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4735 

狀態 NC092FJU00023006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9096143  

研究

生(中) 
許銘峰 

研究

生(英) 
HSU, MING-FENG 

論文

名稱

(中) 

陳水扁於台灣定位言論之論辯分析 

論文

名稱

(英) 

Chen Shui-Bian’s Discourse on Taiwan Position: A Rhetorical Criticism from 

Argumentative Perspective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靜伶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4.04.26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2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語藝 圖門 論辯 陳水扁 台灣定位 主體性 

關鍵

字(英) 

Rhetoric Stephen Toulmin Argument Chen Shui-Bian Taiwan Position 

Subjectivity 

摘要

(中) 

本研究以圖門的論辯架構，來分析與探討陳水扁對台灣定位相關言論的

內涵與相對思考。從台灣政治的政治改革歷程、2000 年大選民進黨執政

到 2004 年陳水扁總統的連任成功，台灣的本土意識隨著時間不斷的成

長，但台灣島內的國家意識似乎也隨著歷次選舉的衝擊，逐漸造成對

立、分裂與激盪。在不同政黨與其支持民眾對台灣定位的認知分歧上，

台灣定位的圖像是否能夠在未來形成一共識上的應然？或者仍然持續的

分裂？從陳水扁於台灣定位言論的論辯分析上，圖門理論可以依其宣

稱、論據與保證之論辯結構來形成其言論組織上的邏輯，也就是在陳水

扁相關於台灣定位的言論上，能夠以此論辯結構來形成言論本身的合理



性，進而在言論合理性的反思上，相對映襯出理論層次之上的合理性質

疑。在此研究可以推論的結論是，在任何價值議題正反面之言論宣稱

上，言論結構自成道理的相互支撐，或許僅止於價值層面的宣傳或說

服，但價值本身並不會有絕對的是非。如同台灣社會在台灣定位上的價

值紛爭，若各執自方的思想或信仰而不願溝通，恐怕容易造成社會無可

弭平的分裂。在台灣社會國家意識趨向統獨兩極化的分歧之際，尊重彼

的價值，會是社會必要的基礎，也唯有在此基礎下，才有形成共識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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