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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 2004 年起被重新建構其問題面向的「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

害」政策為例，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切入，以 van Gorp 框架包裹分析的取徑，

分別探索低生育率以及毒癮愛滋相關的新聞論述框架以及影響框架形塑的機

制。本研究所分析的兩大議題，欲比較處並非在其內容，而主要是在論述呈現機

制的異同點。 

我們以 2004-2007 年四年間的新聞文本作為觀察對象，至《中國時報》、《聯

合報》、及《蘋果日報》的新聞資料庫進行相關資料搜尋。根據 2,147 則少子化

現象相關的有效新聞文本蒐集與分析結果，我們發現新聞論述多半將少子化框架

成導致教育、經濟、家庭關係、性別、甚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問題；以帶來

契機思維的框架，或是以較不帶價值判斷的角度聚焦在現象改變面的描述，不論

是在報導量或是論證可信度的鋪陳上，都不及負面社會問題框架論述來得有力

道，也出現商業行銷置入新聞。至於根據針對 742 則毒癮愛滋議題相關的文本觀

察，新聞框架多著重在對毒癮者的再現方式，所出現的毒癮者描述大致可分為以

下類別：(1)可被醫治的病人；(2)受害者；(3)無藥可救的失敗者；(4)加害者⁄失序

者；以及(5)以上的混合出現類型。雖然減害計畫的實施，使得毒癮者被新聞框

架為可被醫治病人的數量躍升，成為所有類別的第二高，但整體而言，毒癮者仍

舊是以負面框架再現為大宗，其中又以加害者⁄失序者的框架類別為最多。 

根據上述框架分析結果，我們進一步分別探究少子化以及毒癮愛滋議題作為

社會問題在建構過程的新聞論述特色，並就當今新聞傳播實務如何再現公共政策

進行反思，也希冀從具在地性的思維與關懷的角度，帶入議題相關者權利面向的

省思。 

 

關鍵字：人口、少子化、社會問題毒癮、框架分析、減害計畫、愛滋病、新聞框

架、新聞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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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bstract） 

By taking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and using Van Gorp’s framing 
package approach,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fra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news 
discourses. It specifically focuses on two reconstructed social problems occurring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Taiwan: one related to policies on promoting childbearing 
due to declining birth rate; the other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harm reduction program to prevent injecting drug users (IDU) from contracting HIV 
virus. 

 Relevant news stories from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Apple Daily, 
dated from January 2004 to December 2007, were collected for the analyses via the 
newspaper web databases. The news search generated 2,147 articles for the former 
issue, and 742 for the latter. The analysis of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ssue indicated 
that news stories framed as negative social problems in terms of education, economy, 
family relationship, gender, or ethnicity were the most predominant type. Although 
stories related to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were sometimes framed as merely descriptive 
of the phenomenon, or as suggestive of new opportunity, discourses of the two frames 
were subject to trivialization. It was due to the choice of news sources and news page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roduct placement as well as the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on the other.  

Furthermore, results of the IDU news analysis showed that injecting drug users 
were framed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1) curable patients; (2) victims; (3) incurable 
losers; (4) victimizers/deviants; and (5) mixed type. An increased number of news 
stories were found in which injecting drug users were framed as curable patients, but 
frames with negative nature were still the majority in the news discourse, whereas 
injecting drug users as victimizers/deviants were the predomina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tudy discussed and evaluated news patterns, features, 
and performances of reconstructing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in Taiwan as an emerging 
social and public policy issue. The study also went further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health and rights from indigenous and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s. 

 

Key words: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framing analysis, harm reduction, HIV/AIDS, 
injecting drug use, news discourse, news framing, population, social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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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概述與計畫成果 

 本研究以 2004 年起被重新建構其問題面向的「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

害」政策為例，分別探索與比較再建構之社會/健康議題在新聞論述中所呈現之

框架以及影響框架形塑的機制為何？「鼓勵生育」與「毒癮愛滋減害」這兩項

政策的提出，並非在新的社會/健康問題上著力，而是立基於將既有社會/健康問

題或現象的重新定位，故其面對的不只是民眾與相關者的認知，還得加上過去

的政策長期以來在民眾信念上造成的效果。就鼓勵生育議題言，其所需面對的

是數十年來已形塑成功的「一個不嫌少，兩個孩子恰恰好」的家庭計畫；對毒

癮愛滋減害言，發放清潔針具以及提供替代毒品更是觸及長久以來我國社會對

「毒害」與毒癮者的刻板印象。故本研究希望以此二案例為出發點，探索既有

的社會/健康問題如何在媒體論述中被重新建構。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分析

的兩大議題，欲比較處並非在其內容，而主要是在論述呈現機制的異同點。 

由於本研究在計畫執行兩年半內，已陸陸續續將結果發表至三個研討會，並

進一步改寫成兩篇期刊論文，故第二章起的報告內容主要來自後者兩篇論文。

另，本計畫的兼任助理吳姿嫺，亦在本人的指導下，以台灣人口論述為主題，完

成其碩士論文；另兩名非本計畫助理的研究生賴奕帆與劉秀亞，也以毒癮再現議

題為例，在本人的指導下完成相關碩士論文。基本上，本研究雖修正了部分原提

案中進行項目，基本上達到計畫目標，已發表以及未來將持續發表的研究成果，

預期將持續其學理與實務參考價值。為維持報告脈絡順暢，有關本計畫成果自評

部分即說明於此，上述提及已發表的研究成果列於下： 

（一） 期刊論文 

1. 徐美苓、熊培伶、賴若函、吳姿嫺、施馨堯（已被接受）。〈是減害還是加害？

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SSCI 期刊） 

2.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嫺、施馨堯、賴若函（2010)。《台灣人口「問題」的

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新聞學研究》，103: 45-84。（TSSCI 期刊） 

（二） 研討會論文 

1. Hsu, Mei-Ling, Hsiung, P., Lai, J., Wu, T., & Shih, S. (2009, September). News 
representation of HIV/AIDS and drugs in Taiwan: How harm reduction program 
changed the IDU profi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Kumamoto, 
Japan. 

2. 徐美苓、熊培伶、吳姿嫺、施馨堯、賴若函（2009 年 7 月)。《台灣人口「問

題」的建構：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新竹：玄

奘大學。 

3. 徐美苓、熊培伶、賴若函、吳姿嫺、施馨堯（2009 年 1 月），〈是減害還是加

害？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2009 年文化研究會議」，台北：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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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論文 

1. 賴奕帆（2008）。《「毒．戒」-- 名人毒癮的新聞再現》。政治大學新聞研究

所碩士論文。 

2. 吳姿嫺（2009）。《台灣人口政策論述分析 – 以聯合報與中國時報社論為例

（1959-2008 年）》。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3. 劉秀亞（2009）。《新聞論述中的青少年用藥—以 K 他命為例》。政治大學新

聞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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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人口「問題」的建構： 
以少子化新聞框架為例 

 壹、研究緣起  

本研究問題意識的興起，與研究者多年進行的健康傳播研究有密切的關

聯。研究者在過去參與健康傳播議題的宣導介入與評估時，除了深感相關論述在

地化的議題值得深思外，也意識到國內健康相關政策在推行時，習慣先假設已有

一問題存在並有共識，而此共識的「形成」則是透過數據的提供、問題嚴重性的

鋪陳、未來國家社會或經濟發展迫切需求等，予以呈現於公共論述中，故特定的

新政策則被視為可解決已被界定為問題的特定現象良方。以 2004 年的愛滋病衛

生教育與宣導評價為例，當年的宣導主題旨在提升女性對愛滋議題的認知，並設

法增加女性在從事愛滋防治時的自信，以及去除進行各種防治措施時的阻礙，而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4 年世界愛滋日宣導主軸，即為呼籲女性主動要求其伴侶

使用保險套，特別是針對被視為良家婦女的已婚女性而言。統計數據顯示，台灣

的女性愛滋感染者中，已婚女性即佔了 72.2%（行政院衛生署，2003）。由此，

喚起女性使用保險套的認知與行動實為刻不容緩。 

然而研究者同時也意識到，一個社會⁄健康問題的定義與解決方案的提供，

除了須正視問題所座落的文化與政治情境外，亦不能無視於同時間內其他社會⁄
健康問題的影響。以上述呼籲女性使用保險套以預防愛滋病的宣導政策時間點為

例，便遭逢到在公共論述中可能會互相矛盾、甚至競逐議題設定框架的其他重要

議題，其一便是政府因國內生育率過低而積極推動的「鼓勵生育」政策與宣導（行

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鼓勵生育同樣是由衛生署宣導，也同樣是針對

已婚婦女，但其呼籲已婚女性生育的訴求，勢必挑戰到說服已婚女性使用保險套

以防治感染愛滋的措施。引發研究者進一步好奇的，倒非女性與愛滋防治的議題

將如何從這此競逐議題脫穎而出，也非質疑女性與防治愛滋的宣導錯誤，而是回

到此競逐議題的本質 — 鼓勵生育政策不單是社會問題或議題的建構，也是既定

社會問題或議題的再建構。宣導鼓勵生育政策的當下，首先面對的便是對宣導訴

求的模糊性與矛盾性的認知，究竟已婚女性是否該使用保險套？如何解決既須懷

孕又須顧及愛滋防治的需求？此外，推動鼓勵生育政策至少也還須面對過去家庭

計畫長期在民眾信念上成功形塑「一個不嫌少，兩個孩子恰恰好」的效果；過去

多育被視為是阻礙家庭與國家發展的思維，在鼓勵生育政策下則反過來被賦予正

向的價值觀。換言之，近年來在台灣推動的鼓勵生育政策並非在新的社會⁄健康

問題上著力，而是立基於將既有問題或現象的重新定位。故本研究則希望以此案

例為出發點，探索既有的社會⁄健康問題如何被重新建構。 

具體言之，過去在社會學界與傳播領域中，多談到社會問題如何透過被不同

利益團體或社會因素所建構，包括媒體在內。然而一如前述，當某特定議題過去

多年來已透過專家體系（包括行政官僚在內），在社會或大眾媒體中塑造了某一

幾已成形的固定思維，一旦新的數據出現，導致於該議題被決定必須以另一面貌

呈現，特別是以與過去形塑相反的樣貌呈現時，此議題在大眾論述中的建構過程

是否有不同的再現方式？在眾多利害相關者（stakeholders）競逐發言權，以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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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議題互爭媒體焦點的情境下，媒體作為議題再建構的重要場域，又凸顯了哪些

面向？隱藏或忽略了哪些層面？透過與鼓勵生育議題相關的媒體再現分析，本研

究期冀能耙梳出所謂再建構議題或問題模式的雛形。 

貳、相關文獻與理論架構 

一、台灣人口政策：從節育到鼓勵生育 

台灣政府自 2004 年開始積極宣導的鼓勵生育計畫，基本上欲解決的是台灣

人口日益老化的問題。1「人口」作為一社會問題的核心，也與政府政策所依據

的理論或政治勢力有關。台灣在光復初期，有鑑於人口快速成長，便將人口問題

焦點集中在人口的總量多寡上。楊靜利（2005）指出，台灣當時深信「人口密度

過高有害生活品質」之論述，乃受兩項重要因素影響：一為T. R. Malthus《人口

原理》（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以及Adam Smith與David Ricardo
等人所主張，食物供給線性成長無法滿足人口數量指數成長需求的看法；另一則

為政府為降低家庭計畫推行之阻力而強力「教化」人口成長之害。故在 1964 年

開始推動的家庭計畫中，不論是學校教育、人際傳播或大眾傳播管道，都被充分

運用以宣導人口成長之害。家庭計畫公衛護士深入鄉村部落，提供便利的避孕措

施的傳播宣導方式，依舊留予人深刻的印象（Sun & Soong, 1979），而包括傳播

領域在內的學界，亦於 1970 年代大力投入家庭計畫傳播宣導的研究中。台灣家

庭計畫的推展向來被視為是公共衛生宣導成功的一大案例（Rogers, 1975）；國際

人口行動委員會（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甚至分別於 1987、1992 與 1997
年評定台灣為全世界 95 個開發中國家的第一名（楊靜利，2005）。 

然而近 20 年來，台灣的生育率逐年下降，總生育率從 20 年前的 2.5 個，降

到 2003 年的 1.2 個，而到 2008 年，則變為 1.1 個，僅略高於港、澳地區（1. 0
個），卻遠低於美國（2.1 個）與法國（2.0 個），也不及鄰近的新加坡（1.4 個）、

日本（1.3 個）與南韓（1.3 個）。2政府為減少人口老化所帶給社會的壓力，人口

政策由家庭計畫轉為「鼓勵生育」。內政部遂於 2004 年 8 月 31 日召開部内人口

政策委員會會議，討論如何達成此目標；衛生署亦編列了 8,400 萬元的教育宣導

預算，提出「鼓勵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呼籲「給孩子一個伴」、「30 歲前生

第一胎、35 歲前再生第 2 胎」等新觀念，希望至 2007 年時，台灣婦女希望生育

子女數少於 2 人的比例能由目前的 20%降至 15%（行政院新聞局，2005）。3於是

 

1雖然早自 1980 年代末期即出現是否鼓勵生育的爭論，但在 21 世紀初取得共識之前，鼓勵生育

措施並未有效推動，此乃本文以 2004 年的鼓勵生育計畫作為討論的起點之故。一如當時的國民

健康局長所言，2003 年行政院指示三大單位進行鼓勵生育相關計畫推動，其中內政部負責修訂

人口政策方案，經建會設計經濟上的誘因與補助，而國健局則是負責衛生教育宣導（見前國民健

康局局長林秀娟訪談；引自賴建都，2006：附錄 121）。 

2參見美國人口資料局網頁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Datasheets/2008/2008wpds.aspx。 

3儘管如此，台灣已婚女性的理想子女數仍呈現逐年下降的穩定趨勢，從 1983 年的 3.1 人，降至

2003 年的 2.5 人，迄今理想子女數仍在下降中。參見行政院主計處網頁：《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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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類宣導物製作、商業廣告託播、舉辦論壇、記者會或其他活動等以傳達生

育與家庭價值，則成了鼓勵生育衛生教育宣導的主要傳播管道（行政院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2005）。 

上述無論是依據 Malthus 等人主張而實行的家庭計畫，或是為了防止人口老

化而展開的鼓勵生育政策，基本上都反映了人口學上有關人口成長對經濟發展影

響不同詮釋。除了悲觀的有害論、樂觀的有利論，李少民、陳寬政及涂肇慶（1990）
則提出第三種觀點，認為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間並不存在有一般性，即人口對經

濟的影響須視經濟制度與時間空間的差異而定，例如 1980 年代中國大陸人口成

長率的降低雖有助於改善人民生活，但真正經濟發展的動力應是同時期的走向市

場經濟與私有財產制的經濟改革。在生產力提高與少子化或人口老化間的關係部

分，日本經濟學者松谷明彥（2006⁄李弘元譯）以急速高齡化的日本社會為例，

指出即令出生率大幅提昇，從當今的人口結構來看，仍無法避免人口減少，特別

是勞動人口的大幅減少，故與其設法提升出生率或是增加外國勞動力，不若正視

人口減少與高齡化及其連帶、無可避免之經濟規模必須縮小以永續經營的事實。

換言之，松谷明彥認為人口減少與高齡化所帶來的經濟問題並非不能解決，甚至

可帶來新的契機。 

Yuval-Davis（1997）則是從性別與支配的觀點，提出除了上述前兩種悲觀有

害論與樂觀有利論的第三種人口觀點 —「優生學」論述，以說明國家的人口政

策如何影響女性的生育自主權。優生學論述乃以提高人口素質為名，鼓勵特定女

性族群多生，強迫或勸導其他女性社群少生。此論述反映在美國性別政治的討論

中，則是人口政策是否隱藏了種族與階級歧視，以提倡女性擁有個人選擇不生育

的權力（通常源自於白人女性觀點），忽視了少數族裔爭取生育的自由（Silliman, 
Fried, Ross, & Gutierrez, 2007）。而在台灣情境的討論，過去 1950-1960 年代政治

菁英女性積極倡導高知識婦女多生，卻消極勸導教育程度低之女性節育的做法，

亦可說是反映了具優生觀點的差別生育立場，忽略了不同社會位置女性的生命經

驗（日青，1991；張毓芬，1998；轉引自吳姿嫺，2009）。 

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鼓勵生育以防人口老化的議題，近年來我們在新聞媒體

中皆陸陸續續看到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介紹的報導，也包括各利害相關團體與學

界的觀點。前述不同人口學論述的主張，是否也在新聞論述中呈現多元樣貌以及

動態競逐的討論？這些都將成為本研究觀察的焦點。 

二、社會問題的建構與再建構  

傳統對社會問題的定義，認為每個社會問題都包含著客觀與主觀兩個面向

（葉啟政，1984），故往往藉由比較真實世界的客觀指標與相關者所宣稱的部分，

以界定社會問題的存在與其嚴重性（例如 Spector & Kitsuse, 1973），然而此論點

 

報告》，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8886&ctNode=3303，與《國情統計通報 婦女婚育

概況》，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5316177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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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認識論上遭到抨擊（Woolgar & Pawluch, 1985）。本研究對社會問題的定義

採取接近象徵互動論的看法，即許多社會問題乃經由社會建構而成，因為人是經

由人際互動而建構出意義的。也就是說，社會問題是否客觀存在並不重要，重要

的是在於人們主觀的認定。 

換言之，社會問題的確立是須經歷由不同社會主體參與、介入、相互作用、共

同建構的複雜過程，社會問題是這一建構過程的最終產物。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

來看，社會問題的建構活動在立意上和取向上是一種修辭或措辭、做出宣稱

（claim-making）的過程（Ibarra & Kitsuse, 1993; Mauss, 1975），亦即社會問題

不是「有問題的」客觀事實或狀態，而是這些事實或狀態被宣稱成為社會問題的

活動和過程。經由此，社會問題於是被建構成形。在此活動和過程中，所有與問

題的相關者，包括運動團體成員、媒體等，都參與了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或再定

義（Hilgartner & Bosk, 1988），他們也會彼此競逐對相關議題意義的解釋權或解

釋框架，特別是當對真實的感知彼此對立時（Elder & Cobb, 1984）。以本研究關

切的低出生率現象為例，究竟生育率的下降是好是壞，並無客觀的標準答案。當

人口被視為國力的象徵、民族的延續、以及兵力的來源，倡導人口成長便成了國

家政策的上綱（李棟明，1993, 1995）；然而一旦政治因素介入（見郭文華，1998），
或是當「人口密度過高有害生活品質」論述被政府採納，人口成長又成了影響經

