介的特性以一定的序列重新闡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的故事，在重新闡述的過程中，原始文本亦重新組合，成為另一個具有新聞媒

體特色的文本。因此，記者並不是單純寫文章，而是寫具有一定結構、順序、

觀點和價值觀的新聞故事，再藉由媒體傳達給社會大眾（Bell，1998）。 

二、新聞敘事結構 

van Dijk（1991）探討不同主題的新聞文本，發現每個文本都由抽象的深層

結構組成，稱之為「超結構」（superstructure）或「文本基模」（textual schemata），

不論是新聞或是其他種類的文本，皆有各自獨特的超結構，其中包含特定的線

性次序和層級結構，決定文本內容的排序。van Dijk 假設的新聞基模如下圖二-2

所示。 

 

 

 

 

 

 

 

 

圖二-2 van Dijk 新聞基模圖（van Dijk，1991:119） 

根據 van Dijk（1991）的架構，典型的新聞結構以「摘要」為開頭，顧名

思義就是整則新聞的摘要，下面再分成「標題」和「導言」，其餘的便是「故事」。

故事以「主要事件」為核心，由於包含新聞中最突出的部分，可視為新聞報導

的主體，一則新聞至少包含摘要和主要事件兩部分。若是篇幅較長的新聞，就

會在文中增加「背景」資訊，包含事件的「脈絡」和「歷史」，其中脈絡能將新

聞事件置於更廣的框架中，與其他事件產生連結，例如與主要事件有關聯的「先

前事件」，這些在新聞中出現的事件都有「結局」，如果這些結局具有新聞價值，

新聞 

摘要 故事 

標題 導言 

主要事件 結局 脈絡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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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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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變成下一個主要事件。 

此外，新聞基模中的「評論」有一個特別的種類是「口頭回應」，包含受訪

者、目擊者、權威者等事件相關人物的發言，在新聞中佔有很大一部分，因為

記者可以藉由控制口頭回應的對象和內容，形塑新聞的論點和價值觀。最後，

記者提出對主要事件的「評價」，或是對未來發展的「預期」，作為新聞的「結

論」。van Dijk（1991）認為這些項目沒有一定的排列順序，也不一定每個都必

須存在，例如他所提出的基模是以純淨新聞為準，其中摘要和主要事件是必要

存在，評論是非必要存在，至於社論、專欄等其他類型的文本則各有各的基模

和排列順序。 

Bell（1998）參照 van Dijk（1988，1991）、Labov 與 Waletzky（1967）的

研究，建立新聞的敘事結構模式，如下圖二-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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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 Bell 新聞敘事結構（Bell，1998:68） 

Bell（1998）的敘事結構分成「屬性」、「摘要」和「故事」三部分，屬性

是描述故事的來源，包含「通訊社」、「記者署名」、「時間」和「地點」。摘要包

含「標題」和作為新聞簡介的「導言」，導言涵蓋新聞的首要資訊，有時也可能

涵蓋次要資訊。故事的主體是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插曲」，每個插曲會依次包含

幾個「事件」，事件描述「主角」、「行動」、「場景」和「屬性」為何，其中場景

包含「時間」和「地點」，屬性包含消息的「來源」。總括來說，插曲是由許多

事件組成，而這些事件之間有共同的場景或角色。 

以上項目皆為新聞故事的核心結構，除此之外，Bell（1998）還加入「背

景」、「評論」和「後續」，分別代表新聞中提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事件。背景

是回顧「先前事件」，意即先前的新聞，如果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件，便稱為「歷

史」。評論是記者或主角對行動的觀察和評語，提供讀者事件經過的「情境」、

對行動的「評價」，以及對未來發展的「預期」。「後續」是行動後來的發展，亦

是補充新訊息的主要來源，可進一步分成語言類的「回應」以及非語言類的「結

果」。Bell 認為了解敘事結構有助於了解新聞故事的內容，他關心的是記者怎麼

說、說了什麼故事，而非這個故事是否貼近事實。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van Dijk（1988）和 Bell（1998）提出的敘事結構差

異並不大，都是把新聞分成摘要和故事兩大部分。van Dijk 最先提出新聞基模，

奠定新聞敘事結構研究的基礎，而 Bell 比 van Dijk 增加一項屬性的分類，在故

事方面也增加背景、評論和後續三個層面，針對事件的因果關係有更詳細的分

析。 

綜觀 van Dijk（1988）、Bell（1998）和 Chatman（1978）的理論，蔡琰與

臧國仁（1999）認為三位學者雖然都將敘事結構分成故事結構和論述結構，但

是僅在故事結構有較完備的理論架構，論述結構方面尚有不足之處，例如 Bell

的敘事結構並未超出 van Dijk 的理論範疇，而 van Dijk 將包含導言和標題的摘

要與故事分開，雖然展現新聞不同於其他敘事文本的特徵，卻無法區別摘要和

故事的相異之處。蔡琰與臧國仁認為 van Dijk 所謂的導言實為故事的濃縮，而

標題則為導言的濃縮，可視為導言的導言，兩者無法與故事分離，因此摘要仍

屬故事的一部分，不能與故事分別觀之。蔡琰與臧國仁修正三位學者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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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提出敘事結構如下圖二-4 所示。 

 

 

 

 

 

 

 

 

 

 

 

 

 

 

圖二-4 蔡琰、臧國仁新聞敘事結構（蔡琰、臧國仁，1999:10） 

基本上，新聞事件所需的靜態條件是「地點」、「時間」和「對象」，再透過

「行為動作」表示靜態條件的動態過程，闡述何時、何地與何人發生什麼事。

便可組成一個新聞事件。行為動作通常以動詞表現，例如「某小孩（對象）今

天（時間）在水池（地點）游泳（行為動作）」，不同行為動作代表的事件意義

便不同，例如游泳和打架傳達的意義便完全不同。如為一般新聞形式，只要包

含以上所述之人時地物的「條件」、新聞導言和標題的「摘要」、以及描述行為

動作和核心事件情節的「過程」，便足以構成一個基本的故事；若新聞事件持續

擴大，成為深度報導，便會加入「發展」、「評論」等論述結構層面的元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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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涉及「品質」問題。所謂品質，如同 Chatman（1978）提出之故事結構的「面

向」，即是新聞內容的優劣程度，包含表示記者語氣的「氣氛」，例如「甚至」、

「令人費解」等詞語，以及表示第一或第三人稱等稱謂的「特質」，例如記者報

導時所說的「據記者了解……」、「外界指稱……」等。蔡琰與臧國仁（1999）

認為品質只有透過論述才能展現，並非 Chatman 所述是構成故事結構的要素，

故將之移至論述結構範疇。 

和先前研究不同的是，蔡琰與臧國仁（1999）更加重視故事結構和論述結

構的密切關係，強調兩者之間是互容且可移動的，舉例來說，最底層的「條件」

和「過程」是所有事件存在的基本要素，兩項要素可互相組合成為不同的事件；

隨著新聞內容越來越豐富，敘事元素也逐步往上增加，出現一般新聞中少見的

「批評」、「預測」、「歷史」等。這些元素藉由時間順序和邏輯關係組織起來，

便成為完整的新聞文本。 

然而，兩人提出的敘事結構皆以報紙新聞為主，並未針對電視新聞進行研

究，電視新聞是以影像和聲音為主的媒體，和以文字圖片為主的報紙新聞有所

差異，在敘事結構上是否也有所差異？是否具有什麼特色？此為本文欲探究的

課題之一，故本文將於下節回顧電視新聞的相關文獻。 

第三節 電視新聞與敘事學 

一、電視新聞敘事特色 

有些學者認為敘事僅限於純粹的文字敘事，但 Cohan 與 Shires（2003）認

為敘事也應包含講述故事的視覺手段，例如電影利用影像說故事，如同小說利

用文字說故事一樣。電視新聞屬於敘事文本的一種，記者採訪新聞事件之後，

經過編輯將事件轉變為電視新聞，報導形式跟報紙新聞一樣，也是倒金字塔結

構，首先在導言寫出新聞重點，接著再按重要性，依序寫出新聞事件的各個層

面（羅文輝，1991），然而電視新聞除了語言文字以外，亦運用影像聲音敘事，

因此敘事方式和敘事結構與報紙新聞有所不同。 

林東泰（2010）綜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提出電視新聞敘事結構的兩項特質，

第一是電視新聞兼具描寫與模仿敘事，自亞里斯多德以降，描寫（diegesi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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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mimesis）便是敘事學的核心概念，以報紙新聞和電視新聞為例，報紙新

聞以語言文字敘述新聞事件，即是以一種武斷能指符號來表達所指的社會真實，

屬於描寫敘事（Chatman，1990）；電視新聞除了語言文字以外，還透過影像聲

音再現新聞事件，模仿新聞人物、行動和場景（Chatman，1990），讓閱聽人有

置身其中的臨場感，兼具描寫敘事和模仿敘事。第二是電視新聞的隱含作者與

其視角，電視新聞的記者並非新聞敘事的真正作者，真正的作者是隱身幕後、

決定新聞視角的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Booth，1961；Chatman，1990），

因此隱含作者才是新聞敘述視角的決定者，不僅能在新聞中建構自己的觀點，

更能引導閱聽人如何理解新聞（Chatman，1990）。 

釐清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特質之後，林東泰（2011）比較電視新聞和報紙

新聞在敘事上的異同，發現有四個差異。第一是敘事形式不同，報紙新聞僅以

文字再現新聞事件，屬於描寫敘事，電視新聞則兼具影像聲音的模仿敘事和語

言文字的描寫敘事，由於電視新聞的敘事元素比報紙更多樣化，在敘事和再現

社會真實的過程中，也比報紙更複雜。第二是敘事風格不同，由於敘事媒介不

同，表達新聞故事的風格和手法也不同，電視新聞雖然混合語言文字和影像聲

音兩種媒介，影像聲音往往比文字更重要，不管是主要事件或次要事件都一定

要有新聞畫面，此為電視新聞的基本需求。第三是電視主播與報紙編輯的差別，

報紙編輯負責新聞內容的取捨、新聞標題和摘要的撰寫等重要職責，但是電視

新聞的主播往往只是照著編輯決定的稿子唸，除非是資深主播，才能決定新聞

內容和編排順序。最後是講述者不同，不管是報紙新聞或電視新聞的記者，都

不是真正涉入新聞事件的參與者，而是新聞事件的講述者，不過兩者的講述方

式略有不同，報紙新聞記者通常以第三人稱敘事，電視新聞記者有時以第三人

稱敘事，有時為了增加臨場氣氛，亦會以第一人稱敘事。 

二、電視新聞敘事結構 

Montgomery（2007）視電視新聞為一系列元素的組合，每個元素的所在位

置受到一定制約，因而形成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Montgomery認為一般電視新

聞節目有兩個基本敘事結構，如下圖二-5 所示，無論是哪個結構，皆含開場、

標題、新聞組件和結尾等四種敘事元素，原則上兩個結構差異不大，僅在開頭

和標題的前後順序上有所不同，而且基於電視新聞的影像敘事特色，各元素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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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搭配影像畫面，例如各家電視台於開場播放台呼和 logo 動畫，或在結尾播放

主播或記者報導的畫面。 

 

 

 

 

 

 

 

 

圖二-5 Montgomery電視新聞敘事結構（Montgomery，2007:39） 

在 Montgomery 研擬的電視新聞結構中，新聞組件（news item）是新聞節

目的核心，通常由主播在開頭介紹，再由記者事先錄製的新聞報導詳述細節，

為整則新聞的主要成分。新聞組件按照重要性又分為「核心新聞」和「次要新

聞」，核心新聞是新聞組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描述主要新聞事件，而次要新聞

則可有可無，例如主播的開場、記者和主播之間的問答等等。總體而言，

Montgomery提出的電視新聞敘事結構雖不如其他學者詳細，大致上涵蓋電視新

聞的三個敘事層次，依序是有主播報導畫面的開頭結構、闡述核心新聞和次要

新聞的新聞組件、以及表示新聞完結的結尾結構，不僅如此，三個層次皆可看

出影像元素的應用，體現電視新聞影視敘事的特色。 

林東泰（2011）認為電視新聞中主播和記者向觀眾報導新聞的模式，近似

人們面對面溝通的情境，故特別強調 Labov（1972）的口語敘事結構，或稱為

人際敘事基模的重要性，他認為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不僅應考量影像畫面的運用，

也應考量人際敘事的特徵。林東泰研擬的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如下圖二-6 所示，

除了融合 Bal（2007）、Bell（1991，1998）、Montgomery（2007）、蔡琰與臧國

仁（1999）、林東泰（2009）等人的敘事結構觀點，更重要的是加入 Chatma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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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敘事內涵和 Labov 的口語敘事結構，提出兼具表達形式和故事內容的電

視新聞敘事結構（林東泰，2011）。 

 

 

 

 

 

 

 

 

 

 

 

 

 

 

 

 

 

 

圖二-6 林東泰電視新聞敘事結構（林東泰，20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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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的概念，把電視新聞分成開頭結構、代言結構和結尾結構。從「台呼」到

「新聞組件」之前屬於電視新聞的開頭結構，包含「新聞主播」和其播報的「新

聞導言」，輔以「新聞畫面」和「新聞標題」等影像元素。從新聞組件開始為代

言結構，亦即電視新聞的故事內容，稱為代言結構是由於新聞故事是由記者媒

體利用新聞畫面重新轉述，並非當事人親自敘述之故。代言結構中的「核心新

聞」是新聞故事的主軸，傳達核心事件的「情節」和「場景」，前者包含「行動」、

「行動者」、「事情發生經過」和「評價」等動態事件，後者包含「時間」和「地

點」等靜態景物，如同上一節回顧的蔡琰與臧國仁（1999）在報紙新聞結構中

所述，行動是構成新聞故事的關鍵，在電視新聞的核心新聞中亦是如此。核心

新聞之外尚有「次要資訊」，其中包含「現場訪問」和「專家學者訪問」，此為

電視新聞敘事結構的特色，不僅如同 van Dijk（1988，1991）和 Bell（1991，1998）

所述是為核心新聞說明來龍去脈和事件背景，更重要的是現場訪問的影像畫面，

電視新聞基於媒材特性特別重視現場畫面，藉以營造親臨現場的氣氛，如果無

法取得，便透過相關人士的訪談烘托事件氣氛。報導完主要新聞故事之後，電

視新聞記者會報上姓名和報導地點，如「XXX 台北綜合報導」，此為電視新聞

的結尾結構，亦為電視新聞不同於報紙新聞的敘事特色，這是由於報紙新聞是

倒金字塔結構，按照新聞內容的重要性從頭依序排列，因此結尾往往並非敘事

重點，然而電視新聞因具備人際敘事的特色，因此會透過主播或記者的口頭轉

折向觀眾交代這則新聞即將結束，如同人們對話時向對方表示話題即將結束。

總體觀之，林東泰的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不僅兼具語言文字和影像畫面的敘事，

更突顯電視新聞人際敘事的特徵。 

觀察上述前人研究，可以看出電視新聞和報紙新聞最大的差異在於表達媒

介的不同，按照 Chatman（1978）的敘事結構分類，即是論述結構中表達實質

的不同，報紙新聞以語言文字為媒介，電視新聞則兼具語言文字和影像聲音，

此差異造成兩者在敘事結構上的差異。然而，前人研擬的電視新聞敘事結構雖

然強調影像和聲音媒介的存在，卻未獨立分析影音媒介的敘事方式，例如林東

泰雖然提出現場採訪和新聞畫面等次要資訊的重要性，卻未具體陳述影像畫面

在電視新聞中如何應用；此外，前人提出電視新聞的總體敘事結構，其中包含

所有敘事類目，卻未根據真實語料的敘事順序建構敘事模式（蔡琰、臧國仁，

1999），亦未針對不同主題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進行研究（林東泰，2009），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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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除了從敘事類目研擬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模式，亦會分析新聞

中的影音元素，並針對兩個不同主題新聞的敘事結構進行研究和比較。 

第四節 電視新聞教學 

一、電視新聞教學研究 

近年來，利用媒體和科技從事語言教學蔚為風潮，例如廣播、電視、電腦、

報紙等等（Salaberry，2001），其中電視新聞亦為教學素材的一種。然而目前電

視新聞研究大部份針對大眾傳播議題，較少涉及教育領域，且缺乏教學相關理

論支撐（Seels、Fullerton、Berry & Horn，1996），因此如何利用電視新聞進行

第二語言教學，以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效，是未來研究所須面對的課題（Salaberry，

2001）。 

電視新聞是藉由影像和聲音傳達訊息給觀眾的媒體，因此在編製過程和文

本形式上有幾項特性（Ekström，2002）。首先，電視新聞是以吸引觀眾注意力

為宗旨選擇內容題材和展現方式，相較於一般電視節目，提供大量又豐富的資

訊並非首要目標，重要的是適當展現資訊。這是由於電視新聞播放的時間短，

一則大約一到三分鐘，觀眾往往才剛接收第一則就換第二則，理解時間短，且

不能像報紙一樣反覆閱讀，因此為了在短時間內讓觀眾及時理解，內容盡量精

簡、不長篇大論，且利用生動的影像引發觀眾情緒。不僅如此，電視新聞在選

材上也以事件取向為主，必須有不同於日常生活的特殊性，才是值得報導的事

件。總體來說，電視新聞為了讓觀眾容易吸收，如何說比說什麼更重要（Ekström，

2002）。 

跟文字圖片為主的報紙新聞比起來，電視新聞主要採用影像和聲音元素敘

事，因此在內容呈現上亦充分反映此兩元素的特色。舉例來說，電視新聞經常

以新聞現場畫面搭配記者旁白吸引觀眾注意，加上採訪過程中錄製的風聲、警

笛聲、人聲等自然音效，讓觀眾有身歷其境之感；相較之下，報紙新聞僅能以

文字描述，不能提供讀者具體的景象，雖然有新聞照片輔助，仍不如電視新聞

畫面生動（Potter，2006；林東泰，2009）。 

前人研究肯定影像元素有助於觀眾對電視新聞內容的理解和回憶（Bro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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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Findahl & Höijer，1985；Graber，1990），Brosius（1991）藉由實驗，比

較穿插多種影像和僅有主播播稿鏡頭的電視新聞在理解上的差別，結果顯示觀

眾對前者的理解程度高於後者，證明電視新聞的視覺元素有助於理解內容。然

而影像元素並非越多越好，過於豐富的影像元素反而會影響觀眾理解，甚至會

模糊新聞焦點（Brosius，1993；Klijn，2003）。Brosius（1993）探討含有情緒

性內容的影像是否影響觀眾回憶新聞內容，結果發現觀眾經常發生回憶錯誤的

現象，Brosius 認為這是由於含有情緒性內容的影像往往只放大新聞某一部份的

內容，雖然可令觀眾印象深刻，但也因此忽略其他訊息。 

根據上述研究，可看出電視新聞具備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敘事特色，以及此

敘事特色和觀眾理解新聞之間的關聯，因此若要利用電視新聞進行教學，除了

研究語言文字構成的敘事結構，也應注意影音元素的運用方式。 

在華語教學現場，新聞報導是常見的教學素材之一，有別於一般語言課程

的教材，新聞報導的是每天發生的事件，不僅內容切合時事，具有強烈的時代

性，亦能從多元的報導主題如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娛樂、生活等了解社

會的各種面貌，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李曉琪，2006；胡林生，1994；徐筠惠，

