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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 研 究 生：陳 美 蘭 論文名稱：中文：「科學理性論」或「功能

論」？ -大眾媒體的算命論述 英文：Scientific Rationalism or Functionalism? 

- Fortune-Telling Discourse in Mass Media 指導教授：林靜伶博士 關 鍵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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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算命不僅未被科學理性取代，它在台灣社會還近似「全民運

動」般的普遍流行。如此的背景，加上大眾媒體的算命熱潮以及適巧發

生的幾起與算命相關的事件，掀起社會對算命現象的殷切討論。而大眾

媒體是記錄這些討論的主要來源之一。 大眾媒體是現代社會的主流規範

傳遞者，它的論述世界是社會成員互動的產物，隱藏閱聽人的期望，言

者的說服意圖，以及社會的可能價值趨向。本研究以哈特的判斷取向之

意念分析為分析架構，希望探討以報紙與書籍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如何談

論算命現象，以及論述所隱含的可能價值趨向；並且希望瞭解大眾媒體

與學術界的算命論述的接連關係，以知悉公共論述世界對算命的思考方

式。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包括：一，大眾媒體以多元主題談論算命現象，

這些主題包括科學理性、功能論、性別歧視與人生哲學；二，學術界與

大眾媒體的算命論述有接連關係，主要從科學理性與功能論討論算命現

象，算命的語藝情境是標準化的；三，大眾媒體同時呈現批評算命的科

學理性論與支持算命的功能論，可能表示主流規範對於算命真實並無定

論，這代表價值多元或分裂需進一步證實。  

摘要

(英) 

Fortune-telling is popular in Taiwan. My popurse is to study the fortune-telling 

discourse in mass media. I find that sicentific rationalism and functionalism are the 

main discourse in mass media and scholar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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