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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與目的 

人到晚年，為什麼總要聽老歌、看老

戲、老電影？或是老時總要想舊地重遊，

老人的懷舊心情與傳播訊息是否有關？ 

另一方面，除開虛構戲劇性故事，新聞紀

實故事是否更讓老人受到感動不能自

己？ 

我們以為，新聞畢竟不能等同於戲劇

或電影文本，其出發點、目的、論述手法

原都以不攜帶情感、中立客觀為原則。但

是新聞事件所再現的真實故事追求展現

非情緒性的資訊，往往其真實事件卻讓老

年閱聽人看後對社會失望、對生存沮喪。

我們是否可以解釋新聞與老人之間情感

互動情況？ 

本文延續作者過去有關老人傳播之

理論探索（蔡琰、臧國仁，2003），思辨

情感與記憶如何影響老人之訊息接收，以

及新聞訊息又如何與老人生活及認知產

生關係。目的在研討老人觀眾接收新聞訊

息的特質，並以情感與記憶在老人接收新

聞訊息的角色為核心題旨。 

 

二、 背景與研究問題 

傳統上，傳播領域中的閱聽人研究長

久以來多講求傳播訊息對「大眾」如何產

生效果，習於忽略個人接收訊息時之情感

感受。近年來，相關文獻持續呼籲研究者

應調整方向，針對「個別閱聽人」之訊息

接收傾向進行討論。如Lang, Bradley , 

Chung & Lee（2003: 650)即認為傳播研

究者理應重視閱聽人之訊息接收心理過

程，否則無從對媒介效果獲知更多有意義

的結論。這些研究者指出：「十年來研究

媒介效果者都知道，不考慮【觀眾】心理

過程不會【對媒介訊息的效果】有具體答

案。換句話說，理解情境、訊息、媒介、

傳訊人恐仍無法提供足夠資訊去預測或

解釋個人對訊息的反應」（添加語句出自

本文作者）。 

近年來，中文相關文獻（如黃芳田

譯，2000；彭駕騂，1999；蔡琰、臧國仁，

2003）業已提供有關老人生活及媒介使用

情形的初步報告，但若將老人與媒介訊息

效果議題結合時，仍可發現老人對敘事

（無論是虛構敘事如電影或電視劇或是

真實敘事文本如新聞報導）皆有著出乎意

料的情感反應與傳播行為值得深究。 

儘管涵化理論早就提出，閱聽人長期

接收媒介訊息後難以避免受其影響，但涵

化理論中的媒介效果觀點並不盡然適合

用於解說老人族群，乃因這些老人之社會

過程已經完成，有著與涵化理論主要對象

青少年及幼童不同之心理基礎，包括判

斷、記憶、與態度等
1
（蔡琰、臧國仁，

2003）。著名文藝評論家龔貝克（引自盧

曉華等譯，1988: 171-172）曾解釋老年

觀眾對電視節目的選擇，其觀點對本研究

頗有啟發性：「【老年】觀看者心裏有一個

定向的選擇的原則。這種心理定向的選擇

原則，構成了影響我們知覺的態度和期

待，使得我們去看或去聽一種事物，而不

看、不聽其他的事物」（增添語句出自本

文作者）。我們稍前觀察的個案也確常「情

緒性」地選擇特定電視節目或人物，如一

旦新聞內容出現與其政治信仰不同之人

物，常會立即轉台拒絕觀看。 

本文將在以下段落中試從老人觀眾

之特質與老人情感兩方面解解有待實徵

研究分析之老人傳播現象，繼而延續過去

文獻對老人傳播之情感現象進行探究。 

 

                                                 
1  態度指對某人、某事、某物的反應，為累

積的意見和心態傾向，見黃仲珊、曾垂孝(199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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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老人觀眾 

老人向以弱勢、無援、疾病、需要照

顧等身份成為相關研究之討論重點，產出

系列有關醫療與社會層面的著作（如張宏

哲譯，1999），新的關注焦點則對老人健

康、老化及其傳播議題有所著墨（參見蔡

琰、臧國仁，2003；張宏哲譯，1999）。「老

人」在本文中將泛指為「65 歲以上且身心

健康能自理生活者」。 

 