2002；徐麗文，2003）。 

徐麗文（2003）統計台灣各大語言中心開設的課程，發現大多數的語言中

心皆設有新聞報刊課程，使用教材是現有新聞選讀教材加上報紙雜誌的補充資

料，至於電視新聞課程尚不多見。這是由於電視新聞的詞彙較難，經常使用新

詞語、本土語言、隱喻、縮略語或文白夾雜，而且語速較快，不像報紙新聞得

以反覆閱讀，所以學生必須到達中高級程度以上才能選修；此外，由於電視新

聞教學尚屬新興領域，缺乏系統化的教學方式和教材，因此開課情形不如報刊

課程踴躍（巫宜靜，1998；徐喜萱，2004；徐麗文，2003；張金蘭，2009；謝

佳玲，李家豪，2011）。 

在中高級以上的華語教學中，新聞教材是很重要的一環，張金蘭（2009）

指出現有的高級教材以閱讀型教材為主，缺乏視聽方面的材料，因此富有影像

和聲音的電視新聞便很適合作為輔助材料，特別是應用於聽力教學。張金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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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3製作電視新聞教材，作為聽力練習的輔助，實際應用於課堂上之後，發

現學生的聽力皆有長足進步，而學生對於老師提供的電視新聞材料亦持正面評

價，認為可以學到最新的時事和生詞。 

為解決外國學生觀看電視新聞的困難，徐麗文（2003）提出幾點建議，第

一，適當的資訊圖像和字幕可以增加學生對內容的理解，彌補聽力上的不足，

但是過多的資訊容易模糊新聞焦點。第二，電視新聞的結構影響學生的理解程

度，例如先提出新聞重點的倒金字塔結構，比按照時間順序的正金字塔結構容

易掌握。 

綜上所述，電視新聞適合用於中高級以上的課程，由於影像聲音兼具的特

質，特別適用於聽力教學，此外，電視新聞的結構以及影像、字幕等影音元素，

有助於外國學生對電視新聞的理解。故此，本文將分析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和

影音元素，並根據此研究結果，提出新聞聽力教學的應用和建議。 

二、電視新聞聽力教學 

在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中，聽力和閱讀能力是新聞教學的兩大關鍵（胡

林生，1994；徐筠惠，2002；許芳菁，2003），以電視新聞文字與影音兼具的特

性而言，聽力訓練更顯得重要（張金蘭，2009）。 

聽力指的是聽別人說話的能力，換言之即是一種話語理解能力（李曉琪，

2006），故聽力教學的重點在於增加學習者對輸入訊息的理解程度，包含分辨語

音、理解詞彙、連結語法結構等等。楊惠元（1996）認為聽力教學應培養學習

者八種能力，第一是辨別分析能力，例如分辨聲韻母、聲調、語義的能力；第

二是記憶儲存能力，將聽到的內容盡量儲存在腦中，儲存得越多獲知的訊息也

越多；第三是聯想猜測能力，將聽到的內容和過往經驗產生連結，以便推測訊

息的主題、觀點和情節；第四是快速反應能力，包含提高聽覺器官的靈敏度和

提高分析的熟練度；第五是邊聽邊記能力，不僅只是聽懂，還要記住關鍵訊息；

第六是聽後模仿能力，聽懂之後還要能模仿語音和句子，讓短期的聽覺記憶變

                                                      
3播客（Podcast）是一種透過網路傳送文件、影像和聲音，供人以 mp3、手機等行動工具收看

和收聽節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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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期的語言能力；第七是檢索監聽能力，意即帶有目的性地聽，例如聽長篇

話語時隨時注意和主題相關的內容；最後是概括總結能力，訓練學習者感知語

言材料的主旨，或是捕捉談話的主題。藉由訓練以上八種能力，學習者得以增

進接收和理解訊息的能力，進一步帶動口說和與人交際的能力。 

相較於一般聽力素材，電視新聞屬於篇幅較長的文本，一則長度大約一分

半到兩分鐘，而且詞彙較多，內容也較複雜，因此造成學習者理解上的困難。

然而如果學習者事先對新聞內容有一定了解，例如了解該新聞事件的背景知識，

聽的時候即可將接收到的訊息和背景知識產生連結，理解程度便能提升（李曉

琪，2006；劉頌浩，2008）。Barlett（1932）以基模（schema）解釋人類理解的

過程，所謂基模是由過去的記憶和經驗組織而成的系統，在腦中形成先備知識，

一旦有新知識進入，即可與基模結合，引發與過去記憶之間的連結，進而理解

新知識。以電視新聞為例，若學習者已具備新聞的基模，例如認識新聞結構、

和新聞事件相關的知識、專有名詞等等，亦可以利用基模預測和補充接收到的

新聞內容，增進對新聞的理解。 

電視新聞聽力教學包含幾個重點，例如講解新聞生詞、反覆練習、善用預

聽等等，其中預聽是指在聽之前提示學生情節、關鍵詞、背景知識等內容，讓

學生對此新聞有整體概念，以便聽的時候可以預測和判斷聽不懂的地方（李曉

琪，2006；劉頌浩，2008），此方法亦符合 Barlett（1932）的基模理論，故本文

將所建構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作為新聞聽力教學的基模，並以此構思電視新

聞聽力的教學策略。 

三、新聞主題特色 

華語教師運用新聞進行教學時，首要考慮的問題是選擇適合的新聞材料，

不僅需考慮語言難易度，亦需考慮新聞報導的主題。新聞涵蓋的主題極廣，舉

凡政治、社會、經濟、文教、生活、體育、娛樂皆包括在內，依照報導內容性

質可分成硬性新聞（hard news）和軟性新聞（soft news）兩種（Baum，2002；

Bennett，2009；Bryant & Thompson，2002；Patterson，2000；Tuchman，1972，

1978；Shoemaker & Cohen，2006）。硬性新聞報導的是社會中的重大公眾議題，

例如政府決策、國際情勢、公共事務、經濟議題、環境災害等等；軟性新聞則



台灣電視新聞敘事模式與影音元素分析及教學應用 

 

26 

報導與個人生活和興趣相關的內容，例如名人軼事、人情趣味、體壇情報、娛

樂話題等等（Baum，2002；Bennett，2009；Bryant & Thompson，2002；Patterson，

2000；Tuchman，1972，1978；Scott & Robert，1992；Shoemaker & Cohen，2006）。

由於主題不同，兩種新聞的特色亦不同，硬性新聞報導的是重大議題，因此及

時性較高，內容較嚴肅，和公眾利益息息相關；軟性新聞報導的是生活議題，

因此及時性較低，內容較輕鬆，以實用為主（Curran、Salovaara-Moring、Coen 

& Iyengar，2010；Patterson，2000；Tuchman，1972；Shoemaker & Cohen，2006）。 

對觀眾而言，硬性新聞雖然提供國內外重要大事的訊息，軟性新聞更能滿

足他們對日常生活和休閒娛樂的需求（Bennett，2009；Bryant & Thompson，2002；

Scott & Robert，1992），因此軟性新聞較硬性新聞更容易吸引觀眾，收視率亦較

高，加上製作成本低廉，造成近年來電視新聞的題材逐漸由硬性走向軟性，大

量報導軟性新聞（Baum，2002；Bennett，2009；Patterson，2000；Scott & Robert，

1992；朱婉清，2000；張耀仁，2002）。 

軟性新聞包含很多主題，其中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是兩個具代表性的主題，

在有線頻道的專業新聞台中播報比率亦為最高（古依晴，2012）。生活新聞和社

會新聞皆報導社會上發生的事，但選材略有差異，根據聯合報的網站聯合新聞

網對兩種新聞的分類，社會新聞包含刑事案件、車禍意外、詐騙行賄、法律糾

紛等等，另亦包含弱勢族群、社會關懷的報導；生活新聞則是關於食衣住行、

消費旅遊等等，內容輕鬆，不涉及糾紛和刑案。而根據周慶祥和方怡文（2003）

對社會新聞的定義，社會新聞分成兩種，狹義的社會新聞是指犯罪新聞，廣義

則是指富有人情味、突發災變的新聞，其中富有人情味一點符合聯合新聞網的

生活新聞類型，顯示生活新聞是廣義社會新聞中的一類，而且內容以輕鬆有趣

的生活資訊為主。 

娛樂新聞譯自英文的「entertainment news」，係指影劇新聞（朱婉清，2000），

舉凡與電影、電視、廣告、音樂、戲劇等與影劇產業有關的新聞均屬娛樂新聞，

例如影視歌星的動態報導、電影或電視節目的介紹等等（周慶祥，方怡文，2003）。

張耀仁（2002）根據娛樂新聞報導的內容歸納幾種報導主題，例如報導演藝人

員宣傳唱片、電影或代言產品的宣傳活動，報導演藝人員的感情事件，報導演

藝人員非策劃性的突發事件，以及回顧已逝或年長演藝人員的過往事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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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娛樂新聞報導的是娛樂圈發生的最新消息。 

總結此節，電視新聞由於兼具影像和聲音，成為媒體教學的常用素材之一，

在華語教學領域亦經常用於聽力教學，然而電視新聞由於語速較快、詞彙較難，

外國學生較難理解內容。根據 Barlett（1932）的基模理論，學習者若能在學習

之前建構先備知識，學習時便可將獲得的訊息和先備知識互相連結，增進理解

程度，以電視新聞聽力教學為例，教師若能在聽前階段給予學生新聞結構、事

件情節等相關知識，學生正式聆聽時便較容易理解；此外，合宜的影像元素如

字幕、標題等等，亦能提點新聞內容，有助於增進理解。在台灣，電視新聞有

軟性化的趨勢，播報軟性新聞的比例逐漸增加，其中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在有

線頻道的專業新聞台中的播報比率為最高，故本文選擇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作

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於華語聽力教學的應用策略。 

第五節 小結 

本文於第一節首先回顧敘事學的起源及理論基礎，介紹 Chatman（1978）、

Cohan與 Shires（2003）、Bal（2007）等學者的敘事理論，此外亦介紹 Labov（1972）

的口語敘事結構，因為電視新聞中主播和記者向觀眾播報新聞的敘事形態，具

有一對一口語敘事的特色。第二節討論新聞學和敘事學的融合，並回顧前人建

立的新聞敘事結構，包含 van Dijk（1991）、Bell（1998）、蔡琰與臧國仁（1999）

等等，以上幾位學者的理論雖然是以報紙新聞為研究對象，對於本文研擬電視

新聞敘事類目亦有所啟發。第三節從報紙新聞推展至電視新聞，回顧

Montgomery（2007）和林東泰（2011）提出的電視新聞結構，兩人皆提及影像

敘事元素，由此可知電視新聞具有影像敘事的特色。然而，目前仍缺乏根據真

實語料的敘事順序所建構的電視新聞敘事模式，亦缺乏獨立探討影音元素運用

的研究，是故，為補足文獻缺口，本文將藉由分析真實新聞語料，探討其敘事

模式的類型與影音元素的運用。最後，本文於第四節回顧電視新聞教學相關研

究，並探討華語聽力教學的相關理論和教學策略，希冀能結合敘事模式和影音

元素的研究成果，作為電視新聞聽力教學的參考。 

 

 

 



台灣電視新聞敘事模式與影音元素分析及教學應用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為達研究目的，將針對專業新聞台中播出的新聞，進行質化和量化的

分析，探究其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運用。本章第一節首先說明語料來源，包含

電視新聞的蒐集標準、專業新聞台的介紹、以及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定義；

第二節簡介內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作為本文研究進行的基石；第三節介紹

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再說明本文融合內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的研究步

驟。 

第一節 研究樣本 

一、語料來源 

臺灣的電視台分成有線台和無線台兩種，有線台是指以鋪設纜線方式傳播

影像和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的電視台，跟無線台比起來，有線台具有多

頻道選擇、資訊性強、滿足觀眾需要等特色（劉幼琍，1994），例如專業新聞台

播出的新聞，比起無線台的更具時效性，資訊量也更加豐富。根據 2010 年《台

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新聞來源中，六家專業電視台加起

來共佔 43.3%，無線三台僅佔 14.1%（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2010），顯示

專業新聞台對台灣民眾的重要性。 

台灣播報新聞的電視台眾多，每日新聞量十分龐大，有鑑於此，本文將語

料來源縮小至台灣民眾最常收看的六個專業新聞台，分別為 TVBS 新聞台、東

森新聞台、中天新聞台、三立新聞台、民視新聞台和年代新聞台。選擇專業新

聞台是由於二十四小時播放，新聞數量多，較具研究價值（郭岱軒，2011），亦

更能看出整體敘事特色。 

本文語料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自六個專業新聞台蒐集的生活新

聞和娛樂新聞各 60 則，抽樣期間避開如選舉、自然災害、運動比賽等重大新聞

事件發生的時候，目的是為了避免新聞台大量播放相關報導，影響抽樣的廣度。

本文的抽樣時段是中午十二點到兩點、晚上六點到八點兩個時段，這是由於此

兩時段是各家新聞台的黃金時段，收視人口較廣，新聞編排也較一般時段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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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許適欐，2009）。本文的抽樣方法為隨機抽樣，於抽樣時段在六個專業新聞

台中隨機選台，看到符合本文定義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便立即以 Aver TV 三

頻電視棒側錄。然而隨機選台有時只能錄到新聞的一半，為取得完整的語料，

本文亦會以該新聞的標題為關鍵字在 Youtube 網站搜尋，若是搜尋到該則新聞

即下載作為語料。 

本文蒐集語料時如有報導同樣事件的新聞，若報導角度和內容編排不同，

即視為不同的新聞。例如金球獎頒獎典禮的新聞，有的新聞報導頒獎典禮的進

行過程，有的報導紅地毯星光雲集的盛況，因為切入角度不同，新聞內容也完

全不同；即使同為報導紅地毯的新聞，新聞內容同為介紹好萊塢明星的穿著，

只要介紹的明星、內容編排和剪接順序不同，便視為不同的語料。 

二、語料主題 

電視新聞依照主題特色大致可分為軟性新聞和硬性新聞兩種（Baum，2002；

Bennett，2009；Bryant & Thompson，2002；Patterson，2000；Tuchman，1972，

1978；Shoemaker & Cohen，2006）。硬性新聞如政治、財經、社會新聞等等，

報導重大公共議題，內容較為嚴肅；軟性新聞如生活、娛樂、體育新聞等等，

報導與個人興趣和日常生活有關的消息，內容較為輕鬆有趣。對觀眾而言，硬

性新聞雖然報導重要議題，但軟性新聞較能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Bennett，2009；

Bryant & Thompson，2002；Scott & Robert，1992），因此近年來電視新聞逐漸

軟性化，大量報導軟性新聞（Baum，2002；Bennett，2009；Patterson，2000；

Scott & Robert，1992；朱婉清，2000；張耀仁，2002）。有鑑於此，本文選擇軟

性新聞作為分析語料，並將語料範圍鎖定在專業新聞台最常播出的生活新聞和

娛樂新聞（古依晴，2012）。 

本文定義的生活新聞是富有人情味的新聞，內容涵蓋食衣住行、吃喝玩樂、

消費旅遊、天氣情報、醫藥科技等觸及日常生活各層面的新聞，相較於同樣報

導社會中所發生事件的社會新聞，本文定義的生活新聞內容較為輕鬆有趣，不

涉及刑事訴訟或民事糾紛。而本文定義的娛樂新聞則是跟娛樂圈相關的新聞，

包含報導相關人物的新聞，例如演員、歌手、名媛、模特兒、設計師等等，以

及報導相關產業的新聞，例如電影、戲劇、唱片、服裝設計等等。目前台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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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報導娛樂新聞的型態有兩種，一種是穿插在一般新聞中報導，另一種是成

立一個專屬的娛樂新聞節目（張耀仁，2002），例如 TVBS 的《TVBS 哈新聞》，

本文係針對一般新聞中的娛樂新聞分析。本文所蒐集的新聞語料如附錄所示，

由於新聞篇幅過長，故僅列出標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係針對電視新聞進行語言分析，探究其敘事特色和模式，因此採取以

類目制定和量化統計解析文本的內容分析法，研究電視新聞的表達形式。除此

之外，本文亦輔以質化分析的文本分析法，探究電視新聞敘事模式和新聞主題

有何關聯。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亦稱資訊分析法（informational analysis）或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是一種以系統、客觀和量化的方式分析內

容變項的研究方法（Babbie，1998；Barelson，1971；王文科、王智弘，2011；

王石番，1989），由於能將研究材料轉化成量化統計，再以量化統計推論其質化

意義，被視為是一種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Rubin & Babbie，2005）。 

內容分析法在新聞和傳播研究中被廣泛運用，包含檢視傳播內容本質、探

究內容表達形式、分析傳播來源特質、理解閱聽人特性、驗證傳播內容效果等，

其中探究內容表達形式意指探究傳播內容如何表達，即是分析傳播內容的形式

和體裁（王石番，1989），因此本文採用內容分析法，探究電視新聞的敘事結構

模式，以及字幕、畫面、聲音等影音元素在敘事結構中的出現頻率和使用方式，

藉此釐清電視新聞如何運用影音元素敘事。 

內容分析法的核心是類目建構，類目的定義和設計和了解內容意義密不可

分（王石番，1989），故此，本文除了觀察語料以外，亦參考新聞敘事相關文獻，

擬定敘事結構和影音元素的分析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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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contextual analysis）是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如新聞報導、文

學作品、電影或海報圖片，做意義的解析和詮釋（游美惠，2000），相較於以量

化為主的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更注重文本意義的詮釋，以及文本和社會因

素的互動。Fairclough（1992）更指出文本分析法可分成語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和互文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兩個面向，語言分析著重於解析文

本內部的語言系統，例如語義、語法的運用，互文分析則關注文本和其他面向

的互動關係，例如文本如何受到類型、敘事手段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故此，本

文除了以內容分析法解析電視新聞語料，亦採用文本分析法，解析量化資料的

意涵。 

第三節 研究步驟 

內容分析法的基本步驟首先是選擇欲研究的文本，從中選出一組分析的單

位，例如一個字、一個句子、一段文章、一張圖片等等，其次依照研究目的制

定分析的類目，並給予每一個類目清楚的定義，接著將研究文本中選出的分析

單位歸納進定義相符的類目中，最後統計各類目在研究文本中的出現頻率，藉

此展現類目的分布情況，進一步說明該文本的內容特色（McQuail，2005）。 

本文以內容分析法探討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擬定研究步驟如下：第一，

從六個專業電視台側錄符合本文定義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以段落為單位轉

寫成文字檔；第二，參考數位學者所制定的敘事結構和影音元素類目，去蕪存

菁後作為本文分析的類目；第三，將轉寫完畢的新聞語料段落歸入符合定義的

類目，並計算各類目的出現頻率，比較其在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分布情形；

第四，將每則新聞的敘事結構類目按照出現順序排列，得到該則新聞的敘事模

式，接著觀察影音元素類目和各敘事結構類目互相搭配的情形，探究影音元素

的使用模式。本文在以上步驟除了採取量化的內容分析法，亦會以質化的文本

分析法探討類目分布、敘事模式和生活娛樂主題有何關聯。 

為使內容分析類目的種類和定義更為完善，本文回顧相關前人研究，參考

前人建構的敘事結構和影音元素類目，綜合比較之後提出本文的類目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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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分析新聞語料的架構。4
 