濟成長的因素，節制生育的呼籲與政策因而產生。 
 
台灣自 2004 年開始推積極廣的鼓勵生育政策，一如前述，導因於近年來的

生育率下降，但在內政部與衛生署聯手祭出各項補助生育利多的同時，事實上大

眾論述中亦同時出現重量級人物依據專業知識所提出的對立意見。台灣的人口密

度已相當高，2006 年底為 629 人⁄平方公里，在全球人口千萬以上的國家中，更

僅次於孟加拉，排名第二（唐佩君，2007）；至 2008 年 12 月底，台灣人口密度

則高達 637 人⁄平方公里（行政院主計處，2008）。例如前中研院院長李遠哲便

以台灣 2,300 萬人口數已太多，質疑主流論述鼓勵生育政策的合宜性。李遠哲以

及其他的生態科學家皆指出，台灣在高人口密度以及有限的土地資源前提下，倡

導人口成長並不利於永續發展，此政策也僅是站在國家本位，缺乏世界一家高度

的思維（陳智華、李名揚，2006 年 7 月 4 日；袁世忠，2006 年 7 月 4 日）。從環

境與全球暖化問題的角度切入，亦有專業人士指出過多的人口是導致台灣眾多環

境問題的根源，因此鼓勵或威脅人們生育，用補充更多的人口來解決問題無異是

短視近利、毫無遠見的作法（廖桂賢，2007 年 12 月 11 日）。 
 
由此，我們好奇：在擁有不同切入點以及對鼓勵生育政策不同看法的公共論

述中，台灣的低生育率議題如何被宣稱成為社會問題？宣稱與再建構的活動和過

程是在何種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是如何被促成的？而參與

定義或再定義的相關者，其施展權力與或競逐對議題意義的解釋權或解釋框架之

間的關係又為何？這些都是本研究欲觀察的重點。 
 
三、社會問題建構與新聞框架 
 

本研究特別著重社會問題在媒體中的建構過程。基於媒體的特性，社會問題

在媒體中被形構的過程與結果，亦將與社會學者所討論的社會問題定義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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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例如特定議題的問題面向與是否受到媒體吹捧（hype）有關。所謂媒體吹捧，

有擴大、放大、渲染、扭曲等意涵（Vasterman, 2005）。進一步言之，媒體吹捧

屬媒體框架化（framing）的一環。本研究也將具體考察與低生育率相關新聞的

框架化過程，包含觀察新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

低生育率作為一種問題（或非問題）、提出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

評估與處理方式的建議（Entman, 1993: 52）。 
 
傳播領域慣用的框架概念多受 Goffman（1974）從社會建構論的觀點影響，

但迄今似仍欠缺一明確的概念化定義（潘忠黨，2006），而有關新聞框架分析的

理論架構也相當多。比較各家框架論述，比利時學者 van Gorp（2005, 2007）近

年來依據 Gamson 等人（例如 Gamson & Lasch, 198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的架構所延伸出之「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取徑，較契合本研究欲耙梳之

問題意識的理論與分析參照。所謂的框架包裹，指的是兼具邏輯性與組織性裝置

的叢集（cluster），基本上包括以下三大須辨識的部分（Van Gorp, 2007: 62-65）： 
 
（一） 明顯的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包括字詞選擇、隱喻、範本

（exemplars）、描述、和論據（arguments）等。透過不同的框架裝

置，框架在媒介文本中被表明，所有可想到的框架裝置都直指相同

的核心概念，並在中心主題，也就是框架的引領下被結合，提供框

架包裹一個連貫的結構。     

（二）明顯或潛藏的推理裝置（reasoning devices）：意謂明確和隱晦的陳述、

處理理由（justification）和因果關係，有助於定義和了解框架的特質，

因其和 Entman（1993）提出的問題定義、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提

供道德評估、提供處理方式的四種框架功能有關。這裡所謂的「潛

藏」，乃指即使論述中未明確指出推理裝置為何，卻仍能預測可在後

續的閱聽人詮釋中，透過共享文化的連結而引發出來。     

（三）隱晦的文化現象：文化可被社會的集體記憶所共享，van Gorp 所謂的

框架，意涵可作為中心主題（central theme）的文化現象，像是原型

（archetype）、神話人物、價值觀、或是敘事等。透過框架裝置與推

理裝置的連結，具中心主旨的文化現象因而可被彰顯出來。  

具體言之，van Gorp（2007: 72）的框架分析包含歸納與演繹兩階段：在歸

納的階段，首要之務便是要重新建構框架包裹，逐步地找出前述這些明顯可見或

者隱沒在文本中的元素，除了找出框架包裹的這些組成元素外，van Gorp 建議可

將每個框架包裹呈現在框架矩陣（matrix）中，矩陣內的行代表框架，列描述出

框架裝置和推理裝置，然後策略性地選擇一些媒介文本開始分析，以決定哪些組

成元素和命題能成為框架裝置或推理裝置來使用，並進一步確認這些裝置在跨文

本之間是否具有邏輯性的連結；在這些原則下持續比對文本和各個裝置後，最具

代表性的裝置將逐漸被確認並整合成為框架包裹。當框架包裹藉由上述步驟被確

定後，接下來則進入到演繹的階段，研究者須測定之前所得的框架化裝置與推理

裝置能在完整的分析資料中反映到何種程度，演繹的步驟通常採用量化的內容分

析法，得到大量資料的系統性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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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本研究的框架分析將汲取 van Gorp 質量分析兼具的精神，透過從

新聞文本中紮根、歸納的過程，建構出可回應本研究問題意識的框架包裹；接著，

當產生與確認框架類目後，我們即以內容分析的編碼，找出每一新聞文本所能對

應到的合適框架。 
 
參、研究方法：新聞框架分析 
 

本研究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切入，以框架分析的取徑探討媒體論述中與低生

育率議題的相關新聞框架。我們以政府開始倡導鼓勵生育計畫的 2004 年初作為

觀察起點，以 2007 年底本研究開始進行時作為觀察日期終點，至擁有完整線上

新聞資料庫的三大主流平面媒體《中國時報》、《聯合報》與《蘋果日報》，進行

相關新聞樣本搜尋。所謂的新聞樣本，指的是透過記者報導所呈現的文本，故出

現在論壇或讀者投書版面的文章，則不在我們的觀察範圍。用以搜尋的關鍵字經

多次修正後，最後是以下九個為主：「少子化」、「生育率」、「高齡化」、「外籍配

偶+生育」、「鼓勵生育」、「人口+出生率」、「育嬰津貼」、「育嬰假」、以及「生育

補助」。 
 
根據初步針對四年間共2,272則（包括《聯合報》934則、《中國時報》1,132

則、以及《蘋果日報》208則）的相關新聞文本蒐集，我們接著藉由前述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一探新聞框架的跨文本建構與上述框架或推理裝置組成元

素命題之間的連結。經由反覆在新聞文本中檢視、推敲，本研究發現以「少子化」

現象的正負價向評斷作為類別的區分，4最能凸顯各框架間的對比差異與適合回

應我們欲探索的問題意識。因此，我們即以此將觀察的新聞論述劃分為以下三種

框架： 

（一） 時勢所趨框架：屬中性、純粹描述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帶來的改

變或趨勢或各類因應而生的商機。 

（二） 社會問題框架：意涵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帶來了須改善的負面社

會問題。 

（三） 轉機或契機框架：指少子化（或低生育率）（應）帶來正面轉機，

引發我們思考新的，較精緻的生活方式與提升生活品質，或有新的社

會制度。 

這些框架區分所意涵的中心主旨，可說是較接近於前述van Gorp所言具有價

向特色的文化或意識型態敘事，亦即反映如何看待少子化現象的一種思維。本研

                                                 

4 「少子化」一詞源自於日語，早期媒體普遍沿用作為生育率下降的代稱，但政府甫於 2008 年

核定的〈人口政策白皮書〉，則將「少子化」一詞正式改為「少子女化」。由於本研究的資料蒐集

始於 2004 年，彼時仍未出現「少子女化」的稱謂，故研究關鍵字與題目仍採用「少子化」一詞，

然而且文中論述指稱少子化現象時，亦同時意指「少子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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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先透過歸納法，建構出可回應問題意識的框架包裹。這部分我們隨機抽出總新

聞則數約十分之一的樣本，進行前測檢定，由三位編碼員進行登錄，以確認框架

編碼的適用性，三位編碼員的平均信度為 .74（計算公式請參見王石番，1989: 
311-313）。為求之後正式編碼，即在演繹過程中能有更高的共識，在前測後，框

架類別的判定標準經由多次討論後方定案。 

接著在演繹的階段，本研究以內容分析的方式，找出每一新聞文本所能對應

到的合適框架。分析結果顯示，在少子化新聞框架的分布型態上，經扣除不適用

於此三個框架分析的125則新聞後，一共有2,147則。其中歸類為負面「社會問題」

框架者為最大宗，占總新聞則數的60.4%（1,297則）；屬純粹中性描述的「時勢

所趨」框架數量 居次，占新聞總數的23.2%（498則）；而屬正面的「轉機或契機」

框架的新聞僅占所有新聞的16.4%（352則）。 

雖然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分析質量兼具，但本研究為了更能聚焦於新聞文

本論述的深入剖析，有關量化內容分析的結果便以上述新聞框架的分布頻率為

主，其他則側重於框架包裹如何再建構的過程，故依序就上述三個框架類別進行

文本觀察。分析策略先從第一個層次的框架裝置起始，試圖從各種語言機制與論

述，找出其所反映的推理裝置（第二個層次），並一窺主導範本的意識型態（第

三層次）為何。框架包裹的分析必要時亦將以範本，即一再重複、有跡可尋的敘

事方式作為分析的主軸。我們將從新聞中找出典型的新聞範例、公式寫法、相似

的人事時地物，藉以剖析新聞論述裡的字詞隱喻，且試圖看出在字詞、隱喻分析

後，有哪些語言反映出推理裝置，並回歸到一樣的核心價值。Van Gorp 的框架包

裹的三層次分析乃具連貫性。值得注意的是，隱藏社會與文化現象的分析乃在找

出主導論述鋪陳的意識型態或價值觀，並非將前二層次的分析結果予以通則化為

第三層次的分析依據。 

肆、分析結果：少子化新聞框架包裹的再建構 

本研究除針對建構少子化現象框架的各類別包裹元素進行剖析，也將這些組

成元素彙整出一少子化新聞的框架矩陣，以列出框架包裹中文本組成元素與推理

裝置之間的邏輯關係。一如表一所示，矩陣內的行代表各少子化新聞框架類別，

列則描述出推理裝置和框架裝置，包括各框架的現象界定、現象來源（即問題形

成的因果關係）、意指的須負責者、政策施行建議或解決方案、意涵的價值觀或

道德評估、文本中的語彙選擇、以及隱喻或語彙聯想的使用等。以下我們則即依

據此矩陣，就各框架類別策略性地選擇新聞文本進行框架包裹再建構的三個層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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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少子化現象的新聞框架矩陣 

框架名稱 

推理裝置 

時勢所趨框架 社會問題框架 轉／契機框架 

千夫所指範本： 

 少子化現象是眾多問題的

遠因或近因 

現象界定  少子化現象帶來教育

與商機上的資源重新

分配（此消彼長） 
 低生育率下大眾消費

習慣的改變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改變少子化現象刻不容緩

出生率下降帶來對教

育實務的重新思維與

作為 

千夫所指範本： 

 未具體指出 

現 象 來 源

（ 問 題 形

成 的 因 果

關係） 

社會脈動的自然結果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傳統女性生育責任式微 
 外配子女過多 

未具體指出 

千夫所指範本： 

 並不特別強調 

須 負 責 任

者 
並不特別強調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訂立政策者/國家 
 不婚、晚婚或遲育女性 
 大陸籍貫或越南、印尼、菲

律賓外籍配偶 

 訂立政策者/國家 
 弱勢教育體系（小校）

千夫所指範本： 

 未具體指出 

（ 政 策 施

行）建議或

解決方案 

並不特別強調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以各種政策、補助鼓勵生育

率的提升 

 以不同角度看待少  
子化帶來的契機 

 弱勢教育體系（小校）

的用心 

價 值 觀 的

主要成分 /
道德評估 

 順應潮流 
 對個人與家人高品質

生活的強調 
 對消費文化，特別是

千夫所指範本： 

 人力=經濟力=國家生產力 
 老年人口是社會的負擔 

 危機就是轉機 
 事在人為 
 小校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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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性消費的重視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前提 
 傳統對母職的強調 
 優生學的人口觀 

框架裝置 
千夫所指範本： 

 逐年下降的生育率數據的鋪

陳 
 權威或專家消息來源的引述

 反差數據的對比 

論據  統計數據或語言 
 權威或專家消息來源

的引述 
 出現在「消費」、「生

活」、「綜合產業」或

「房地產」版面 
 以少子化現象作為引

子提出行銷訴求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不言自明的少子化現象負面

價值陳述 
 權威消息來源的引述 
 強調母職 vs.排除父親角色

的敘述 
 反差數據的對比 

 對特例或轉折的描述

 教育人士以第一人稱

作為消息來源 
 透過二元對立詞組的

對比 
 透過數據遞減的鋪陳

 學校吸引學生並爭取

進家長認同的策略描

述 

千夫所指範本： 

 具負面意涵的詞彙 
 具極端起落或強烈動作的語

言 

語彙選擇  具正面價向的詞彙 
 呼籲性的語言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強調人口品質與正統的語言

 具反諷意味的詞彙 

 具正面價向的詞彙…
 正…、卻…、不過…
等連接詞的使用 

千夫所指範本： 

 戰爭或競賽隱喻 
 具負面意涵的成語 
  童話故事主角 
  因應時代變遷而新創的辭  

彙 

語 彙 聯

想、隱喻 
-- 

政策施展前提範本： 

--- 

視學生為明星的比喻

（例如星光大道） 

一、時勢所趨框架 

「低出生率帶來何種社會樣貌和生活環境改變？」是「時勢所趨」框架的重

要問題意識。新聞主題在於討論人口結構的改變、教育產業的轉型、新型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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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和傳統習俗的變遷。論述中對「少子化」現象基本上並不呈現具正負價向

的判斷，僅從資源重分配的角度出發，描述當孩子生得越來越少，教育產業或消

費行為在市場機制下不得不產生的改變。此類框架新聞在本研究分析樣本中則佔

了近四分之一。 

在框架裝置部分，時勢所趨新聞論述的最大的特色是用統計語言或數據，描

述社會上因少子化後資源重新分配帶來的轉變。消息來源多是教育單位、官員或

學者專家，以顯示援引的數字來自專業人士認可，並常用反差大的數字來凸顯供

給之間的落差，尤以教育產業轉變的新聞最多，如「…集體報名有 3 萬 5993 人，…
考生人數較去年少 1200 多人」（中國時報，2006.5.25：高市澎新聞）、「每科

平均 16 分 就有大學可念 大考昨放榜 錄取率 89%創新高」（聯合報，2005.8.10：
要聞）等。在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部分，此數據消長論證所欲展現的是「此消彼

長」的發展，也就是在少子化現象的同時，有相對的另一塊版圖正在成長，例如

寵物飼養風氣日益興盛，連帶使得獸醫行業成長快速，躍升為十大崛起行業排名

第二（蘋果日報，2005.11.1：生活）。然而此類論述多使用明顯的數字告知讀者

關於社會的現況，並不特別強調責任歸屬與解決方案，藉以反映出順應潮流的價

值觀，以做為一種道德評估。連結上述這些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的中心意旨，則

是對個人與家人高品質生活的強調。 

除此，少子化現象在時勢所趨框架論述中，有時也會被當作開場白，藉以說

服讀者接受因應而來的商機乃社會脈動的自然結果。從其框架裝置視之，此類新

聞多出現在「消費」、「生活」、「綜合產業」或「房地產」等版面，內文引述

多由店家單方描繪產業的美好願景，缺乏數據或專業人士佐證，明顯與一般純淨

新聞強調平衡報導不同。雖然描述新型態商機的新聞背後產製過程可能牽涉置入

性行銷，新聞中也多使用以下看似具正面價向的詞彙，如「頗具信心」、「帶動…
崛起」、「業績…成長」、「提供…成為流行趨勢」、「轉熱」、「看準…潛力」

等，此新聞論述所界定的現象乃是低生育率下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同樣並未試

圖藉由推理裝置的運作，找出針對少子化現象予以咎責的對象或欲提出任何解決

方案。其以少子化作為引子，繼而提出某種呼籲與號召，如「少子化時代…，需

要更…」、「隨著少子化浪潮…，愈來愈…」，目的則乃在於轉化為之後行銷分

眾訴求的有利工具。 

的確，順著上述新型態商機主題的新聞論述進一步探究所對應的文化現象，

「每個孩子都是寶」體現在高價位童裝與腦力開發課程等兒童商機上；「不孝有

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念也逐漸被以寵物代子所取代。故與其說此類框架論述

映照的是某種既有價值觀，不如說其反映了是社會變遷所帶來的價值觀轉變。這

些觀念的轉變，正如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2003⁄何定照、高瑟濡譯，2007: 
95-99）所言，人們看待孩子的態度已隨時代變遷，從「勞力投資」成為一種「情

緒性的消費」，故當孩子不再是生財的勞力來源，而是帶有風險的機會成本時，

人們便會再三思量生育的必要性。再者，上述這種情緒性消費並不侷限於對孩

子，也延伸至如何對待自己與寵物，例如針對高齡化社會應運而生的「人口老化 
長期看護險正熱賣」（蘋果日報，2006.7.17：金融理財），或者對於懷孕生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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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特別重視的「高檔坐月子 一天 6000 生得少 捨得花 紅了坐月子中心 苦了婦

產科醫生」（聯合報，2007.6.11：焦點），針對兒童設計的各式產品，如「德國幼兒

產品展 科技童樂會」（蘋果日報，2006.12.2：展覽秀），以及相對增長的寵物

飼養商機，如「寵物精品 進駐百貨設櫃」（聯合報，2006.11.1：消費）等。整體

言之，各種新型態商機伴隨著時代變遷而生，可說涵括老中少三代，成為少子化

時代的另一個獨特現象。 

二、社會問題框架 

「少子化」被框架成一社會問題，其問題意識環繞在「出生率下降，會對社

會哪些層面造成負面衝擊？」。此類框架佔本研究所觀察的新聞文本六成以上，

可說是最具份量的少子化論述展現方式。其新聞論述多聚焦在出生率下降以及新

生兒減少為社會帶來的連帶效應，新聞主題則涵蓋教育、相關產業萎縮蕭條、家

長管教即與子女相處方式、國力衝擊、國家政策與候選人政見、以及性別與族群

比例等。隸屬社會問題框架的新聞又可進一步依其敘事方式，分成「千夫所指的

少子化」以及「少子化作為政策施展前提」兩種範本來進行論述剖析。 

（一）千夫所指的少子化 

此類範本論述的推理裝置運作，不會特別去解釋少子化現象發生的情境或原

因（現象來源），也不會具體提出建議或解決方案，而是透過以下框架裝置，例

如逐年下降的生育率數據，或是具負面意涵的詞彙，經由專業或權威的人士，如

各政府單位、企業體主管等消息來源、研究報告結果的引述，或透過記者描述，

將少子化視為負向影響的遠因或近因（推理裝置中的現象界定）。然相對於前述

「時勢所趨」框架新聞不帶價值判斷的論述，此類範本的數據消長對比多含有「高達」、

「攀升」、「激增」、「上升」、「可觀」、「突破」、「減少」、「縮減」等極端起落詞彙，

以反差大的數字凸顯供給之間的落差。一如以下標題所示：「1.5 萬人 搶 270教
師飯碗」（中國時報，2006.3.15：北市新聞），新聞論述以「搶」的動作來描述教