其次，我們選擇情感（emotion)
2
 議

題為討論主旨，係因傳統傳播研究多忽略

情感對閱聽人心理之影響，一般文獻也鮮

以電子媒介之連續影像為訊息分析對

象；但對老人而言，電視訊息顯有不同於

文字符號的特質。如Thompson, Aidinejad 

& Ponte (2001)之研究發現，一般成人無

論是 23 歲或是 77 歲都能記憶、詮釋、評

估自己的情緒過程，但是對 77 歲的老人

而言其接收影像的敏感程度顯將不如其

年輕之輩。作者們強調，一般電視訊息如

只用鏡頭表述演員情緒而無口白或文字

說明，老人易於因此而忽略鏡頭裡的情緒

資訊。 

 

（二） 情感（emotion）議題 

 

另一方面，在思考老人的「情感」時，

一般大眾心理學與所謂專家談論混淆使

用 sensation, feeling, emotion, mood, 

affect 諸名詞的程度驚人。如知覺心理學

大師容格（吳康等譯，1999）認為，

sensation 是 將 身 體 的 刺 激 傳 達 於

perception 的心理功能，因此兩者意義接

近；但 sensation 不僅與外部刺激有關，

也和內部刺激及內在器官的變化有關。再

者，feeling 是人們對自身情緒狀態的主

觀感受，即在特定情況發生時人們對自身

此刻進行中的情緒狀態與體驗（姚蘭，

                                                 

                                                

2 一般而言， emotion是affect的同義語，與

feeling不同，後者可以是一種經由自由意志

運用的功能，但缺乏身體上的神經刺激。基於

文獻混用情況，本文決定用中文「情感」一詞

綜合表述觀看訊息者的情緒（emotion）、情感

（feeling）與感覺（sensation）三者，不予

區分。詳見下段後續定義。 

1992）。 

容格（吳康等譯，1999）另把 feeling

認做是自成一類的獨立心理功能，主要發

生在自我與某一特定內容間的互動過

程，是在接納或拒斥（如喜歡或反感）意

義上給予特定的價值。mood 則是主觀過

程，可能與先前的意識內容有因果關係，

蘊含有某種評價；而當情感的強度增大，

affect 就產生了。對容格而言，affect

指 feeling 之一種狀態，一方面對身體具

有顯著精神刺激，另方面則是對觀念作用

過程的特殊擾亂。 

本文認為應取用包含感覺狀態、生理

狀態，甚至構成感官經驗的體內化學變化

之「情感」（emotion）一詞（以下譯名皆

同），代表任何敘事文本所引發的感官刺

激，無論正反向都屬於人類情緒的部分。
3
具體而言，在本文探討老人與傳播的情境

中，情感代表個別老人觀眾從最弱的感官

刺激到最強的情緒心理反應，包括從（1）

初級感覺（sensation）到（2）覺察到情

感初始狀態，係較強於前述初級感覺的心

理感覺(feeling)，到（3）特定被喚起的

正、負向情緒（emotion），最後到（4）

對 個 體 最 具 支 配 力 量 的 情 緒 狀 態

（affect）的連續心理情緒與感覺。 

 

（三）記憶議題 

如前所述，老人們根據過去社會經驗

而模塑現在的生活意識似乃無可避免，而

記憶力有別於觀察力、洞識力、分析力

等，是老人接收新知以便隨時與「現在」

社會互動的關鍵；若要理解老年人對媒介

訊息的反應，就得討論其記憶，因為記憶

與情感正是容格所指出人類意識中最重

要的兩個部分。
4
如果沒有記憶，人們便無

 
3 有關情緒之其他參考文獻尚有：黃芳田

（2000）所論之「老人情緒」、Zeki（潘恩典

譯，2001）論「藝術性文本與情緒及心靈之互

動」、Aumont（Pajackowska 譯，1997）論「影

像作品引發的觀眾情緒反應」、Strongman（游

恆山譯，1993）之「情緒理論」、盧隱（1987）

「情緒心理學」、Hochschild（徐瑞珠譯，1992）

之「情緒管理」、鄭明娳（1995）等。 
4 人格的核心是意識，而記憶與情感俱是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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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識與思維。換言之，從簡單的行為、

感知到複雜的思維、學習，人類大部分心

理功能都有賴記憶加以協調（楊治良等，

2001：6-7）。 

老人的記憶如何促其使用媒介行為

或與媒介訊息互動，則也是傳播研究素少

注意的研究議題。雖然 Crigler（1996）

之《政治傳播心理學》曾將「記憶」當成

理解傳播訊息的重要心理變項而專闢章

節討論，Bourdon（2003）仍然承認：「西

方世界已經擁有電視五十多年，但是不論

對個人或對集體而言，我們不清楚電視對

記憶的影響，… …媒介研究很少對這些

問題顯示興趣」。 

 

