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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News Framing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People  
Living with AID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計畫編號：NSC 92-2412-Ｈ-004-012-SSS 
執行期限：92年 8月 1日至 93年 7月 31日 
主持人：徐美苓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協同主持人：張皓傑（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訊息設計、跨文化比較的方式，觀察新聞呈現、閱聽眾的先前差異

（包括性別、認知與態度），對支持愛滋病患與感染者權益態度上的影響。本研究

採用 4（感染途徑）x 2（性別）x 2（居住地）的多因子實驗設計，計有來自台灣
與香港地區共 968名自願的年輕受試者參與實驗。本計劃的主要分析方式為「多
變量共變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整體來看，受試者除了對「結婚生育權」持較

為中立的態度外，對「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對感染者態度」以及「幫助

感染者意願」三個依變項的態度上皆傾向於支持。對同性戀的態度愈正面者以及

愈不擔心會感染愛滋病者，也愈願意與愛滋感染者與病患相處或幫助他（她）們，

以及愈支持與感染者或病患相關的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除此，對同性戀的

態度愈正面者還愈支持結婚生育等權利。閱讀強調同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聞的受

試者，其在三項依變項（除了「幫助感染者意願」）上的態度顯著高於閱讀強調異

性間性行為感染的愛滋新聞者，以及不強調感染途徑的愛滋新聞閱讀者。輸血感

染途徑愛滋新聞閱讀者的態度雖與其他組別新聞閱讀者無顯著差異，但在支持結

婚生育權一變項上，則顯著低於閱讀強調同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聞的受試者。男

性受試者皆比女性受試者顯示出較正面的相關態度。香港地區的受試者明顯比台

灣的受試者有較高與愛滋感染者相處的意願、較支持感染者的結婚生育以及就

學、工作與人身自由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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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mployed a cross-cultural message design, aiming to examine how news 
framing and audience’s inherent differences (including gender,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affec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people living with AIDS (PLWAs).  A 4 (news framing of 
transmission routes) X 2 (gender) X 2 (places of residence) factorial design was used.  
A total of 968 young adults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Data collected were primarily analyzed using multivariate covariate analysis 
(MANCOV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generally speaking, 
tended to express positive attitud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ependent variables, “PLWAs’ 
rights for education, work and living,” “attitudes towards PLWA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PLWAs.”  Participants were, however, more reserved in the other 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ing their perceived “PLWAs’ rights for marriage and birth-giving.”  
Those who expressed more positive views about homosexuality and less fear of 
infection indicated stronger intention to interact with or help PLWAs an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PLWAs’ rights for education, work and living.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positive views for homosexuality were found correlated with their 
tendency to support PLWAs’ rights for marriage and birth-giving.  Main effects for all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under study were observed:  In terms of news framing of 
transmission routes, those who were exposed to “man-to-man-sex” condition expresse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in all dependent variables except “willingness to help PLWA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heterosexual-with-multiple-partners” and “non-specified” 
conditions.  Those who were exposed to the “blood-transfusion” condition were less 
likely to express support for “PLWAs’ rights for marriage and birth-giving” in 
comparison to those in the “man-to-man-sex” condition.  In terms of gender, mal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likely to show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PLWAs than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As for places of residence, Hong Kong participants, in 
comparison to Taiwan participants, expressed stronger intention to interact with PLWAs 
and stronger likelihood to support PLWAs’ rights for marriage and birth-giving as well 
as for education, work and living.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愛滋病在全球各地的蔓延為近二十年來人類在公共衛生與人權論題上帶來重

大挑戰。自1980年代初期發現愛滋病毒以來，病患與感染者以及包括被視為高危
險群對象受到歧視待遇的案例層出不窮，世界衛生組織更是特別訂定2002與2003
連續兩年的宣導重點為去除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烙印與歧視。有鑑於此，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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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試圖比較兩個在文化以及愛滋感染的特色上有相似性、但在防治經驗上有不同