師爭奪缺額的現象，鋪陳少子化負面影響的軌跡。以下更是一個典型範例：「人

口結構 數字說話 2004 台灣每 2.5人扶養 1人 適齡婦女不生育率 20% 婦女有偶

率偏低  人口老化、學齡人口遞減 未來考驗」（聯合報，2004.8.5：生活）。新

聞標題點出少子化帶來「人口老化」與「學齡人口遞減」現象，而標題尾的「未

來考驗」，則是對此兩種現象所下的評價。 

除了使用數據鋪陳的框架裝置，此類範本中的字詞選擇亦多具負面意義，藉

以凸顯少子化為動搖國家根本的淵藪。例如在少子化帶來各種產業危機方面，便

以「全國危機」、「（生意）一落千丈」、「搶『嬰』大作戰」、「『急遽』惡

化」、「（招生情況）一片慘綠」、「（經濟）成長停滯」、「（生活水平）滑

落」、「切身之痛」等辭彙，說明台灣近年來嬰幼兒出生率的變化，並藉以襯托

嬰幼兒相關產業在競爭激烈環境中難以生存的窘況。隱喻的使用除具負面特性如

「雪上加霜」、「（房市）泡沫化」、外，亦多以戰爭或競賽方式，如「吹起『熄

燈號』」、「僧多粥少」、「『M』型現象」、「讓市場成為自由競爭之殺戮戰

場」等敘述產業的蕭條；以「增產報國」、「保二戰」、「保四戰」、「保姆國家

（新加坡）」、「『育種』帳蓬」、「砸錢催『生』」、「做愛救祖國」等，強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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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對國家經濟力動搖的緊迫危機與政府對施展鼓勵生育政策的關切；在描述父

母與子女關係變化的現象時，也出現如「直昇機父母」、「小飛俠症候群」等聯

想、或借用童話主角的隱喻。 

進一步觀之，將少子化現象視為不言自明的負面現況肇因，其隱含的價值觀

乃視「人」，特別是青壯年，為創造生產力的工具，個人價值以能為國家創造經

濟利益而定。強調人口老化現象的負面效果，則意涵老化人口是抑制消費需求、

拖垮經濟與國家競爭力的隱憂。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被塑造為產能之戰，人力流失

即為國力流失，此氛圍下所形塑的是「增產報國」、以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的價

值觀。然而這種「人力=經濟力=國力」價值觀，卻也反映出傳統對生產力的狹隘

認定，忽略應以不同標準來衡量不同年齡層的人口勞動力。於是，一些不具有給

職的工作，例如做家事、照顧小孩、志工服務、幫助親友等（Hooyman & Kiyak, 
2002⁄林歐貴英、郭鐘隆譯，2003），往往不被認定是增加生產效能的來源。無怪

乎老年人口比例的提高便在論述中建構成對國家經濟力的負面衝擊。 

（二）少子化作為政策施展的前提 

此類範本側重以少子化負面現象做為起點，據以提出建議或解決方案。然而

其刻劃少子化負面價值的方式，是不言自明的，試圖藉由連結閱聽眾的社會或文

化共識來完成（潛藏的推理裝置）。在框架裝置部分，新聞文本中常出現「台灣

少子化的情形愈來愈嚴重」、「少子化問題」、「少子化危機」等詞句，意指改變少

子化現象刻不容緩（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卻又未點明少子化究竟帶來何種危

機。這類論述發生場景主要有二：一是在立委或議題倡導團體質詢官員，要求改

進、加碼生育津貼的場景；二是候選人或是官方單位與代表提出鼓勵生育相關福

利的場景。儘管論述所提及的人事時地或有不同，但皆為了鋪陳公共政策發展的

合理化理由（推理裝置中的建議或解決方案）。例如：「親民黨籍立委秦慧珠昨

天要求內政部，明年三月研擬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應提出明確鼓勵生育、協

助不孕症患者生育的政策措施」（蘋果日報，2004. 12. 4：生活）、「內政部為

解決少子化危機，未來將發放育兒津貼，鼓勵多多生產報國」（中國時報，

2007.3.28：台東新聞）等。 

此類範本新聞也會透過民意代表、婦女團體、地方首長、內政部官員等具有

權威性的消息來源引述作為其框架裝置，以建構少子化現象為須由上而下整治以

降低其負面衝擊的整體社會問題。站在官方的立場，民眾願意繁衍孕育下一代，

是官方樂見其成，值得讚許的行為；反之，不孕症患者、婦女生育率低落，則令

人憂心，與國家利益相違背，因此須「鼓勵」、「協助」，促進其生育表現。在

此所凸顯的價值觀是，個人自我的發展在國家政策的整體方向中相對減弱，生育

是為了增產報國，並與愛國情操相扣連，與前述「千夫所指的少子化」範本中以

國家利益為個人福祉的價值觀有異曲同工之妙。 

 除外，此類範本論述對少子化做為一負面社會問題的咎責推理裝置運作，較

前述「千夫所指的少子化」範本更為明顯與具體。除了意涵整體國家須擔負起政

策制訂的責任外，有兩類族群特別被視為是可怪罪的對象，其一為不履行生育責

任的台灣本籍女性，另一則是高生育率的外籍配偶。就前者而言，生育率降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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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女性投入職場工作忙碌，加上自我意識高漲，頂客族近幾年已成流行趨勢，

全球生育率不斷下滑，令人憂心『母親』這個名詞會在 50 年後式微」（蘋果日

報，2005.5.8：科技）。在這些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運作的背後，不難想像是反

映了傳統的性別觀，生育責任落在女性個人身上，相較之下，男性父職的角色卻

隱而不見。 

在少子化時代背景下，新聞論述對女性母職的強調，除了上述對現代職業女

性自我意識的咎責，也會透過對獨惠於女性獎賞制度的正面描述來鋪陳，一如以

下：「為避免少子化的趨勢，造成人口斷層，不少科技大廠如…等集團扛起重任，

鼓勵生育，端出只有媽媽專屬的優惠措施，希望職場中的女性員工能多多『增

產』，報效社會國家」（蘋果日報，2005.5.8：科技）。固然女性勞動參與率的

提升，或是企業提供優惠措施，都是社會現象之一環。然而企業為提高生育率，

發展出的鼓勵生育措施專屬於「媽媽」，表面看似對母親禮遇與優待，但新聞卻

也刻意排除了對父職的論述，且更進一步將生育視為女性「報效社會國家」的責

任，使得女性成為少子化現象咎責的雙重目標。換言之，無意生育或忽視適婚適

育與養育子女的女性，須同時背負有失母職以及未以國家利益為前提的責難。 

高生育率的外籍配偶是此類範本中的另一咎責對象。透過與台灣本地人民低

生育率現象的比較，新聞論述據此提出有關「新台灣之子」5質量的問題。這裡

所隱含的價值觀來自對「異己」與他者的不安，以及對保有台灣純種文化的掙扎

和矛盾。新聞論述往往先呈現台灣生育率的下降，表述對於台灣生育率下降的恐

慌，接著對比生育率中「正統台灣之子」與「新台灣之子」的數量，刻意突顯後

者數量之高，為憂慮拖垮整體人口素質埋下伏筆。以下字詞的使用便可窺見一

斑：「每…名新生兒，就有一名是外籍配偶生育」、「在質不在量」、「優生」、「新

台灣之子」、「台女不生」、「該生的不生，不該生的拚命生」等。面對出生率

數量的此消彼長，新聞論述接著呈現對「質」的關注，以新台灣之子的教育與文

化適應等問題，說明其人口數增加雖對台灣的生育率有助益，但在人口品質上，

卻可能因血統或母親出生地而影響整體台灣人口素質。有些新聞文本雖未直接點

出孰優孰劣，卻也刻意提醒新台灣之子身分上、學習能力與適應力的弱勢。更有

新聞以「不諱言」、「蘊藏著隱憂」等負面字詞，將外籍配偶之子高出生率與其

教育學習，框架成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且刻意將「增產報國」、「國際化」等

放入引號中，反諷外籍配偶之子出生率的提升，為台灣帶來不完全正面的效益，

例如：「……『少子化』趨勢下，全台國小新生人數驟降，離島的澎湖不降反升…
該縣教育局不諱言，是外籍媽媽們『增產報國』的結果。但這樣的『國際化』卻

蘊藏著隱憂，孩子們的語言學習障礙，影響其他科目的學習，不僅學習速度緩慢，

數理也較難聽懂，澎湖的基礎教育面臨大幅修正。…」（中國時報，2007.2.4：
社會脈動） 

綜合觀之，透過對框架成負面社會問題的少子化新聞剖析，我們發現這些文

本隱含的思維反映了台灣社會排他主義的情境。面對外配子女，政府關注「質重

                                                 

5 「新台灣之子」在此意指東南亞與大陸配偶所生子女的名稱，目前多以「新住民之子」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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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量」，但國家政策卻以「增量」來看待本籍母親所生的「純種」子女人數。其

中的斷裂來自新台灣之子對比上顯示能力不足，此須予以「補救」教育方能順利

同化於台灣社會中。故其生育率高並不值得慶幸，反須擔憂，在在凸顯以台灣純

種為自我中心的心態。 

三、轉機或契機框架 

「轉機或契機」框架意指少子化議題的新聞報導以少子化（或低生育率）將

帶來正面轉機的方式呈現，「少子化現象是否為社會問題的癥結？」是其重要問

題意識，其對現象界定乃是反映在「危機即是轉機」的價值觀上，其意涵的建議

是思維的轉換或轉換後的新作為，亦即孩子若生得少更要珍惜，應試圖以不同的

角度看待少子化現象。此類框架新聞是本研究分析樣本中比例最低的類別，僅一

成六左右。論述除了少部分著重於上行下效式的政策推廣，強調化解問題後所帶

來的優點外，建構此新聞框架的文本敘事手法，通常多由成功發展出特色的偏遠

小學作為個案，生動描繪出學校特色，輔以師生或民眾的稱許認同，並以招生人

數不減反升的情況，以佐證少子化可為教育機構另闢轉型契機，故以下分析將以

此由下而上的個案新聞論述為主。 

在框架裝置部分，此類論述多藉由具正面意涵的字詞選擇，強調小校教育的

契機（推理裝置的現象界定），例如：「羨煞市區的學生」（聯合報，2005.10.4：
大台北生活圈）、「讓有如『擠沙丁魚』的大型學校很羨慕」（聯合報，2007.3.27：
台南市新聞）、「把社區居民的心緊緊拴在一起」、「原本不相往來的社區

大小朋友，也因此搏出好感情」（聯合報，2007.10.15：話題）等。 

此類新聞論述字詞使用的另一特色，則是透過對特例或轉折的描述，例如「反

其道而行」、「不但…還…」、「不減反增」、「逆勢成長」、「堪稱奇蹟」，

或「正、連、卻、不過」等連接詞的使用，以翻轉我們原先對於瀕臨廢校學府的

既定想像，間接賦予新的現象定義（潛藏推理裝置），故「連市區部份學校都

減班，美濃鎮東門國小卻逆勢操作，在教學團隊齊心努力下，由原本瀕臨廢校的六班

小校，增班至十班」（聯合報，2007.3.27：高縣．文教）中的「逆勢操作」，暗

示減班是「正常」現象；「正是小朋友培養音樂素養的最好場合」（中國時報，

2007.11.15：教育）則指涉本來沒想過原來閒置校地可以再利用；「分班老師林

京樺卻很有自信地說，整個楊厝社區都是孩子的學習環境，上教科書只

要十分鐘，教室外的課才上不完」（聯合報，2007.10.15：話題）中的

「分班老師卻很有自信地說」，顯示偏遠小校老師原本應該對學校處境感到憂

心；「不過辦學的用心與努力，卻一點也沒有打折」，則暗示少子化下小校的辦

學成果本來應該會打折。這些趨勢下的特例由於具奇異性或特殊性，也成為具新

聞價值的報導題材。而這些打破原有想像少子化「應該會…卻沒有…」的字詞、

論證使用以及現象的界定，進一步點出解決方案在於學校的用心。一如以下新聞

文本指出，「無論大小校，只要辦出績效，就可獲得家長認同留住學生」（聯合報，

2007.3.27：高縣．文教），其隱含的價值觀在於「命由天定，事在人為」，說明了

少子化固然是危機，少子化與教育品質沒有太大關係，只要肯努力，危機何嘗不

是扭轉局勢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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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論述的消息來源多以校長、教務主任、老師等教育人士為主，學生為輔，

並以第一人稱來行銷學校特色，或是鼓吹小班教學、閒置教室的優點，藉此突

顯小校在教學上的優勢。具體來說，這些個案其實是透過「比較」的手法（框

架裝置中的論據）來強調小校的優勢，其中包含了小校／大校、偏遠／市區、綽

綽有餘（意味「資源充足」）／擠沙丁魚（意味「資源匱乏」）、特色（不凡）

／平凡等二元對立的詞組，形塑出特色小校的正向價值（推理裝置中的道德評

價）。也就是說，若無這種「多與少」、「有與無」的比較，即難以顯現偏遠小

校的優點，進而扭轉對偏遠小校既有的負面印象。 

另一類典型的新聞敘事，其框架裝置則以學生或班級人數的遞減數字作為

開端，強調少子化帶來的衝擊，由此鋪陳特定小校為何需要大力招生的背景原

因，進而描述學校採取何種招生策略來獲取家長認同（推理裝置中的解決方案）。

我們觀察到此類新聞多出現於地方版，場景多為學校的新生報到日或開學日，且

招生策略花招百出，包括送腳踏車、發宣傳手冊、舉辦入校儀式、角色扮演等。

新聞論述強調這些無奇不有的招生活動，旨在突顯學校主事者的用心，一方面試

圖使人將這些用心與教學品質的提升進行連結（推理裝置中的現象界定），另

一方面則意指天無絕人之路，出現問題時，學校不該坐以待斃，而是應自尋生機，

找到出路（推理裝置中的解決方案）。此外，這類新聞論述也聚焦在學校爭取家

長認同行為的描述上，例如：「校方特地設計『星光大道』，由校長吳秋鋒親自迎

接新生…展現校方最大誠意」（聯合報，2007.8.30：嘉義．教育）；「為留住這些

學生，教師群花費一個月的時間…製作成一本 40 頁圖文並茂的宣傳手冊，逢人

就送」（聯合報，2007.5.1：彰化縣新聞）。其中「星光大道」的比喻指校方把

學生當成「明星」來對待的態度，表現出校方與學生之間地位上的微妙轉變。學

生地位的提升，突顯學校為了招生必須精益求精，教育契機遂即由此而生。 

在這些個案範例之中，我們注意到以偏遠地區小校為大宗的新聞，翻轉了一

般認為偏遠小校教學資源貧乏、學生學習刺激不足或程度不好的刻板印象。另

外，新聞中的這些特色小校更是挑戰了傳統教育成績至上的文化價值觀，藉由發

展特色、才藝，以及學生對於鄉土的認同，對比於升學主義導向的市區學校，以

扭轉課業成績是唯一判斷教育成效的標準。綜言之，此類新聞論述的特點在於以

一種由下而上的個案敘事方式，既描述少子化帶來的問題，又用個案的成功範例

證成問題並不存在，或指出情況可以變得更好。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來自地方

上、充滿溢美之詞的新聞內容描述，某種程度提供了讀者對少子化現象的另類思

維，其寫作方式雖不若新型態商機框架類的文本予人明顯商業置入新聞之嫌，卻

也不免令人質疑是否多來自消息來源，例如這些偏遠學校或其上級教育或政府單

位的公關稿，而非記者主動發掘的新聞？ 

伍、討論與結論 
 
一、 結果摘述 

 
本研究試圖探究新的社會問題（在本研究中為少子化）如何在行之有年的既

有思維（即節育可提升生活與健康品質）下成形與建構？換言之，在擁有不同切

入點以及對鼓勵生育政策不同看法的公共論述中，台灣的低生育率議題如何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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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成為一「人口」問題？基於過去大眾傳媒在家庭計畫的推行上扮演了不可或缺

的角色，我們因而關注低生育率的現象如何再現於媒體論述中。 

根據本研究的框架分析結果發現，新聞論述多半將少子化現象框架成導致教

育、經濟、家庭關係、性別、甚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社會問題。少子化的新

聞論述也會以較不帶價值判斷的角度聚焦在時勢所趨的現象改變面描述，或是以

教育成功的個案，鼓勵因應低生育率現象可有的契機思維或作為，但不論是在報

導量或是論證可信度的鋪陳上，都不及負面社會問題框架論述來得有力道。比較

這三種少子化框架所構成的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後可發現，雖然統計數據的引用

以及權威與專業消息來源的引述，皆為所有論述鋪陳的主要元素，但社會問題框

架更是能藉由數據對比、具負面意涵的字詞、隱喻或反諷、明確或暗指須負責的

特定對象為何，強化少子化現象是其他眾多問題的肇因，或強調改變少子化現象

的刻不容緩。 

轉機或契機框架的少子化論述再現，原本可為社會問題的再建構過程中增添

多元視角，然而此類新聞所佔比例卻是所有分析新聞中最低的，其詮釋權不是多

落在偏遠教育機構主管身上，就是由地方新聞版面的記者描述，在新聞論述的權

威性上，也遠不及負面社會新聞框架報導中出現在重要版面的中央政府消息來源

發言。此外，以時勢所趨、順其自然觀點看待少子化的中性新聞描述，本可提供

閱聽眾較為客觀的角度，但隸屬此類框架的新聞雖有來自專業消息來源或統計數

據證成的現象鋪陳，卻也有相當篇幅的報導疑似與商業行銷的置入有關。事實上

我們在契機框架的新聞論述中亦發現類似情形，從其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上推

敲，浮現於契機框架中的正面積極態度，很有可能是來自特殊個案消息來源（例

如偏遠學校）的公關策略。由此，以理性思維對少子化現象或因應方式的深度多

元觀點討論，反倒在這些疑似行銷或公關策略的報導中被稀釋。簡言之，少子化

新聞論述雖呈現了多元的類型，但在質與量的比重上，仍是偏向符合當時政府鼓

勵生育政策推行方向問題建構的方式與價值觀。 

二、討論與反思 

作為針對台灣少子化現象的探索性新聞分析，本研究雖不足以全面描繪公共

論述的樣貌，卻也試圖提供思考媒體在提供公共論述場域角色上的優勢與侷限。

透過抽絲剝繭的新聞框架包裹組成元素剖析，我們則可進一步深入理解媒體再現

少子化相關政策與思維的適切性。本研究的出發點並不在於從應然面提出新聞媒

體如何呈現少子化論述的準則，而是期冀從分析相關新聞凸顯與忽略的面向，耙

梳出其再建構問題模式的樣貌，並進一步探究其意涵。由此，我們將從少子化新

聞作為一社會問題在建構過程的論述特色、問題、以及其對當今新聞傳播實務如

何再現公共政策的反思等面向，討論框架分析結果的意涵，以為本研究的代結語。 

（一）少子化新聞建構的特色 

將過去引以為豪的成效反過來重新界定成為一問題，問題界定者的框架策

略、各方利害相關者的回應與行動，以及媒體作為一公共論壇所再現出的論述樣

貌與互動，皆為本研究欲觀察的社會⁄健康問題再建構型態標的之一。過去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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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主的家庭計畫被定位成與健康相關的社會議題，故由衛生署主導，並發動醫