(四) 情感、記憶與老人觀眾接收訊息之

關係 

承上，本文從學理認為思維所具有的

知覺能力（如區別、比較、選擇）建立在

「感性基礎」之上，人們意識表層的心理

活動除理性思維（區別、比較、選擇之運

作）外，難以避免地使用情緒/感覺、記

憶/認同、歡喜/嗜好等材料（吳康等譯，

1999）。換言之，記憶與情感實是老人個

人意識面對新聞訊息時最重要的單元，應

視為是理解老年閱聽人心理過程的基礎

對象（Hobson，1982：151-152）。 

我們懷疑老人記憶中所沈澱下來的

內容不一定是傳播理論所追求的「正確資

訊」，而是情感。一般而言，日常生活資

訊（如新聞報導）總是新穎、新奇、新近，

卻常非老人所習以為常之訊息內容。老人

與媒體所中介的資訊或故事是否真的在

情感層面/記憶層面具有心理或社會互

動，顯然猶待證實。本文假設了有待驗證

的「老人觀看模式」以解釋老人與媒介訊

息之間的傳播。我們認為，老人與媒介訊

息互動最強的部分是媒體所中介之情

感，而情感與記憶相關。 

 

三、 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文具體研究問題包括（一）新聞訊

                                                                   
中最重要的意識（參閱蔡琰/臧國仁(2003)。  

 

息與老人之間互動的狀況如何？（二）老

人們的情感與記憶與他理解新聞敘事、接

收新聞訊息是否有關？（三）情感與記憶

在老人接收傳播訊息的角色為何？ 

本文設計了問卷用以訪查老人在媒

體使用、新聞訊息之選擇與解讀、對一般

新聞內容的情感及記憶反應等問題。在嘗

試瞭解老人對新聞的情感反應與過去記

憶是否影響新聞閱讀，本文選用了八則內

容不同的報紙新聞請老人挑選其一閱讀

並以文字記錄其反應。從問卷所得資料分

別有類目資料、數字資料和文字資料。數

字資料以SPSS分析次數、分配、相關（r
2
）

和卡方分析，文字資料則以歸納法報告發

現。兩位訪員分別負責十位陌生老者，外

出訪問居家及老人院共二十位老人，訪員

之間信度在排除遺漏值之後 Combach 

Alpha值達 0.619。 

參與研究的老人與研究者、訪員或彼

此之間俱不相識，計男士八位（40%），女

士十二位(60%)。居住在台北、桃園、台

南等都會地區。年齡從六十五歲到七十五

歲有十一人（55%），從七十六歲到八十五

歲有九人，九位慣常使用台語(45%)，十

一位慣常使用國語。國小、高中、大專教

育程度者分別為五人(26.3%)、六人

(31.6%)、八人(42.1%)，退休前從事軍公

教者七人(35%)，無業三人(15%)，其餘工

作者十人(50%)。二十人中與家人同居者

十七人(85%)，配偶健在者八人(40%)，自

認健康或經濟狀況不好者僅分別為兩、三

人。 

 

四、 研究發現 

在新聞訊息與老人互動層面，老人們

多半不同意新聞所報導老人狀況為真，他

們多認為大眾媒介上出現的老人家「有典

型」或多「經過修飾，比較體面」，而新

聞多播報少數可憐老人的負面消息，其實

自己周遭的老人並不都是如此。受訪的老

人們表示，他們喜歡看與自己有關的節

目，但是 15 人（75%）認為電視、收音機、

報紙、雜誌裡沒有適合老人的內容。什麼

樣的媒介內容最適合老人家們？二十位

老人回答了家庭（30%）與健康（30%）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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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最適合老人們的需要。 

在嘗試瞭解研究問題二：老人們的情

感與記憶與他理解新聞敘事、接收新聞訊

息是否有關時發現，二十位老人中有 15

人（75%）認為自己容易被新聞內容感動，

會跟著新聞故事傷心或落淚。12 人(60%)