一、敘事結構類目建構 

本文於第二章第二節和第三節回顧 van Dijk（1991）、Bell（1998）、蔡琰與

臧國仁（1999）、林東泰（2011）等人提出的新聞敘事結構，發現各家學者的理

論各有其特色。其中 Bell 所提出的報紙新聞敘事架構係參照 van Dijk、Labov

與 Waletzky（1967）的理論，不僅兼具兩位學者的精髓，亦新增背景、評論、

後續等敘事類目，分析面向更為完善，因此本文選擇 Bell 的理論作為本文的分

析架構。5
 

有鑑於敘事類目過多，會使分析結果過於瑣碎，本文以 Bell（1998）定義

的敘事類目為本，參考和比較其他學者所提出的類似類目，去蕪存菁之後提出

最具代表性的敘事類目，如下表三-1 所示。在作為參考的理論中，蔡琰與臧國

仁（1999）屬於報紙新聞類目、林東泰（2011）屬於電視新聞類目，除此之外，

本文亦加入 Labov（1972）的口語敘事結構，作為研擬類目的參考，這是由於

電視新聞有別於報紙新聞，具有口語敘事的特色（林東泰，2011），故本文亦參

考口語敘事的理論。 

表三-1 前人定義之敘事結構類目 

     學者 

敘事 

結構 

 

Bell 

（1998） 

 

蔡琰、臧國仁 

（1999） 

 

林東泰 

（2011） 

 

Labov 

（1972） 

 摘要 摘要 新聞導言/標題 摘要 

場景 條件 場景 背景介紹 

背景 發展 背景 

行動 過程 情節 主要情節 

評論 評論 評價 評價 

後續  節目結尾 結果或解決方式 

從表三-1 可看出，Bell（1998）和三位學者皆提出「摘要」類目，置於開

                                                      
4
 感謝口委余明忠教授寶貴的意見。 

5
 感謝口委曾金金教授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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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以概述其後所述的所有內容，其中 Bell、蔡琰與臧國仁（1999）在摘要的子

類目中列出導言和標題，和林東泰（2011）提出的「新聞導言」和「新聞標題」

類目相同，顯示摘要為新聞敘事結構中的重要類目之一。舉例來說，例（1）先

由主播報導年節禮盒降價的情形，再於其後的新聞報導相關細節。 

（1）距離過年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賣場超商，年節禮盒的商品都已經陸續開

始上架了，不過今年因為景氣不好的關係，民眾送禮的預算都縮水了百分之十到

百分之十五，所以業者也降價了，像是餅乾海苔禮盒都比去年便宜了將近一成。（買

氣冷！年節禮盒降價 便宜近 1成） 

在摘要之後，Bell（1998）和林東泰（2011）提出「場景」類目，等同於蔡

琰與臧國仁（1999）的「條件」類目、Labov（1972）的「背景介紹」類目，當

中包含時間、地點、人物等子類目，作為建構新聞事件的基本條件，從新聞寫

作的角度來看，亦即 5W1H 中的 When、Where、Who。如例（2）介紹新聞事

件發生的地點，例（3）介紹新聞事件中出現的人物。 

（2）這是貫穿北京東西向的骨幹六號線，去年十二月底開始第一階段通車，到現

在兩個多星期，民眾天天搭，天天像在上健身房。（北京地鐵無電梯 民眾坐車爬

百階梯） 

（3）在李安身邊的塔布，在印度其實是個大明星，主要市場是在印度語系，因為

李安，這兩名印度演員登上主流舞台。（黑西裝戰袍走紅毯 李安淡定笑容） 

除了人、時、地等條件之外，Bell（1998）和三位學者皆提出「背景」或

稱「發展」的類目，此類目包含過去發生的事件，也許是歷史，也許是從前的

新聞，和上述的場景類目一樣，為當前敘述的新聞文本構築充分的背景知識，

以利其後的敘事。在新聞敘事結構中，場景和背景是分開的類目，但在 Labov

（1972）的口語敘事結構中僅有背景介紹一項，其中涵括時間、地點、人物以

及對人物和情境的介紹，本質上兼具場景和背景的特色，故可視為此兩類目的

融合。 

經過場景和背景的鋪墊，新聞敘事便進入主要情節的陳述，Bell（1998）

稱之為「行動」，其他學者稱之為「過程」、「情節」或「主要情節」。蔡琰與臧

國仁（1999）認為行為動作是串連場景和背景等靜態條件，使之成為動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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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因此行為動作可謂主要情節的核心成分，從 Bell 直接將「行動」作為

類目名稱亦可證明此點。如例（4）敘述彩券中獎過程，包含彩券行老闆娘打錯

彩券、前一位客人不要、下一位客人因而接收等等。 

（4）老闆娘放鞭炮，店內還掛起紅布條，慶賀一開春，就有人中了八百萬大獎，

而且還是一張別人不要的彩券。賣彩券十一年的老闆娘怎麼也想不到，第一次打

錯，就打出一張八百萬的大獎。螢幕右上角，大樂透的快選按鈕，她已經按了數

萬次，不過當天客人要買今彩 539，是跳過一格，不小心按錯，而且還連錯兩次，

由於原本購買的婦人堅持不要，好運竟然落到下一位客人身上。（買別人不要的！

男子彩券中 8百萬） 

然而 Bell（1998）所用的「行為」一詞過於強調新聞事件的動作本身，範

圍太過狹隘，無法涵蓋此類目的特色，故本文採用 Labov（1972）的命名改稱

「主要情節」，藉此反映此類目在新聞敘事中的重要地位。 

如同摘要類目，「評論」或「評價」類目亦是 Bell（1998）和三位學者共同

提出的類目之一，包含批評主要情節、說明先前事件、預測未來結果等功能。

Labov（1972）視評價為敘事結構的核心，原因是每段敘事必然存有某種意圖，

評價即是敘事者向讀者解釋敘事意圖以及闡述個人觀點的部分，因此即使主要

情節相同，也會因評價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林東泰（2011）考察電視新聞文

本，發現電視新聞難免反映編製媒體的主觀意見，即所謂的隱含作者，而評價

是最能展現主觀意見的類目，此外，他認為評價亦是新聞價值的表現，向讀者

說明此事件值得報導的原因，故此，本文將評價列入內容分析類目。如例（5）

是受訪民眾吃過新聞介紹的美食之後，發表個人感想，例（6）則是記者針對環

保局的政策給予正面評價，作為整則新聞的結尾。 

（5）「入口即化，裡面內餡加上蒜頭，哇，完美。」「紅麴，非常的好吃，又脆又

香。」（四色臭豆腐 吸引民眾嚐鮮） 

（6）不管是換吃的喝的，還是拿來換書，增長知識，用點心思做環保，好康真的

拿不完。（北市做環保 15顆舊電池換 1本書） 

針對主要情節的後續發展，Bell（1998）和 Labov（1972）提出「後續」或

稱「結果或解決方式」類目，告知讀者這一連串行為動作的結果或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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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 認為後續不僅敘述主要情節的最終結果，亦能引入新資訊，作為下一個新

事件的背景。林東泰（2011）從電視新聞文本的角度出發，認為電視新聞講求

時效性，因此報導新聞事件的最新結果和進展是記者的首要任務，由此可知，

表示結果的後續類目是電視新聞敘事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例（7）報導

大力士比賽最後的贏家，例（8）則是追蹤日劇播出之後引發的效應。 

（7）最後這位老兄以 53.3公尺的優異成績取得二連霸，但是比完之後卻全身發

軟，跪在地上好一陣子都站不起來。（兵庫鏡餅大力士賽 腳力競技！） 

（8）隨著日劇在台灣播出之後，因為詢問度增加，還帶動專櫃業績有一成以上的

成長。（真人故事勵志 "糸子"在台話題不斷） 

綜觀 Bell（1999）和三位學者的理論架構，可得知共有六個類目是共同認

定的，包含結合新聞導言和新聞標題的摘要、表示時間地點的場景、闡述過去

事件的背景、說明行為動作和事件的主要情節、表達敘事者主觀意見的評論，

以及主要情節的後續。經過上述比較，本文融合前人理論建立本文的分析架構，

如下圖三-1所示，以 Montgomery（2007）的開頭、核心、結尾三分結構為基礎，

加入 Bell 和三位學者提出的六個重要敘事類目，分別為摘要、場景、背景、主

要情節、評論和後續，其中摘要為開頭結構的主要成分，核心結構和結尾結構

則由其餘五個類目組織而成。 

在類目名稱上，除了「行動」改稱「主要情節」以外，Bell（1999）提出

的「場景」類目只強調新聞事件的地點，無法反映該類目涵蓋時間、地點和人

物的特徵，故本文採取蔡琰與臧國仁（1999）的命名，將之更名為「條件」，代

表該類目建構新聞敘事的基本條件。至於「，闡述過去事件的「背景」，本文參

照 Montgomery（2007）的主要和次要新聞概念，將背景更名為「次要情節」，

使該類目涵蓋範圍不再限於過去事件，並強調與主要情節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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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本文敘事結構與敘事類目 

建立敘事結構和敘事類目之後，本文整理四位學者對敘事類目的定義，擬

定敘事類目分析表如下表三-2，由於開頭結構固定為簡述新聞重點的摘要，故

本文將著重分析敘事方式較多元的核心結構和結尾結構，類目定義以構成此兩

結構的五個類目為主。依據下表三-2 的定義，本文針對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語

料進行內容分析，研究專業新聞台如何以敘事類目鋪陳新聞事件，包括類目的

使用頻率和敘事順序，藉此建立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等軟性新聞的敘事模式。

除此之外，本文亦觀察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在敘事類目的使用頻率和使用方式

上有何異同。 

表三-2 本文敘事類目分析表 

類目名稱 類目定義 

摘要 新聞事件的簡介 

條件 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和人物 

主要情節 新聞事件的發生過程和行為動作 

次要情節 主要新聞事件以外的次要事件或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 

評論 敘事者或新聞人物的主觀意見 

後續 新聞事件的結果、解決方法或引發的新狀態 

電視新聞 

開頭結構 摘要 

核心結構 

結尾結構 

條件 

主要情節 

次要情節 

評論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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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Bell，1998；Labov，1972；林東泰，2011；蔡琰、臧國仁，1999） 

一般而言，敘事文本需按照一定的時序性敘事，將事件納入一個時間軸背

景，使觀眾和讀者得以理解（Escalas，1998），例如根據事件發生的時間早晚採

取順序法或倒敘法，然而新聞基於傳播情境和傳播媒介的特性，敘事順序不同

於其他敘事文本，以報紙新聞為例，是採取重要訊息在前、次要訊息在後的倒

金字塔結構。本文觀察前人研究的電視新聞敘事結構，發現前人雖然列出所有

敘事類目，卻未研究敘事類目的出現順序，或將敘事結構類目放在序列中討論，

因此本文除了根據類目表的定義，分析新聞語料中的每一個片段之外，亦會研

究各類目的出現順序，藉以找出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 

二、影音元素類目建構 

電視新聞中的影音元素種類甚多，從標題、字幕、影像畫面、圖片到現場

收音、特殊音效等皆包含在內，由於電視新聞是視聽兼具的文本，如欲建立一

套完整的電視新聞內容分析架構，除了分析視覺元素之外，也應考量聽覺元素

（王泰俐，2004）。為求分析周全，本文參考王泰俐（2011）、牛隆光與林靖芬

（2006）提出的電視鏡頭類型，統整後建立本文的分析類目和定義，並依據有

文字與否分成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語言元素包含標題、字幕等等，如下表

三-3 所示；非語言元素則依照特性再分為視覺和聽覺兩種類型，前者包含各種

影像畫面，後者包含音效、旁白、對話等等，如下表三-4 所示。 

由於本文以分析整體敘事結構為主，並非探討電視新聞對觀眾的影響，因

此王泰俐（2011）提出的運鏡手法如特寫、慢動作、偷拍等不列入分析範圍。

此外，聽覺元素的情態表現亦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例如王泰俐將「記者

旁白」按照是否以誇張語氣播報分成「干擾性旁白」和「非干擾性旁白」，但本

文皆以「記者旁白」稱之。擬定類目表之後，本文即根據各類目定義統計電視

新聞語料中出現的影音元素，計算出現頻率，再結合前述的敘事結構分析，觀

察影音元素如何與敘事結構的各類目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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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 本文語言元素類目分析表 

類目名稱 類目定義 

字幕 旁白或對話的字幕 

天空標 位於畫面上方的標題 

地標 位於畫面下方的標題 

補充標 位於畫面中間、加強效果或說明的標題 

（參考來源：牛隆光、林靖芬，2006） 

表三-4 本文非語言元素類目分析表 

 類目名稱 類目定義 

視覺 主播乾稿 主播播稿的鏡頭 

記者報導 記者報導新聞的鏡頭 

現場拍攝 拍攝真實現場的鏡頭 

示意影片 以非真實現場的影像作為補充的鏡頭 

人物拍攝 拍攝人物的鏡頭 

電腦動畫 模擬新聞事件的動畫 

圖片 新聞事件的相關圖片 

表格 整理和比較新聞資料的表格 

聽覺 新聞現場自然音 新聞現場的聲音 

新聞人物自然音 新聞主角在新聞現場的語言表達 

後製音效 在後製階段加入的人工合成音效 

配樂 非現場自然音的音樂 

記者旁白 記者單獨描述新聞事件 

新聞人物回應 新聞人物受訪時的發言，或與記者之間

的對話 

（參考來源：王泰俐，2011；牛隆光、林靖芬，2006） 

本文定義的語言元素係指使用文字的影音元素，包含「字幕」和「標題」，

字幕如下圖三-2 所示，為記者旁白或新聞人物對話的字幕，而標題按照出現位

置分成「天空標」、「地標」和「補充標」，如下圖三-3所示，畫面上方的「海鮮

狂漲」為天空標，畫面下方的「年貨狂漲！烏魚子 1 斤 4000 元創天價」為地標，

畫面中間的「漲 1400 元」、「史上最高」為補充標，補充說明新聞內容和強調新

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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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語言元素：字幕 

 

 

圖三-3 語言元素：標題 

除了上述各種標題，畫面右側和底部亦有跑馬燈，隨時插播最新消息，不

過由於本文以一則新聞為單位，分析其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因此與該新聞無

關的影音元素不列入考慮，跑馬燈內容為其他新聞，故不列入分析類目。 

在本文定義的非語言視覺元素中，「主播乾稿」係指主播播稿的鏡頭，如下

圖三-4所示；「記者報導」則是記者報導新聞的鏡頭，如下圖三-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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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4 非語言元素：主播乾稿 

 

 

圖三-5 非語言元素：記者報導 

本文定義的「現場拍攝」係指拍攝真實現場的鏡頭，如下圖三-6 所示。此

為鼎泰豐進軍高雄的新聞，記者拍攝顧客在店內用餐的景象，展現營收百萬的

景象。相較於現場拍攝，本文定義的「示意影片」是以非真實現場的影像作為

補充的鏡頭，意即並非第一時間拍攝現場，而是依照新聞內容，由記者事後模

擬的再現畫面，如下圖三-7所示。此為 iPad 刻字烏龍的新聞，記者沒拍到消費

者當時輸入的情形，便事後自行操作一遍，作為新聞畫面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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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6 非語言元素：現場拍攝 

 

 

圖三-7 非語言元素：示意影片 

本文定義的「人物拍攝」為拍攝人物的鏡頭，和現場拍攝類目一樣都是拍

攝新聞現場，但兩者的拍攝重點有所差異。人物拍攝以人物為主，針對一位或

數位主角，集中拍攝他們的舉動；現場拍攝則以事件為主，拍攝事件相關畫面，

藉此鋪陳新聞內容。以下圖三-8和圖三-9 為例，圖三-8是名廚表達對新式微波

爐的意見，由於鏡頭和話題焦點都在他身上，故屬於人物拍攝，圖三-9 則是記

者比較使用瓦斯爐和微波爐做菜有何差異，雖然畫面中也拍到一位廚師，但重

點在於「大火快炒家常菜」這個事件，故屬於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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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8 非語言元素：人物拍攝 

 

 

圖三-9 非語言元素：現場拍攝 

本文定義的「電腦動畫」是模擬新聞事件的動畫，和示意影片一樣皆非拍

攝真實現場，但相較於真人演出的示意影片，電腦動畫全為電腦製作的畫面，

如下圖三-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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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 非語言元素：電腦動畫 

大部分的電視新聞畫面使用動態的影像，但偶爾也有靜態的圖片或照片，

即為本文定義的「圖片」，如下圖三-11 所示。除了圖片以外，電視新聞亦會使

用報紙新聞中常出現的表格，統整複雜的資訊，即為本文定義的「表格」，如下

圖三-12 所示。表格中雖然有文字，但表格本身是視覺素材的一種，因此本文將

之歸類於非語言元素中的視覺元素。 

 

圖三-11 非語言元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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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2 非語言元素：表格 

本文定義的非語言聽覺元素皆如前述表三-4 所示，其中有幾項元素容易混

淆，故在此特別說明。「新聞人物自然音」和「新聞人物回應」皆與新聞人物有

關，但形態略有差異。自然音係指現場側錄該新聞人物的聲音，沒有記者介入，

呈現最自然的聲音；回應則是記者採訪新聞人物時的談話內容，新聞人物針對

記者的問題有意識的回答，並非自然產生的對話。在電視新聞文本中，由於播

放時間有限，編輯團隊通常會剪掉記者的提問，只呈現新聞人物的回答，無論

最後呈現的是完整對話或單方面回應，本文皆視為新聞人物回應。 

相較於對話，本文定義的「記者旁白」為記者單獨描述新聞事件，即是記

者一人說的話，有時是以電視機前的觀眾為對象，說明新聞現場的情況，例如

「記者所在的位置是……」，有時是以畫外音6的方式闡述新聞內容，前者通常

有記者出現在鏡頭前，後者通常僅出現聲音，依照本文的定義，兩者皆屬於記

者旁白。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詳述本文欲分析的研究樣本、採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驟，研究樣本

來自有線電視台的專業新聞台，本文選擇報導食衣住行、消費旅遊等觸及日常

生活話題的生活新聞，以及和演藝圈相關的娛樂新聞，兩種新聞皆為專業新聞

                                                      
6
 畫外音又稱配音報導，意指主播或記者一邊報導，一邊播放有關畫面（Pott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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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最常播出的新聞。選取樣本之後，本文採取量化的內容分析法，分析生活新

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運用，並輔以質化的文本分析法，探究敘

事模式的特色、影音元素的運用和生活新聞、娛樂新聞有何關聯。 

藉由上述研究方法和步驟，本文期望能建立臺灣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並

探討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在使用頻率上的異同。建立敘事模式之後，本文進行

影音元素的分析，期望能在整體敘事模式上加入影像和聲音的運用方式，展現

電視新聞文字和影像兼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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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文於第四章首先綜合前人的敘事結構和影音元素類目，制定本文的分析