療公衛系統支援，也創造了奇蹟。反之，因應少子化的鼓勵生育是否也能成功在

大眾論述中以同樣策略推動？亦即鼓勵生育是否依然能界定為一健康或公共衛

生問題，由過去同樣推動節育家庭計畫的衛生單位來施展？此乃本研究討論的另

一重點。 

我們發現在 2004 年後，政府在鼓勵生育政策宣導上的主導框架原為一與國

民健康有關的問題，但是在新聞文本中呈現的論述主題卻多為教育或經濟問題。

除了新聞價值考量因素外，若從鼓勵生育政策發展的源由推敲，可理解其所依據

的人口政策，早在多年前即開始有陸陸續續的討論與爭議（蔡宏政，2007），故

有其延續在公共論述中的脈絡與共享社會文化價值的參照，亦有其參與以及主導

討論的各方利益團體。因此當政府欲由衛生單位進行鼓勵生育政策宣導時，便無

法無視於議題在新聞論述中已建構或建構中的樣貌，反映出少子化「問題」是各

方利益團體建構而成的論述。故當衛生單位欲以家庭價值以及兩性平權的訴求進

行鼓勵生育宣導時，社會上早已浮現的教育、經濟等問題，使得宣導訴求難以主

導公共論述的詮釋方向，也包括媒體再現的內容在內，無怪乎鼓勵生育宣導計畫

在推動三年後便無疾而終。6

（二）再建構過程的論述斷裂與簡化 

我們的預期假想是：社會問題建構的論述是連續的過程，會受先前信念與價

值觀，以及舊有政策與論述的影響。因此，若欲提出新觀點，特別是改寫既定論

述價值觀的主張，必先回應舊論述已設定好的基調。有趣的是，我們在與低生育

率或少子化相關的新聞文本中，並未發現如此理性的過程。也就是說，相關新聞

中的論述雖具某種程度的動態與競逐性，但似乎是斷裂、零碎不完整的，有迴避、

有想當然爾，卻亟欠缺合乎邏輯的對話。 

換言之，當台灣閱聽眾對生育子女質量的認知，仍定錨於過去行之有年的家

庭計畫節育訴求時，一旦鼓勵生育的訴求出現，新聞論述卻未見回應此舊有問

題，而是一如在社會問題框架千夫所指範本論述中所呈現，少子化現象多被視為

不言自明的負面現況肇因，或是反而在教育、經濟或其他議題上著手，強調少子

化造成的影響或引發的改變、契機。社會現象的改變究竟是否與生育率直接相

關，抑或源自公共政策前瞻性之不足（例如師資培育政策的修訂）？如此重要提

問在媒體論述的討論中隱匿不見，是為我們發現新聞再現台灣人口「問題」論述

的一大斷裂。例如本研究注意到文本中呈現生育率下降帶來的教育問題時，負面

現象在媒體上的呈現多數藉由各式負向語彙的選擇、隱喻的使用、以及簡單的因

果鏈，我們在新聞論述中卻無法看到政府與教育人士如何進行良善的對話，以有

 

6根據本文作者參與國民健康局鼓勵生育宣導計畫規劃的會議，以及賴建都（2006：附錄 153, 173, 
178）針對國民健康局幾位負責人員進行的訪談，在內政部、經建會等相關部會尚未訂定明確的

實質鼓勵生育措施時，政府在鼓勵生育政策上的主導框架原為一健康問題，即政府能夠著力處為

先讓大眾瞭解生育問題的存在，而這部份的工作則由衛生署主導，鼓勵生育的宣導即以衛生教育

宣導為主。 



 20

效回應媒體呈現的景象。換言之，當少子化現象一再被框架為負面教育問題的導

因，教育體制的需求，包括師資培育政策、大專院校設立的相關法規等，在少子

化社會中是否也有相關配套措施衍生，都值得重新檢視，但似乎在新聞論述的場

域中卻缺乏公共討論的機會，也不見媒體扮演守望監測的角色，此為新聞再建構

社會問題的論述斷裂。 

除此，新聞論述也鮮少對生育價值觀以及影響生育意願的原因進行討論，故

在對少子化現象咎責的部分，傳統對女性生養育功能以及排外的刻板印象往往就

脫穎而出成為檢視的標準，並藉以明示或暗喻對本籍女性適齡遲（不）婚遲（不）

育，或是外配過度生育的憂心，似乎簡化了問題發生的情境或原因。以前者而言，

依據多項研究或調查結果，台灣現代女性生育意願低落的原因，除了與媒體論述

中提到的女性自主意識提升、以及晚婚趨勢等有關，亦受經濟能力、家庭分工不

均、托育政策與制度的不完善、生育補助有限等因素影響（林梅君，2008；江桂

香，2005）。而就後者言，在外籍配偶加入台灣人口結構後，雖然今日政府以「新

住民之子」代稱「外籍新娘來源第二代」，試圖建立對外配的客觀不帶偏見的認

同，但是本研究透過對生育新聞字詞使用的分析後，發現外配子女在政府單位與

媒體的眼中仍多為「問題」，以明顯貶抑而帶歧視的口吻和偏見，在缺乏科學論

證下，將人口素質的責任歸咎於外配子女身上，凸顯的是具優生學意涵的人口論

述（Yuval-Davis, 1997）。當然，本研究也發現對外配歧視論述的產生，並非主動

來自媒體，有時多源自媒體所引述的權威消息來源。由此，我們呼籲除了未來政

府在推動人口政策時，須在心態上改變既有台灣本位主義，給予外配和原生台灣

人同等的尊重外，媒體如何援引與平衡消息來源論述，賦予外配與其子女稱謂上

的平等，亦為當務之急。 

（ 三）多元論述的匱乏與瑣碎化 
此外，談到新聞媒體作為公共論壇的角色時，記者在報導上是否能提出少子

化的多面向觀察，包括廣度與深度在內，也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我們從框架分

析中可以看到生育率下降後，政府應對措施與民間順應潮流的應變方式，從過去

健康問題的建構，發展至不同面向的討論。而從解構框架背後的意識型態與價值

觀，我們可見各方利益團體藉由對少子化不同詮釋在資源分配上的角力。然比較

新聞框架各類別的比例後得知，上述的多元呈現僅流於表象，新聞再現仍聚焦在

某一主流框架，而此主流框架亟有可能成為多數人理解少子化現象的唯一想像。

質言之，新聞往往只突顯現象的矛盾面，卻無法進一步去討論社會現象的多面向

及政策後果，使一般民眾得以評估少子化的現象來源及各種切身的利弊得失。 

一如本研究在文獻一節中所回顧，人口學論述對於少子化現象與生產力提高

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正向或負向關係，事實上有不同的詮釋（李少民、陳寬政、涂

肇慶，1990；楊靜利，2005；李弘元譯／松谷明彥，2006），反映出社會建構論

的特色。所謂少子化新聞論述偏向主流框架，意指論述多符合當時政府鼓勵生育

政策推行方向的問題建構方式與價值，反映的是以「量」考量為優先的價值觀，

認為「人」的數量減少，會對社會帶來負面衝擊與影響，即認為人力等同於經濟

力，也等同於國家生產力，故人數增加可補強國力，有利經濟發展和消費力。弔

詭的是，現今社會多強調知識經濟，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否依然可循過去農

業社會傳統生產力認定方式，值得深思。自進入 21 世紀以來，全球暖化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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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地球造成嚴重衝擊，不少論述指出人口過剩乃是導致環境危機的原因之

一，但台灣公共論述在討論人口問題時，對於環境的影響卻非重點。目前台灣的

人口成長雖呈現趨緩，但仍然正向成長，並非如西歐或北歐國家已為負成長趨

勢，且由於台灣的人口密度高，自然資源匱乏，在應對天然災害、土地利用的表

現上，都面臨種種危機，近年來因過度開發造成的土石流，乃大自然對環境的反

撲與警示，2009 年 8 月初莫拉克水災所帶來南部山區滅村的慘痛案例，正是其

中一例。因此，對應台灣的自然資源條件，政府鼓吹的鼓勵生育政策如何銜接具

全觀視野與永續發展的概念，乃為可深化多元論述的一個切點，也是我們期待與

呼籲媒體應多開發此方面討論的多元價值。 

事實上，在本研究蒐集與分析新聞樣本的同時，我們也發現挑戰當前主流鼓

勵生育政策的媒體論述，多出現於我們分析範圍外的讀者投書欄，作者身份則以

學者、醫師、教師等知識份子為主。這類「提問式」的讀者投書希冀打破人們既

有的思維，喚起對人口政策進一步的反思，無論是對老年人口的改觀、照顧工作

的公共化、教師不再是鐵飯碗等社會變遷，皆意圖透過新的思考（或說是發問）

角度，提供少子化社會的契機想像，提醒政府鼓勵生育政策未必是因應少子化趨

勢的最佳選擇。基本上，此類文章的比例甚低，加上以讀者投書，而非記者主動

報導的方式來呈現少子化與鼓勵生育議題，新聞媒體似無須在文責上多費力，但

也使得新聞論述的多元性深度有所折損。除外，真正會在新聞報導中重現少子化

現象帶來轉機或契機的論述，事實上也是本研究分析框架類別中所佔比例最低

者，其主題大致圍繞在教育契機、主張改善社會福利制度、呼籲重思生育／婚配

／老化價值觀、反思鼓勵生育等主題上。契機框架通常一開始就承認少子化趨勢

可能帶來的「危機」，但卻將重點擺在危機的解決方式上。也就是說，契機框架

用意既非否認少子化問題的存在，也非解釋少子化的成因，而是著重於面對問

題、對社會有利因應方式，其整體論述力道並不若負面社會問題框架一再強調少

子化迫在眉睫的危機意識強烈。綜合上述，基於媒體文本在多元論述再現形式與

論述力道強度上的差異，我們不得不質疑新聞媒體對少子化議題此「不平衡的多

元」呈現方式，是否能稱職扮演好協助民眾深入瞭解公共政策的角色？ 

再來，少子化新聞論述的另一問題則是表象的多元平衡，此類論述多出現在

借力使力的行銷或公關新聞中。從本研究歸類為時勢所趨框架的新聞論述中，我

們觀察到消費性社會的興起，也使得媒體強調少子化帶來對景氣的刺激和消費，

然新聞論述中消息來源可信程度以及與因果關係的鋪陳卻相當薄弱，在在顯現新

型態商機報導中的行銷特質。另，在部分歸類為轉機或契機框架的新聞中，我們

發現新聞論述在呈現少子化現象之際，也反映社會整體風氣的演變方向，例如學

子在選擇學校就學時，從過去被動接受的義務教育，到現在主動根據需求挑選學

校，而學校亦針對學子，也就是學校的「顧客」需求推出方案，其行銷的本質基

本上與一般商品無異。上述這些多元論述同樣並未針對少子化現象予以另類思維

的討論，反而瑣碎化了少子化的公共論述，更加凸顯負面社會問題框架的主流價

值。雖然新聞的置入性行銷非本研究討論重點，但當置入性行銷色彩遠超過記者

本身對事實的報導可能性時，在台灣平面媒體經營日趨困難的今天，報業經營者

及新聞從業人員其新聞專業和商業利益拉扯下，是否成為廣告主的說客，而喪失

了媒體平衡報導的本質，值得更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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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是減害還是加害？愛滋新聞論述中的毒癮者框架 

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關切的是當國家政策重新界定社會問題的屬性與解決方案時，作為社

會議題公共論壇重要場域之一的新聞報導，如何再現與呼應此問題內涵的樣貌與

變動？我們以台灣自 2005 年起開始實施的「愛滋減害計畫」作為觀察主題，試

圖一探在「減害」目標的前提下，毒癮者應被視為「病人」的聲稱，如何在計畫

施行前後期間的媒體論述中與其他聲稱與敘事產生互動？構成這些媒體再現的

語言機制又為何？ 

在論及毒癮愛滋減害議題前，先簡單回顧一下台灣地區過往有關毒癮或藥物

濫用作為一社會問題的討論。首先，清朝末年以及日據時代的鴉片濫用被視為戕

害最大；1960 年代則出現強力膠濫用現象；1970 年代開始流行速賜康；1980 年

代的濫用物質以俗稱「紅中」、「青發」、「白板」等鎮靜安眠藥物為主；1990 年

代出現了「安非他命」大流行；到 2000 年時，濫用物質最大宗則為安非他命與

海洛因；此外，搖頭丸、K 他命、FM2 等所謂的俱樂部藥物也開始在年輕族群

中盛行（李志恆，2003；潘俊宏、陳喬琪，2006）。由於過去社會大眾對藥物成

癮行為的認知，主要是將其當作一種犯罪行為，因此處理方式與其他犯罪行為並

無差異，政府亦於 1993 年發起「向毒品宣戰」的策略與宣導（潘俊宏、陳喬琪，

2006）。毒品與藥物濫用在被主流社會視為危害人體身心健康暨善良風俗產品的

前提下，傳播學界與公衛學界的相關研究也多所強調傳播管道與訊息策略在反毒

行政上的功能（林宜苗，1995；黃久珍，1996；王翠琪，1997；彭如仙，2000）。 

之後，1998 年通過的「毒品危害防治條例」，始將毒品成癮者視為兼具病人

與犯人身份的「病犯」（潘俊宏、陳喬琪，2006）。近年來海洛因注射者因共用針

具，造成了愛滋病毒的快速傳布，許多國家已開始利用提供乾淨針具、替代藥物

等方式來減少具危險性的注射傳染行為，此稱之為「減害」。 

台灣愛滋病的最初病例可追溯至 1984 年 12 月發現第一個美籍旅客病例，而

本土首例的愛滋病患則在 1986 年 3 月發現，最初的案例多經由男同性間性行為

而傳染，隨後愛滋病患與愛滋感染者開始在不同的社會人口群中被發現，感染的

途徑逐漸擴大，而感染人數也日益增加（徐美苓，2001）。綜觀台灣地區的愛滋

病毒感染模式，在 2004 年前，絕大部份是經由性行為傳染（佔 82.62%，行政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4），愛滋病也一直被定位成是一種性傳染疾病，而毒品

病患因共用針具注射行為造成愛滋病的感染個案，長久以來皆為個位人數，故並

未列為我國愛滋防治的主要對象。 

然而自 2003 年起，毒品病患感染人數首次突破十位數達 74 人，到 2004 年

的新增通報人數中，毒品病患感染愛滋病毒的增加率便高達七倍，毒品病患佔當



 23

年所通報愛滋感染個案 37%。聯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更提出嚴重警告，當愛滋病

毒散佈到注射毒品病患群體時，疫情將面臨爆炸性的成長。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也

根據各國毒品病患愛滋疫情現況提出忠告，當毒品注射群體愛滋病盛行率小於

5%之前，防治計畫應儘早推動，且應多管齊下，才能有效預防毒品病患愛滋疫

情繼續擴散。光靠毒品的減少供應及減少需求，來解決毒品造成之危害及愛滋病

毒等之感染問題是緩不濟急，且成效不彰。爰此，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針對毒品

病患愛滋防治提出之政策建議，即「減害計畫」（Harm Reduction Program）。台

灣則於 2005 年 8 月由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台南縣進行「毒品病患愛滋減

害試辦計畫」，其核心的措拖包含：清潔針具計畫、替代療法、愛滋治療及照護、

諮商及教育等（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5）；2006 年 7 月起擴大辦理清潔

針具計畫，於全國 23 縣市共計設置清潔針具及愛滋衛教諮商輔導站 427 處，並

於 2006 年 8 月擴大辦理替代療法計畫，全國 22 縣市設置替代療法醫療執行機構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9 年 3 月）。 

 以清潔針具的提供而言，一如前述，因海洛因成癮極難戒除，對於長期毒品

施打無法戒除者，採提供免費清潔針器和使用一次即毀損的安全針具等減少傷害

之措施，被視為可避免毒品病患引發更加嚴重的愛滋疫情擴散問題，也被認為是

兼顧公共衛生和人權的角度。而至於替代療法的提供，由於海洛因成癮之戒毒成

功率僅一成，對於長期毒品施打無法戒除者，由醫療人員評估並監督其採用海洛

因成癮者替代療法（通常是以美沙冬或丁基原啡因），以口服方式取代注射方式，

如此可以避免經由血液交換如愛滋等傳染性疾病的感染（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2005）。 

 然而除了多年來透過政策宣導所確定的「毒」害概念可能以根深蒂固外，提

供針具與替代療法亦牽涉到適法性問題，在毒癮愛滋減害計畫推行之初，國內當

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與檢方以針具作為證據之一的做法，在在可能衝擊並挑戰該

計畫的可行性。鑑於媒體對特定議題的報導不僅對一般閱聽大眾產生影響，其範

圍更可進而影響到政策層面（Sundar, Schooler, & Flora, 1994; Wallack, Dorfman, 
Jernigan, & Themba, 1993）。故媒體內容如何再現此議題的各方利益相關者

（stakeholders），以及這些利益相關者對毒品與藥物濫用作為一社會/健康問題的

論述，則成為本研究欲探究的焦點。 

貳、社會問題的建構與再建構  

表面上，毒癮愛滋疫情飆升的趨勢乃使得政府必須祭出「兩害相權取其輕」

的愛滋減害政策；在深層結構中，發放清潔針具以及提供替代毒品則觸及長久以

來我國社會對「毒害」與毒癮者的刻板印象。因此，毒癮愛滋減害政策並非在新

的社會⁄健康問題上著力，而是立基於將既有社會⁄健康問題或現象的重新定位，

其面對的不只是民眾與相關者的認知，還得加上過去的政策長期以來在民眾信念

上造成的效果。引發我們好奇的是，當這些不同、衝突的價值觀透過媒體論述中

再現時，毒品的使用者將被形塑成何種樣貌？而從對毒癮者的描繪，又可使我們

觀察到言說者的權力關係，是如何在問題再建構的論述中互動、競逐、翻轉？ 

Nisbet指出一個社會問題在未被視為問題前，是不存在的（郭振羽、羅伊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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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1985）。然而社會學者長久以來即辯論：究竟社會問題是由社會情境所產生？

透過分析家的建構？還是兩者的混合？Blumer（1971）早在 1970 年代初期便提

醒我們，社會問題基本上乃集體定義的產物。Conard（1997）則認為專家與公眾

對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概念不同，其中亦有相當多的互動。社會問題的專業定義多

來自單向的問題來源，卻又往往成為問題本質與特性界定的合理化依據與框架。

Loseke（1987）以家暴為例，分析官方與主觀的真實認知差異。呼籲有關社會問

題的聲稱，必須關注相關者（例如受暴婦女）在現象真實面的全面經驗。 

換言之，社會問題的確立，須經歷由不同社會主體參與、介入、相互作用、

共同建構的複雜過程，社會問題是這一建構過程的最終產物。Marquis（2005）
以加拿大的酗酒問題為例，詳細分析社會問題建構過程中的影響因素與動力過

程，他發現 1970 年代加拿大推動酒癮防治的運動者乃以公共衛生與安全，而非

道德的框架，作為建構酒癮問題的最主要因素。Jacobs、Kemeny與Manzi（2003）
則分析英國住屋政策的形塑與執行，藉以深入探究社會問題產生的歷史過程以及

其所發展出的生命史，包括利益相關者、壓力團體與社會運動者的活動，以及媒

體、政治以及體制（例如警方）在將特定社會問題推向政策議程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發現在社會問題的再建構過程中，「權力」的運作無疑是重要關切點，也往

往會拉大菁英與社會大眾對真實感知的差異。

進一步言之，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來看，社會問題的建構活動在立意上和取

向上是一種修辭或措辭（rhetoric）、做出宣稱（claim-making）的過程（Ibarra & 
Kitsuse, 1993; Mauss, 1975），亦即社會問題不是「有問題的」客觀事實或狀態，

而是這些事實或狀態被宣稱成為社會問題的活動和過程。經由這些活動和過程，

社會問題於是被建構成形。關鍵事件著重在公眾注意力，而此被視為稀少資源的

公眾注意力，又是上述聲稱過程中極重要的一部份（Hilgartner & Bosk, 1988）。 

Pride（1995）則採社會建構取徑與「事件中心社會運動理論」（event-centered 
social movement theory）的觀點，指出「關鍵事件」會加速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