資源與策略的華人地區—台灣與香港，在民眾接受愛滋相關媒體資訊以及表達對
感染者與病患相關態度上的異同。具體而言，這些態度異同除了有性別差異外，

人們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所持有的實用性與象徵性態度亦扮演重要角色。前者受

到疾病本身特質，包括其嚴重性、感染性、致命性等的影響，屬於較短期且與個

人的實際需求有關，主要在於害怕自己或所關心的親友，會因為接觸病患或感染

者而感染病毒；後者則與對被列為高危險群（例如同性戀者、靜脈毒癮注射者、

特定的少數族裔等等）的刻板印象有關，亦即受到長期信念與意識型態的影響。

本研究更進一步欲探究愛滋議題在新聞中再現時的新聞框架，是否也會影響上述

這些意見的形成與表達。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包括：(1) 新聞中報導愛滋病患或感染者的感染途徑，是否

會影響閱聽眾對感染者與病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而新聞中呈現個案的不同

感染途徑，對閱聽眾支持態度的影響有何差異？ (2) 閱聽眾對被列為愛滋病高危
險群的刻板印象（即象徵性態度），是否會影響其對感染者與病患的態度以及權益

的支持？(3) 閱聽眾對愛滋病的害怕感染（即實用性）態度，是否會影響其對感染
者與病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4) 閱聽眾的性別是否會影響他（她）們對對感
染者與病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以及(5) 台灣與香港的閱聽眾在對愛滋感染
者與病患權益的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上有何差異？本計劃欲觀察的依變項為對

感染者與病患的親身接觸與權益支持態度，包括就醫、就學、隱私、工作、居住

以及遷徙/旅行等類別，基本上這些類別分屬於親身接觸與政策支持兩大面向。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實驗室實驗法，希冀在控制外來干擾變項的情況下，能以藉操縱

自變項的方式，觀察各依變項的變化，並測知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與交互作用。

本研究採用 4（感染途徑）x 2（地區）x 2（性別）16個實驗組別的三因子實驗設
計。其中新聞中病患或感染者傳染途徑的呈現，將依據傳染途徑被烙印化的程度，

暫分為同性間性行為、異性間性行為、輸血感染以及無描述等四種版本，受試者

則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分至這些組別。 
本計劃的問卷題項設計在台灣與香港各曾進行兩次前測。第一次前測主要乃

測試與性、同性戀、愛滋病相關的態度以及題目的可讀性、清晰度及可議處，台

灣地區有62人參與，香港地區則有53名參與。第二次前測測試項目包括對愛滋病、
愛滋病患及其權益的意見與態度，同時也測試受測者對愛滋病或病患相關言論的

反應，在台灣地區有34人參與，香港地區則有43名參與。為了確保問卷的一致性，
本研究先擬出台灣地區所使用的測試題項，香港地區則據此做文字口語上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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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將台式慣用語及台灣特有機制改為香港受測人熟悉的慣用語及類似機制，例

如：「帶原者」改為「帶菌者」。 
不同新聞版本的撰寫亦皆經由兩地資深的專業記者先行修訂。我們首先設計

出台灣地區所使用的四個操作愛滋病感染途徑的新聞文本，香港地區請一位明報

的記者加以改寫，改寫重點包括港式新聞的慣用結構，語法及報導方式。在符合

實驗操作需要的前提下，將文本在地化，以配合香港受測者的新聞口味。 
本研究共有984名受試者參與新聞實驗，進行時間為2004年2-3月（台灣：2月；

香港：3月），每場實驗過程約為30-40分鐘，其中台灣地區為480名（男：187名；
女：293名），香港地區504名（男：205名；女：299名），兩地性別比例無顯著差
異（χ2=.302, n.s.）。本研究在招募受試者時，強調此為有關新聞閱讀方面的調查，
想了解參與者看完問卷新聞後的想法與意見。問卷中共包括閱讀四則以電子報呈