類目，再將所蒐集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共 120筆語料7，分別從敘事類目、敘

事模式、影音元素三個角度進行分析與討論。第一節從敘事類目出發，藉由第

三章擬定的敘事類目分析表，分別探討構成核心結構和結尾結構的五個敘事類

目有何特色，並舉新聞語料說明；第二節以第一節分析的敘事類目為基礎，按

照真實新聞語料的敘事順序排列敘事類目，觀察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有何類型；

第三節從影音元素出發，藉由第三章擬定的影音元素分析表，觀察電視新聞使

用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的方式，並與敘事類目結合，探討兩者如何互相搭配。

除了分析語料之外，亦會比較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之間的差異，探討新聞主題

對敘事模式和影音運用的影響。 

第一節 敘事類目分析 

本文分析語料的方式係根據類目分析表的定義，判斷每個新聞段落的內容

符合何種類目的定義，將之歸類其中。有時一個段落不只符合一個類目定義，

本文即以所佔比例較大的類目和此段落的敘事重點為判斷標準，如娛樂新聞「金

球獎、奧斯卡脫鉤很久了！PI 還有贏面」，主要情節為影評人認為李安在金球獎

失利，不表示在奧斯卡金像獎沒機會得獎，而例（9）為主播在開頭報導的內容，

當中不僅提及李安在金球獎只拿下一個獎項的次要情節，更重要的是提及民眾

對李安入圍奧斯卡的評論，所佔比例亦較次要情節多，故屬於評論類目。 

（9）很多人覺得這次李安嚴格說起來在金球獎的成績算不上太好，他只拿下最佳

配樂一個獎項，也就是唯一一個技術獎項，所以大家就開始擔心，哇，這樣子少

年 PI在奧斯卡獎雖然也夯不啷噹入圍了十一個獎項，但是結果會不會像金球獎一

樣呢？（金球獎、奧斯卡脫鉤很久了！PI還有贏面） 

本文擬定的五個敘事類目涵蓋電視新聞敘事各個層面，但並非每則新聞皆

完整包含所有層面，而是依照新聞內容和敘事方式有所更動和刪減，因此本文

                                                      
7
 本文蒐集的所有語料標題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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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據各類目定義分析新聞語料，亦會統計每個類目在語料中的出現頻率。

此外，由於每個敘事類目在文本中具有不同的敘事功能，本文除了統計頻率以

外，亦會探討敘事類目在電視新聞敘事中如何應用，並舉例子說明。 

一、摘要 

摘要是概述一則新聞的內容，用以提示新聞事件的重點，在電視新聞中位

於開頭結構，如同報紙新聞的倒金字塔結構，先於開頭向觀眾傳達關鍵訊息，

再於後續內容陳述細節。如例（10）報導孟加拉和印度舉行的節慶，主播於開

頭簡單介紹此兩節慶的背景；例（11）報導女藝人接拍喉糖廣告，主播亦於開

頭簡述拍攝廣告的情形和網友的反應，而摘要中提及的內容皆於其後的核心結

構有更詳細的鋪陳和延伸。 

 （10）印度半島這個星期很熱鬧，號稱僅次於麥加朝聖的全球第二大穆斯林集會，

昨天在孟加拉首都達卡登場，而在印度，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大壺節也自今天起跑，

預計未來幾周將會有虔誠信徒來到印度北部的恆河畔沐浴淨身。（印度大壺節登場  

上億信徒恆河淨身） 

（11）宅男女神安心亞接下喉糖的廣告，是美美入鏡沒有錯，但是網友看了也抱

怨，說安心亞好像穿太多了。（安心亞接喉糖廣告 被嫌"包太緊"） 

本文所蒐集的所有語料皆於開頭結構使用摘要，顯示摘要是電視新聞開頭

的重要成分，進入核心和結尾結構之後才採用其他敘事類目進行敘事，形成多

元的敘事模式。 

二、條件 

條件指的是構成新聞敘事的基本條件，包含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和

人物等等。一般而言，電視新聞以採訪人物意見為主，並不會介紹人物，但若

此人物為新聞事件的主角，而且一般人不認識，新聞中便會特別介紹，如例（12）

和例（13），由於是報導網路上爆紅的素人，因此記者採訪之餘，也另外說明他

們的身分背景。 

（12）導演就是他，勤益科大四年級的呂冠錞，和學弟陳建星兩個選修地方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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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課，老師說期末作業要拍攝影片介紹城市，台中市雀屏中選，成了這對師兄

弟的拍攝目標。（科大生拍攝「台中好」 期末作業爆紅） 

（13）這位名叫希默的女牙醫，上班拿牙鉗，脫下白袍，改拿眉筆，鑽研彩妝，

立刻表演將這個妹妹在十五分鐘變成雍正。（"亦皇亦妃"原來是牙醫 網友：笑到

快駕崩） 

娛樂新聞如果以報導演藝圈名人為主要情節，即使該人物已有一定知名度，

亦會再次介紹，如下列例（14）到例（18）。其中例（17）和例（18）的主要情

節是該演員獲得演技大獎，因此在主要情節之後介紹該演員入行以來的戲劇資

歷，作為主要情節的背景知識。 

（14）在李安身邊的塔布，在印度其實是個大明星，主要市場是在印度語系，因

為李安，這兩名印度演員登上主流舞台。（黑西裝戰袍走紅毯 李安淡定笑容） 

（15）她是大陸女星白百何，因為這部被封為大陸版電影《那些年》一炮而紅，

人氣旺到接拍電影傾城之戀 2，十一月中專程來台拍戲，卻傳出白住飯店事件。（"

失戀"女星白百何 被控白住酒店 33天） 

（16）火辣身材，超萌娃娃臉，她是新一代宅男女神雞排妹，無論是出席動漫活

動，或是擔任電玩代言，人氣持續看漲。（雞排妹媽媽美照曝光 網友讚好美） 

（17）原來她童星就出道，活躍於美國的電視與電影，資歷非常深，電影代表作

《沉默的羔羊》更讓她在 30歲以前就第二度擁抱小金人。（佛斯特童星出道 芳齡

半百領成就獎） 

（18）安海瑟薇以《麻雀變公主》打出名號，《穿著 Prada的惡魔》更加強她美麗、

演技又精湛的多變形象。（金球獎最佳女配："悲慘世界"安海瑟薇） 

除了介紹人物，電視新聞亦會介紹地點，如例（19）和例（20）報導中國

的消息，但考量台灣觀眾對於中國的情況不一定熟悉，因此特別介紹，如例（19）

便以與北韓的相對位置介紹事件發生的城市。 

（19）這是跟北韓一江之隔的遼寧丹東，一間餐廳的年會，這些女孩子不是軍人，

她們只是服務生。（比陸戰隊操 餐廳服務生軍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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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這是貫穿北京東西向的骨幹六號線，去年十二月底開始第一階段通車，到

現在兩個多星期，民眾天天搭，天天像在上健身房。（北京地鐵無電梯 民眾坐車

爬百階梯） 

三、主要情節 

主要情節是一則新聞的核心，描述新聞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開頭結構

的摘要便已開始陳述，接著在核心結構與其他敘事類目如次要情節、條件、評

論等搭配，建立完整的新聞敘事文本。無論其他敘事類目在新聞中所佔比例多

寡，主要情節仍為新聞文本的中心，其他敘事類目皆是由此延伸而來。舉例來

說，例（21）為此則新聞的主要情節，報導冬天時滿街羽絨衣的景象，次要情

節則有兩個，一是提及日本知名女星在某戲劇中的標準打扮即是羽絨衣，二是

報導下週即將寒流到來，最低溫下探九度，而評論是採訪民眾對於羽絨衣款式

的看法。無論內容為何，所有敘事類目皆是以主要情節為核心的延伸，從各層

面支撐主要情節的內容，使之更為豐富。 

（21）台北難得天氣放晴，氣溫卻降了好幾度，街上人潮穿大衣拼命趕路，看來

看去穿羽絨外套的人還真不少，連民眾也覺得常常撞衫。有設計師投書媒體，指

出民眾都穿羽絨衣禦寒，戲稱滿街都是米其林寶寶。現在走在街頭，羽絨衣變成

冬天必備穿著，尤其現在寒流就要來了，各色米其林寶寶的景象還是街頭穿著主

景。（羽絨衣氾濫 設計師譏：滿街米其林） 

根據本文分析結果，大部分語料的主要情節出現在核心結構，僅有兩則現

場連線報導不只出現在核心結構，亦出現在結尾結構，如例（22）和例（23），

現場記者說明現場情況，把鏡頭交還棚內主播之後，主播再次重複主要情節內

容作為結尾，與其他由記者評論結尾的電視新聞很不一樣，此為現場連線報導

的特色之一。 

（22）你看到甄嬛、果郡王、華妃都來到台灣了，粉絲瘋狂接機，目前掌握最新

消息。（「華妃」「果郡王」抵台！機組員搶合照） 

（23）《亞果出任務》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馬上回來。（PI拼金球獎 李安

最佳導演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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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要情節 

次要情節分成兩種，一種是重要性次於主要情節的次要事件，另一種是過

去發生的歷史事件，兩者皆與主要情節息息相關。次要事件可為主要情節鋪陳

相關背景知識，不僅闡明報導此新聞的動機，亦滿足觀眾吸收資訊的需求，如

例（24）說明北京空氣汙染嚴重，因此才有網友寫歌諷刺富豪的事件，而例（25）

報導日本女星因某連續劇榮獲戲劇節影后，為該連續劇的影迷報導演員的小道

消息。除了提供背景知識，次要事件亦會提出與主要情節類似的事件，如例（26）

的新聞先報導日式餐廳在壽司料理上競爭激烈的主要情節，再報導台式餐廳也

加入戰場推出壽司料理的次要情節，顯示市場商機無限，而例（27）報導其他

廠商的搞怪宣傳活動，例（28）則報導其他網友的創意發想，兩者皆是與主要

情節內容類似的次要事件。 

（24）最近受到霧霾影響，大陸各城市汙染嚴重，北京首當其衝，當地政府甚至

還禁止三成公務車外出，減少排氣量。（"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25）故事溫馨勵志，在台灣播出，光是女性觀眾，收視就到達 0.67，等於有 22

萬人同時收看，也連帶捧紅已經出道十幾年的女星尾野真千子，她更打敗家政婦

女王松嶋菜菜子，拿下 2012年東京國際戲劇節的影后寶座。（真人故事勵志 "

糸子"在台話題不斷） 

（26）就連台菜高檔餐廳也加入壽司市場，推出自助式吃到飽日式料理，就知道

這塊大餅商機無限。（搶食商機！吃到飽、迴轉、單點大 PK） 

（27）不過喜歡把牙線以誇張手法呈現的可不只這間廠商，有業者甚至進行拉扯

賽，看看誰厲害。（牙線變大力士？5台斤西瓜吊掛懸空！） 

（28）還有網友把新竹改成新豐，祈求薪水豐厚，可是台鐵目前還不打算印製。（「薪

足糊口」 諷不景氣 網友狂轉貼） 

歷史事件雖然是舊聞，在講求時效性的電視新聞中依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經由引述過去事件，可為現在事件營造情境，亦可突顯現在事件的獨特性。如

例（29）提及 iPad mini 上個月開賣的事情，為的是引入現在發生的 iPad 雷射刻

字事件，例（30）報導前陣子中國發生的社會事件，亦是為了接下來要報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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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情節說明前情提要，而例（31）回顧演員過去演出的角色，則是為了突顯

現在演出的小混混形象落差很大。 

（29）iPad mini 上個月開賣，大排長龍，其實官網上就可下訂，還提供雷射刻字

服務，但有民眾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烏龍！"我要改白色"竟刻 iPad 機身） 

（30）大陸媒體南方週末爭取新聞自由事件成為國際焦點，伊能靜透過微博暗諷

南週的大陸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比狗還像樣，隨即發生疑似被請去喝茶的傳聞，並

且取消一切過年前公開活動。（對伊能靜撂重話！國台辦：應守法） 

（31）之前飾演負心漢，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或是詮釋為了一圓發財夢，小人物

奮鬥的過程，還是舞台劇跟電影中的溫昇豪，過去的角色千篇一律都是貴氣時髦

模樣現身，也讓 model出身的溫昇豪戲路一度受限。（挑戰市場小混混 溫昇豪演

技突破） 

次要情節在核心結構和結尾結構皆會出現，如在核心結構的開頭出現，可

為主要情節建立背景知識，如例（32）採訪民眾對台中的印象，預先幫觀眾建

立對台中的基本認識，例（33）介紹台鐵車票商品，隨即報導網友自行改編的

車票，而例（34）介紹偶像歌手團體推出形象大突破的新單曲，亦是為了報導

此單曲點閱率突破三千萬人次的消息。 

（32）台中不只新市府和秋紅谷，講到台中，你會想到什麼呢？（科大生拍攝「台

中好」 期末作業暴紅） 

（33）永保安康、追分成功，台鐵經典車票有夠夯，至少賣出上萬張，就連周邊

的紅包袋鑰匙圈撲克牌，觀光客都搶著買。（「薪足糊口」 諷不景氣 網友狂轉貼） 

（34）韓國天團少女時代這回沒有大秀細長美腿，改走街頭風，沒走華麗公主風，

有人頭戴嘻哈帽，大展不同風格，但唯一沒變的，還是那迷人的甜美笑容。（少女

贏大叔！半個月點閱破三千萬） 

次要情節若出現在結尾結構，通常是作為主要情節的附屬資訊，或是連結

到另一則新聞的主要情節，如例（35）在主要情節介紹人蔘入菜的佳餚之後，

在結尾補充一些做菜的小秘訣，而例（36）報導台灣演員擔任香港影星的配音

員，報導動機實則從該影星宣傳新電影的小插曲而來，因此在結尾再度提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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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另一則新聞屬於主要情節的插曲，達到首尾呼應。 

（35）貴桑桑高麗蔘入年菜當然不能浪費，如果怕人蔘味的話，不妨加一點甜甜

的枸杞或黃耆，就能降低人蔘味。（北韓高麗蔘入年菜 特別又養生） 

（36）梁朝偉近年電影的國語版，幾乎都是自己上陣，這回一代宗師因為檔期喬

不攏，國語版請大陸配音員代勞，根據台灣片商表示，這部片上映時會播放粵語

原因，不會在台灣出現讓梁朝偉聽了想死的國語配音版本。（梁朝偉早期國語配音 

屈中恆代言） 

五、評論 

本文定義的評論是敘事者或新聞人物針對新聞事件發表的主觀意見和評價，

共有評論主要情節、說明相關資訊、預測未來結果、表達個人心情、分享過去

經驗五種功能。其中說明相關資訊和次要情節很類似，預測未來結果則和後續

很類似，三者差異在於評論是帶有新聞人物主觀意見的說明和預測，次要情節

和後續則是陳述客觀事實，如例（39）的員工看似客觀說明雷射刻字的流程，

但「不見得會去分辨內容」、「可能是消費者提供什麼就刻什麼」等發言實則融

入個人的預測；而例（41）由農場場長預估造訪熱氣球季的人數，亦是屬於主

觀的評論，並非客觀的統計數字。 

（一）評論主要情節 

（37）機師考生：因為他的起薪真的蠻高的，有些人可能做一輩子，一個月可能

都沒辦法賺那麼多錢。（機師證照燙金！苦三年換年薪近千萬） 

（38）溫昇豪：我覺得很可愛，很熱鬧，雞飛狗跳的，菜市場就是很熱鬧，人聲

鼎沸的，很呼應我們這部戲的一開場，就是熱熱鬧鬧。（挑戰市場小混混 溫昇豪

演技突破） 

（二）說明相關資訊 

（39）雷射技術研發公司員工：通常會把消費者給定的這些文字訊息，直接傳送

到雕刻的軟件上面，大多數（執行人員）不見得會去分辨裡面的內容，可能就是

消費者直接提供什麼，他們就做出來什麼。（"我要改白色"客訴 竟躍上 iPad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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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40）台藝大戲劇系教授：雖然他是一個舞台劇的表演，可是裡面有很多很綜藝

的方法，當人被賭博的狂熱所控制的時候，人就是動物，因為你只有本能而已。（以

賭譬喻人生 舞台劇借鏡社會百態） 

（三）預測未來結果 

（41）走馬瀨農場場長：台東的熱氣球他們是夏天在辦，我們是冬天在辦，這個

冬季的氣候非常穩定，最適合來示範熱氣球，預估我們在這個月會有 25萬人。（走

馬瀨熱氣球試飛 民眾體驗：飄飄然） 

（四）分享過去經驗 

（42）前議員母親：我們的習慣是用撕的，撕的等一下就很容易入味。（六分鐘煮

年菜！"速成"挑戰傳統味） 

（43）老四川麻辣鍋店員工：年終通常都還不錯啦，都會讓我們滿意。（高雄火鍋

業年終 最高 13個月領 60萬） 

（44）科大生：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地點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們就挑我們比較熟

悉的，就是這樣做拍攝。（拍攝當天）剛好有下雨這樣，那因為我們就是時間上比

較不好配合，所以就濃縮在兩天拍完。（科大生拍攝「台中好」 期末作業爆紅） 

（五）表達個人心情 

（45）（記者：穿大仁哥的衣服怎麼樣？）陳柏霖：感覺就很像是，穿回高中制服

的感覺。（大仁哥當一日督導 影迷搶合照） 

（46）張震：拍電影是很幸福的事情，能夠拍王家衛的電影，那就太幸福了。（籌

拍十年 王家衛「一代宗師」首映） 

（47）民眾：我抽到調理鍋。（記者：你們從幾點就開始排隊？）民眾：我們同學

大概昨天十二點多來排的。（記者：抽到調理鍋心情怎麼樣？）民眾：有點失望。

（消費者不再冤大頭 福袋內容透明化） 

評論未必皆由新聞人物親口陳述，也許是因為無法取得當事人的採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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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基於剪接編輯上的考量、受訪者的要求等等，有時候會由記者代為表達，

如例（48）和例（49）。 

（48）仿妝爆紅，希默說化妝只是白袍下的紓壓良方，得到網友熱烈回應，很有

成就感。（"亦皇亦妃"原來是牙醫 網友：笑到快駕崩） 

（49）其中胡瓜快人快語，13號在節目裡就諷刺的說，吳宗憲曾經批評在大陸發

展的黃安，因為在台灣不紅才會在大陸主持，如今自打嘴巴，說法矛盾，還解釋

其實大陸沒有台灣好賺，大陸也不缺主持人，是歌手在台灣沒有市場，但主持人

的酬勞頂多和在台灣一樣，去大陸充其量是增加人氣和曝光機會。（待在台灣的主

持人不紅？胡瓜諷吳宗憲矛盾） 

評論經常出現在結尾結構，不只為整則新聞收尾，也賦予此新聞事件與眾

不同的詮釋角度和觀點（Labov，1972），故為電視新聞中很重要的部分，如例

（50）到例（54）皆是出現在結尾結構的評論，針對前面的情節進行總結或給

予評價，使新聞敘事更為完整。 

（50）不過這些事前準備也是必要的，無非就是希望能讓大家有完美的高空體驗。

（升熱氣球不簡單！直擊準備幕後） 

（51）競爭激烈，業者各出奇招，端出各式美味佳餚，要滿足客人那張挑剔的嘴，

才能賺進大把鈔票。（搶食商機！吃到飽、迴轉、單點大 PK） 

（52）不過還是提醒民眾，網購要更改規格，建議先取消訂單。（烏龍！"我要改

白色"竟刻 iPad 機身） 

（53）雖然最後兩個人都沒有當選，以往給人膚淺印象的選美比賽，卻因此多了

溫馨和包容感受。（美國小姐決賽 紐約 23 歲佳麗封后） 

（54）為了在電影中有好表現，好萊塢明星得在體重下工夫，忽胖忽瘦，敬業精

神令人佩服。（"熊麻吉"馬克華柏格 為戲忽胖忽瘦） 

六、後續 

根據本文的定義，後續是主要情節的結果或解決方法，如例（55）和例（56），

或是主要情節所引發的效應，如例（57）和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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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了頭獎八百萬，扣稅後還有六百多萬，而這位幸運兒還特地把尾數送給