在此過程中，所有與問題的相關者，包括運動團體成員、媒體等等，都參與了社

會問題的集體定義或再定義（Hilgartner & Bosk, 1988），他們也會彼此競逐對相

關議題意義的解釋權或解釋框架，特別是當對真實的感知彼此對立時（Elder & 
Cobb, 1984）。因此社會問題的「關鍵事件」則被視為集體定義的情境，而非定

義的先決條件，包含情境上具戲劇性發展的事件，例如戰爭、經濟蕭條、天災人

禍、嚴重肢體衝突、社運團體因策略考量所發起的活動，或是指新的政策結果等

（Staggenborg, 1993）。關鍵事件著重在公眾注意力，而此被視為稀少資源的公眾

注意力，又是上述聲稱過程中極重要的一部份（Hilgartner & Bosk, 1988）。 

透過對特定問題被建構過程中的歷史、文化、經濟、政治情境分析，我們亦

可增進對複雜社會現象的發生的深層理解（Orcutt & Rud, 2003）。社會學者亦透

過分析新聞的社會建構，瞭解到新聞的選擇與形塑，如何受到這些社會因素的影

響，而在美國，社會建構如何影響新聞的呈現，又以科學，醫藥與健康議題尤為

顯著（Conrad, 1997）。因此，就本研究所關切的焦點言，新聞報導不定期所呈現

的毒癮愛滋者相關報導，便具有上述關鍵事件的功能。長期累積下，藉由媒體內

容所再現的聲稱、修辭、與敘事，形構出有關對毒癮者定位與評價的系統性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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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義出社會問題的核心內容與指涉解決方案的方向。 

因此，本研究用以觀察社會問題再建構過程的理論架構，立基於象徵互動論

上的社會建構觀點，強調人是經由人際互動而建構出意義，許多社會問題其實也

經由社會建構而成。台灣的毒癮愛滋以使用海洛因佔大宗（八成以上）（行政院

衛生署，2006a），雖說藥理學上已證實海洛因實質上對人體有害，7然同樣的毒

品在不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下會產生不同的傷害，愛滋減害計畫必要性的思維，即

在於不只是減「身體上」的害，也將一併檢視身體的烙印。換言之，我們的重點

不在於海洛因對人體有害與否之問題（客觀事實）是否存在，而是在兩害相權取

其輕，因而考量實施減害計畫的前提下，即靜脈毒癮注射會帶來罹患愛滋的風

險，故以服用美沙冬來代替針頭施打毒品，台灣的毒癮愛滋議題如何被宣稱成為

社會問題的活動和過程。在此過程中，毒癮者如何被框架？利益相關者如何參與

對毒癮者框架的定義或再定義？又如何運用權力競逐對議題意義的解釋權？這

些論述如何促成對社會問題的集體定義？都是我們欲予以探索的標的。 

參、研究架構 --新聞框架分析 

本研究特別著重社會問題在媒體中的建構過程。基於媒體的特性，社會問題

在媒體中被形構的過程與結果，研究發現與前述社會學定義的社會問題有所差異,
例如特定議題的問題面向，與是否受到媒體吹捧（hype）有關。所謂媒體吹捧，

有擴大（amplification）、放大（magnification）、渲染（exaggeration）、扭曲（distortion）
等意涵。具體言之，媒體吹捧屬媒體框架化（framing）的一環。本研究也將具

體考察毒癮愛滋新聞的框架化過程，包含新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

些層面，藉此定義毒癮與毒癮者作為一種問題、提出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

提供道德評估與處理方式的建議（Entman,1993: 52）。 

「框架」的概念源於 Goffman（1974）對社會真實建構的討論，Gitlin（1980）
則將框架的功能定義為幫助我們將日常生活經驗分類、組織、詮釋並賦予意義。

延伸至新聞傳播學界，Entman（1993；引自臧國仁，1999）將框架定義成：藉由

選擇與突顯兩個作用，將事件在溝通文本中做特別處理，以提供意義解釋。框架

雖可由媒體設定 (Tuchman, 1978)，但人們也能主動運用媒體來建構意義及設定

框架 (Gamson, 1992; Graber, 1988; Livingstone, 1990)。以媒體對於社會事件的報

導為例，除了因強調的程度不同而影響到民眾的注意程度之外，媒體並會將議題

框架出來，給予某種強調或標籤，而媒體與其他利益團體的影響，也會在其間發

揮作用，這整個過程使得事件能夠成為議題（Lang & Lang, 1983; Severin & 
Tankard, 1992）。臧國仁（1999: 17-18, 21）以框架理論為基礎，指出新聞記者與

消息來源之間的互動，對媒介真實的再現過程均具影響力。除此，社會情境對個

 

7海洛因具極強的成癮性，毒性是嗎啡的 10 倍，也容易產生耐受性，使用者必須隨使用次數而增

加使用量，才能達到原來的效果，一旦停止使用，將產生極度不安、盜汗、腹瀉、嘔吐、肌肉疼

痛等嚴重戒斷症狀。此外，靜脈注射海洛因也容易感染病毒性肝炎、愛滋病、心內膜炎等疾病（行

政院衛生署，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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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社會組織與傳遞議題是否成功具關鍵性影響，也對議題在媒體的曝光機率有

牽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不同框架之間具有競爭性，彼此會爭取意義建構的獨

占性，社會力量欲在此再現過程中爭取發言機會則有賴策略的行動。 

有關新聞框架分析的理論架構相當多，框架在傳播研究中迄今也仍欠缺一明

確的概念化定義。潘忠黨（2006: 26）將新聞框架分析分為三大範疇：話語（文

本為再現的體系）、話語的建構（框架建構的行動及過程）、以及話語的接收（效

果及其心理機制），本研究關注的則屬於第一個範疇。潘忠黨同時指出就目前的

研究文獻來看，如何實證的考察話語的文本，仍是框架分析的瓶頸。很多考察新

聞媒體如何報導一個議題或現象的研究，重點雖在分析文本，卻往往不考慮所分

析的是什麼行動者在什麼場景形成的話語，這種對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很少超越

簡單的描述（頁 30-31）。在比較各家框架論述後，本研究決定採用比利時學者

van Gorp（2005, 2007）依據 Gamson 等人（例如 Gamson & Lasch, 198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Gamson, 1992）架構所延伸出之「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
取徑，以作為問題意識耙梳之理論與分析參照。所謂的框架包裹，指的是兼具邏

輯性與組織性裝置的叢集（cluster），基本上包括以下三大須辨識的部分（Van Gorp, 
2007: 62-65）： 

 第一、明顯的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包括字詞選擇、隱喻、範本

（exemplars）、描述、論據（arguments）和視覺影像等，透過不同的框架裝置，

框架在媒介文本中被表明，所有可想到的框架裝置都直指相同的核心概念，並在

中心組織主題的引領下被結合，提供框架包裹一個連貫的結構。 

第二、明顯或潛藏的推理裝置（reasoning devices）：意謂著明確和隱晦的陳

述，處理理由（justification）和因果關係，有助於定義和了解框架的特質，因其

和前述 Entman（1993）提出的四種框架功能有關。 

第三、隱晦的文化現象：文化所指的是信仰、法規、神話、刻板模式、價值、

規範等的組成，被社會的集體記憶所共享，因此最深層的文化現象，在框架包裹

中亦可作為中心主題來使用，像是原型（archetype）（如受害者）、價值觀、神話

人物（mythical figure）、敘事等。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途徑架構乃先從第一個層次的框架裝置起始，試圖從各

種語言機制與論述，找出其所反映的推理裝置（第二個層次），並一窺主導範本

的意識型態（第三層次）為何，即在框架包裹的建構過程中，逐步地找出這些明

顯可見或者隱沒在文本中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層次分析雖具連貫性，但

各層次的分析未必能完全清楚切割，亦有可能會出現框架裝置與推理裝置交錯分

析的情形。本研究也將參考上述這些構成框架包裹的要素進行毒癮愛滋新聞論述

分析。 

由此，透過對毒癮愛滋議題的媒體框架分析，我們期待觀察在較長時期的議

題建構過程中，新聞媒體如何再現重新被建構的社會⁄健康問題？哪些框架被凸

顯於新聞媒體的報導中？這些框架的設定是受到哪些因素或機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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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愛滋議題相關的毒癮者框架分析 

本研究從社會建構論的角度切入，以框架分析的取徑，探討媒體論述中有關

「愛滋」與「毒品」交集的的毒癮者框架。我們以減害計畫開始上路前一年，亦

即台灣毒癮愛滋比例躍升的2004年初作為觀察起點，以2007年底本研究開始進行

時作為觀察日期終點，以愛滋、毒癮、吸毒、減害療法、美沙冬、針具交換等重

要關鍵詞，至《中國時報》、《聯合報》、《蘋果日報》等三家主流媒體的新聞文本

與影像資料庫進行相關資料搜尋，8再藉由前述van Gorp的「框架包裹」取徑，

一探毒癮者框架的跨文本建構與上述框架或推理裝置組成元素⁄命題之間的連

結。 

 具體言之，van Gorp（2007: 72）的框架分析包含歸納與演繹兩階段：在歸

納的階段，首要之務便是要重新建構框架包裹，逐步地找出前述這些明顯可見或

者隱沒在文本中的元素，除了找出框架包裹的這些組成元素外，van Gorp 建議可

將每個框架包裹呈現在框架矩陣（matrix）中，矩陣內的行代表框架，列描述出

框架裝置和推理裝置，然後策略性地選擇一些媒介文本開始分析，以決定哪些組

成元素和命題能成為框架裝置或推理裝置來使用，並進一步確認這些裝置在跨文

本之間是否具有邏輯性的連結；在這些原則下持續比對文本和各個裝置後，最具

代表性的裝置將逐漸被確認並整合成為框架包裹。當框架包裹藉由上述步驟被確

定後，接下來則進入到演繹的階段，研究者須測定之前所得的框架化裝置與推理

裝置能在完整的分析資料中反映到何種程度，演繹的步驟通常採用量化的內容分

析法，得到大量資料的系統性分類。 

經由反覆在新聞文本中檢視、推敲，本研究發現以毒癮者作為框架類別的區

分，最能凸顯各框架間的對比差異與適合回應我們欲探索的問題意識。本研究接

著以 Young (1973: 317)媒體再現「偏差者」的共識迷思架構作為參照，即偏差者

會因他們不同的活動或行為而被予以不同的標籤，此標籤命名乃以媒體所呈現的

共識作為軸心，離軸心距離愈近者，其合乎新聞價值奇異性的機率愈高，也愈容

易被媒體再現為對共識威脅愈大者。根據初步針對四年間共 742 則的相關文本觀

察，包括《聯合報》547 則、《中國時報》122 則、以及《蘋果日報》73 則，新

聞所出現的毒癮者框架可分為以下類別：（一）可被醫治的病人（212 則）；（二）

受害者（40 則）；（三）無藥可救的失敗者（64 則）；（四）加害者⁄失序者（298
則）；或是（五）以上的混合出現類型（55 則）。其中第五類，即框架混合出現

類型，基本上乃指上述四類中任兩類毒癮者框架的組合，例如可被醫治的病人+
無藥可救的失敗者、受害者+加害者⁄失序者、加害者⁄失序者＋可被醫治的病人、

無藥可救的失敗者+被害者、可被醫治的病人＋無可救藥者等，這些組成的個別

 

8由於本研究的新聞樣本橫跨 4 年，鑑於國內電子媒體新聞報導的保留時間有限，不易蒐集完整，

而平面媒體則已建置較完備的電子資料庫，有利研究者掌握文本完整性，故以平面媒體進行分

析。國內閱報率最高的四大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聯合報》與《中國時報》中（趙靜瑜，

2006 年 11 月 1 日），其中《自由時報》並無完整線上新聞資料庫，為了維持本研究資料蒐集信

度，故不納入分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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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會在前四類類型中詳述之，故不再另行敘述。 

從上述的框架類別新聞分佈我們可以發現，除了因減害計畫的推動使得「可

被醫治的病人框架」躍升第二高外，其他框架的新聞多寡確實以其偏差程度，即

距媒體共識軸心的距離依序分佈。例如「加害者⁄失序者」的偏差程度最高，其

被媒體報導的機率也越高。此外，雖然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分析質量兼具，但

本研究為了更能聚焦於新聞文本論述的深入剖析，有關量化內容分析的結果便以

上述新聞框架的分布頻率為主，輔以必要時的其他類目分佈註解。本研究的分析

重點乃將依序就上述前四個框架類別進行文本觀察與詮釋。分析策略除了找出建

構各毒癮者框架的主題外，將側重以範本（exemplars）作為框架包裹分析的主軸，

即從新聞中找出典型的新聞範例、公式寫法、相似的人事時地物，藉以剖析新聞

論述裡的字詞隱喻，且試圖看出在字詞、隱喻分析後，有哪些語言反映出推理裝

置，並回歸到一樣的核心價值。另外，藉由數據的鋪陳、兩者比較、引據消息來

源，也可以看出主導範本的意識型態。 

一、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 

愛滋減害計畫的施行，除了在實務上鼓勵靜脈注射毒癮者採用乾淨針具或進

行替代療法外，如何在大眾論述中翻轉其負面的刻板印象亦為重要環節。本研究

因此關注在減害計畫施行其間，新聞論述中毒癮者以「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呈

現的樣貌，特別是毒癮者應被視為「病人」的聲稱，如何在媒體論述中與其他聲

稱與敘事產生互動。一如新聞數量多寡的數據所示，此類框架在減害計畫推廣的

加持下，也成為框架數量排名第二的類別。若進一步以減害試辦計畫起始的日期

作為切割點，我們發現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類別比例從減害計畫前的不到一成

（9.38%），也是最少的類別，遽增至減害計畫後的 44.60%，成為該分析時期最

大宗的框架類別。 

整體言之，「如何幫助⁄治療毒癮⁄愛滋患者」為此框架呈現的問題意識，新

聞論述所彰顯的價值觀為醫療診治是克服藥癮的最佳途徑。然而由於毒癮者最大

的問題在於戒毒的困難，因此透過宗教機構人員的協助、醫療輔導，便成了協助

戒除毒癮的良方。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多出現在包含戒毒機構之建制化、減害計

畫之法制化、減害計畫之推廣等主題中。若將之依框架的組成元素予以歸納，則

可萃取出「輔導經驗談」與「服藥前後對照」的兩種範本： 

（一）輔導經驗談 

此類新聞範本裡的論述呈現，以協助戒毒的輔導人員為第一人稱，採用「先

苦後甘」的方式，搭配三階段的輔導過程：第一階段敘述其面對吸毒者上癮無法

自制、以及戒毒難受的痛苦；第二階段以自己在輔導毒癮者過程中，被排斥與面

對不潔穢物的苦，對照第三階段面對毒癮者戒毒後的喜悅，以及自己協助其戒毒

成功的滿足與成就感。主要消息來源乃衛生單位和戒毒機構的工作人員，如衛生

局長、疾管局技正、晨曦會輔導老師等，偶有警調人員；毒癮者本身亦為消息來

源之一，但是論述中出現的毒癮者只限於戒毒成功者，尤其是借助上述治療而成

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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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其他屬於負面框架的類別，隸屬於可被醫治病人框架的新聞論述，多

採用具正面意義的詞彙予以呈現愛滋毒癮者的病人狀態。於是，「病友」、「當事

人」、「患者」、「毒友」等詞彙，取代了「毒癮者」、「毒蟲」之類的字眼。並且以

「情緒細密」等字眼來形容毒癮者的敏感行為，以及如「我都快死了，你們還不

在乎我」等語句表示愛滋毒癮者面臨死亡而渴望被關注的心理需求；相關隱喻如

「悲歌」用來形容罹患愛滋的心情悲傷愁緒，以及用「熱臉去貼冷屁股」來強調

輔導人員於過程中的熱情用心，以及面對罹患愛滋毒癮者的心情變化的不易，如

「【愛滋毒癮者】有時候情緒還好好的，一下子就突然變臉」（聯合報，2005.12.16：
地方）。除了彰顯罹患愛滋病的病人心理狀態是害怕死亡而不穩定，也突顯輔導

人員面對過程中的心理挫折。 

透過上述語句詞彙所堆疊的推理裝置是：吸毒苦，戒毒更苦，所以毒癮者是

需要被醫治的病人，也是被毒纏身而需要被拯救之人；輔導員在此便扮演了犧牲

奉獻的醫治與拯救者。於是，透過如此因果論述的鋪陳，一再重複毒癮弱勢須接

受協助的印象。 

從相關的新聞圖片也可看出透過輔導人員協助及拯救毒癮者的意象。一如

《蘋果日報》2006 年 4 月 9 日生活與健康版的一幅照片所示，走過愛滋折磨的

一名病患，在藥物控制下除了繼續正常生活，也轉化成可「助人」的角色，可以

照顧精神狀況不佳者以及重度感染愛滋病患，顯示其對身體的控制能力加強，自

主性也較高。 

另外，我們注意到在此類範本裡，由於消息來源與主角都是輔導戒毒者，所

以通常會以前後對照方式，來強調病人的痛苦與誇張行徑，如「露出毒癮發作時

的痛苦表情，流淚流鼻涕，皮膚起疙瘩，一直跑廁所拉肚子。」（聯合報，2006.1.22：
話題），因為戒毒的痛苦與不易，我們看到新聞論述中會出現輔導者針對輔導過

程的艱難狀況描述，如「有時會冒風險，阿宏曾吐過穢物在他身上，嘔吐物中有

HIV體液」（聯合報，2006.1.22：話題）、「發現毒癮患者抽菸，制止時竟被毆

打」。然而此類新聞結尾通常會話鋒一轉，如「推動戒毒很難；但無論多難，能

救回一人都是好的」（聯合報，2006.1.22：話題），配合相關字詞如「患者本來

就難以自拔，又……」、「茫然」等來加強愛滋毒癮者的無援無助，以凸顯愛滋毒

癮者必須被拯救的狀態。相關隱喻如「迎向晨曦」旨在說明只要戒毒就可以有嶄

新的生命。 

延續前兩階段的痛苦輔導過程後，新聞描述通常在第三階段就會呈現皆大歡

喜的結局。論述中所呈現的字詞如：「表現優異」、「父親多次打電話感謝他，讓

他撿回一個兒子」、「勸她…知道她…鼓勵她…」、「收到嚴女的感謝信，讓他很欣

慰」等，皆以正面積極的方式說明輔導結果。而在字詞隱喻的使用部分，由於第

三階段已戒毒成功，論述中則會反過來強調毒的可怕，以提醒大家遠離之，如以

「消毒劑」這個日常生活用品做比喻，將毒癮喻為身體裡必須被消除的細菌污

垢，而唯有戒毒機構可以幫忙你消毒（癮）。 

此類範本的主角除了輔導者外，也有依上述方式戒毒成功者，後者在新聞論

述出現的目的主要便是現身說法，說明自己何以會吸毒，以及吸毒後對自我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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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造成的後果，藉以點出指出毒品的可怕，如：「吸毒 10 年讓他傷害很大，父母