現的不同新聞，接著則請受試者回答與該新聞相關的問卷題項，其中三則是與愛

滋議題無關的填充新聞，而實驗的愛滋新聞則以隨機方式安排在第二或第四則。

實驗用的愛滋報導為一篇一千字左右，主要為愛滋病患或感染者的個案故事，此

故事共有四個版本，各依據病患的感染途徑來區分。受試者讀完新聞後，旋即在

問卷中回答有關對感染者與病患的親身接觸與權益支持態度的各項問題，以及測

量象徵性態度與害怕感染兩自變項的各題項，最後則為個人的背景資料。受試者

在繳回問卷後，研究者發放實驗真實目的的大致說明，請受試者簽寫「了解實驗

目的證明書」、留下電子郵件帳號，並發放200元禮券（台灣地區）或港幣70元，
實驗即告結束。待所有場次實驗進行完畢後，則由研究人員統一透過電子郵件方

式，寄發更詳細的實驗目的說明。 

（二）依變項的定義與測量 

 本研究所觀察的依變項包括：閱聽人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權益與限制的態度

以及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本身的態度。題項內容主要乃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以

及配合台灣與香港兩地有關愛滋病防治實際狀況修正而來。除非特別註明，本研

究依變項（以及之後的共變數）皆使用五點量表測量，選項從1＝『非常不同意』，
3=『沒意見或不知道』到5＝『非常同意』。各變項組成皆由將各題項的得分予以
合併並取其平均分數，受試者的得分越高，表示對該依變項的支持態度也愈正面。 

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權益與限制的態度原有14個問卷題項，經主成分分析
後，共可萃取eigen value >1的三個因子（可解釋47.078%變異量；KMO取樣性檢定
=.882，Bartlett’s test χ2=2787.063, p <.001），我們進一步以信度檢驗與理論效度的
角度考量，取前兩因子的題項分別組成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就學、工作與人身自

由權益與限制的態度（簡稱「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以及對愛滋感染者或

病患結婚生育權益與限制的態度（簡稱「結婚生育權」）。同樣，從有關對愛滋感

染者或病患本身態度的12個問卷題項中，亦可萃取出eigen value > 1的三個因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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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56.136%；KMO取樣性檢定=.853，Bartlett’s test χ2=3214.3694, p <.001），我
們取其中信度係數較高的前二因子題項，分別組成對與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處的

態度（簡稱「對感染者態度」）、以及幫助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的意願（簡稱「幫助

感染者意願」）兩變項。各變項的操作方式如下：【以下括弧內用詞為前述畫底線

台灣用詞的香港問卷用詞】 

1. 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益與限制的態度 

此變項由以下七個題項所組成（Cronbach's α=.802），其中2, 5, 6與7反向計分。 
(1) 若有人感染愛滋病，我認為他（她）們仍可住在學校宿舍內。 
(2) 我認為大專院校可在招生簡章上明訂愛滋感染者不得報考的條文。 
(3) 我認為愛滋感染者仍可自由出入公共場合。 
(4) 我認為校方不可因某學生患有愛滋病而拒絕該生到校上課。  
(5) 我認為愛滋感染者應該被隔離。 
(6) 我認為公司老闆應該開除那些被診斷出有愛滋病的員工。 
(7) 我認為只要是非本國籍【非本地永久居民】的愛滋感染者，政府就應該
強制驅離。  

2. 對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結婚生育權益與限制的態度 

此變項由以下兩個題項所組成，雖然信度不高（Cronbach's α=.482），但在理
論概念上仍屬同一面向。此二題項皆採反向計分。 

(1) 我認為為了避免愛滋寶寶的誕生【母嬰傳染】，必須限制愛滋感染者懷
孕生子。  

(2) 我認為愛滋感染者不應該結婚。  

3. 對與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處的態度 

建構此變項的題項由以下五個題項組成（Cronbach's α=.771），其中2與5反向
計分。 

(1) 若周遭的朋友感染了愛滋病，我仍可以和他(她)如往常般相處。 
(2) 我的家人若感染了愛滋病，我會害怕和他(她)們一起生活。 
(3) 我願意與愛滋感染者做朋友。 
(4) 我願意與感染愛滋病的同學一齊上課。  
(5) 若幫助愛滋感染者，我會擔心遭到同學或朋友的排斥。  