店家沾喜氣。（買別人不要的！男子彩券中 8百萬） 

（56）業者看準熱氣球已經成為全台民眾超夯的休閒活動，搶在寒假檔期舉辦為

期一個月的熱氣球嘉年華，果然網路預約已經爆滿截止，就知道到時候帶來的商

機有多龐大。（走馬瀨熱氣球試飛 民眾體驗：飄飄然） 

（57）藝人一個個入伍又退伍，只剩下閃兵賀軍翔，何時入伍，全民都在看。（明

退伍！明道洗刷閃兵形象 捧劇本等他） 

（58）她在微博上的麻辣發言，也獲得上萬網友的轉發，粉絲瞬間爆增到 672萬

人。（伊能靜"喝茶"後 暗指"空汙"掩真相） 

後續和評論有時很類似，兩者差異在於評論是表達主觀意見，後續則是陳

述客觀事實，如例（59）陳述網友在主要情節發生之後所提出的疑慮，屬於主

觀意見，是謂評論；而例（60）陳述 60 吋大電視進入市場後對其他規格產生的

衝擊，屬於客觀事實，是謂後續。 

除了評論之外，後續和次要情節亦很相似，兩者差異在於後續是主要事件

發生之後所產生的結果，或是受到主要情節影響所引發的效應，兩者具有直接

因果關係，且後續一定發生在主要情節之後；次要情節則為與主要情節相關、

但重要性較低的事件，兩者之間不具直接因果關係，因此次要情節可與主要情

節同時發生，或發生在主要情節之前，亦即歷史事件。以例（60）和例（61）

為例，兩者皆是報導大電視的新聞，且皆發生在主要情節之後，但是例（61）

投資客買大電視的事件和大電視進入市場並未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故屬於與

大電視相關的次要情節。 

（59）據說周星馳得知入選政協之後，表示將盡可能履行職務，不過已經有網友

開始擔心政協的統戰色彩，是否會讓作品犀利、隱含政治諷刺的星爺也因此被中

共給和諧掉了。（星爺從政？！電影早預言網友驚嘆） 

（60）電視比大才夠看嗎？32吋到 47吋靠促銷依舊穩固市場，而 55吋大電視原

本市佔只有一成，在 60吋加入後，話題帶動，成長到三成，然而 50 吋和 55吋已

經不是市場最大，價格又和 60吋差不多，衝擊最高。（"視"場新主流 60吋不夠

看 84 吋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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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投資客賣房，也想靠大電視加分，七十坪豪宅，白色地磚讓客廳更明亮，

搬上 60 吋電視，拉出空間感，連帶成交價也往上抬，裝潢費能拉高一成五。（"

視"場新主流 60吋不夠看 84吋搶市） 

後續最常出現在結尾結構，或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之後，原因是記者必須

鋪陳一定情節內容之後，才能敘述隨後的結果或引發的效應，以符合觀眾的認

知和理解過程。此外，位在結尾結構的後續不僅能陳述主要情節直接所引發的

效應，如例（62）和例（63），亦能陳述其他新聞人物對主要情節的回應，如例

（64）和例（65）。 

（62）小筱綾子三個女兒現在也都是全球著名的設計師，其中一位小筱弘子的品

牌還在台灣設櫃，隨著日劇在台灣播出之後，因為詢問度增加，還帶動專櫃業績

有一成以上的成長。（真人故事勵志 "糸子"在台話題不斷） 

（63）進入尾牙旺季，紙睫毛的銷量也明顯成長，業者還打算進軍機場免稅商店，

要把台灣MIT的紙雕睫毛推銷到全世界。（剪紙藝術變"睫毛" 造型百變超吸睛） 

（64）他對吳宗憲的批評，吳宗憲暫時沒有回應。（待在台灣的主持人不紅？胡瓜

諷吳宗憲矛盾） 

（65）中華電信正在研擬這項功能可以涵蓋 Android 手機用戶，至於其他業者，

台灣大以及遠傳則持觀望態度，目前還沒有決定什麼時候跟進。（中華電信 3G自

動轉Wi-Fi 明起開通） 

七、兩類新聞比較 

本文為了解敘事類目於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中的分布情形，統計各項敘事

類目分別在 60 則生活新聞和 60 則娛樂新聞中的出現次數。由於一則新聞中同

樣的敘事類目可能會出現一次以上，為求統計結果公平，無論出現次數多少，

同樣的敘事類目於同一則新聞中只計算一次。統計結果如下圖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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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 

根據圖四-1，可看出兩類新聞的使用頻率分布大致呈現相同的趨勢，主要

情節和摘要皆是使用次數前兩高的敘事類目，其中主要情節的使用頻率最高，

兩類新聞皆到達百分之百，顯示主要情節為電視新聞中很重要的成分。然而在

使用次數第三、第四高的敘事類目上，兩類新聞有些許差異，生活新聞較常使

用評論，娛樂新聞較常使用次要情節，這是由於生活新聞不具時效性，編採時

間較娛樂新聞長，故能採訪較多人物，取得較多評論，且生活新聞是資訊取向，

提供許多生活新知，因此亦需人物評論的支持和評價；相較之下，事件取向的

娛樂新聞較著重事件的描述，因此使用較多次要情節和主要情節互相搭配，以

求完整的鋪陳新聞事件。 

在後續和條件方面，娛樂新聞的使用次數高於生活新聞，亦是因為事件取

向的特色，由於娛樂新聞中通常有明確的事件、發生時間和地點，因此較容易

追蹤其後續；反觀生活新聞，由於是記者自行挖掘和發想的生活資訊，故很少

能發展成後續。報導娛樂新聞的時候，由於以演藝名人為主角的情節不少，因

此亦經常使用介紹人物的條件。整體而言，無論是生活新聞或娛樂新聞皆不常

使用後續和條件，一是由於電視新聞講求即時性，所報導的事件多數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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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尚無明確結果，因此無法得知後續；二是由於電視新聞具有影像畫面，時

間、地點和人物一目瞭然，因此不需特別敘述條件。整體而言，兩類新聞使用

各敘事類目的次數十分類似，換言之，各敘事類目於兩類新聞中的分布情形相

差不大。 

總結本節重點，本文以敘事類目解構電視新聞，分析各類目在電視新聞中

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最後比較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使用敘事類目的次數，發現

時效性和新聞內容取向影響使用次數的高低。然而敘事類目為零散且單一的元

素，僅能分析電視新聞的片段，不能看出整體風貌，故本文將於下一節研究電

視新聞的敘事模式。 

第二節 敘事模式分析 

前人提出新聞文本的各項敘事類目，以及由敘事類目組織而成的敘事結構，

但並未以真實新聞語料進行實證研究（蔡琰、臧國仁，1999），亦缺乏根據真實

新聞語料的敘事順序研擬的敘事模式，因此本文以上一節的敘事類目分析為基

礎，探討所蒐集的新聞語料如何排列敘事類目，建立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經

過 120 筆新聞語料的分析，本文統整出主次順敘型、主次倒敘型、交錯敘事型

和單一敘事型四種電視新聞敘事模式，並於以下四小節分別說明其類型特色和

語料實例。 

一、主次順敘型 

主次順敘型是根據事件的重要性、由主到次順向敘事，敘事模式如下： 

主要情節→次要情節 

主次順敘型先於開頭陳述主要情節，開門見山點出新聞重點，接著陳述次

要情節，補充其他相關資訊，使新聞內容更加完整。如例（66）先於開頭報導

受刑人出專輯的主要情節，接著補充說明次要情節，包含有專業歌手加入指導、

專輯歌曲的特色等等。 

（66）99女囚拍MV 首見監獄出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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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另外來聽一聽實在很特別，這一張專輯是台灣首張監獄受刑人

的創作專輯，如今也問世了，這裡有 20名受刑人來包辦詞曲創

作和演唱，還找來 99名女受刑人入鏡拍 MV，那麼其中有一名

以前有槍殺男友遭到判刑的簡姓女受刑人，她有作詞的一首歌

叫做原諒我的錯，這一句話似乎也是向被害人家屬來表達她的

歉意。 

主要情節 溫暖的歌聲道出監獄高牆生活，雖然沒陽光，卻充滿期盼。台

灣首張監獄受刑人創作專輯問世，由二十名受刑人包辦詞曲創

作跟演唱， 

次要情節一 為了專輯，台中女子監獄號召九十九名女受刑人錄製 MV，不

但有台語歌手詹雅雯入監輔導，還有女子天團 S.H.E.的服裝團

隊義務替女受刑人化妝、做造型、借金色眼罩，找來九十九雙

白色布鞋取代受刑人平日穿的藍白拖。 

評論 台中市地檢署檢察官：在她們怎麼樣去因為這個事件，去體認

被害人心情的一個轉折。 

次要情節二 將受刑人對受害者的歉意完整收錄，共耗時八個月，收錄十首，

唱出心聲，其中由槍殺男友遭判刑的簡姓女受刑人作詞的《原

諒我的錯》，還找來十大槍擊要犯藍元昌，現身旁白說「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希望藉由真誠聲音，讓大家感受他們悔悟的決心

和感動。 

主次順敘型的次要情節可為與主要情節類似的次要事件，亦可為過去發生

的歷史事件，如例（67）除了報導某好萊塢男星忽胖忽瘦的過程之外，亦介紹

其他過去有類似經驗的影星，最後以記者評論作結。 

（67）"熊麻吉"馬克華柏格 為戲忽胖忽瘦 

摘要 好萊塢明星為了電影需要和自己能夠完美演出，常常在體重上

得要忽胖忽瘦，例如楊紫瓊為了要演翁山蘇姬減重 10公斤，而

剛獲得金球獎最佳女配角的安海瑟威，也是為了電影《悲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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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瘦了 12 公斤，至於因為電影《熊麻吉》走紅的好萊塢男星

馬克華柏格，則是刻意減肥了 14公斤，但另一部戲又被要求，

說必須要有全身的肌肉，因為他演一個健美教練的角色，所以

傷腦筋了。 

主要情節 （電影片段）「不要緊，冷靜一下。」 

接演懸疑動作片，在新片中飾演前警員的馬克華柏格，穿上西

裝，身材纖瘦，因為電影《熊麻吉》全球熱賣，晉升好萊塢一

線男星，戲約不斷，但為了接演這部戲刻意減肥，為戲瘦身十

四公斤，跟之前拍《熊麻吉》比起來真的瘦了一大圈，不過在

下一部片身材又變得不一樣。為了演出健美教練，馬克華柏格

應導演要求增重二十公斤，在片中展現壯碩的身材，不過現在

又傳出將接演新片變形金剛 4，卻又被導演要求必須瘦回正常

規格，為戲敬業的精神，讓體重來去自如，就像是真人版的隨

身變，但除了他之外。 

次要情節 安海瑟薇在《悲慘世界》中飾演命運悲慘的芳婷，不僅剪掉一

頭長髮，也為戲爆瘦十二公斤，全都是為了呈現芳婷面黃肌瘦

的樣貌。過去楊紫瓊也為了演出絕食虛弱的翁山蘇姬，靠著長

跑和節食瘦了十公斤，還有娜塔莉波曼為了演出人格分裂的芭

蕾舞者，靠著胡蘿蔔和維生素減重九公斤。《蝙蝠俠》克里斯汀

貝爾在電影《黑暗時刻》中，詮釋為失眠所苦的工人角色，也

瘦了三十公斤。 

評論 為了在電影裡有更完美的演出，好萊塢明星們經常得在身材上

下功夫，身材忽胖忽瘦，敬業精神令人佩服。 

二、主次倒敘型 

主次倒敘型與主次順敘型正好相反，採取先次後主的逆向敘事，敘事模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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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情節→主要情節 

主次倒敘型先於開頭敘述次要情節，建立一定情境和背景知識之後，再進

入主要情節。如例（68）先以去年跨年晚會的片段作為開場，鋪陳兩人相識的

過程，接著才進入主要情節。 

（68）胡婷婷低調嫁 嫁音樂才子 Julio 

摘要 另外台中市長胡志強的女兒胡婷婷竟然閃婚結婚了，而且時間

就在昨天晚上秘密閃婚，不過她的對象是誰呢？大家可能也覺

得有點眼熟，是上回在跨年晚會上，在台上對胡婷婷邊演唱邊

告白的 Soler團體歌手的一員，他其實以前就是藝人了。胡志強

說婚宴是依照女兒胡婷婷的意思低調進行，只宴請了 20多位親

朋好友共同見證，而新人用印之後，新郎還向新娘演唱，表達

愛意，氣氛相當溫馨。 

次要情節 台中市政府的跨年晚會，台上的義大利籍歌手 Julio 自彈自唱

時，對台下的胡婷婷熱情的表達愛意。 

（現場畫面）Julio：這首歌聽說是你們胡市長最喜歡的歌，但

是我確認他的女兒是最喜歡這首歌，是不是婷婷？我愛你。 

主要情節 胡婷婷跟 Julio 愛得火熱，兩人不時深情對望，才過不到半個

月，兩人選在 15號晚上秘密閃婚，而擔心婚事曝光，婚宴場地

特地選在朋友家中進行，胡婷婷穿著一身白紗禮服，展現曼妙

的好身材，由爸爸胡志強牽進紅毯，雙方用印結婚，而新郎 Julio

也展現好歌喉，演唱歌曲送給新娘，雙方是哭成一團，而父親

胡志強和媽媽邵曉鈴則感動女兒出嫁。 

評論 台中市長胡志強：她非常高興，我覺得婚禮不一定要大，很美

好，他們設計得非常美好。 

評論 胡志強提到女兒婚事滿臉喜悅，但心中也有滿滿的不捨，取消

原先的上台致詞，最後只選擇坐在台下緊牽著邵曉鈴的手，一

起為寶貝女兒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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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報導不只在開頭敘述次要情節，更在次要情節之前加入相關的評論，

例如受訪者的意見和感想，藉由受訪者的發言為次要情節鋪陳，再進入次要情

節。如例（69），記者先訪問參賽者的預期目標，接著拍攝參賽者比賽過程，應

證是否達到目標，再來介紹鏡餅重量，強調比賽困難度很高，最後才進入鏡餅

大力士賽的主要情節。 

（69）兵庫鏡餅大力士賽 腳力競技！ 

摘要 台灣人過年會貼春聯來討吉利，日本人過年則是少不了鏡餅，也

就是年糕，而且通常會從 12月底一直擺到一月中，前天兵庫縣

就舉辦了鏡餅大力士活動。 

評論 記者：目標是？參賽者：兩公尺吧。（裝上裝備）好痛。 

次要情節一 面對眼前巨大的鏡餅，這位老兄不敢說大話，目標只有區區兩公

尺，結果卻走不到三步就宣告投降，超沒面子的。 

次要情節二 不過這也難怪，因為這個鏡餅連底座可是重達 168 公斤，即使是

平常有在練的年輕猛男，也是扛得面紅耳赤，全身皮皮剉。 

主要情節 這場鏡餅大力士比賽，是兵庫縣南淡路市的藥王寺，每年新春的

傳統活動，今年一共有十七名參賽者參加，但是都撐沒幾步就被

打敗，有人還當場摔得四腳朝天。 

後續 最後這位老兄以 53.3公尺的優異成績取得二連霸，但是比完之

後卻全身發軟，跪在地上好一陣子都站不起來。 

評論 優勝者：往年都沒這麼重，我快喘不過氣了。 

評論 而這場新春活動也為這座百年古寺增添不少歡樂氣息。 

三、交錯敘事型 

有別於主次順敘型和主次倒敘型是以情節類目為敘事重心，交錯敘事型採

取情節與評論交錯，敘事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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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次要情節→評論→主/次要情節→評論 

交錯敘事型在報導一段情節之後加入一段評論，接著報導另外一段情節，

再加入另一段評論，兩者交替進行。其他敘事模式有時亦有評論，但交錯敘事

型的特色在於評論至少出現兩次，且和主次要情節形成交錯進行的結構。如例

（70）介紹三種類型的日式料理，每介紹完一種類型便訪問業者的評論，總共

重複三次，最後以記者評論作結。 

（70）搶食商機！吃到飽、迴轉、單點大 PK 

摘要 日式料理在台灣很受歡迎，為了搶食這個龐大的市場，基本上

在台灣有三大類消費模式，像剛剛的迴轉類，還有吃到飽以及

比較高價的單點類，在食材成本以及價格定位上，各自有考量

還有搶客招數，用來區分試場，在台灣是各有擁護者。繼續是

我們的報導。 

主要情節一 生魚片、握壽司，日式料理大 PK，現切新鮮生魚片和握壽司上

桌，看了口水直流，單點是走精緻路線。 

評論 單點壽司業者：鮪魚是從東港的地區過來，那鮭魚基本上是從

挪威整尾鮭魚進來的，那再來你所看到的干貝，目前是以日本

北海道的干貝為主要的一個貨源，北海道的干貝我們相信都很

甜美很大。 

主要情節二 一整桌好料，豬排、牛排、羊小排、鮮蝦、花枝、生魚片，生

食、熟食、炸的、烤的，應有盡有。 

評論 日式吃到飽業者：海鮮啊，牛羊豬雞，我們都會盡量滿足客人

的需求，烤的、炸的、蒸的、煮的，我們都有。 

主要情節三 一盤又一盤尚青的美味料理，現場師傅做給你吃，迴轉到客人

面前，想吃什麼，任君挑選。 

評論 迴轉壽司業者：在最短時間，顧客吃到最新鮮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一般我的客人大概在五六百塊這樣一個價位，所以我的客

人基本上白領階級多，35到 45歲之間，所以我的店大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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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或住商混合區的區塊。 

評論 日式料理市場現在三大類大 PK，吃到飽、迴轉壽司還有單點

式，美食榜第一名好料生魚片，或是必點的握壽司，打價格戰、

食材戰，鎖定不同客群，搶客策略也大不同。 

交錯敘事型並不一定只有主要情節，亦可主、次要情節與評論交錯，如例

（71）先以次要情節開頭，再由主要情節接續，兩者之間不時夾雜評論，故為

交錯敘事型。 

（71）「薪足糊口」 諷不景氣 網友狂轉貼 

摘要 很多人覺得日子不好過，那麼看到新竹到湖口車票，有可能讓

你想聯想到什麼嗎？現在有網友就把新竹的新，改成薪水的

薪，竹是足夠的足，湖口也取諧音，變成養家糊口的糊口，所

以有一句話就變成「薪足糊口」，被網友轉貼了 8000多次，他

們說這反映了不景氣下民眾的心情。 

次要情節一 永保安康、追分成功，台鐵經典車票有夠夯，至少賣出上萬張，

就連周邊的紅包袋鑰匙圈撲克牌，觀光客都搶著買。 

主要情節 不過景氣不好，百姓們都不求榮華富貴，只求能餬口就好，有

網友經常從新竹搭車到湖口，把新竹的新改成薪水的薪，湖口

改成勉強過日子的餬口，薪足餬口這句話，不少民眾覺得說到

心坎裡了，被轉貼八千多次。 

評論 民眾 1：薪水很少，不太夠。民眾 2：可是也可以說去新竹餬口

吧，就是賺比較多錢啊，因為新竹不是有科學園區嗎？ 

次要情節二 還有網友把新竹改成新豐，祈求薪水豐厚，可是台鐵目前還不

打算印製。 

評論 台鐵專員：沒有，我們不考慮，我們目前不打算做這個。一般

來講我們做商品，像是永保安康，人家一看到就會覺得好像是

非常吉祥的事情，每一個季節都會想到這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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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薪足餬口雖然只是網友 kuso，不過似乎也道盡不景氣下小老百