也很失望，甚至他父親以母親教子無方為由發生外遇，讓他愧對媽媽。」（中國

時報，2005.6.26：北市新聞）。字詞選擇上則是「勸導」、「呼籲」，並且最後在戒

毒的過程，以「看見自己的軟弱與無能」、「無知荒誕且要付出慘痛代價的事」等

語句，再次強調吸毒的痛苦，以及必須勇敢戒毒的心理曲折。最後透過成功者「現

身說法…後來到晨曦會，接受宗教信仰洗禮…籲大眾正視毒品的可怕。…」（中

國時報，2005.6.26：北市新聞），堆疊出合理的因果推論，彰顯宗教在戒毒上的

重要性。此外，有些戒毒成功者甚至進而成為諮商員，將自己曾收受的戒毒福報，

轉向協助他人，如下例： 

戒毒者任愛滋病諮詢員 

台灣平均每天有六名注射毒品的毒癮者感染愛滋病，成為愛滋蔓延最

可怕的病毒。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疾病管制院區「以毒攻毒」，聘請一名曾

吸毒長達十年的諮商員吳明錫，擔任愛滋減害計劃諮商員，以自身經驗勸

導前來交換空針的毒癮者，期望毒癮者能走向戒毒、重生之路。… 

 （蘋果日報，2005.12.5：生活） 

上述新聞範本中，「以毒攻毒」強調曾為毒癮者的諮商員，能夠站在同理心

去分享經驗；至於「重生之路」也代表戒毒成功後的人生，就好像重新又活了一

次，可以有更多的選擇與希望。 

我們注意到在此類範本的新聞論述中，毒癮者並不是完全被予以正面的描

繪，他（她）其實是需要人家拉一把的，而這些輔導者就是不畏艱難而堅持要協

助其戒毒的救星。因此，在這類新聞裡，我們認為對於愛滋毒癮者的正面框架部

分，主要乃著眼於他（她）有「意願」來被醫治。但有意願之外，正面框架裡的

新聞立場，其實並沒有幫毒癮者翻身，因為他們能否戒毒成功，仍決定於「輔導

者」是否願意主動吃苦出力的付出協助戒毒。 

因此，儘管這幾年政府推動的減害計畫，表面上看起來好像是幫毒癮者翻

身，但在我們所觀察的正面框架新聞論述中，其實主要的正面描述，仍聚焦在輔

導者這端，論述往往點出輔導者、衛教人員的心理正向性。若往深層探索，此類

範本背後的價值觀，也來自於「視病如親」的觀念。輔導員不畏艱難、用盡各種

方式、忍受這種身體與心靈的難受，只為協助毒癮者戒除毒癮，相較毒癮愛滋者

表達戒毒的艱辛，所襯托出的重點就是輔導者把毒癮愛滋者救回來，因此輔導者

才是更偉大的對象。換言之，此類新聞裡的毒癮愛滋者，並沒有因減害計畫而被

扭轉其負面形象，新聞論述中的正面框架裡，重點仍在強調輔導者的偉大。 

（二）服藥前後對照 

此類範本裡的新聞論述呈現，主要在於報導替代療法的推廣與施行。與前述

範本類似，通常會採用「先苦後甘」的方式，搭配二段式的「服藥前後」過程對

照描述，即以協助戒毒的輔導人員或戒毒者做第一人稱，第一階段敘述服藥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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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毒癮的難受痛苦，第二階段則描述自己在服藥後，身體狀況得到明顯改善的情

形。主角主要是政府官員、醫療人員與戒毒者，消息來源多為地檢署、警方、醫

療人員（如療養院/精神科醫師或個案管理師），也有毒癮者現身說法。然而毒癮

者現身說法的最大目的在於背書，以宣揚替代療法的好處，9並沒有呈現不同於

治療者的另類觀點。 

仔細觀察此類範本中所使用的字詞，我們發現論述中的毒癮者幾乎都採被動

狀態，如「被醫治」、「被毒控制」、「被協助」、「吸毒讓我無法工作」、「讓他毒癮

反應慢慢消失」，透過明顯或幽微的陳述，我們展開 van Gorp 的推理裝置剖析。

由於吸毒苦而戒毒更苦，所以毒癮者是需要被醫治的病人，也是被毒控制而需要

被拯救之人，替代療法在此便扮演有效協助戒除毒癮的要角。因此在新聞論述方

面，可明顯看到許多服藥前後的好壞結果差異，覆誦毒癮弱勢須接受協助的形

象，如：「林姓男子表示，他每天早上到嘉南療養院吃藥，一整天都不再犯毒癮，

且可正常工作」（聯合報，2006.6.24：台南市新聞）、「部分患者到場臉色難看，

無精打采，用藥後，臉上露出笑意，向醫院人員致謝。」 （聯合報，2007.7.25：
雲林．教育）、「他說他採用美沙冬替代療法後，沒有再吸毒」（聯合報，2007.12.07：
高澎．教育）、「小黑說，接觸美沙冬之後，讓他的所有毒癮反應慢慢消失，不

再想要碰毒」（中國時報，2007.12.12：桃園新聞）。 

由於上述推理裝置的巧妙鋪陳，讓替代療法的推動在新聞論述中似乎獲得不

小的迴響。此類範本的字詞使用，便在於爭取替代療法的推廣，如：「多數人都

希望藉由替代療法獲得戒治毒癮」（聯合報，2006.6.24：台南市新聞）、「替代

療法很好，政府應廣為宣傳」（聯合報，2007.7.25：雲林．教育）。我們注意到

這些論述再現的背後其實涉及當時政策的推廣，且新聞消息來源通常都是政府機

關與醫療單位，但出面現身說明者則是正在戒毒、或戒毒成功者。於是乎，這兩

者本來在負面框架是處於彼此相對立位置的角色，在此正面框架新聞論述中，便

合而為一為政策背書。 

戒毒者除了身體狀況改善，戒毒後的生活改善，也都以正面字詞反映在新聞

論述裡，如「挽回瀕臨破裂的婚姻」、「已經與女友籌備婚禮的他，還有大好前

程與未來」等。新舊對照的字詞語彙，也被用來凸顯戒毒後的生活，如「如獲新

生」、「展開新生命」、「迎接一段新的人生」、「新人生」等。這裡的「新」，

相對於之前吸毒的「舊」，也表現戒毒者對於人生態度的不同。 

綜合觀之，從「減害計畫」到「替代療法」，光是名稱上視吸毒者為「害」，

會危害社會秩序也會造成身體毀壞，到採用「替代」、「療」字詞來協助毒癮者治

療吸毒與愛滋該病症，便意涵著價值觀翻轉的契機。在根深蒂固的觀念裡，愛滋

 

9毒癮者在參加替代療法的框架之下，彷彿只有兩種出路：治療後成功減輕毒癮，回復正常生活，

可歸為「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治療後失敗，繼續吸毒、犯罪，可歸為「加害者⁄失序者」或

「無藥可救的失敗者」框架。毒癮者形象的新聞呈現，似乎極為二元對立，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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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癮者素來被鑲嵌至危害社會的負面框架中。政府減害計畫或替代療法的推行，

其背後也意味著政策的施行，意在建構愛滋毒癮者為需要被醫治與拯救的形象。 

二、受害者框架 

在本研究分析毒癮者框架中數量最少的為「受害者」類別，特別是在減害計畫

實施後，從實施前的排序第二（13.99%）降至 3.45%，成為該時期數量最少的框

架類別。「毒癮⁄愛滋如何戕害個人身心」是本框架問題意識，來自對於用毒知識

的無知、不知情毒癮者互相牽連（如與配偶或朋友共用針頭或毒品稀釋液而感染

愛滋）、因朋友慫恿而接觸毒品(錯交損友)。因此此類新聞裡的毒癮愛滋者，主

要有共用針具⁄稀釋液而感染愛滋、制度僵化害人等新聞，被歸屬於正面框架下

的「受害者」。框架的主要價值觀，訴諸於毒癮者需要被同情，許多無知的吸毒

者缺乏常識、因運氣不好被傳染、或被制度所限遭遇的不公平待遇，因此這類框

架中所建構的愛滋毒癮者，乃為需要被幫助與被關懷的弱勢受害者。 

歸類於此類框架的新聞雖有為數不少與毒品的相關宣導⁄防制或正面事例有

關（佔 37.5%），然若依其組成元素與重複出現的模式，我們則可發現一強調「連

鎖反應」的範本型態。此範本論述主要聚焦在毒癮者以第一人稱，描述因為個人

無知或被拖累，而染上毒癮或愛滋；或者因為共用針頭等行為染上愛滋的結果；

最嚴重者，則是因為毒品與其他藥物、行為連鎖反應而致死。受害者框架中的連

鎖反應論述皆以一個事件為起點，往後延伸或回溯為何感染愛滋或染上毒癮的原

因。新聞論述中的主要消息來源是警方、毒癮者與醫療院所，主角都是毒癮者。

我們注意到新聞論述呈現，多數發生在醫療院所或監理單位。此類新聞裡的愛滋

毒癮者，因為都是被動、因不知情的狀態下被感染愛滋甚至致死，故被歸屬於受

害者的框架。相較於「加害者⁄失序者」、「無藥可救的失敗者」框架中所呈現的

明知故犯之毒癮者，這類新聞範本裡的主角，乃因為一連串的不小心而染上愛

滋，並且表現出後悔的心理狀態，更是加深其作為「受害者」的被動承受位置。 

我們觀察到新聞論述的字詞選擇都以「一個不留意」、「最倒楣」、「不知覺」、

「不知道」等字眼，來開啟主角感染愛滋毒癮的莫名狀態，因此他們的病痛受苦

是被迫的，如此陳述以看似自然的因果論述，一再重複感染愛滋毒癮者的需要被

同情。我們列舉幾項完整因果論述，如：「吸毒者大都知道避免共用針頭…一個

不留意就會搞混，致針頭還是交叉使用。」（中國時報，2005.2.18：北部都會）、

「他從不用別人針頭…事後才得知同夥中有位愛滋病患，攪和毒品時向他借針頭

吸攪，不慎污染了針頭，害他不知覺也被感染。」（中國時報，2005.2.18：北部

都會），「我從沒跟別人共用過針頭…他不知道跟別人共用稀釋液，或是共用礦

泉水洗針具也會傳染愛滋病。」（聯合報，2006.12.1：生活），「夫妻可能因共用

針頭而染病」（聯合報，2004.2.5：地方），這類被家人或他人所害而感染愛滋的

新聞論述，通常會強調該吸毒者「從不共用針頭」這件事，然後以被感染愛滋來

作為對其需要表達同情的推理裝置。 

另外，連鎖反應式的新聞會採用醫學的旁觀者論述來表現吸毒會對身體產生

一連串的不良反應。此時的消息來源主要就是醫生與記者，以一連串的專業藥

名、身體反應與詳細病症分析，試圖讓閱聽人了解毒的影響與上癮的後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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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樓醫院醫師周立平]表示，海洛因易產生抗藥性，劑量會不斷增加，造成毒

品中毒，出現血壓下降、發燒、昏迷，甚至抑制呼吸造成死亡。注射毒品也很容

易產生肝炎、愛滋病、靜脈炎、細菌性栓塞及致命的心內膜炎」（聯合報，

2005.1.21：台南市新聞）。因為這類詳細的分析，也應證了愛滋毒癮者之所以無

法戒除的原因，更強化他們是被毒所侵害的角色，以吸取大眾的同情。 

除此，「連鎖的反應」也來自監獄體制對於毒癮者的拒絕態度，導致毒癮愛

滋者猶如「人球」一般被踢來踢去，如：「有的戒治所擺明了拒收，但有的戒治

所不想和檢察官槓上，使出技術性拒收，不是說資源不夠，就是設法轉到其他監

獄戒治。」、「台中戒治所裡目前並無愛滋病戒治者，因為戒治所以「資源有限」

為由，把愛滋患者轉至台中監獄或看守所代為收容。台南監獄戒治所對強制戒治

的愛滋毒癮，一律搬出戒治條例拒收。」（聯合報，2006.10.9：話題）。此類新

聞事件開始的因，主要就是大家對於愛滋的恐懼，如「雖然獄方不斷給予一般受

刑人衛教」，「比空氣傳染的肺結核更安全」，但一般受刑人仍心存芥蒂，讓獄

方在管理確有困擾。」其中的「雖然…但…」、「比…更安全」就表現出對於毒

癮愛滋者態度的轉換，「雖然」是認可毒癮愛滋者可以如一般受刑人，「但」卻

無法真的做到。因此，愛滋毒癮者在大家對於愛滋的恐懼之下，儘管監獄管理方

也知道「更安全」，但實際上執行時，毒癮愛滋受刑人仍常為制度下被「拒收」

者。 

這邊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為什麼恐懼毒癮愛滋者？監獄的官方與受刑人的反

應，表現出對愛滋毒癮的負面印象，儘管新聞裡沒有明白論述，但實質反應的就

是愛滋令人感覺恐怖，所以產生連鎖的拒收遲疑反應。而其中令人矛盾的是，新

聞論述一方面呈現官方對於愛滋的衛教宣導，但另一方面又說明現今官方採取消

極態度面對愛滋受刑人的態度。這邊也呈現兩種差異，有毒癮的受刑人並不會被

明顯排斥，但有愛滋毒癮的受刑人，則明顯處於邊緣位置。 

上述一連串連鎖反應的描述，其背後所反映出的意識型態為對毒癮者的同

情，這類受害者的型態多元，沒有一致性的組態，主要都是因為一個事件做為起

點，然後往前回憶或往後延伸。但愛滋毒癮者在此並沒有扭轉其負面框架，只是

以另一種論述筆法呈現他們吸毒染愛滋的「無奈、不小心、莫名」，相較負面框

架裡毒癮愛滋者的主動為惡，這裡的受害者承接前述「可被醫治的病人」的文化

價值觀，即他們吸毒染愛滋是被動狀態，因此必須要投注關懷。 

三、無藥可救的失敗者框架 

本研究所分析的毒癮者框架中，數量排名第三者可歸屬於「無藥可救的失敗

者」類別，雖然其比例從減害計畫前的 12.29%降至計畫實施後的 9.66%，其排

序維持不變。此類框架主要在呈現毒癮者因為吸毒而導致無可挽救的結果，包含

宣誓戒毒⁄參與減害計畫卻仍深陷毒癮、消極面對毒癮而執迷不悟、減刑出獄者

再度沾染毒品等。毒癮者會失敗或無藥可救的根源在於個人，包含面對生活困境

而吸毒逃避、毒成癮性強導致難以解除、染上愛滋而自暴自等；其影響層面則遍

及個人與其親朋好友；框架的主要價值觀是對個人缺乏自制力的苛責，包含吸毒

行為令人絕望、無藥可救也無法改過自新等。在這類框架新聞中，我們歸納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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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典型的新聞範本，即「母親的眼淚」、「我的自白」、「病態的身體」與「消極勸

導與無奈預告」，前三者範本主要聚焦在「個人」，即毒癮者與其家人的新聞論述；

末者則聚焦在「政府」，包含警方與相關官員的事實描述或懇請呼籲。  

（一）母親的眼淚 

此範本的新聞論述主要環繞在母親扮演哭泣質問與痛心的無可奈何角色，或

毒癮者連累母親一起上癮。以被連累者（消息來源多為毒癮者家人，尤其以母親

為多）的陳述為主，新聞論述通常會強調母親的年邁與傷心舉動，以突顯毒癮者

不僅未善盡奉養父母的責任，甚至還讓原應安享天年的長輩失望不已，連最親近

的親人都無可奈何，毒癮者因而顯得更加無藥可救，如：「毒品害慘了我們一家

，連孫子都受拖累，談到因吸毒全染上愛滋病的三個兒子、媳婦，六十三歲的老

母親無比痛心」（聯合報，2005.6.27：焦點）。新聞採用負面意義的詞彙，加以

呈現失敗與無可救藥的嚴重，例如「連…都受拖累」、「因…全染上愛滋」等，加

強毒癮者家人對其無可救藥的觀感。以下為一則典型的新聞論述： 

吸毒愛滋三兄弟 連累老母沉淪 驗血結果太嚇人 百餘位煙毒犯 竟有愛滋
16 人 讓員警直呼怕怕 一家四口都帶原 更讓人搖頭不已 

三峽分局煙毒犯送檢驗出一成的愛滋帶原者，其中還出現一家三兄弟共

用針頭感染，還為索錢購毒讓媽媽共用針頭吸毒享受毒癮發作的「好處」，

結果黃姓三兄弟也把愛滋病毒傳染給母親，一家四口全都成了愛滋帶原

者。……三兄弟獲保，因支付保金無力購買毒品，竟向親生母親遊說吸毒的

好處，希望藉此博得同情讓她們購毒解癮。令人訝異的是，黃媽媽竟然也在

三兄弟的慫恿下，跟著吸毒。 由於黃媽媽和三兄弟共用針頭，居然也因此

被親生兒子感染愛滋病毒，而一家四口都因吸毒感染愛滋病，也成為了三峽

警分局煙毒犯愛滋病送檢中，最令人搖頭不已的一項紀錄。 

（中國時報，2005.4.13：社會新聞） 

我們看到，新聞用、「竟然」、「居然」等詞彙強調毒癮者的無藥可救。因為

一再出現重複的明知故犯行為，已違反一般社會觀感的常態。「令人訝異…」、「最

令人搖頭不已…」則說明母親跟隨吸毒的失敗，暗示母親應該沈痛或正義，不應

該跟隨吸毒。在此，無藥可救的形象從兒子進一步轉移到母親身上，兒子慫恿母

親吸毒、感染愛滋給母親似乎都比不上母親管教不力又染上毒癮的罪名來得嚴

重。對母親隱含的道德撻伐，更再次複製了「模範母親」的迷思，即強調母親的

教養責任，而不談母親承擔母職時的辛勞。 

母親的眼淚在社會文化情境中代表深層的愛意、恨意、與包容，是哀痛與

情感表達的極致。從深層的文化現象來分析，可推測母親的角色在傳統文化中所

佔據的位置，例如宗教、神話（聖母瑪麗亞）、「孟母三遷」故事告訴我們母親兼

具教育孩子的責任，真實的淚對比吸毒的罪，所以孩子吸毒必定會「痛心」。因

此當孩子做出違法之事時，母親的眼淚便被建構出是基於「個人的懺悔」（沒教

好）與「個人的無能」（沒管好、管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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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自白 