4. 幫助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的意願 

我們用以下五個題項（Cronbach's α=.783）測量受試者幫助愛滋感染者或病患
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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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知道週遭有人感染愛滋病，我會主動關心他(她)們的需求。 
(2) 若知道週遭有人感染愛滋病，我會主動為他(她)們說話，改變一般人對
愛滋病的誤解。 

(3) 我願意成為愛滋病防治宣導的義工。 
(4) 我願意多花時間瞭解愛滋感染者的處境。 
(5) 我願意參與關懷愛滋感染者的活動(如：簽名連署支持)。 

（三）共變數（Covariate）的定義與測量 

依據理論架構（象徵性vs.實用性態度）以及資料分析結果，我們選取兩個共
變數，一為對同性戀的態度，另一則為擔心感染愛滋病的態度（簡稱「擔心感染」）。

同樣，各共變數的組成皆由各題項的得分予以合併並取其平均分數而來。相關分

析結果顯示：此二共變數間無顯著關聯（r = .000, n.s.），亦分別與兩項及四項依變
項呈現正相關，其中「擔心感染」與各依變項的相關係數分別為：就學、工作與

人身自由權（r = .191, p < .001）、結婚生育權（r = -.004, n.s.）、對感染者態度（r = .164, 
p < .001）以及幫助感染者意願（r = .026, n.s.）；而另一共變數「對同性戀的態度」
與各依變項的相關係數呈現高度顯著的正面相關，分別為：就學、工作與人身自

由權（r = .296, p < .001）、結婚生育權（r = .188, p < .001）、對感染者態度（r = .293, 
p < .001）以及幫助感染者意願（r = .330, p < .001），故使用此二共變數進行分析是
合適的。 

1. 擔心感染愛滋病的態度 

本研究實驗問卷原有八個題項問及受試者對感染愛滋病擔心的態度，經主成

分分析後，eigen-value > 1者共可萃取三個因子（可解釋51.01%變異量；KMO取樣
性檢定=.595，Bartlett’s test χ2=441.125, p <.001）。我們取屬第一因子的四個題項組
成「擔心感染」共變數，雖然信度不高（Cronbach's α=. 502），但在理論概念上仍
屬同一面向。受試者的得分越高，表示愈不擔心。 

(1) 我認為只要小心預防，就可免於受到愛滋病的威脅。 
(2) 我一點也不擔心自己會被傳染到愛滋病。 
(3) 我覺得愛滋病在台灣【香港】有很大的潛在危險性，任何人都可能被

感染。（反向計分） 
(4) 在以下各種疾病中，請依你(妳)自己擔心罹患或被傳染的程度，予以標

示 1到 5的排序，例如最擔心者寫「1」，最不擔心者寫「5」： 
____SARS ____愛滋病 ____流行性感冒 ____B型肝炎 ____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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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同性戀的態度 

實驗問卷中共使用了以下11個測量題項，其中1, 3, 4, 6, 8, 10, 11題反向計分。
經主成分分析後，皆屬同一因素（KMO取樣性檢定=.992，Bartlett’s test χ2=4255.094, 
p <.001），此一因素可解釋47.245%的變異量。這些題項的信度係數亦極高
（Cronbach's α=.882），受試者的得分越高表示對同性戀的態度也越正面 

(1) 不管同性戀是天生或後天造成的，我都很難接受。 
(2) 我認為同性間的性行為和異性間的性行為一樣，都很正常。 
(3) 我害怕因為接觸同性戀，在耳濡目染下自己也會變成同性戀。 
(4) 我特別害怕被同性戀者騷擾。 
(5) 我認為身為同性戀者不是什麼可恥的事【並不可恥】。 
(6) 聽到同性戀這名詞我就討厭。 
(7) 我交朋友不會在乎他(她)的性取向（同性戀、異性戀…等）。 
(8) 我會擔心因為接觸同性戀的朋友或同學，而被人誤會是同性戀。 
(9) 我能接受和不同性取向的人住在一起，例如室友。 
(10) 如果我有親友是同性戀者，我會無法接納且會遠離他(她)。 
(11) 我認為與同性發生性行為而感染到愛滋病是自作自受。 