姓的心聲。 

四、單一敘事型 

單一敘事型顧名思義就是只有單一敘事類目，敘事模式如下： 

主要情節 

單一敘事型只使用主要情節敘事，根據上一節敘事類目的分析結果，可得

知主要情節是最重要的敘事類目，即便是最簡單的單一敘事型也必定使用，如

例（72）是直接由主播報導主要情節，沒有開頭結構的摘要，亦沒有其他敘事

類目。 

（72）城市行銷 新竹遊創意樂活文創招客 

主要情節 接著來看到城市行銷的方式現在是越來越多元化了，帶您看到在

新竹舉行的風格自在節，週末假期果然是吸引了不少民眾來參

加，一口氣集合了新竹具有在地風格的店家，像是特色風物咖啡

館，健康創作料理店以及文創市集等等，就是希望透過百貨公司

的人潮，也能將新竹風城的城市品牌印象給推銷出去。另外民眾

還可以透過創意風格產業地圖以及旅遊手冊直接按圖索驥，也能

夠簡單感覺到新竹市創意樂活的悠閒氛圍。 

現場連線報導使用單一敘事型的比例較其他新聞高，原因是現場連線報導

僅報導該現場發生的情形，沒有其他事件或畫面，因此敘事元素很單一。如例

（73）是於機場接機的現場連線報導，內容全與現場情形有關，故屬於單一敘

事型。 

（73）「華妃」「果郡王」抵台！機組員搶合照 

摘要 下午 4點 32分，最新現場為您插播，這是紅遍全台的電視劇《甄

嬛傳》，劇中演甄嬛的孫儷，還有包括華妃、果郡王等人都來到

台灣了，目前的最新狀況，我們立刻連線記者譚若誼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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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誼請說。 

主要情節 是的主播，那麼現場可以看到飾演華妃的蔣欣，她現在是來到台

灣了，那麼在同一班班機上面，果郡王李東學也是首次來到寶島

造訪。平常大家對他們的印象幾乎都是停留在古裝的樣子，不過

今天很難得可以看到他們穿著牛仔褲，還帶著墨鏡，非常休閒的

走出海關，感覺很不同，那麼現場來接機的粉絲熱情的送上了

花，還有航空公司的空姐和地勤人員也相當開心，要求要跟他們

合照，那麼今天傍晚他們也會出席記者會。華妃和果郡王抵台之

後，加上昨天先到的皇后蔡少芬，還有早上來的孫儷，劇裡面的

人一口氣來了四個人，非常熱鬧，想必戲迷也會非常興奮，以上

就是現場最新情形，現在把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後續 你看到甄嬛、果郡王、華妃都來到台灣了，粉絲瘋狂接機，目前

掌握最新消息。 

 

五、兩類新聞比較 

四種電視新聞敘事模式本文統計在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中各佔多少則數，

統計結果如下圖四-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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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兩類新聞敘事模式比較 

根據圖四-2 所示，四種敘事模式在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中所佔則數各不相

同，生活新聞最常使用交錯敘事型，娛樂新聞最常使用主次順敘型，原因在於

生活新聞係為記者媒體自行發想和挖掘的題材，相較於娛樂新聞較不具時效性，

故較常採用主要情節和個人評論互相穿插的交錯敘事型；而娛樂新聞報導的是

娛樂圈發生的最新消息，多數為具時效性的事件，故較常採用以新聞事件為主

體的主次順序型和主次倒敘型。 

娛樂新聞因時效性較高，時而有現場連線報導和插播新聞，因此採取單一

敘事型的則數較多；反之，生活新聞較不具時效性，報導內容皆由事先拍攝的

畫面編製而成，故敘事類目較完整，採取單一敘事型的則數較低。由此亦可看

出，敘事模式的使用次數受到時效性影響而不同。 

除了比較兩類新聞使用敘事模式的次數，本文亦分別針對生活新聞和娛樂

新聞，探討敘事模式和敘事類目之間的對應，如下圖四-3 和下圖四-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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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各敘事模式之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生活新聞 

 

 

圖四-4 各敘事模式之敘事類目使用頻率比較：娛樂新聞 

整體而言，兩類新聞各敘事模式在使用敘事類目的次數上呈現相同的趨勢，

摘要 條件 主要情節 次要情節 評論 後續 

主次順敘型 19 2 19 19 18 8 

主次倒敘型 6 0 6 6 6 1 

交錯敘事型 34 2 34 29 33 3 

單一敘事型 0 0 1 0 0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生活新聞 

摘要 條件 主要情節 次要情節 評論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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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錯敘事型為例，無論何種新聞皆經常使用主要情節和評論，這是因為採取

事件情節和個人評論交替敘事的緣故；而主次順敘型和主次倒敘型較常使用主

要情節和次要情節，是因為兩種模式皆以事件為主體，為了向觀眾說明事件的

來龍去脈，必須呈現事件的前因後果，因此較常用情節類目鋪陳。 

總覽本節結果，本文除了按照真實語料的敘事順序提出電視新聞的敘事模

式，亦比較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使用各敘事模式的頻率，以及敘事類目和敘事

模式之間的對應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敘事取向和時效性是造成兩類新聞差異的

關鍵。除了文字內容上的敘事，電視新聞亦具有影像敘事的特質，其中的影像

聲音元素亦為敘事手段之一，故本文將於下一節探討電視新聞的影音元素運用，

並將之與敘事模式互相對照。 

第三節 影音元素分析 

本文於第三章定義影音元素類目，依據有文字與否分成語言元素和非語言

元素，非語言元素又分成非語言視覺元素和非語言聽覺元素，總共十四種元素，

本文首先探討每個元素在電視新聞文本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並比較生活新聞

和娛樂新聞在使用影音元素上有何差異，最後研究影音元素和敘事類目如何搭

配運用。 

一、語言元素分析 

語言元素共有字幕、天空標、地標和補充標四種，其中字幕是將新聞人物

談話的內容以文字呈現在畫面上，但並非一字不漏全部呈現，而是依據畫面大

小和情境刪減或增補，例如下圖四-5 的字幕以括號補充說明受訪者沒提及的詞

語，目的是為了補足情境，由於評論是從一整段受訪者訪談中節錄而來，許多

情境和訊息並未在節錄部分出現，為幫助觀眾理解，遂以括號補充說明，例如

下圖四-5 的生活新聞「買別人不要的！男子彩券中八百萬」，括號內說明八千為

獎金扣稅後的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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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語言元素分析：字幕 

字幕並非只位於畫面下方，有時亦有其他變化，例如下圖四-6 的字幕以對

話框框起置於畫面中間，搭配新聞人物圖片，作為無法取得現場訪問畫面、或

是轉述書面訪問內容的輔助。 

 

圖四-6 語言元素分析：對話框字幕 

天空標是位於畫面上方的標題，根據內容可分成四種類型，第一種是與新

聞事件相關的標題，例如娛樂新聞「金球獎最佳女配："悲慘世界"安海瑟薇」

報導素有奧斯卡風向球之稱的金球獎頒獎典禮，便以「奧斯卡前哨戰」為天空

標。第二種是與新聞主題相關的標題，例如生活新聞使用「今日最好呷」、「食

在遊趣」標明此類新聞以報導食衣住行為主，娛樂新聞使用「娛樂八卦通」、「藝

網打盡」、「星聞最早報」標明此類新聞以報導明星藝人為主。第三種是與播放

時間相關的標題，例如「午安先發」、「正午新聞先曝光」、「新聞 11 點報到」。

第四種是標示新聞即時性和獨特性的標題，例如「最新」、「獨家」、「年代搶新

聞」、「別台看不到」。相較後兩種天空標，前兩種天空標與新聞內容本身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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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能幫助觀眾理解新聞。 

相較於天空標，位於畫面下方的地標為新聞重點的濃縮，和摘要一樣簡述

整則新聞內容，除了在開頭結構出現以外，亦在核心結構中出現，並且隨著主

要情節和次要情節的交替而改變。以李安回台的新聞為例，開頭結構的標題為

「李安回來了」，進入核心結構後首先以「李安回台南 母開心擁抱盼健康」為

標題，接著按照新聞事件的順序依序出現「為賭學長李安一面 南一中學生攀

牆」、「李安魅力難檔 賴清德也成小粉絲」、「賴提在台南拍鄭成功 李安：再

研究」、「李安回台南 陪母親、吃小吃嚐家鄉味」等標題，總共使用五個地標。

除了字幕出現時偶爾消失以外，地標可謂貫串整則新聞的語言元素，隨時告知

觀眾此節新聞重點為何。 

補充標為置於畫面中間的標題，在固定的天空標和地標之外，不定時標出

新聞報導中的字句，用以強調重點或補充說明。如下圖四-7 的新聞以補充標強

調寒流來時「滿街米其林」的景象，下圖四-8 的新聞則以補充標補充說明六分

鐘年菜的名稱為「百子千孫」。 

 

圖四-7 語言元素分析：補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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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8 語言元素分析：補充標 

二、非語言元素分析 

在非語言元素的視覺元素中，現場拍攝是很重要的元素之一，在電視新聞

中所佔比例很高，不僅用於主要情節，次要情節中亦會使用。如下圖四-9 的生

活新聞「"視"場新主流 60 吋不夠看 84 吋搶市」介紹新推出的 84 吋大電視，

次要情節報導房地產投資客買大電視裝潢客廳以提高房價，搭配的畫面即是現

場拍攝該投資客的客廳和大電視。 

 

圖四-9 非語言元素分析：次要事件現場拍攝 

除了次要事件，歷史事件亦會使用以前的現場拍攝畫面，例如下圖四-10

的生活新聞「紅粉佳人提早盛開 武陵恐提前塞爆」報導武陵農場櫻花季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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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次要情節回顧去年武陵櫻花季塞爆的情形，並播放塞車車潮畫面；而下圖

四-11的娛樂新聞「揮別體罰陰影 楊丞琳為演唱會練琴」除了報導該藝人最近

的演唱會之外，亦報導她過去曾在演唱會中挑戰倒吊唱歌，並播放當時的演唱

會畫面。這類歷史事件的現場拍攝並非現在事件的現場，而是過去事件的現場，

不過功能和主要情節的現場拍攝相同，旨在呈現新聞事件的發生過程，給觀眾

親臨現場的感受。 

 

圖四-10 非語言元素分析：歷史事件現場拍攝 

 

 

圖四-11 非語言元素分析：歷史事件現場拍攝 

相較於現場拍攝是真實現場的影像，本文定義的示意影片為非真實現場的

影像，在沒有現場拍攝的情況下作為補充鏡頭，可為記者自行模擬和翻攝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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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是與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相關、非記者自己拍攝的畫面。如下圖四-12

的生活新聞「薪足糊口諷不景氣 網友狂轉貼」，不僅報導網友發揮創意改編台

鐵車票的事件，也報導過去台鐵推出永保安康、追分成功等車票週邊商品造成

熱賣的情形，由於沒有相應的畫面，故拍攝車票和週邊商品畫面作為示意影片；

而下圖四-13 的娛樂新聞「星光幫吸金王！蕭敬騰五年賺七億」，由於沒有明確

的新聞事件現場可以拍攝，便以蕭敬騰參加宣傳活動、開演唱會等畫面作為示

意影片，鋪陳蕭敬騰五年賺進七億的過程。至於娛樂新聞中常見的電影戲劇片

段、音樂錄影帶、部落格網頁等畫面，由於並非記者自己拍攝，或為翻攝畫面，

本文亦視為示意影片，在沒有現場拍攝畫面時作為鋪陳主要情節的輔助。 

 

圖四-12 非語言元素分析：示意影片 

 

 

圖四-13 非語言元素分析：示意影片 

主播乾稿、記者報導和人物拍攝皆是以人物為主的畫面，只是拍攝對象不

同，出現位置亦不同，主播乾稿主要出現在開頭結構，拍攝主播報導新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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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面，其他兩者則出現在核心結構。有別於主播乾稿僅是主播坐在鏡頭前念

稿，記者報導通常是拍攝記者示範與主要情節相關的動作，如下的生活新聞「調

味配角殺菌功能 搗碎生蒜最夯」，記者一邊說明蒜頭搗碎後殺菌效果更好，一

邊親自搗碎蒜頭。至於人物拍攝則是拍攝新聞中出現的人物，可為新聞人物有

意識的面對鏡頭，如下圖四-15的生活新聞「梳頭健髮"係金欸" 醫：一般梳子

也能」拍攝醫生受訪；也可為鏡頭鎖定人群中某位特定人物，如下圖四-16的娛

樂新聞「大仁哥當一日督導 影迷搶合照」拍攝與影迷合照的藝人，無論使用

哪一種類型，拍攝得人物必定是該新聞橋段的主角，藉由人物拍攝畫面的引介，

參與新聞事件的陳述。 

 

圖四-14 非語言元素分析：記者拍攝 

 

 

圖四-15 非語言元素分析：人物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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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 非語言元素分析：人物拍攝 

相較於上述視覺元素的動態畫面，表格和圖片屬於靜態畫面，在重視視覺

的電視新聞中雖不若動態畫面吸引目光，亦有其使用目的和重要功能。電視新

聞若需傳遞眾多訊息，經常以表格呈現，表格的形式很多元，有些是傳統的表

格，如下圖四-17；有些是文字條列式，如下圖四-18；有些是與動態畫面搭配

運用，如下圖四-19。無論使用何種形式，目的皆是將複雜的資訊以簡潔的方式

呈現，因此表格對以傳遞資訊為目的的新聞而言是很重要的視覺元素。 

 

圖四-17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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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8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圖四-19 非語言元素分析：表格 

圖片的主要功能亦是傳遞資訊，但相較於表格以新聞事件資訊為主，圖片

是以新聞人物資訊為主。如下圖四-20的兩則娛樂新聞，皆以圖片呈現三位以上

的新聞人物，這是由於人物眾多，若用動態的人物拍攝會使畫面變得凌亂，容

易迷失焦點，靜態的圖片反而能清楚呈現。除了傳遞人物資訊、作為主要情節

的輔助之外，圖片亦可為主要情節的一部份，例如下圖四-21的娛樂新聞「美眉

轉大人！大牙寫真書性感破表」，由於主要情節即是寫真書內容，故大量使用圖

片陳述新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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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 非語言元素分析：圖片 

 

 

圖四-21 非語言元素分析：圖片 

非語言元素分成視覺元素和聽覺元素，兩者實則有很大的關聯，舉例來說，

現場拍攝若採取現場收音，便成為新聞現場自然音和新聞人物自然音；記者拍

攝時由記者親自示範或現身報導，所說的話即為記者旁白；人物拍攝時若採訪

該人物，其回應便是新聞人物回應；即使是圖片，有時亦會搭配快門聲的音效，

由此可見，聽覺元素和視覺元素兩者密不可分。 

從現場收錄的現場自然音和人物自然音，不但能使畫面更具臨場感，亦能

強調某些新聞重點，例如現場連線報導一律收錄現場自然音和人物自然音，加

上記者旁白說明，不僅不會造成混淆，反而展現電視新聞即時性高的特色。此

外，介紹美食的新聞亦會特別收錄現場自然音，例如生活新聞「羊餅漢堡、鐵

板羊 創意料理進補夯」，記者旁白內容為「大火熱油，肉排下鍋，炸得滋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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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搭配羊排下鍋的現場拍攝畫面，以及油炸的現場自然音，為的是強調羊排

的酥脆和美味，吸引觀眾注意。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本文總結台灣電視新聞使用影音元素的兩個主要目的，

第一是作為新聞情節敘事的輔助，例如現場拍攝、人物拍攝、示意影片等元素，

第二是呈現新聞內容的相關資訊，例如字幕、標題、表格、圖片等元素，不僅

如此，電視新聞所使用的影音元素種類亦十分多元，交織出台灣電視新聞豐富

的視覺面貌和聽覺感受。然而，不同類型的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在影音元素

的使用頻率上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將於下一小節繼續探討。 

三、兩類新聞比較 

本文從語言元素、非語言元素的視覺元素以及聽覺元素三方面出發，比較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使用各影音元素的次數，如下圖四-22、圖四-23、圖四-24

所示。 

 

圖四-22 語言元素使用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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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元素方面，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使用字幕、天空標和地標的次數差

不多，其中地標的使用頻率最高，本文蒐集的所有新聞語料中皆出現此語言元

素。相較之下，兩類新聞使用補充標的差異較大，生活新聞的使用頻率高於娛

樂新聞，原因是生活新聞敘述新聞事件之餘，亦向觀眾傳達許多關於食衣住行

的生活資訊，故經常使用具有強調和補充說明功能的補充標。 

 

圖四-23 非語言視覺元素使用次數比較 

在非語言元素的視覺元素方面，生活新聞使用次數較高的元素依序是主播

乾稿、現場拍攝、人物拍攝和示意影片，娛樂新聞則是主播乾稿、現場拍攝、

示意影片和人物拍攝，電腦動畫在兩類新聞中皆沒出現。主播乾稿的使用率在

兩類新聞中高達百分之百，可謂電視新聞的必要元素；而現場拍攝在兩類新聞

中的使用次數皆為第二高，亦顯示現場拍攝對電視新聞的重要性。差異之處在

於人物拍攝，生活新聞的使用次數高於娛樂新聞，這是由於生活新聞大部分採

用主要情節與評論交錯進行的交錯敘事模式，在評論部分經常訪問專家或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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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因此人物拍攝的使用頻率高於以描述情節為主的娛樂新聞；相較之下，

娛樂新聞著重報導演藝明星的動態，卻不一定只選擇人物拍攝，有時採用電影、

戲劇、廣告和 MV 等示意影片鋪陳或補充娛樂事件相關背景，因此人物拍攝和

示意影片的使用次數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表格在生活新聞中的使用頻率高

於娛樂新聞，這是由於生活新聞提供的資訊眾多，故經常以表格整理和呈現。 

 

圖四-24 非語言覺元素使用次數比較 

在非語言元素的聽覺元素方面，兩類新聞的相同之處在於記者旁白，使用

頻率皆高達百分之百；相異之處則是生活新聞使用新聞人物回應的頻率較高，

原因在於較常採取交錯敘事模式、其中包含較多新聞人物評論的緣故，而娛樂

新聞使用新聞現場自然音和新聞人物自然音的頻率較高，原因在於時效性較高。

根據視覺元素的統計結果，生活新聞使用現場拍攝的頻率很高，但並非所有畫

面皆收錄現場自然音，這是由於生活新聞的內容大多不具時效性，以傳達生活

資訊為取向，有時為不使資訊過於混亂，即使是現場拍攝亦不會收音，僅由記

者旁白說明；反觀娛樂新聞，由於報導的是時效性高的演藝圈消息，且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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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現場如記者會、首映會或拍戲現場等等，因此較常收錄現場自然音和人

物自然音，展現新聞事件的即時性。 

綜合以上比較結果，可看出兩類新聞在影音元素的使用次數上相差不大，

僅在部分元素有較大差異，關鍵在於資訊量和時效性。生活新聞的資訊量較多、

時效性較低，因此使用補充標、表格、新聞人物回應等元素的次數較高；娛樂

新聞資訊量較少，時效性較高，為了展現新聞現場的臨場感，使用新聞現場自

然音的次數較高。 

四、敘事類目對應分析 

本文除了比較兩類新聞在影音元素使用次數上的差異，亦比較五個敘事類

目與影音元素之間的對應關係，首先按照第三章擬定的影音元素類型分成語言

元素、非語言元素的視覺元素、非語言元素的聽覺元素三種，再分別統計生活

新聞和娛樂新聞的五個敘事類目使用此三類元素的次數，統計結果如下圖四-25

到圖四-30所示。 

 

圖四-25 敘事類目與語言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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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6 敘事類目與語言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類目在語言元素方面呈現相似的趨勢，不過生