此範本主要著重在毒癮者吸毒歸因的自白，強調吸毒行為的正當性與合理

性，以及不得不做、沒得選擇的無可奈何。然新聞中毒癮者的自白未必來自毒癮

者本身的說詞，因為現實世界中的社會新聞採訪，記者未必能夠親身接觸到毒癮

者，而是必須透過警方轉述二手消息，再撰寫成報導。因此，在警方轉述與媒體

再現的過程中，這些特殊情境脈絡下的自白，很可能會受到放大或扭曲。 

此類新聞多採用第一人稱方式轉述，論述的因果關係主要歸咎「身體狀

況」、「經濟狀況」，導致染上毒癮或犯行的兩類原因。前者是毒癮發作導致嚴重

痛苦，需要吸毒以舒緩身體的難過，後者聚焦在經濟狀況不佳，導致心情低落，

吸毒可以暫時逃避。新聞論述強調吸毒原因，如：「『一天要花 3、5 千元買海

洛因，不搶不行』兩名黃姓男子告訴警方，毒癮發作時很痛苦，全身痠痛、流鼻

水、反胃嘔吐；只要有錢就買毒，找不到錢買毒，能賒能借的就借，就這麼過一

天算一天」（聯合報，2007.2.2：高市澎縣新聞）。「不搶不行」、「過一天算

一天」的字詞選擇，加強毒癮者無藥可救與失敗的行為。 

此類新聞論述除了描述經濟情況是吸毒主因，也會強調其它吸毒原因，如「他

是家裡獨子，最近失業，加上母親生病，心情不好才又染上毒品」（聯合報，

2005.07.28:中部綜合新聞）。「獨子」（獨子的壓力、背負的期待）、「母親生

病」（獨子要照顧，但失業又沒錢付醫療）所以「心情不好」（吸毒可以忘了一

切，心情比較不會不好）。「才」、「又」的字詞選擇，則強調一犯再犯，也說

明該毒癮者的無可救藥。 

「我的自白」範本內容所凸顯的深層文化因素，乃來自整個社會對於「做壞

事」的態度，認為犯錯一定有原因，以及吸毒者對於整個社會的屈服，即吸毒還

知「錯」，懂得找理由，至少是負面框架裡程度較輕的與無藥可救的失敗者。吸

毒被視為犯罪，是因為吸毒者會做出搶劫等危害社會的行為，因此被列為負面框

架，而「知錯卻不能改」的吸毒者，因為違反「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傳統觀

念，故被視為無藥可救的失敗者。 

（三）病態的身體 

此範本聚焦在吸毒後導致的病態身體，於是「功能障礙」、「滿身病痛」、「全

身痠痛、流鼻水、反胃嘔吐」等身體描述，都是吸毒所造成的。此範本開頭常以

員警做旁觀描述，同時警方也是主要消息來源。警方通常以歸因作為其論述主要

內容，如：「管區警員指出，這家以往家境還過得去，一家人住在三樓的透天厝

內，但三兄弟染上毒癮後，不僅賺來的錢都用來買毒，最後落到身體愈來愈差，

附近鄰居提到三兄弟都搖頭」（聯合報，2005.6.27：焦點），以對比方式來說明

「以往…最後…」的好壞對照，並且以「搖頭」表示對吸毒導致身體病態的反對

態度。 

相關新聞圖片亦見毒癮者因吸毒呈現病態身體的一面。例如《蘋果日報》

2007 年 8 月.24 日社會版的一幅毒癮愛滋嫌犯被銬在警局牆上的新聞照片，便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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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其雙眼發紅、眼淚直流，疑似毒癮發作的特寫，顯示出毒癮者沈溺於毒癮無可

自拔的樣貌。 

此外，新聞也利用「一炮換一泡」的隱喻來描述女毒販以性關係換取毒品，

如：「高市三民二分局偵察隊長吳振軒表示，有些女毒蟲因為沒錢買毒，只好使

出『一炮換一泡』的招數，以女人的原始本錢和對方發生性關係來換取毒品，『為

了吸毒，性關係搞得十分複雜，成為愛滋病的感染溫床！』」（蘋果日報，2005.12.25:
社會）。此論述背後蘊含了社會對於女性性行為的道德建構，強化女性的性慾乃

受男性所支配，故當女性以性（在文中被窄化為「女人的原始本錢」）作為交易

手段時，理應受到道德譴責，因為這逾越了既有的性規範而不被允許。但是同樣

與之發生性關係以交易毒品的男性卻在論述中卻被隱形化、去責任化，成為無辜

的受害者。 

（四）消極勸導與無奈預告 

此範本多以議題相關官員作為消息來源，並以勸導角色出現在新聞論述中，

其中有行政官員或醫療人員接受訪談，也有政府部門自行發佈的新聞稿。此類新

聞主要是政府以實際數據提醒大家注意吸毒問題，如「一整年因吸毒共用針頭感

染愛滋的人數超過二百人，比廿年來的總和還要高…衛生署只能在下游呼籲大家

不要共用針頭，卻無力減輕毒品問題，非常無奈」（中國時報，2004.11.15：話

題），以「只能…呼籲…」、「卻無力」、「非常無奈」來表明對於吸毒者的態度，

認為戒毒要靠毒癮者自己。 

毒癮者無藥可救是救不了還是刻板印象？伴隨消極勸導而來的是無奈的預

告。此類範本通常以相關政府官員為主，配合吸毒者將減刑出獄的背景，強調毒

癮者出去後一定會繼續吸毒，或者再回來監獄繼續接受勒戒，猶如先知先覺的預

告，強化既有對於毒癮者不抱希望的立場。字詞選擇上則以對比方式來凸顯毒癮

者的無可救藥，如「兩天…多名…」、「才兩天…各地就陸續」說明毒癮者的無藥

可救，而相對於政府官員「能做的都做了」，毒癮者的「不為」（不戒毒而繼續吸

毒），則更彰顯他們的失敗。再以以下新聞為例： 

籤詩有夠靈 

走「水路」 踏上不歸路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三組組長楊世仰專責防止愛滋病散布，推動毒品減害

療法。今年六月間他做了一首打油詩，提醒毒癮者「忌如前量施用，恐登時

斃命」。並以寺廟籤符的形式呈現，取名「更生平安符」。這兩天傳來多名

減刑出獄的受刑人使用毒品暴斃、昏倒，正好應驗。 

（聯合報，2007.7.18：社會） 

上述「更生平安符」的隱喻雖強調希望減刑出獄的更生人可以安平，但背後

的思考卻是「正因一定不會平安，所以要製作符，祈求他們能夠平安」。此外，

新聞論述中也常出現「跟老友敘舊」、「早去早回」等字眼。前者明顯表達毒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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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老友就是毒品，他們的「敘舊」就是吸毒；至於毒癮者自坦「早去早回」，則

表示其似乎也認知到自己的無藥可救，故不打算去改變，甚至反過來符合政府官

員的預告。 

此類範本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包含對於「毒癮者缺乏自制力」與「毒

癮者無法改過自新」的道德指責──人要自制，但吸毒者卻無法自制，因此政府

官員只能「無力、無奈」，說明了政府公權力的有限，政府有權力強制勒戒毒癮

者，卻無法有效根除上游販毒集團的毒品供給，而只能從下游個別的毒癮者著

手，進行實質效益不大的呼籲，加深毒癮者的無藥可救與失敗。「政府官員」角

色則類似前述「母親」的角色：母親作為一家生育、養育與教育的主體，而政府

官員則扮演維持整體國家體制的角色。兩者最大的不同是，母親只能哭訴，但政

府能夠立法將吸毒者強制勒戒。 

四、加害者⁄失序者框架 

不意外的，毒癮者被框架成加害者或失序者，乃為本研究分析出新聞則數數

量最多的類別，佔了半數以上。雖然此類框架數量在減害計畫實施後，為降幅最

多者，從計畫前的 64.69%降至 42.30%，但仍高居減害計畫實施後數量第二高的

類別。在此框架下，「毒癮者如何危害社會治安或引發社會失序行為」是其重要

問題意識屬性，新聞的主題論述環繞在毒癮愛滋感染者惡意散佈病毒或威脅警

方、毒癮者販毒或其他犯罪行為、因為吸毒而連累家人、吸毒與脫離常軌行為之

間的關連等；影響層面為個人身心健康與公共危險（愛滋傳染比例高）、並遍及

毒癮者自己的下一代與無辜他人。 

加害者或失序者框架主要所呈現的價值觀，乃針對毒癮者缺乏理智與自制

力，並以各種方式加害他人的指責，甚而描繪為社會愛滋傳染原的肇因者，譴責

意味濃厚。從新聞論述中，我們依據框架的組成元素歸納出所謂「恐怖的愛滋」、

「慣性的犯罪」、「毒與性派對」與「延續的不幸」四個新聞範本： 

（一）恐怖的愛滋  

歸屬於此範本的新聞論述，主要消息來源多為警方，新聞主角則是吸毒者

個人與員警。論述呈現多數發生在逮捕毒癮嫌犯的現場描述，吸毒嫌犯以自身染

有愛滋而張揚的威脅，對比警方懼怕被感染對照的小心翼翼，使得本該心理上畏

懼員警的毒癮嫌犯，反而因為感染愛滋而行徑張狂，甚至以自身的愛滋作為威脅

或加害旁人的行惡工具。新聞論述中的推理裝置與論述策略，乃為利用對愛滋的

恐懼，描繪愛滋何以成為毒犯的工具，用以威脅並加害他人，以看似自然的因果

論述，一再重複感染愛滋的毒癮者，挟愛滋以脅迫他人的負面形象。 

 首先，新聞論述的字詞多為具負面意義的詞彙，藉以呈現毒癮犯儘管因犯罪

被逮捕，仍不願伏手就法的情境，凸顯毒癮者以愛滋作為加害他人的心態。如「毒

犯拿出病卡嗆聲：『我有愛滋 來抓我呀』」、「我有愛滋，來抓我呀，我咬你一口

你就沒命了。」（聯合報，2005.8.5：地方）、「我有愛滋病，不要靠近！」(蘋果

日報，2006.8.9：社會)等。相較之下，員警對逮捕愛滋嫌犯的心理壓力與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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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就呈現在如「員警怕怕」、「唯恐被感染愛滋，臨時戴起手套、口罩，如

臨大敵一般」（聯合報，2005. 5.22：高屏澎新聞）等的描述。其中以「如臨大敵」

的隱喻描述員警對愛滋毒犯的戒慎恐懼，更加強「愛滋是大敵」的印象。以下這

則來自《中國時報》的報導，則為此類典型新聞範例： 

《社會短打》逮愛滋毒犯 員警怕怕

高縣：鳳山分局員警廿一日凌晨到大寮鄉逮捕洪姓男子持有海洛因，偵

訊時，洪嫌供稱「因染愛滋病，才吸毒止痛！」嚇得員警趕快戴上手套、口

罩，並通報縣衛生局人員到場。…張姓員警偵訊時，洪嫌供稱因罹患愛滋病，

身體常感不適，才吸毒止痛，張姓員警和在場同事隨聽洪嫌是愛滋病帶原

者，紛紛避開，並戴上口罩、手套，也為洪嫌戴上口罩、手套。 

（中國時報，2005.5.22：高屏東新聞） 

上述「員警怕怕」、「因染愛滋…嚇得員警趕快戴上手套、口罩，並通報縣衛

生局人員到場」、「聽…是愛滋帶原者，紛紛避開…」等描繪，與其他如標題為「愛

滋毒犯氾濫 警察要命寧可不抓」（聯合報，2004.1.18：社會脈動）的同類新聞，

在在凸顯愛滋毒癮犯者利用愛滋作為威脅工具，以拒絕被捕的加害心態。事實

上，不只是文字，在相關新聞的圖像中我們也可發現「恐怖愛滋」的形象建構。

例如刊登在《聯合報》2004 年 1 月.10 日桃竹苗綜合新聞版的一幅新聞照片便顯

示，警局逮捕愛滋毒癮犯之後，因受制於對愛滋的恐懼，在警局辦公室貼上「愛

滋病患，請同仁小心」的告示，宣告愛滋病患近身的畏懼。 

另一類「恐怖愛滋」的範本框架，出現在描述愛滋毒犯刻意以使用過的針頭、

毒針，惡意傷害無辜、使他人感染愛滋，如「婦女遭不明吹針刺中，擔心是毒針，

或是有愛滋病患者用過的針頭，趕到醫院醫治，造成人心惶惶」（聯合報，

2004.2.17：地方）、「豈料毒蟲竟揮舞自己的針筒大聲喊：『我有愛滋病！』反擊，

分別扎傷、咬傷三人」（蘋果日報，2007.9.24：社會）等。新聞論述中以「人心

惶惶」來描述大家對於可能感染愛滋的懼怕，更使用「毒『蟲』」這個負面隱喻，

加深愛滋毒犯的令人反感。 

「恐懼的愛滋」這類新聞範本論述中的深層結構所凸顯的文化現象，主要來

自信仰、法規、神話、刻板模式、價值、規範等的組成，例如愛滋病來自性行為

混亂、愛滋病是法定傳染病、很多名人死於愛滋（神話）、愛滋病的不潔（價值）

等。因此，對愛滋的恐懼也來自於上述眾多字詞、隱喻、推論的使用結果。換言

之，個人對愛滋的害怕反映出整體社會文化對愛滋的恐懼，更因此塑造恐怖愛滋

的負面框架。 

（二）慣性的犯罪 

另一加害者或犯罪者框架，則展現在可稱之為「慣性犯罪」的新聞範本中。

此類新聞範例多與毒癮者為籌錢買毒，因而從事犯罪行為，並一再重複犯刑有

關；一如「恐怖愛滋」的新聞範本，此類範本論述多為檢警單位對犯罪事實的陳



述，主角也是毒癮犯者個人與員警，新聞論述也多來自逮捕毒癮嫌犯的現場描

述，包含毒癮者受雇他人或自己販⁄運⁄製毒，或由毒癮者因為缺錢買毒所犯下的

搶劫、勒索等犯罪行為，或女性會因缺錢買毒而從事性交易等。 

一如「恐怖愛滋」範本中的新聞字詞選擇，此類範本詞彙亦多具負面意涵，

如「連續販賣海洛因」、「因染上毒癮，始鋌而走險」、「一再否認販毒…毫無悔意」、

「借屋分裝、販賣毒品」、「這些破案的竊盜案，98％嫌犯都有吸毒」、「警所裡雙

腳被扣上腳鍊的嫌疑犯」。這裡所呈現的推理機制是：因為染上毒癮，所以必須

不斷犯罪以拿到錢去買毒，如「因為吸毒，連帶男女雜交、共用針頭，更造成愛

滋病、Ｃ型肝炎的增加，治安敗壞讓警員都憂心忡忡」（中國時報，2005.10.5：
雲林新聞）。如此陳述以看似自然的因果論述，一再重複感染愛滋的毒癮者的負

面形印象。新聞相關圖像對毒癮者犯罪行為的呈現，更是呼應了此新聞場景，例

如刊登於《蘋果日報》2005 年 10 月 30 日社會版的一幅愛滋搶匪嫌犯落網、被

警方押回案發現場進行模擬的新聞照片便顯示，嫌犯刻意呈現出頭部低垂，貌似

懺悔的畫面，藉以告誡社會大眾行為的界線，導入社會控制的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女性吸毒者作為慣犯的新聞論述描繪，卻多與利用身體從事

性交易以換取毒品有關。論述中所強調的負面影響，不只是女性毒癮者自己因而

感染愛滋，甚至被描述為愛滋病毒的中介，以下新聞即為一例： 

愛滋女賣淫 恩客數不清  

……帶回偵辦發現陳女自民國七十二年開始注射速賜康，後來毒癮加重加施

打海洛因，廿多年來吸毒，曾多次被警方查獲移送法辦或送勒戒治療。  

陳女向警方說，去年八月間因違反毒品案遭鹽埕分局查獲，衛生機關抽

血檢驗發現患有梅毒；今年八月又因毒品案遭新興分局查獲，衛生機關抽血

檢驗被發現患有愛滋病。 

她並說，為買毒品因無一技之長，只好在前金、新興、鹽埕區一帶充當

流鶯，靠賣淫維生，與多少人發生關係記不清楚，可能有數百人。 

 （中國時報，2005.9.24：南部都會） 

上述新聞中字詞的選擇，我們可看出從年代的連續性、地點的擴散，愛滋女

被喻為禍源，會因性交易把愛滋病毒傳染給論述中缺席的男性嫖客，或所謂的「恩

客」；事實上，該女所得的愛滋病也可能來自男性嫖客，但後者描繪的缺席，卻

巧妙地倒果為因，認定該女是愛滋病的傳染源頭，一再複製性別階級上的不平等。 

整體言之，「慣性犯罪」新聞範本中所再現出的主要價值觀，乃在於對吸毒

者無法自制的行徑做出強烈指控。這種「知錯仍做」、「無法克制自己吸毒慾望」，

乃至於去傷害旁人的行為，在新聞裡一再被建構出愛滋毒癮者在我們的文化裡，

扮演的是加害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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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與性派對 

此類範本最主要的新聞主題是同志轟趴，包含參加轟趴有意或無意吸毒，或

因吸毒而精神迷亂發生混雜性行為，結果導致交叉感染愛滋；新聞甚至會引述研

究資料，將同志與毒癮者、愛滋感染者劃上等號。在此類新聞中，「同志」、「轟

趴」與「毒品」三種元素共同框架出集體失序的毒癮者，在情境催化下做出失去

理性的行為，並將愛滋病源頭不約而同指向具「同志」身分的毒癮者。10加上衛

生單位發言人或是專家學者以統計數字佐證，此種描述手法強化了吸毒、轟趴、

愛滋與同志四者予閱聽眾的刻板印象連結。 

此類範本的主角通常是「他」11及他所參加的轟趴，輔以吸毒的現場描述，

與多數毒癮者感染愛滋的結果。儘管吸毒與混雜的性行為是從個人擴及全體，但

此類範本的新聞不會論及個體差異，而是千篇一律將所有人都以「同志」與「毒

癮者」稱呼，忽略這些因參加轟趴吸毒而「被捕的多數同志」，其實只是「現實

生活裡少數」的同志。 

「毒與性派對」範本的第一種論述型態主要由警方來強調轟趴現場看到的各

種失序情況，描述雜亂的性行為，以及吸毒、販毒的轟趴現場。在字詞選擇上，

一再出現「轟趴」隱喻，轟趴一開始是來自“home party”的聽覺擬仿，但home party
並沒有負面意涵，只是家庭舉辦的單純聚會派對（儘管國外亦有少數的家庭性愛

派對），但「轟趴」一詞在台灣，主要都是負面意涵，究其原因可能是來自視覺

意象的譬喻，因為「轟」隆的音響聲（令人聯想到舞廳裡人多又吵雜迷亂），搭

配「趴」臥的性姿勢，形塑出性愛派對的形象。12「男同志」通常是轟趴新聞主

角，搭配肉慾橫陳的現場描述，新聞呈現性行為對象混亂，更顯示出脫離社會常

軌的失常行為。而明知有感染愛滋的危險，卻執意參加而感染愛滋的人，更加深

「同志轟趴」予人性雜交的刻板印象。 

在字詞選擇上，新聞論述會用警方的表情、口氣、動作等反應，如「嚇了一

大跳」、「沒想到…有這麼多」、「搖頭直呼太誇張了」，甚至是標點符號「！」

來表示轟趴現場失序行為的不可思議，如以下新聞所示： 

參與搖頭轟趴 近半驗出愛滋 
 

10 對照第一作者國科會計畫另一部分的量化內容分析結果，若將新聞主題「愛滋與同性戀/雙性

戀」獨立出來檢視與框架之間的關係，可發現「加害者⁄失序者」框架在主題為「愛滋與同性戀/
雙性戀」時，便占了將近所有樣本新聞的九成（88.5%）。 

11 在此特別強調「他」的原因在於，這類轟趴新聞的主角幾近沒有女同志，反而都是以男同志

為主。 

12在此有一弔詭之處，即究竟是「轟趴」的負面新聞影響這個詞的使用意涵，還是因為這個詞本

身翻譯就有的負面聯想，影響到新聞使用這詞也會都只用在負面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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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 26 人 11 人染病 警方看了報告直呼比率太高了 