四、結果與討論 

（一）操弄檢驗 

1. 次序效應 

在混雜於三則填塞新聞中的實驗用愛滋報導，半數編排為第二則，另外半數

則為第四則。這些報導雖以亂數方式編號，但為了解不同的編排次序是否會產生

次序效應，本研究以 t-檢定檢驗此兩種編排順序在受試者對新聞的注意力、對報導
品質的認定以及報導的可信度上的差異，結果發現統計上皆不顯著，亦即無次序

效應的產生。 

2. 議題 

作為實驗用的新聞，基本上需避免與受試者關聯性過高或過低者。在五點量

表（從 1=「完全無關」，3=「普通」到 5=「非常有關係」）上，大部分的人認為新
聞中的愛滋議題與自己的關聯性普通（台灣 M=3.17, SD=1.039; 香港 M=2.93, 
SD=1.033），且呈常態分佈（兩地受訪者認為「不太有關」、「普通」與「有點關係」
者皆各佔 25-3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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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變項分析 

本研究對依變項的主要分析方式為「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ultivariate 
Covariate Analysis, 即MANCOVA），除了以隨機分派方式進行實驗控制外，亦希
望採用統計控制的方法，設法將可能會影響依變項的其他變項影響予以排除。使

用MANCOVA需注意依變項之間必須有顯著相關，但作為依變項的個數不宜過
多，以三至五個為宜。依據相關分析結果，本研究的四個依變項兩兩之間皆有 r = .22
至.60的顯著相關性(p < .001)。 

此外，根據 Barlett的球形檢定（test of sphericity），上述四個依變項間確有顯
著關聯（847.092, p < .001），故MANCOVA的採用是合適的。除此，為了避免型
態一錯誤（Type I error）的產生，本研究乃採用 Bonferroni法進行檢驗，即在個別
依變項的共變數分析時，使用較嚴苛的顯著性檢定標準（本研究將 α設定為 .05/4 
= .0125，即.05除以依變項的個數）。整體來看，經控制前述二共變數的影響後，
受試者除了對「結婚生育權」持較為中立的態度外（M=2.9609, SD=0.95138），對
「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M=4.0483, SD=0.62671）、「對感染者態度」(M=3.5810, 
SD=0.87360)以及「幫助感染者意願」(M=3.4782, SD=0.63598)三個依變項的態度上
皆傾向於支持。 

1. 共變數的影響 

根據Wilks’λ變數選擇法的檢定結果，本研究的合併依變項（combined 
dependent variables, 即四個依變項合併所組成的新變項）確實與共變數「擔心感染」
以及「對同性戀的態度」有顯著關聯，擔心感染Wilks’ λ= . 959, F(4, 968) = 10.126, 
p <.001，其與合併依變項的關聯性 η2 = .041；同性戀Wilks’λ= . 816, F(4, 968) = 
53.433, p <.001，其與合併依變項的關聯性 η2 = .184。單變項分析（univariate 
analysis）結果則顯示：「擔心感染」對合併依變項的影響主要來自其對「就學、工
作與人身自由權」的態度，F(1, 968) = 25.492, p <.001, η2  = .026以及「對感染者
態度」，F(1, 968) = 23.273, p <.001, η2  = .024兩者間的差異。換言之，受試者愈不
擔心會感染愛滋病者，愈傾向於支持愛滋感染者與病患的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

權，以及對與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處的態度也愈正向。 
至於另一共變數「對同性戀的態度」，其對合併依變項的影響則來自所有的依

變項【對感染者態度 F(1, 968) = 127.292, p <.001, η2  = .118；幫助感染者意願 F(1, 
968) = 100.611, p <.001, η2  = .096；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 F(1, 968) = 136.655, p 
<.001, η2  = .126；結婚生育權 F(1, 968) = 58.876, p <.001, η2  = .058】。亦即受試者
對同性戀的態度愈正面者，也愈願意與愛滋感染者與病患相處或幫助他（她）們，

