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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本（Text）  

2. 分析（Analysis） 

3. 語料庫（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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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文本」 
 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對一個文化研究者來說，「文化」不只是傳統上所謂的精緻藝術
（high art）與普普藝術（popular art），還包括了所有日常的意
義與活動。而且，日常的意義與活動已經變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主
要研究對象。 

 



文化研究之「文本」 
 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亦即，文化研究的文本包含了所有有意義的文化產物。可用來
被產製/表達意義，所有具有表意作用的實踐活動，所以都算是
文化研究的文本。 

•因此，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下，文本這個概念不只包括了書寫文
字的作品，還包括了電視節目、電影、攝影、時尚、流行事物。 

 



•文化分析最簡單的目的，就是要分
析文本背後所蘊藏的文化涵義。 

•由於這些文本都可以被分析其後的
文化意涵，所以也稱之為文化文本。 

•當我們面對「文字文本」時，研究
議題也必須具備有檢視文本背後所
蘊含的文化意義的價值。 

文化研究之「文本」 
 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文化研究之「文本」 
 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 Lewis, Jeff (2008). Cultural Studies, Sage, London.  

• Lewis, Jeff (2005). Language Wards: The Role of Media and Cultural in 
Global Terror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luto, London. 

 

Text, meaning, a given knowledge 
 

• the cr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analysis, its capacity to illuminate the 
hierarchie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the given text and its discourses. 

• Texts can only bear mean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therefore, as they 
present within a given knowledge system. This knowledge system imbues 
the text with meaning.  



文化研究之「文本」 
 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 The task of the cultural analyst, therefore, is to  

• engage with both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text, and  

•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ways the tw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and with 
other knowledge systems, including the one being deployed by the analysts 
him-herself.  

 

• This critique is designed to "deconstruct" the mean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are inscribed in the institutions, texts and practices 
that work with and through, and produce and re-present, culture. 



1. 語料庫語言學 corpus linguistics 

2. 文本分析 text analysis 

3. 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文本語料庫（Text corpus） 

• CORPUS vs. MACHINE-READABLE TEXTS 

 
• The term ‘corpus’ is simply the Latin for ‘body’, 

hence a corpus may be defined as any body of 
text.  

• The notion of a corpus as the basis for a form 
of empirical linguistics differs in several 
fundamental ways from the examination of 
particular texts.   

• In principle, any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one 
text can be called a corpus. 

 



文本語料庫（Text corpus） 

But the term ‘corpus’ when us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ends most frequently to have more specific connotations than this 
simple definition provides for.  

These may be considered under four main heading 

1. sampling and representativeness 

2. finite size 

3. machine-readable form 

4. a standard reference. 



文本語料庫
（Text corpus） 

http://www.bnext.com.tw/ext_rss/view/id/122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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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語料庫
（Text corpus） 

  

相同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目標和方法，長期
下來會形成一套成員間專用的術語系統和思想交流方式，
表現在寫作上就是論文的慣用格式和句型詞彙的搭配模式。
語料庫，便是大量的搭配模式，經過整理而成的資料庫。 
 
透過自行建置語料庫，大量蒐集個人研究領域的專屬語料， 
包括該領域的國際期刊論文、專書、學位論文或文獻報告
等， 
檢索結果應更能符合自己獨有的寫作需求，更有效地作為
英文論文寫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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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析最簡單的目的，就是要分
析文本背後所蘊藏的文化涵義。 

•由於這些文本都可以被分析其後的
文化意涵，所以也稱之為文化文本。 

•當我們面對「文字文本」時，研究
議題也必須具備有檢視文本背後所
蘊含的文化意義的價值。 

RECALL:  
文化研究之「文本」cultural studies and ‘text’ 



文化研究與文本分析 

• Barthes(1980)提出文本透過語言作為論述時才存在 

•論證說明的形式，意義化的過程 

•分析不同理論，詮釋其價值進而產生結果 

•分為實證、詮釋與批判 

• Tudor(1995)提到分析涵蓋批判與詮釋，批判取向研究的目的 

• Wolf(1988)提到對象應是符號客體，透過論述與詮釋了解並轉化
成意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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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Analysis文本分析 

1. 社會建構主義，知識是由集體產生的
（Social Constructivism） 

2. 文本分析特色： 
• 拆解與關連：文本分析是將一文學作品拆解，
觀察其部份之間是如何拼湊相合在一起 (seeing 
how the parts fit together) 

• 搭配社會價值的詮釋：則是將與某(些)知識傳統
相連的價值(理論架構)。 

• 如心理分析思想、符號學理論、馬克思思想、
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或女性主義思想等，對文
本進行詮釋。 

 



批判論述分析（CDA）的主要概念 

光對文本中的論述進行表面的說文解字，是無法滿足
大部分的社會學者。…論述（語言）與社會情際或是
說話者與受話者的社會關係有關。 

…分析論述（語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這些隱
藏在論述之下的認知與社會關係。也就是意識形態與
權力運作情況，進而以批判的眼光找出其中可能隱藏
的不平等社會現象。 

所以「批判」、「論述」、「權力」、「意識形態」
是批判論述分析學派最主要的核心概念。 



文本 探索or擴充意涵 

•文本是一種方法論的範圍 

•存在是為了傳達與作品共存的一些隱藏於作品內容外的事物 

•包括更深層的觀念，特性，關係，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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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Analytical Essay/ Structure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Literature 
review 

R. Q 

Methodology 

/Methods 

Research 
Findings 

x3 

Discussion Conclusion 



A diagram of possible steps to planning an 
essay. 



 

論述的形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論述可能是「給一個說法」， 
• 一種「充滿日常生活言說中的慣常思維
或藉口謊言的政治修辭」， 

• 也可能是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之下透過
語言操弄被產生出來的知識。 

 

•因此，如何對教科書文本進行分析，
又如何進行批判，從中形成論述，是
需要一套合理的推論過程。 



搭配社會價值的詮釋： 

則是將與某(些)知識傳統相連的價值(理論架構)。 

如心理分析思想、符號學理論、馬克思思想、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或女性主
義思想等，對文本進行詮釋。 



https://changethediscourse.wordpress.com/






新聞文本分析 
(傳統文本分析）範例：許佑生同性婚禮新聞 

•新聞文本範圍：相關新聞報導與綜合姓書報 

•新聞文本分析： 

  1.文本資料反覆閱讀，從自我觀點產生意義 

  2.將資料統整區分並做概念化的工作 

  3.找出情節主要論點，透過字、詞、句子等符號設計表現出
文本主要旨意 

  4.找尋新聞專業意理，透過觀察找出工作者的代表涵義 

  5.歸類研究目的陳述，建構主要以說什麼類目(What is said)
及如何說類目(How to sad)並分類歸為相同類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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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文本分析 

1.整體事件報導概觀 

2.各報新聞處理描略                

3.媒體編輯處理呈顯之意涵     

4.新聞文本隱含的框架 

5.社會規範框架 

6. 恐同(同性戀恐懼)框架        

7. 衝突框架                             

8.刻版印象框架 

9. 情感框架 

10. 新聞框架化 (呈現策略)分析 

11. 『規範框架』的框架化 

12. 『恐同框架』的框架化 

13. 『衝突框架』的框架化 

14. 『刻版印象框架』的框架化 

15. 『情感框架』的框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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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語料庫、資料探勘 
Big Data, Corpus,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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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angethediscourse.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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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Driven- 
inductive 歸納 

 
Corpus-Based 
deductive 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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