活新聞的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使用補充標的次數略高於娛樂新聞，這是由於生

活新聞經常使用補充標說明額外資訊的緣故，此結果亦呼應上一小節的語言元

素使用次數比較結果，即生活新聞使用補充標的次數高於娛樂新聞；結合此一

小節的統計結果便可進一步解釋，生活新聞主要將補充標運用在主要和次要情

節的敘事上。 

兩類新聞的共通點是評論使用字幕的頻率很高，但相較於生活新聞只有評

論一項特別高，娛樂新聞的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使用字幕的次數也很高，原因

在於娛樂新聞經常使用示意影片鋪陳情節，包含電影、戲劇、廣告、MV 片段，

這些示意影片大部分附有字幕，故字幕在娛樂新聞的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中經

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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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7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視覺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圖四-28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視覺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總括來說，娛樂新聞各類目在視覺元素的運用上不如生活新聞豐富多元，

整體使用次數偏低，原因在於娛樂新聞的即時性較高，採訪時間沒有生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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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因此取得的現場拍攝和人物拍攝畫面也較少，造成兩者在視覺元素使用

上的差異。此外，兩類新聞在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方面亦有差異，娛樂新聞使

用示意影片的次數較高，生活新聞使用表格的次數較高，正如上一段語言元素

比較所述，娛樂新聞經常使用電影和戲劇等示意影片鋪陳主次要情節，一方面

是由於示意影片多半與娛樂產業相關，另一方面是可以補充現場拍攝畫面的不

足；反觀生活新聞，由於內容涵蓋許多生活資訊，因此常用表格呈現。 

 

 

圖四-29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聽覺元素對應：生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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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0 敘事類目與非語言聽覺元素對應：娛樂新聞 

在非語言元素的聽覺元素使用次數上，兩類新聞差異不大，唯獨在評論方

面，生活新聞較常使用新聞人物回應，娛樂新聞則較常使用記者旁白，這是由

於生活新聞使用較多的人物拍攝，因此能夠獲得較多的人物回應；反之，娛樂

新聞由於缺乏人物拍攝畫面，故經常由記者代言，所以記者旁白的使用次數較

生活新聞高。 

綜合上述，可看出影音元素和敘事類目的對應，與影音元素本身在生活新

聞和娛樂新聞中的使用次數息息相關，使用次數越高，被運用在敘事類目中的

次數就越高，然而藉由與敘事類目的對應研究，可進一步釐清影音元素與何種

類目搭配運用，探究影音元素在敘事模式中的運用方式。 

第四節 結果討論 

本文總結第四章的研究結果，逐一回應研究問題如下： 

（一）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類目有何特色？兩類新聞的使用次數有何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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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前人文獻，擬定六個電視新聞敘事類目，分別是摘要、條件、主

要情節、次要情節、評論和後續，每個類目各具特色，在敘事文本中扮演不同

的敘事角色。摘要是新聞內容的簡介，出現於電視新聞的開頭結構，向觀眾提

示重點，是電視新聞的重要成分。條件是人物、時間和地點等基本資訊，在新

聞人物或事件發生地點不為人熟知的情況下，為觀眾建立基本觀念，但由於電

視新聞具有影像，大部分的條件資訊可從中獲得，故使用頻率為五個類目中最

低。主要情節是電視新聞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他敘事類目皆以此為中心展開

敘事，因此使用頻率高達百分之百，絕大部分出現再核心結構，僅在特殊情況

如現場新聞報導，才會出現在結尾結構。次要情節是相較於主要情節重要性較

低的成分，又分成次要事件和歷史事件，次要事件意指重要性較低、或與主要

情節類似的事件，歷史事件則是過去發生的事件，兩者可放在核心結構開頭為

主要事件介紹背景知識，亦可放在結尾結構作為主要事件的附屬資訊，其重要

性不亞於主要情節。評論包含敘事五種功能，評論主要情節、說明相關資訊、

預測未來結果、表達個人心情和分享過去經驗，經常出現在結尾結構以展現敘

事者的觀點，突顯新聞事件的獨特性。後續是主要情節的結果或引發的效應，

最常出現在結尾結構，或是主次要情節之後，報導事件最終的結果。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由於時效性高低和新聞內容取向不同，在敘事類目的

使用次數上有所差異。生活新聞較常使用評價，是因為內容以介紹新知為主體，

因此需要他人對該資訊的評價，且因時效性較低，亦有較充足的時間進行訪問；

娛樂新聞較常使用條件和後續，是因為內容以報導事件為主體，故常需追蹤其

發展後續，且由於新聞中經常出現以演藝圈人物為主角的情節，因此需向觀眾

介紹該人物的基本條件資料。 

（二）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敘事模式有何類型？兩類新聞的使用次數有何異

同？ 

本文研擬四種電視新聞敘事模式，分別為主次順敘型、主次倒敘型、交錯

敘事型和單一敘事型。主次敘事型是先闡述主要情節、再闡述次要情節，主次

倒敘型是先闡述次要情節、再闡述主要情節，交錯敘事型是新聞情節和個人評

論交錯闡述，單一敘事型則是僅闡述單一敘事類目。此敘事模式係按照真實語

料的敘事順序排列敘事類目而來，比起前人所提出的廣泛架構，更能看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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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實際敘事形式，亦能比較不同類型新聞的敘事差異。 

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由於新聞內容取向和特性不同，在敘事模式的使用次

數上有所差異。生活新聞最常使用交錯敘事型，其次是主次順敘型，娛樂新聞

最常使用主次順敘型，其次是交錯敘事型，兩者剛好相反，這是由於生活新聞

內容係由記者發想，報導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資訊，故經常穿插個人或他人的主

觀評論於情節之中；相反的，娛樂新聞主要報導演藝圈近期發生的事件，以闡

述事件的來龍去脈為首要目的，因此敘事模式亦以鋪陳情節為主的主次順敘型

和主次倒敘型為大宗。 

（三）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之影音元素的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有何特色？在

兩類新聞中的使用次數有何異同？與敘事類目對應方式為何？ 

本文根據有文字與否將影音元素分成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後者又再分

成非語言視覺元素和非語言聽覺元素，共三種類型、十四種元素，以下針對生

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使用次數差異較大的元素，分項敘述其特色和造成差異的原

因。生活新聞使用補充標和表格的次數高於娛樂新聞，這是因為資訊取向的生

活新聞經常需要提供資訊，故常使用能隨時補充資訊的補充標，以及能整理大

量資料的表格；不僅如此，生活新聞亦常使用人物拍攝，是因為採取情節和評

論交錯的交錯敘事型，需大量採訪人物評論的緣故。反觀娛樂新聞，雖然有不

少人物新聞，但不一定都選用人物拍攝，亦常以示意影片代替，故人物拍攝和

示意影片的使用次數差不多。在非語言聽覺元素方面，時效性高的娛樂新聞較

常收錄現場自然音和人物自然音，表現事件的即時性和臨場感。 

在影音元素和敘事類目對應方面，生活新聞在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中較常

使用補充標和表格，為的是傳達更多資訊，娛樂新聞則較常用字幕和示意影片，

作為現場拍攝畫面的輔助。在評論的聽覺元素方面，生活新聞較常用新聞人物

回應，娛樂新聞較常用記者旁白，是由於娛樂新聞的人物拍攝不如生活新聞多，

故以記者旁白代言。 

總結上述，生活新聞是資訊取向、時效性較低，娛樂新聞則是事件取向、

時效性較高，由於內容取向和時效性不同，造成兩者在敘事模式選擇和影音元

素運用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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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電視新聞屬於真實語料（authentic material），相較於一般教材，電視新聞

的詞彙較多、內容較複雜、語速較快，因此學習者看電視新聞時往往倍感困難，

至少須具備中高級程度才能理解（徐麗文，2011；張金蘭，2009）。在華語教學

方面，電視新聞因為兼具語言文字和影像聲音，因此常用於聽力教學，為了克

服上述學習難點，教師可在聽前先教授與此則新聞相關的知識，例如新聞事件

的背景、專有名詞、文化知識等等，為學習者建構先備知識，在腦中形成基模，

如此一來，學習者在聽的時候便可將新聞中的資訊與腦中基模連結，減少理解

的困難（Barlett，1932；李曉琪，2006；劉頌浩，2008）。 

有鑑於此，本文將電視新聞聽力教學的重點放在先備知識的建立。第一節

利用第四章歸納的四種敘事模式，作為電視新聞的先備知識，並利用六個敘事

類目，構思聽力教學的整體策略；第二節根據第四章探討的影音元素運用方式，

選出重要的影音元素，作為聽力教學的輔助。第三節以一則電視新聞為實例，

提出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的教學應用策略。 

第一節 敘事模式教學 

本文將電視新聞聽力教學分為聽前、聆聽和聽後三階段，分別探討敘事模

式於此三階段的應用方式，三階段的教學步驟如下圖五-1 所示，其中聆聽階段

是學生的聽解任務，並非教師的教學手段，故以虛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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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敘事模式之聽力教學應用 

一、聽前階段 

首先，教師應教授學生電視新聞的基本結構，即是在開頭先有一段主播報

導的摘要，說明此則新聞的重要內容，接著進入電視新聞的核心結構，鋪陳完

整的新聞內容。其中簡述整則新聞內容的摘要等於是此則新聞的重點提示，有

助於學生建構對此則新聞的基礎知識，因此教師也應重視摘要的教學，例如以

摘要作為預聽的材料，在正式聆聽前先聽一遍，請學生簡單說明大意，確認學

生是否正確理解此則新聞的重點，藉此幫助學生建立知識基模，以便正式聆聽

時可以和新訊息產生連結。 

理解摘要的內容之後，教師再告知學生此則新聞於摘要之後的敘事模式類

型，是根據事件的重要性、從主要事件到次要事件順向敘事的主次順敘型，或

是從次要事件到主要事件逆向敘事的主次倒敘型，或是事件情節與人物評論交

錯進行的交錯敘事型，亦或是只有主要情節的單一敘事型。如果是主次順敘型，

聽前階段 

介紹敘事類目 

說明敘事模式 

預聽新聞摘要 

聽後階段 

詢問新聞大意 

詢問類目內容 

聆聽階段 學生觀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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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提醒學生一開始的內容即是此則新聞的主要情節，所以應仔細聆聽，記

住細節，其後的內容則是補充與主要情節有關的資訊，因此學生可再次確認主

要情節的某些細節；如果是主次倒敘型，由於一開始的內容是次要情節，因此

教師應提醒學生了解大意即可，不需要為了記住細節而分心，應把關注焦點放

在後面的主要情節；如果是交錯敘事型，由於事件情節和人物評論大約各佔一

半，兩者交錯進行，因此教師應提醒學生注意每一段事件情節的鋪陳，再以人

物評論作為映證，除了確認事件細節，也了解新聞人物對此事件的態度；如果

是單一敘事型，由於全部內容皆為主要情節，教師應告訴學生仔細聆聽整則新

聞，才能掌握此則新聞的意思。 

敘事模式是電視新聞的整體架構，經由敘事模式教學，學生得以將注意力

放在應該關注的內容上，藉此快速掌握重點。除了敘事模式教學，敘事類目教

學也很重要，因為敘事類目是根據新聞內容歸納而成的項目，能將複雜的內容

化繁為簡，以本文擬定的摘要、主要情節、次要情節、條件、評論、後續等六

個敘事類目為例，學生藉由認識六個敘事類目，得以快速解構新聞文本、掌握

重點，以利理解新聞內容，故敘事類目教學在聽前階段亦具有重要功能。 

二、聆聽階段 

在聽前階段，學生已從教師處習得敘事模式和敘事類目的概念，對整體新

聞架構有一定理解，並藉由預聽主播報導的摘要建立一定的先備知識，因此在

聆聽階段的任務便是將聽到的新聞內容和先備知識互相對應，理解各敘事類目

的細節，包含主要情節、次要情節、評論、條件、後續等其餘敘事類目所描述

的內容。例如從主要情節了解此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從次要情節了解其他相

關的次要事件、過去發生的類似新聞事件，從評論了解受訪人物或記者對新聞

事件的看法和立場，從條件了解新聞事件中出現的人物、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

間，或是從後續了解新聞事件的最終結果和未來發展。 

三、聽後階段 

經由聆聽階段的，學生已大致理解新聞素材的意思，在聽後階段，教師便

需檢測學生聽到多少訊息、是否理解內容。具體作法可以請學生說明此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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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意，教師檢視是否包含各敘事類目的內容，例如此新聞事件的主要情節為

何、與事件相關的次要情節為何等等；或是教師以敘事類目為基準設計測驗題

目，或口頭詢問學生，檢測學生的聽力成果，例如請學生回答此新聞事件發生

的時間地點為何（條件類目）、受訪人物或記者對此事件的態度為何（評論類目）

等等。 

在聽力教學三階段中，敘事模式教學主要用於聽前階段的先備知識建構，

教師事先教授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和敘事類目，幫助學生建立整體概念，其後

的聆聽過程中學生便能連結先備知識，快速理解內容，此方法亦符合 Barlett

（1932）的基模理論。 

第二節 影音元素教學 

電視新聞中的影像和聲音能使新聞事件栩栩如生，讓觀眾宛如親眼目睹一

般，加深對新聞事件的印象（Potter，2006；林東泰，2009），然而影音元素太

多，反而會模糊新聞焦點，使學習者感到混淆（Brosius，1993；Klijn，2003；

徐麗文，2011）。有鑑於此，教師應教導學生何種影音元素有助於理解新聞內容，

避免被過多的影音元素分散注意力。 

根據第四章第二節的敘事類目出現次數統計，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最常使

用的敘事類目有摘要、主要情節、次要情節和評論，這些敘事類目亦是構成敘

事模式的主要成分，故教師進行教學時應特別關注其所使用的影音元素。尤其

是在電視畫面中所佔比例最大的非語言視覺元素，例如現場拍攝、人物拍攝、

示意影片、圖片等等，因為觀眾第一眼就會注意，可謂電視新聞的視覺主體，

因此教師教學時應向學生說明。 

根據第四章第四節非語言視覺元素和敘事類目的對應分析結果，摘要皆使

用主播乾稿，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以使用現場拍攝和示意影片為主，評論則以

使用現場拍攝和人物拍攝為主，顯示這些影音元素是鋪陳新聞內容的關鍵，故

學生應多加關注。以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為例，學生在聆聽新聞內容之餘，也

應觀看現場拍攝和人物拍攝畫面，從中獲取和主要情節和次要情節相關的訊息，

一方面驗證聽得懂的內容，另一方面補足聽不懂的內容。從聽力教學的角度來

看，非語言視覺元素以影像展現新聞事件，學生可從畫面中觀察許多與事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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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細節，故有助於理解新聞內容。 

舉例來說，生活新聞「"表情人人滿意" 賣手機靠鏡頭搶市」報導最新推出

的手機具備篩選表情最佳照片的功能，學生可藉由下圖五-2 的現場拍攝畫面確

認此則新聞內容和手機照相功能有關；此外，較難的詞彙如「自動偵測」、「篩

選」等等，即便學生聽不懂，亦能從下圖五-3的示意影片、下圖五-4的圖片與

表格畫面猜測出此新手機的功能。 

 

圖五-2影音元素教學：現場拍攝 

 

 

圖五-3影音元素教學：示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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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4影音元素教學：圖片與表格 

相較於非語言視覺元素佔據大部分的畫面，語言元素如字幕和標題雖然僅

位於畫面一角，亦具有補充說明其他資訊的功能。以標題中的地標為例，由於

是以簡短句子簡介這一段新聞內容，可視為此段新聞的重點提示，故教師可提

醒學生注意，例如藉由地標掌握電視新聞的主旨，或是在漏聽的時候從中補充

訊息。然而並非所有語言元素皆有助於理解新聞內容，同樣是標題，天空標的

內容卻不一定皆與新聞事件直接相關，有時是標示播放時間或獨家新聞，而字

幕由於是逐字打出說話的內容，變換速度很快，學生很難跟上，且容易忽略聽

力的訓練，故教師應建議學生不看天空標和字幕。以同一則生活新聞舉例說明，

此則新聞的地標「"表情人人滿意" 賣手機靠鏡頭搶市」清楚傳達新聞內容，如

上圖五-2 到圖五-4所示，上圖五-4的補充標亦再次點出重點「最佳臉部表情」；

然而上圖五-2和圖五-3的天空標「財經脈動」便與新聞內容沒關聯，因此學生

不需要注意。 

第三節 教學範例 

本文以生活新聞「"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為例，試擬敘

事模式和影音元素的教學策略。 

在聽前階段，教師讓學生預聽新聞摘要，如例（74）所示，幫助學生建

立對此則新聞的基本認識。 

（74）大陸各城市霧霾天氣嚴重污染，已成為全球焦點，有大陸政府開始下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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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命令，北京周邊工廠不但全數停工，甚至禁止三成公務車外出減少排放廢氣，

雖然大力的減緩汙染，但北京今天空氣汙染依舊嚴重，因此網友乾脆寫歌諷刺北

京人現在是開著寶馬吸毒氣。 

了解新聞大意之後，教師告訴學生此則新聞是先說重要內容，再說其他相

關事件，所以必須仔細聆聽一開始的部分，若是聽不懂，可從新聞畫面和地標

推測。如例（75）為記者旁白內容和該段新聞片段使用的地標，其中出現「霧

霾」、「口罩」、「木耳」等詞彙，或是較複雜的內容如空氣汙染值、口罩一罩難

求等等，學生可經由新聞畫面猜測，如下圖五-5到圖五-8 所示。至於天空標「午

安先發」和新聞內容無關，教師應建議學生忽略。 

（75）"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地標："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誰在屋裡掙扎，誰在屋裡窒息，北京，北京。」這是大陸網友改編的歌曲

「北京北京」，歌詞道盡北京現在空氣汙染的嚴重性。最近受到霧霾影響，大陸各

城市汙染嚴重，北京首當其衝，當地政府甚至還禁止三成公務車外出，減少排氣

量。 

地標：霧霾嚴重 北京工廠停工公務車限行 

停駛公務車，北京周邊工廠現在也全數停工，嚴格要求減緩汙染，但北京週二空

氣汙染依舊嚴重，也讓北京外國人相當緊張，美國大使館甚至在網上公布，北京

空氣汙染 pm2.5 值，只要超標就要求僑民戴口罩。由於口罩需求大增，北京出現

口罩一罩難求的狀況，甚至還有傳出吃木耳可以防霧霾，因此造成轟搶，大陸媒

體立刻出面消毒。 

大陸媒體：「黑木耳預防霧霾並不科學，因為黑木耳的主要成分是木耳多醣，它能

夠吸附空氣中的污染粒子，但是它在消化道裡是不被消化的。」 

地標：黑木耳防霧霾？遭搶購 陸專家消毒 

目前大陸各城市對於這種霧霾汙染，已經開始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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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5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圖五-6教學範例：示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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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7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圖五-8教學範例：現場拍攝 

最後，教師檢測學生的理解程度，先請學生敘述此則新聞的大意，再以敘

事類目為基礎詢問細節，例如中國網友做了什麼事、中國政府對於霧霾汙染採

取什麼對策、北京人的生活受到什麼影響等等，第一個問題為主要情節的內容，

第二、三個問題為次要情節的內容。 

綜合以上流程，本文設計電視新聞教學計畫表，如下表五-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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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 電視新聞教學計畫表8
 