也愈支持與感染者或病患相關的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以及結婚生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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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變項的影響 

(1) 不同感染途徑的愛滋新聞 

依據MANCOVA結果：合併的依變項會受到不同版本的愛滋新聞閱讀所影
響，Wilks’λ= .937, F(4, 968) = 5.183, p <.001，版本新聞與合併依變項的關聯性 η2  

= .021。單變項分析結果則顯示：此效果差異主要來自受試者對「就學、工作與人
身自由權」以外的三個依變項【對感染者態度 F(1, 968) = 4.151, p <.01, η2  = .013；
幫助感染者意願F(1, 968) = 6.276, p <.001, η2 = .019；結婚生育權F(1, 968) = 15.634, 
p <.001, η2 = .047】。針對各版本新聞組別的 post-hoc事後檢定則發現：閱讀強調同
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聞的受試者，其在三項依變項上的態度【對感染者態度

M=3.746；幫助感染者意願 M=3.608；結婚生育權 M=3.312】顯著高於閱讀強調異
性間性行為感染的愛滋新聞者【對感染者態度M=3.525；幫助感染者意願
M=3.421；結婚生育權 M=2.885】以及不強調感染途徑的愛滋新聞的閱讀者【對感
染者態度 M=3.508；幫助感染者意願 M=3.386；結婚生育權 M=2.795】。此外，輸
血感染途徑愛滋新聞閱讀者的態度雖與其他組別新聞閱讀者無顯著差異，但在支

持結婚生育權一變項上（M=2.887），則顯著低於閱讀強調同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
聞的受試者。 

(2) 性別上的比較 

受試者在四項對愛滋感染者與病患相關的態度上亦展現出性別差異

（Wilks’λ= .983, F(4, 968) = 4.208, p <.01，性別與合併依變項的關聯性 η2  

= .017）。單變項分析結果則顯示：此差異主要顯示在對感染者態度【F(1, 968) = 
10.528, p <.01, η2 = .011】以及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F(1, 968) = 7.676, p <.01, η2  

= .008】上，在結婚生育權【F(1, 968) = 5.205, p=.023, η2 = .005】上則有近乎顯著
的差異。換言之，從依變項的平均值來看，除了幫助感染者的意願尚無差異外，

男性受試者【對感染者態度 M=3.685；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 M=4.113；結婚生
育權 M=3.040】皆比女性受試者【對感染者態度 M=3.5048；就學、工作與人身自
由權 M=4.004；結婚生育權 M=2.899】顯示出較正面的相關態度。 

(3) 地區的差異 

台灣與香港兩地受試者的態度在合併依變項上亦有差異，Wilks’λ= .913, F(4, 
968) = 22.682, p <.001，版本新聞與合併依變項的關聯性 η2 = .087。單變項分析結
果則顯示：台灣與香港兩地受試者除了在幫助感染者意願上外，在其他三項的態

度上均有顯著差異【對感染者態度 F(1, 968) = 19.517, p <.01, η2 = .020；「就學、工
作與人身自由權」F(1, 968) = 54.361, p <.001, η2 = .054；結婚生育權 F(1, 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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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09, p <.001, η2 = .049】，亦即香港地區的受試者明顯比台灣的受試者有較高與愛
滋感染者相處的意願（香港 M=3.716；台灣 M=3.473）、較支持感染者的結婚生育
（香港 M=3.18；台灣 M=2.756）以及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等權益（香港 M=4.20；
台灣 M=3.916）。 