報告會因為看電視新聞生氣，10 人（50%）

報告自己曾因為新聞感到開心。在記憶方

面，15 人（75%）因為新聞訊息使自己想

到過去，包括回憶自己的家庭、童年、政

局、社會治安。老人家們多認為今天社會

跟記憶中的社會不相同（17 人，85%），

過去是一個「戰爭/兩蔣/日据」的時代，

卻也是「窮苦」、「童年」、「勤奮」的

時代。那麼這些心情會跟隨新聞資訊波動

和記得戰亂、悲苦的老人們如何面對今日

的新聞呢？ 

研究者在最近報紙新聞中跨主題及

版面抽選了八則新聞
5
，測試老人的情感與

記憶與他接收新聞訊息是否有關時發

現，老人對與老人相關的題材最感到興

趣，如八篇樣本新聞中「全人新樂園  老

人關懷老人」被 17 人選讀 8次（47%）為

最多，其次，「神奇鼠 百癌不侵」是一

篇與健康相關的題材，「活動墊片當關節  

阿嬷好彎腿」是一篇與老人相關、也與健

康相關的題材，分別是最經常被選擇閱讀

的新聞。 

為何有些新聞比較會被青睞，有些不

會呢？有兩個答案顯示可能狀況，如編號

019 的老人表示：「不選『此頭最『火』！ 

北京『板寸頭』航天員、大導演都愛』因

為對大陸的政治很失望，不選『政院通過

132 政務官  財產強制信託』，因為政府

很討厭」。編號 018 老人表示：「選擇『全

人新樂園  老人關懷老人』是因為關心老

人家，附近有類似機構（指文山老人服務

中心），並聯想到兆如老人安養中心。（斜

體及括弧內註明為作者們所加）選擇樣本

                                                 
5 這八條新聞刻意避開暴力、政治鬥爭、色

情、人倫或自然慘劇，僅依據一般分類如政

治、財經、社會、健康、娛樂、體育等類目，

挑選出八則長度相當（約 500- 800 字）新聞，

這八則新聞每次出現在不同受訪者之前的排

列順序都經特定秩序規律性變動，每一篇新聞

都有機會被排在最上面讓受訪者選擇。 

新聞的基礎，被發現多半出於情感上的

「關心」（12 人，70.5%）或「有趣」。老

人們不選擇某些新聞時表示其原因為智

性層面的「看不懂」（6人，37.5%），較多

時候仍是基於情感上的「沒興趣」（10 

人，62.5%）。 

本文於前頁曾預測老人與媒介訊息

互動最強的部分是媒體所中介之情感，而

情感與記憶相關。研究並沒有觀察到老人

們在閱讀自己所選擇閱讀的新聞訊息

時，會出現顯著的情感反應，也沒有顯著

數值證實老人與媒介訊息互動最強的部

分是媒體所中介之情感。但是，老人對自

己所選讀的該則新聞的情感反應與記憶

量之間的確呈現原先所預期的正相關，在

排除遺漏值和極端值後，情感與記憶相關

程度達r=0.93 (R2
=0.866, p≦0.000)。 

本研究同時發現在情感上不會對新

聞內容感到生氣的老人相對於會對新聞

內容感到生氣的老人，在新聞類目與題材

上的選擇，呈現著顯著差異，即他若是報

告自己平日不會對新聞內容感到生氣，他

選擇閱讀三篇與老人自身相關的新聞，並

未閱讀其他類型的新聞（X
2
=4.39，df=1，

p≦0.05）。這項發現是否代表其間有因果

關係猶待未來研究深究。 

記憶在新聞的詮釋與接收上被觀察

到引起主觀認知和多量聯想，老人們對一

條報紙新聞的記憶量排除遺漏值和絕對

值時，平均說來老人對一則新聞的記憶能

力降為 58.5 分。 

五、總結與討論 

這個研究源起於觀察到四位老人

的媒介接收和反應情形，使兩位研究

者好奇新聞內容與老人之間的關係。

基於觀察所得和閱讀相關文獻，研究

者們預設了特定的老人與新聞訊息互

動的模式，透過二十份樣本檢測「老

人觀看模式」之假設，老人與社會互

動之面貌，情感、記憶與新聞之間關

係多符合本文預測內容，老人情感因

素似乎的確較理性記憶更左右老人對

新聞類型/內容的選擇。老人觀看模式

各項便項之間是否存有因果關係，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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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未來研究以適切研究方法繼續證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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