課名 電視新聞 

新聞標題 "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學生程度 中高級程度 

班級人數 6~10 人 

教學目標 了解台灣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和敘事元素 

了解並以篇章敘述此則新聞內容 

針對此新聞議題提出個人意見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聽前階段 介紹電視

新聞敘事

元素和敘

事結構 

在觀看新聞以前，教師先介紹台灣電視新聞常用的敘事

元素，以及這則新聞的敘事結構，幫助學生建立對台灣

電視新聞的基礎認識。 

 

電視新聞敘事元素 

1. 摘要：新聞事件的簡介 

2. 條件：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時間和人物 

3. 主要情節：主要新聞事件的發生過程 

4. 次要情節：主要新聞事件以外的次要事件、過去發生

的歷史事件 

5. 評論：受訪者或記者的意見 

6. 後續：新聞事件的結果 

 

接著，此則新聞的敘事結構是先敘述主要情節，再敘述

次要情節。 

預聽新聞

導言 

了解台灣電視新聞的敘事元素和敘事模式以後，教師讓

學生觀看新聞的標題和新聞導言。新聞導言即主播於開

頭報導的內容，為電視新聞敘事元素中的摘要元素。因

為導言為新聞內容的摘要，藉由觀看標題和新聞導言，

學生得以在正式觀看前了解新聞大意。 

 

標題： 

"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8
 感謝口委曾金金教授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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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全文： 

大陸各城市霧霾天氣嚴重污染，已成為全球焦點，有大

陸政府開始下達整治命令，北京周邊工廠不但全數停

工，甚至禁止三成公務車外出減少排放廢氣，雖然大力

的減緩汙染，但北京今天空氣汙染依舊嚴重，因此網友

乾脆寫歌諷刺北京人現在是開著寶馬吸毒氣。 

討論新聞

導言 

看完導言後，教師詢問以下問題，學生根據導言內容回

答。因為導言是新聞內容的摘要，教師可以藉由提問，

確認學生是否掌握新聞大意，這些提問亦包含其中一種

敘事元素。 

1. 發生什麼事？（主要情節） 

2. 發生原因是什麼？（主要情節） 

3. 在哪裡發生？（條件） 

4. 出現什麼人物？（條件） 

5. 最後結果是什麼？（後續） 

 

由於此則新聞的敘事結構是主次順敘型，故會先報導主

要情節，再報導次要情節。從導言中，學生應已大致掌

握主要情節，因此看整則新聞時，教師應提醒學生注意

主要情節的細節和次要情節的內容。 

聆聽階段 觀看整則

新聞 

討論完導言、建立對此則新聞的基礎認識後，教師讓學

生觀看整則新聞。 

 

新聞全文和敘事元素： 

「誰在屋裡掙扎，誰在屋裡窒息，北京，北京。」這是

大陸網友改編的歌曲「北京北京」，歌詞道盡北京現在

空氣汙染的嚴重性。最近受到霧霾影響，大陸各城市汙

染嚴重，北京首當其衝，當地政府甚至還禁止三成公務

車外出，減少排氣量。（主要情節） 

停駛公務車，北京周邊工廠現在也全數停工，嚴格要求

減緩汙染，但北京週二空氣汙染依舊嚴重，也讓北京外

國人相當緊張，美國大使館甚至在網上公布，北京空氣

汙染 pm2.5 值，只要超標就要求僑民戴口罩。由於口罩

需求大增，北京出現口罩一罩難求的狀況，甚至還有傳

出吃木耳可以防霧霾，因此造成轟搶，大陸媒體立刻出

面消毒。（次要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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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媒體：「黑木耳預防霧霾並不科學，因為黑木耳的

主要成分是木耳多醣，它能夠吸附空氣中的污染粒子，

但是它在消化道裡是不被消化的。」（評論） 

目前大陸各城市對於這種霧霾汙染，已經開始人心惶

惶。（後續） 

聽後階段 詢問新聞

內容 

教師再度提出以下問題，學生根據整則新聞內容回答。

經過預聽新聞導言，學生對此則新聞的內容應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因此教師可以這些問題為基礎，進一步詢問

詳細內容；此外，教師亦詢問導言中未提及的次要情節

和評論。 

1. 發生什麼事？（主要情節）→中國網友做了什麼

事？ 

2. 發生原因是什麼？（主要情節）→為什麼有霧霾汙

染？ 

3. 最後結果是什麼？（後續） 

4. 中國政府對於霧霾汙染採取什麼對策？（次要情

節） 

5. 由於霧霾汙染，北京人的生活受到什麼影響？（次

要情節） 

6. 美國大使館宣布什麼事？（次要情節） 

7. 大陸媒體為什麼要出面消毒？他們發表了什麼意

見？（評論） 

觀看新聞 學生再觀看一次新聞。 

篇章敘述

新聞內容 

教師請學生敘述整則新聞的內容，藉此檢視學生對新聞

內容的理解程度，並訓練學生篇章敘述的能力。 

討論新聞

內容 

針對此則新聞，教師詢問以下問題，請學生發表自己的

意見。發表意見時，學生可以參考此則新聞的敘事結

構，以較長的篇章敘述。 

1. 在你的國家，什麼污染很嚴重？ 

2. 這個污染的產生原因是什麼？ 

3. 這個汙染對人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4. 政府怎麼解決這個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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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文根據第四章探討的敘事類目和敘事模式，為電視新聞聽力教學擬訂教

學步驟。首先，教師於聽前階段為學生建立先備知識，介紹此則新聞的敘事類

目和敘事模式，並預聽新聞摘要；有了先備知識，學生於聆聽階段便能與聽得

的新聞資訊相互對應和理解；最後，教師於聽後階段檢測學生的理解程度，不

僅詢問新聞大意，亦以敘事類目為本，進一步詢問細節內容。除了敘事類目和

敘事模式以外，影音元素亦有助於理解電視新聞，例如非語言視覺元素如現場

拍攝、人物拍攝、圖片等等，由於佔據大部分的電視畫面，且和新聞內容有關，

故能補足聆聽時無法理解的部分；而語言元素如地標，由於是以一個句子總括

新聞內容，比起速度較快的字幕更容易理解，故教師應提醒學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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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文旨在探討台灣電視新聞的敘事模式，原因在於前人研究新聞的整體敘

事結構，卻未根據真實語料的敘事順序，研擬反映內容安排的敘事模式，故本

文以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為分析語料，首先參考前人提出的敘事結構，建立內

容分析的敘事類目架構，再以此類目架構解析新聞段落，按照敘事順序排列，

歸納成幾種敘事模式。除了敘事模式以外，由於電視新聞大量採用影像和聲音

元素進行敘事，本文亦建立影音元素的內容分析類目，分析生活新聞和娛樂新

聞的影音元素運用方式，和與敘事模式的對應方式。 

在敘事類目方面，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運用方式相差不大，使用次數前

四高皆為摘要、主要情節、次要情節和摘要，其中摘要和主要情節在兩類新聞

中出現率皆高達百分之百，屬於必要成分，然而略有不同之處在於生活新聞較

常使用評論，娛樂新聞較常使用次要情節，這是由於生活新聞報導記者自行發

掘的生活新知，因此需要其他人物的評價和支持，娛樂新聞則著重描述娛樂圈

發生的事件，因此較常使用能作為主要情節輔助的次要情節。 

在敘事模式方面，本文觀察新聞語料的敘事類目排列順序，歸納四種敘事

模式，分別是主次順敘型、主次倒敘型、交錯敘事型和單一敘事型，主次順敘

型是由主要情節到次要情節順向敘事，主次倒敘型是從次要情節到主要情節逆

向敘事，交錯敘事型是情節和評論交錯敘事，單一敘事型則是僅使用主要情節

敘事。歸納出敘事模式後，本文比較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的使用次數，發現生

活新聞最常使用交錯敘事型，娛樂新聞最常使用主次順敘型，這是由於生活新

聞每報導一段生活新知，便需要相關人物對此給予評價，藉以支持和豐富新聞

內容，而娛樂新聞由於是報導某一娛樂圈事件，故以完整描述事件情節為主要

目的。總括而言，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採用的敘事類目雖然很相似，但由於新

聞主題不同，所形成的敘事模式仍有所差異。 

在影音元素方面，本文按照有文字與否分成語言元素和非語言元素，非語

言元素又分成影像類的非語言視覺元素、聲音類的非語言聽覺元素兩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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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兩類新聞運用影音元素的方式相差不大，以非語言視覺元素為例，

兩類新聞皆最常使用現場拍攝、人物拍攝和示意影片，然而生活新聞使用表格

的次數高於娛樂新聞，這是由於生活新聞必須利用表格整理豐富的生活訊息。

除了比較影音元素的使用次數，本文亦探討影音元素和敘事類目的對應方式，

研究結果發現兩類新聞的對應方式很相似，差異較大之處在於娛樂新聞在主要

情節和次要情節使用較多示意影片，例如與新聞事件相關的電影、戲劇、廣告

片段，和現場拍攝和人物拍攝共同鋪陳主次要情節。 

綜觀上述分析結果，可看出新聞主題和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的運用有密切

關聯，這是由於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所報導的內容性質不同，在時效性、資訊

量和內容取向方面亦不同，故造成敘事上的差異。生活新聞報導的是生活上的

各種資訊，其特色是時效性較低、資訊較豐富，新聞內容亦以清楚傳達訊息的

資訊取向為主，故常使用夾雜人物評論的交錯敘事型，以評論作為報導內容的

支持，在影音元素方面亦偏好使用能夠傳達較多資訊的表格和補充標；反觀娛

樂新聞，由於是報導娛樂圈發生的最新時事，時效性較高、資訊較單純，新聞

內容亦為完整描述事件來龍去脈的事件取向，故較常使用闡述情節為主的主次

順敘型，在影音元素方面亦偏好使用現場拍攝和示意影片。 

本文根據真實新聞語料所建立的敘事模式，由於反映電視新聞的敘事內容

排列方式，故本文將之應用於聽力教學，以期能克服電視新聞語速太快、詞彙

太難的學習難點。根據 Barlett（1932）的基模裡論，聆聽之前若能為學習者建

立先備知識，聆聽期間便能將新訊息與先備知識連結，增加理解程度。以本文

歸納的敘事模式為例，教師進行聽力教學時，事先告知學習者此則新聞的敘事

模式，學習者便能掌握新聞的敘事流程和重點所在。至於影音元素，有些可以

幫助學習者理解新聞內容，例如摘要新聞重點的地標，但有些可能會造成混淆

或增加理解的困難，例如天空標和字幕，故教師應教導學生分辨影音元素的重

要性。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首先，本文研擬的敘事類目僅有六個，無法很細膩的解析電視新聞所有內

容，且每一段新聞內容有時不只符合一種敘事類目的定義，而是包含幾種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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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但本文僅能根據各敘事類目在此段落所佔比例，將之歸類於比例較大

的敘事類目。站在教學的立場，以簡單的類目將複雜的電視新聞簡化，較能幫

助學習者理解，不過本文仍期望未來研究能研擬更細緻的敘事類目。 

其次，本文提出的敘事類目和敘事模式，雖有助於學生解構電視新聞，但

並未針對個別敘事類目研究其語言形式和常用詞彙。站在語言教學的立場，教

師若能告訴學生電視新聞常用的語言形式，例如主播報導摘要時常用的詞彙或

句式，不僅有助於學生辨認、記憶並理解，亦能增進學習效果，故本文期望未

來研究能著重於探討敘事結構和語言形式之間的關聯。 

最後，本文僅探討生活新聞和娛樂新聞，並未探討其他主題的電視新聞，

例如社會新聞、政治新聞等硬性新聞，期望未來研究能分析此類新聞，探究硬

性新聞的敘事模式和影音元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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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生活新聞語料標題 

1. 年節近團購夯 名店伴手禮忙翻 

2. 北韓高麗蔘入年菜 特別又養生 

3. 年節伴手禮！ 草莓大福、芋頭蛋糕夯 

4. 羊餅漢堡、鐵板羊 創意料理進補夯 

5. 北市做環保 15 顆舊電池換 1 本書 

6. 買氣冷！年節禮盒降價 便宜近 1成 

7. 城市行銷 新竹遊創意樂活文創招客 

8. 「薪足糊口」 諷不景氣 網友狂轉貼 

9. 已故總統蔣經國最愛 香酥鴨外酥內軟 

10. 四色臭豆腐 吸引民眾嚐鮮 

11. 中華電信 3G 自動轉 Wi-Fi 明起開通 

12. 日拉麵來台搶灘 主打原汁原味 

13. 殺 1折！ 10萬雙鞋廠拍 50 元起跳搶翻 

14. 調味配角殺菌功能 搗碎生蒜最夯 

15. 買別人不要的！男子彩券中 8 百萬 

16. 鼻撞欄杆、臀卡椅 火車上睡著全都錄 

17. 「紅粉佳人」提早盛開 武陵恐提前塞爆 

18. 科大生拍攝「台中好」 期末作業暴紅 

19. 秒殺！花蓮鐵路返鄉專車 2分鐘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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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印度大壺節登場 上億信徒恆河淨身 

21. 兵庫鏡餅大力士賽 腳力競技！ 

22. 日本街頭新風氣 移動販賣車超夯 

23. 消費者不再冤大頭 福袋內容透明化 

24. 搓手跳"SORRY" 南京搓手貓網路爆紅 

25. 高雄火鍋業年終 最高 13個月領 60 萬 

26. 微利時代拼生存 夢時代合併高雄阪急 

27. 手機撈金魚？號稱 1 米深池 可待機 30 分鐘 

28. "視"場新主流 60 吋不夠看 84吋搶市 

29. "表情人人滿意" 賣手機靠鏡頭搶市 

30. 六分鐘煮年菜！"速成"挑戰傳統味 

31. 手機變信用卡！"免簽刷三千"更怕遺失 

32. 烏龍！"我要改白色" 竟刻 iPad 機身 

33. "我要改白色"客訴 竟躍上 iPad 刻字 

34. 梳頭健髮"係金欸" 醫：一般梳子也能 

35. 精品"雕刻、燙金"客製化 轉手價恐砍半 

36. 龍年何時了？年初一 vs.立春 兩界定 

37. 99女囚拍 MV 首見監獄出專輯 

38. 走馬瀨熱氣球試飛 民眾體驗：飄飄然 

39. 升熱氣球不簡單！直擊準備幕後 

40. 比陸戰隊操 餐廳服務生軍事管理 

41. 搶食商機！吃到飽、迴轉、單點大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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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亦皇亦妃"原來是牙醫 網友：笑到快駕崩 

43. 羽絨衣氾濫 設計師譏：滿街米其林 

44. 北京地鐵無電梯 民眾坐車爬百階梯 

45. 大火快炒家常菜 微波爐也辦得到 

46. 牙線變大力士？5 台斤西瓜吊掛懸空！ 

47. "開寶馬吸毒氣" 網友寫歌虧北京富豪 

48. 郵局"不務正業" 代售商品賺很大 

49. 爸爸這麼用吸塵器！一秒變馬尾 

50. 岡山羊肉遠近馳名 土山羊全身皆能吃 

51. 剪紙藝術變"睫毛" 造型百變超吸睛 

52. 梅園諧音"沒緣" 清大情侶禁地 

53. 寒假長達 30天 全台遊樂園激戰 

54. 到深澳吃美食 墨魚香腸、鯊魚煙必吃 

55. 像大象喝水 深澳漁港"象鼻洞"吸睛 

56. 本土銀行贊助 YouBike 免費再送 30分鐘 

57. 電影情書加持 小樽市轉型觀光城市 

58. 小資族紙巾掃除法 20元搞定灰塵油垢 

59. 機師證照燙金！ 苦三年換年薪近千萬 

60. 檢"狗黃金"換真黃金 引日本電視台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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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娛樂新聞語料標題 

1. 大仁哥當一日督導 影迷搶合照 

2. 籌拍十年 王家衛「一代宗師」首映 

3. 為電影苦練八極拳 張震成拳術高手 

4. 甄嬛熱不減！華妃、果郡王過年將來台 

5. 金球獎、奧斯卡脫鉤很久了！PI 還有贏面 

6. 待在台灣的主持人不紅？胡瓜諷吳宗憲矛盾 

7. PI 拼金球獎 李安最佳導演落空 

8. 金球星光紅毯 李安隨同兩位演員現身 

9. 金球獎紅毯爭豔 女星低調優雅 

10. 美國小姐決賽 紐約 23歲佳麗封后 

11. 明退伍！明道洗刷閃兵形象 捧劇本等他 

12. 黑西裝戰袍走紅毯 李安淡定笑容 

13. 金球獎最佳女配："悲慘世界"安海瑟薇 

14. 梁朝偉早期國語配音 屈中恆代言 

15. 除夕特別節目 胡瓜挑戰導演兼編劇 

16. 廖鎮漢、孫芸芸扮海盜 尾牙大玩變裝秀 

17. 佛斯特童星出道 芳齡半百領成就獎 

18. 以睹譬喻人生 舞台劇借鏡社會百態 

19. "熊麻吉"馬克華柏格 為戲忽胖忽瘦 

20. 真人故事勵志 "糸子"在台話題不斷 

21. 藝界跨足政界 星爺成廣東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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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星光幫吸金王！蕭敬騰五年賺七億 

23. 新戲 Kuso"我可能" 陳柏霖：能引起共鳴 

24. 美眉轉大人！大牙寫真書性感破表 

25. 少女贏大叔！半個月點閱破三千萬 

26. 林志玲新劇照好萌 網裝半臥椅 

27. 胡婷婷低調嫁 嫁音樂才子 Julio 

28. 挑戰市場小混混 溫昇豪演技突破 

29. 香車配美人 車手沈佳穎身材火辣 

30. 十大華劇 台 3 戲爭光 

31. 伊能靜"喝茶"後 暗指"空汙"掩真相 

32. 睽違兩年再開唱 江蕙飆七場 吸金三億 

33. 睽違 3年！江蕙「鏡花水月」開唱七場 

34. 美國流感蔓延 金球獎明星也感染 

35. 婷婷低調嫁了！胡志強不敢開口怕飆淚 

36. 送別黃淑琦 紀念會展出生平鉅作 

37. "失戀"女星白百何 被控白住酒店 33 天 

38. 華劇"懷孕梗" 收視瞬飆到 3.56 

39. 雞排妹媽媽美照曝光 網友讚好美 

40. 胡婷婷閃婚 嫁雙胞胎藝人兄 豪宅完婚 

41. 張震 201314 求婚成功 情定前助理 

42. 星爺從政?! 電影早預言網友驚嘆 

43. 胡志強婿"破產" 網友酸胡助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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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伊能靜撂重話！國台辦：應守法 

45. 紐約登記結婚 正嫻戀修成正果 

46. 景美拔河隊躍大銀幕 陳綺貞出席首映 

47. PSY獨家獻春晚處女秀 教志玲跳騎馬舞 

48. 愛你一生一世 張震浪漫向女友求婚 

49. "少年 PI"叫好叫座 李安回台感謝 

50. 安心亞接喉糖廣告 被嫌"包太緊" 

51. 小林幸子來台 與余天深情對唱 

52. 李安回來了 

53. 關穎馬爾地夫訂婚 微博貼照公佈喜訊 

54. 揮別體罰陰影 楊丞琳為演唱會練琴 

55. 姚元浩爆 8年 6 罪狀 再撕裂隋棠傷口 

56. 破冰？豬哥亮發片 "女兒"現聲祝大賣 

57. 「華妃」「果郡王」抵台！ 機組員搶合照 

58. 歡笑十年 全民大新聞經典謝幕 

59. 亮"儷"現身 甄嬛紅遍全台 影迷瘋狂 

60. 「康熙來了」夯 9年 網站瘋傳兩岸同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