最後，上述三項自變項的二階與三階交互作用對合併依變項則皆無顯著效果。 

（三）討論與建議 

雖然我們無從得知民眾對愛滋感染者的相關態度，是否受到先前兩年

（2002-2003年）世界愛滋日主題去歧視與去烙印化宣導的影響，然而本研究的年
輕受試者基本上均無展現負面的態度，而我們也觀察到一個趨勢：越是較為抽象

或距離自己親身經驗較為遙遠的議題，支持的態度也越高。因此，受試者支持度

最高者為感染者的「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其次依序為「對感染者態度」、「幫

助感染者意願」以及「結婚生育權」，而受試者對前三者的態度傾向正面，對「結

婚生育權」則持中立態度。 
至於新聞中如何呈現個案的不同感染途徑，是否會影響閱聽眾對感染者與病

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本研究倒是發現一項非預料中的結果：即閱讀強調同

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聞的受試者，其在三項依變項上的態度顯著高於閱讀強調異

性間性行為感染，以及不強調感染途徑的愛滋新聞閱讀者。幾項可能的解釋：一

是對這些原本就傾向於無負面態度的年輕受試者言，閱讀強調因同性間性行為感

染途徑的愛滋新聞，或許反而激發他（她）們的同情心，進而較閱讀其他感染途

徑的受試組別表達出更支持感染者及其權益的態度。此外，雖然本研究已採取嚴

謹的實驗與統計控制，發生在 2004年初（春節除夕左右）臺北農安街的同志轟趴
與愛滋新聞，曾引發民間團體強烈的抨擊，這些媒體中的討論是否亦激發年輕受

試者（特別是台灣地區）對同性戀者處境的同情，也是另一可能原因。但是我們

發現這些差異僅存在於離親身經驗較遙遠或屬較抽象的態度支持上，故除了在「幫

助感染者意願」上無顯著差異外，本研究也發現閱讀輸血感染途徑愛滋新聞閱讀

者，其在支持結婚生育權一變項上，亦顯著低於閱讀強調同性間感染途徑愛滋新

聞的受試者。輸血感染屬於自身較難控制避免的感染途徑，此類新聞或許帶給受

試者相當程度的無力感，進而反映在支持結婚生育權此一變項上。輸血感染途徑

也可能讓受測者更直接聯想到母嬰透過血液垂直傳染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他(她)

們對此一變項的支持度。相反地，同性間感染途徑在同性戀烙印化的影響下，則

較無結婚生育方面的顧慮。換言之，結婚生育權與同性感染的議題相關性較低，

所以受試者在此變項的反對程度反而較低。 
一如所料，民眾對愛滋議題的象徵性與實用性態度皆會影響其對感染者與病

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其中尤以象徵性的態度影響更大。本研究的受試者對

同性戀的態度愈正面，或是愈不擔心會感染愛滋病者，也愈傾向於支持愛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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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病患的就學、工作與人身自由權，以及對與愛滋感染者或病患相處的態度也

愈正向。然而僅有前者，即對同性戀的象徵性態度，可進一步預測受試者對較為

新近討論或較具體的感染者權益態度，即對同性戀的態度愈正面者還愈支持結婚

生育等權利。由此顯示：對感染者與病患的態度以及權益的支持，不只是有關疾

病的議題，更與對被列為愛滋病高危險群的刻板印象息息相關。此結果再度呼籲

去除對這些對象烙印化的重要性。 
上述這些對不同面向與近身性態度表達的差異，亦展現在性別與台灣 vs. 香港

兩地的比較上。我們發現除了近身性高的幫助感染者的意願外，男性受試者皆比

女性受試者顯示出較正面的相關態度；香港地區的受試者亦明顯比台灣的受試者

有較高與愛滋感染者相處的意願、較支持感染者的結婚生育以及就學、工作與人

身自由等權益。由此，男性的社會化過程或是香港地區的公民教育，是否意涵著

傾向於較為政治正確或合乎社會期待的表達，乃為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延伸的課

題。 
此外，香港與台灣雖同屬華人地區，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點，包括愛滋病的

感染方式以及民眾的相關認知與態度，但兩地政治發展的差異則是使得愛滋防治

的行動有所不同，例如香港位居國際交通重要樞紐且有多國種族移入，在人權概

念和處理外來感染者的態度上有更開放及人道的思維。而且在疾病防治上可獲得

中國政府與聯合國的資金與實質協助，例如在 2003年底配合世界愛滋日的宣導活
動所推出的由中、港三十餘位影歌星參與的「愛在陽光下」音樂電影，在倡導關

愛及消除歧視上，對香港受試者應有相當程度的 recency effect。反觀台灣因非屬世
界衛生組織成員，此方面的奧援可謂非常有限。此外，香港地區因無全民健保，

愛滋病患及感染者對社會福利資源的消耗，相較於台灣，有關其權益的問題，應

比較不會被泛政治化而引起爭議。這些政治與文化發展上的異同點，是否會影響

民眾對疾病的烙印與相關權益的態度，也值得本地學界與實務界進一步深思。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主持人徐美苓過去在美國曾從事一系列研究，探討 1982-1989年媒體對
同性戀、愛滋病等相關議題的報導、大眾對愛滋病知識的差異，以及影響大眾對

愛滋病感染者及同性戀者態度差異的原因；而在過去八年內，亦曾持續針對國內

醫藥報導、愛滋病議題分別就新聞、宣導內容、民眾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意向以

及倡導團體與組織，進行過實證與論述分析、訊息設計、評估以及資料庫的建立。

本計劃協同研究人員張皓傑，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具有

新聞傳播與社會心理學的學理背景，曾從事有關新聞訊息設計、健康傳播宣導以

及跨文化適應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則亦開始展開宣導廣告的分析。對兩名研究

者言，參與此計劃可說是延續多年來的研究，豐富研究問題的面向，並累積與整



 11

合對愛滋病論述與健康傳播研究的資料蒐集，豐富此方面跨領域、跨文化比較的

深、廣度。至於參與本實驗的台港兩地研究助理，透過參與本計劃的討論與實際

研究，對其了解媒介與醫療健康建構等領域的整合，不論是對其將來從事相關學

術研究或實務工作皆有直接助益。 
本研究的結果雖然有些令人意外的發現，可是這些發現同時也能提供愛滋病

宣導防治上的新思維。同性間感染途徑的新聞個案，如果報導得宜，似乎比其他

類型的感染途徑的報導更易引發閱聽人對愛滋病患及感染者權益的尊重。然而，

我們亦不可忽視本研究在實驗本質上及進行過程中所可能面臨的種種侷限，而對

實驗結果做過度詮釋。 

首先，在實驗時間的限制下，本研究未能探討一些有可能影響受試者態度及

看法的媒體因素，例如對媒體的看法和個人的新聞媒體使用習慣。如果受試者在

現實生活中對新聞媒體的表現不滿意或懷有相當程度的犬儒態度（cynicism），他
(她)們可能對實驗新聞內容的看法做出反向思考，而在態度上刻意補償被媒體歧

視或烙印化的特定族群。所幸本研究已在問卷中要求受試者對各個新聞報導版本

的內容品質及可信度做判斷，這些題項在進一步分析中可供探討它們與受試者對

愛滋病患及感染者權益態度之間的關係，以確定報導素質是否扮演相當程度的中

介變數。 

其次，儘管本研究已採取嚴謹的實驗與統計控制，有些環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仍在研究員的控制能力之外。在現實情境中，在臺北廣爲報導的同志轟趴

與愛滋新聞以及在香港衆星雲集的關懷愛滋反歧視的宣導活動，都有可能對受試

者的態度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在實驗的過程中，受試者的男女比例多爲 3：2。 這
樣的比例雖然反映了現實狀況的男女分佈，可是女多男少的實驗場景，卻可能對

男受試者造成某種壓力。在預期女受試者可能偏向支持的態度，男受試者有可能

刻意做出更政治正確的修正。當然，這只是研究者的合理懷疑 (speculation/educated 
guess)，其真實性有待進一步實證。 

最後，如同其他實驗一樣，本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較低，
受試者的同一質性更減弱研究結果對一般社會大衆的歸納性。可是在嚴謹的隨機

分配及統計操作下，實驗結果應具高度內在效度，且在與受試者類似族群中頗具

代表性。研究發現應有其相當的學術及實用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