台北市警萬華分局上月底在一處公寓查獲廿六名男同志開嗑藥轟趴，經

驗血，發現有十一人身染愛滋，警方獲知後嚇了一大跳。…員警私下說，查

獲當天問筆錄，只有三個人表示染有愛滋，沒想到報告出來有這麼多人，員

警搖頭直呼：「太誇張了！」…… 

（聯合報，2005.7.25：社會） 

其次，除了失序行為的不可思議，新聞論述也會運用數字襯托出失序行為的

嚴重，如「26 人 11 人染病」、「3 個『志明』玩 5P」、「43 同志轟趴 逾半染

性病」、「短短不到三年…查獲十四起轟趴」等。新聞中的轟趴現場都是一片混

亂，如「屋內毒品、保險套散落一地」、「販毒、嗑毒 搖頭丸、套子散一地」。

記者也常以旁觀者立場，描述警方擔心的心理狀態，如「警方擔心」、「令人憂

心」也暗示對於同志脫離秩序之行為的憂慮，並且強調毒癮者一犯再犯的行為，

加深其缺乏理智的印象。13

毒與性派對範本的另一論述型態乃聚焦在整體愛滋感染率的數據持續上

升，藉此說明與毒癮愛滋的高度關連，並進行呼籲。這類新聞一開始都會先提到

轟趴，但不會特意強調轟趴的細節。人物主要有三類：參加轟趴者（同志與藥頭）、

警方、其他政府官員。時間點則往往在參加轟趴者被逮捕與釋放後，由消息來源

進行事件說明，且多數以警方旁白或相關者自白為主；場景主要發生於兩處：一

是參加轟趴者被警方逮捕的公寓大樓民宅、舞場等，另一則是政府官員在政府大

樓宣導法規與配套方式。  

新聞論述時常可見「竟有」、「警告」、「驚人」、「令人憂心」等字詞，顯示對

於新聞對象行為的不認同。新聞論述也常利用數據的前後對照，來顯示毒癮、愛

滋與轟趴的關係：首先是毒癮與愛滋的密集關係，如：「毒癮者的愛滋病毒篩檢

陽性率有逐年升高的趨勢，去年該所篩檢的陽性率為一．七八％，是前年的三倍

多」（中國時報，2004.1.21：焦點新聞）、「二○○二年以前，每年有毒癮者染

愛滋個案僅屬個位數，但去年卻躍升至六十四人，今年則是每個月都有二、三十

人」（蘋果日報，2004.10.22：生活）再來是同志轟趴與愛滋的關係，如「參與

『轟趴』的二十七名同志中，有十五人確定為愛滋病毒感染者」（蘋果日報，

2004.10.22：生活）、「九十三名同志轟趴，有多人感染愛滋、梅毒、嗑藥」（中

國時報，2004.2.11：北縣生活）。 

「毒與性派對」範本中所強調的「失序」，事實上乃對應於主流、構築於一

對一男女性關係的意識型態，故凡是跨越此論述疆界，包括性與毒派對新聞中的

「男男性行為」甚至「多人性行為」，姑不論其查獲的違禁藥物是否屬可因共用

                                                 

13 此處跟「無藥可救的失敗者」框架有些類似，但是因為更強調毒癮者沈溺於轟趴的失序場合，

故在此歸為「加害者⁄失序者」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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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具而有感染愛滋風險的海洛因，一旦被警方發現，一律都視為傳染愛滋病的嫌

疑犯逮捕。且當記者用一連串的數字來論述，彰顯這些人明知故犯、耽溺於性享

樂卻忽視身體健康的保護，除了表示言之有物、言之鑿鑿，也同時暗示讀者「轟

趴=同志=毒癮=愛滋」的四者關係。當消息來源的權威性的發言被當作客觀知識

描述時，論述的可信度將被更強化。易言之，把知識當作客觀的科學語言去講，

會提升可信度，論述者的權威位置也會加強可信度。 

「同志轟趴」新聞論述所強調的失序，除了因為派對可能干擾公眾安寧之

外，主要原因在於派對地點在一般「民宅」，此挑戰了主流我者（遵守社會秩序

的正常人⁄異性戀）與邊緣他者（違反社會秩序的失常者⁄同性戀）中間那條隱晦

的界線。也就是說，一個集結了同志、雜交、毒品與愛滋等多重恐懼要素的性派

對，原被認為應只能隱匿於社會角落，但它竟然就發生在周圍的日常生活空間，

這種逾越界線的行為，格外挑動主流我者的不安。新聞標題〈瘋狂轟趴  毒癮、

性行為、愛滋 緊緊結合〉（聯合報，2004.10.21：生活）甚至出現「瘋狂轟趴」

字眼來加重轟趴既瘋且狂不理智行為的負面印象，搭配前述轟趴的負面聯想，更

加深這個框架的失序成分。 

發生於 2004 年春節前夕的農安街轟趴事件報導，則是相當典型的此類範本

新聞，特別是其視覺影像的呈現，幾乎成了同志人權團體據以抨擊政府政策的利

器。一如出現在《聯合報》2004 年 1 月 18 日社會話題版的新聞照片所示，一群

裸體男子遮住臉，彎曲身子，整齊地擠在同一空間，旁邊站著一位穿戴整齊且表

情嚴肅的警察，對比強烈的同志失序行為，也明顯呈現出同志性派對的失序。 

《蘋果日報》慣常以模擬圖示的新聞事件再現方式，更是強化同志轟趴的失

序行徑。如該報 2004 年 10 月 10 日要聞版的示意圖，便模擬空拍同志轟趴的現

場，圖中的警方試圖進入房間，同志們皆以近乎全裸、貌似驚慌的姿態掩護重要

部位，或正穿上底褲，暗示同志轟趴的場合必定有性行為或者其他親密肢體接

觸；而近窗的一名男子將疑似藥物的物品丟出窗外，暗示房間裡之前正在進行的

吸毒行為。此外，象徵司法體系的警方與象徵社會秩序破壞者的轟趴同志各據圖

像一角，警方欲進入私領域施展公權力，塑造出善惡對立景像。 

（四）延續的不幸 

被歸為「延續不幸」新聞範本中的論述亦與女性有關，但新聞主角則為染有

毒癮的母親，雖然懷孕卻仍然持續吸毒，因而垂直傳染產下愛滋寶寶，或者嬰兒

剛出生就有嚴重的併發症。此類論述主要消息來源多為醫療單位與警察局、社會

局。文本藉由以下的描述建構出自然的因果論述：因為染上毒癮，所以感染愛滋，

更因此讓疾病延續到下一代。於是，生下愛滋寶寶的母親理所當然地背負了傷害

下一代健康狀況的罪名。 

此類新聞範本同樣選用具負面意義的詞彙來加強毒癮母親的罪過，特別是以

初生嬰兒的身體症狀來強調受害者的可憐，如「才呱呱墜地就出現氣喘、躁動等

戒斷症狀」(蘋果日報，2007.2.22：社會)、「男嬰出生時嚴重吸入胎便、已達四

價（胎便分級，共分四級，四價為最高）」(蘋果日報，2007.2.22：社會)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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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新聞論述所呈現的母親角色則有兩種：一種是後悔不已，如「媽媽對自己吸毒

殃及小孩難過不已，整晚一直哭！」（蘋果日報，2007.2.22：社會），另一類則是

狠心棄嬰，如「狠毒媽媽 遺棄愛滋寶寶 未婚產子 送醫後落跑」（中國時報，

2004.9.9：南部都會）。而醫護人員對於感染愛滋嬰兒的「人心惶惶」、「才呱呱墜

地就……」、「大悲劇」的「大」、「殃及…」等字詞的選擇，也再次重複前述對愛

滋的恐懼。 

在「延續不幸」這類範本中，主要價值觀來自這個不幸是「延續的」，是由

明明知道自己懷孕，卻仍無法自制的吸毒，因此讓剛出生的嬰兒感染多重併發

症，剛出生的嬰兒是無辜受罪（眾多醫療加諸身上），對比懷孕母親的故意吸毒，

範本裡的母親不僅沒有扮演合乎傳統價值觀裡的慈母，甚至還明知故犯傷害嬰

兒，成為眾人撻伐的惡劣加害者。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性別階層在此的運作機制。雖然不幸傳染愛滋病毒於嬰兒

的吸毒女性也可能是受害者（被固定伴侶傳染愛滋，被迫從事性交易而感染愛

滋，或被迫吸毒而染上毒癮等），但這類新聞中母親受害的層面完全未彰顯。另

外，在醫學上其實已有可治療愛滋寶寶的機制，但整體新聞的意識型態並沒有更

改，一味苛責女性無法自制吸毒而傳染嬰兒，新聞論述也慣以譴責受害者的方式

來再次傷害受害者。這種責怪受害者框架所暗指的就是性別角色須恪守的規範。

一旦規範被逾越，就須受到懲罰，包括前述吸毒女性自身良知的譴責：「媽媽對

自己吸毒殃及小孩難過不已，整晚一直哭！」（蘋果日報，2007.2.22：社會），

以及來自社會普遍價值觀的道德審判，如：「母親萬一不慎染愛滋，感染給孩子，

才是大悲劇！」(蘋果日報，2007.2.22：社會)。 

伍、討論與結論 

本研究除針對建構毒癮者框架的各類別包裹元素進行剖析外，也將這些組成

元素彙整出一毒癮者的框架矩陣，以列出框架包裹中文本組成元素與推理裝置之

間的邏輯關係。一如表 2 所示，矩陣內的行代表各毒癮者框架類別，列則描述出

框架裝置和推理裝置，包括毒癮者被標籤的價向、各毒癮者框架背後的問題意

識、問題來源、意指的須負責者、政策施行建議或解決方案、意涵的價值觀或情

意的主要成分、文本中的語彙選擇、隱喻的使用、以及視覺符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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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毒癮愛滋感染者的新聞框架矩陣 

框架名稱 

框架元素  

可被醫治的病人 受害者 無藥可救的失敗者 加害者/失序者 

毒癮者被

標籤的價

向 

正面 正面 負面 負面 

問題意識 ＊如何幫助/治療

毒癮/愛滋患

者？ 

＊毒癮/愛滋

如何戕害個

人身心？ 

＊毒癮者如何因吸毒

導致無可挽救的結

果？ 

＊毒癮者如何危害社

會治安或引發社會

失序行為？ 
問題來源 吸毒者無法自救 ＊對於用毒知

識的無知 
＊因不知情或

誤交損友 

＊個人生活困境 
＊毒的成癮性強 
＊自暴自棄 

＊傷害或連累他人  
＊刻意隱瞞染病事實

＊缺乏理性自制力 
＊危險性行為 
＊生活混亂 

須負責任

者 
＊政策制訂與執

行者 
＊民間戒毒團體 
＊毒癮/愛滋患者

之親人 

＊毒品 
＊其他吸毒

（愛滋）者

個人 ＊ 個人 
＊ 失序者群體 
 

政策施行

建議或解

決方案 

＊替代療法 
＊提供免費針 
＊衛教諮詢門診 
＊心理諮商 
＊宗教信仰力量 

＊受害者現身

說法進行宣

導 
 

無 ＊移送法辦 
＊提醒毒癮者家屬或

民眾多加注意 
＊加強警方查緝行動

＊透過講習、宣導與

轟趴篩檢 
價值觀/情
意的主要

成分 

＊毒癮者可以被

醫治 
＊毒癮者為愛滋

病潛在族群 
＊讓更多人戒毒

成功，就能少蓋

冰冷的監獄 

＊許多無知的

吸毒者缺乏

常識 
＊運氣不好被

傳染 
 

＊吸毒行為令人絕

望、無藥可救 
＊毒癮者缺乏自制力 
＊毒癮者無法改過自

新 
 

＊愛滋病患是潛在加

害者 
＊毒癮者再犯率高 
＊（墮落的）同志=
吸毒者=愛滋感染

原 
＊毒癮者自作自受 
＊轟趴者缺乏理性與

自制力 
語彙選擇 ＊勇於戒毒 

＊重新找回自己 
＊勇敢走出來 
＊逐步回歸社會 
＊成功戒除毒癮 
＊回歸正常生活 
＊遠離毒害，重獲

新生 
＊浴火重生；重拾

親情 
＊洗心革面 
＊混沌人生突然

驚醒 
＊改過自新 
 

＊遭愛滋感染

＊厄運 
＊病發過世 
＊大聲喊冤 
＊被毒品「挾

持」 

＊心灰意冷  
＊吸毒者一旦成癮，很

難脫身，彩色人生剎

那間變成黑白 
＊仍受不了誘惑，又走

上不歸路 
＊一次又一次沉淪 
＊ 深陷毒海人生無望

＊ 就是戒不掉 
＊ 吸毒等末日 
＊萬念俱灰 
＊樂極生悲 
＊毒癮易戒，心癮難除

 

＊嚇壞員警 
＊刑警皮皮挫 
＊可怕的愛滋傳染源

＊ 退避三舍 
＊ 人心惶惶 
＊ 如臨大敵 
＊ 膽顫心驚 
＊ 影響治安至鉅 
＊ 社會負擔 
＊ 愛滋災難 
＊ 愛滋魔掌 
＊ 治安隱憂 
＊ 社會治安的未爆

彈 
＊ 轟趴 



 45

＊不正常性行為 
＊搖頭派對 
＊感染亂源 
＊逾半染性病 
＊(轟趴中的)激情(導
致危險性行為) 

＊ 腥味瀰漫 

本研究即依據此矩陣，策略性地選擇新聞文本進行分析，並比對文本與各個

裝置，最後確認出具代表性的裝置，並整合成為框架包裹。 

回歸本研究的目的，即觀察台灣的主流新聞媒體如何再現毒癮愛滋議題成一

社會問題的活動與過程，我們透過觀察毒癮者的被框架化程，一探各利益相關

者，包括新聞中的引述消息來源或被述說的對象，如何參與問題的定義或再定

義。本研究最後的目標，是希冀從具在地性的思維與關懷的角度，藉此新聞論述

框架剖析進一步帶入健康議題相關者權利面向的省思。以下我們將從三個面向來

討論本研究新聞框架分析的意涵，以作為此論文的代結語。 

一、亙久不變的污名化 

從我們的分析可發現，無論是減害計畫實施前後，新聞論述中所呈現的毒癮

愛滋患者形象仍以負面居多，無論是被建構成加害者或失序者、無藥可救的失敗

者，在在予人恐懼、惋惜、灰心、或鄙夷的面貌，即便是論述中具被害形象的毒

癮者，也予人無知或倒楣的形象。其中新聞論述中的語言機制扮演了不容小覷的

角色，透過字詞、語句與隱喻堆疊出的推理裝置，吸毒與愛滋病的雙重烙印，加

深了毒癮愛滋患者帶來的恐懼與反感。一如加害者⁄失序者框架論述中常見的軍

事隱喻：「如臨大敵」、「反擊」、「未爆彈」等字眼，正反映了 Susan Sontag（2000, 
p.14）所言：「軍事隱喻造成疾病被想像成異類『他者』」的意涵。於是我們看到：

「它不只提供威權統治的理由，而且暗示鎮壓和暴力的必要性。但疾病的軍事隱

喻的效應亦十分驚人，它過渡動員，它過渡描述，它大大有助於病人的被放逐和

污名化」（Sontag, 2000, p.192）。  

污名化的建構與當代西方文化認為人的身體受制於心靈有關（Warren & 
Brewis, 2004）。人若握有身體的掌控權，即可有意識地注重身體的自我管理。身

體管理可視為個人有能力介入社會事務的要素，身體同時也是建立自我認同的資

源。因此，一個不能管好身體的人，等於是棄守了個人責任，遑論不能克制自己

吸毒、還讓毒品控制身體的人。 

論述言說者也在污名或烙印化的建構中扮演了重要角色，新聞裡的言說者則

常以引述消息來源的面貌呈現。我們注意到愛滋毒癮新聞的主要消息來源，多來

自政府單位或檢警單位對於犯罪事實的陳述。Osborne（1995；轉引自蘇蘅，2002）
便指出，商業媒體因為比過去更易接近初級界定體系（primary defining system）

（如警察司法機構），並仰賴提供重要定義，也因此不易跳脫甚至挑戰既有體系

對「犯罪」的界定。Grabe（1999）發現，如果報導要加強犯罪者的有罪形象，

最常用的手法即為歸因至個人，並且由警方說出違反哪些社會成員的共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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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會如何改變社會現狀。97%的犯罪新聞並說明犯罪動機（如貪婪、不顧一

切追求物慾），因而強化的犯罪者因自利而出現反社會價值的行為（蘇蘅，2002）。
於是，透過政府官員與檢警調之口，毒癮者是缺乏自制力、無可挽救、加害他人、

害人害己的，言說者在論述裡充滿了種種道德指責。 

然而基於新聞採訪慣習中的平衡報導，記者也會將言說權置於事件或議題主

角，在本研究中即為毒癮者身上。這裡值得注意的是，毒癮者的聲音是真的被聽

到了嗎？由本研究中的分析可發現，新聞中毒癮者的自白並不一定來自毒癮者本

身的說詞，因為記者未必能夠親身接觸到毒癮者，故毒癮者的言說權也必須透過

警方轉述，再撰寫成報導。透過如此機制的運作，自悔式的道德自白再現於媒體

論述中，污名化現象不僅難以獲得翻轉，似又加深了其意涵。令人玩味的是，政

府有權力強制勒戒毒癮者，卻無法有效根除上游販毒集團的毒品供給，而只能從

下游個別的毒癮者著手，進行實質效益不大的警告與呼籲，加深毒癮者的無可救

藥與失敗。 

記者在報導時若是過於傾向採用某些人物、組織的意見，以此研究為例會造

成衛生單位的決策與形象被過度美化，無法呈現替代療法真實的優缺點與執行成

效，也會促使媒體喪失其身為「第四權」的監督功能。媒體受制於新聞產製過程

中的兩大機制：新聞產製的時間壓力，以及媒體需要遵守公正、平衡和客觀的原

則，因此增加了其對消息來源的依賴，特別是「可靠」消息來源的客觀、權威的

陳述。論到記者新聞取材時的消息來源偏向，無論國內外的文獻都顯示官方是最

大來源。因採訪方便，長久以來媒體成為當權者的意識型態所操弄的工具，需要

花時間去挖掘的社會大眾的說法，反而付之闕如。這使得新聞產製的過程，在結

構上就不得不向主控階級（意識型態）靠攏，造成了媒介內容不斷的複製當權者

的意識形態（翁秀琪，1996: 25），這樣的媒體喪失了其身為「第四權」的監督功

能。我們建議未來記者在取材時，應採用多面向消息來源，如一則有關毒癮者使

用替代療法戒毒的案例，除了既有醫院與中央衛生單位的說法，更應當由當事人

的視角出發，以求議題呈現面向的多元。 

二、性與性別的刻板印象 

另一種型式的污名化則與性傾向以及性別有關，在此我們通稱為性與性別的

刻板印象。本研究所分析的毒癮者新聞框架類別中，無論是加害者⁄失序者或無

藥可救的失敗者，一旦新聞論述中的主角（即吸毒者）是女性，傳統的性別刻板

印象便透過字詞與隱喻，灌注於吸毒咎責的因果推論中。於是，用身體從事性交

易以換取毒品的女性，乃傳染愛滋病毒的禍首，而非可能的愛滋受害者；生下愛

滋寶寶的母親，同樣也被疏忽了其被害者的身份，反而是背負了傷害下一代健康

的罪名；除此，懷孕吸毒的母親，以及被兒子慫恿吸毒的母親，都不合乎傳統價

值觀裡的慈母，因此論述中的道德撻伐，除了明知故犯的罪責，還加上了教養不

力的罪名。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也透過看似正向論述的鋪陳予以複

製及鞏固。故相對於不負責任的母親，流眼淚的母親則以反差的方式，形塑了對

毒癮者哀痛的極致情感表達。 

男同志在過去多年來的愛滋論述中，一直難以翻轉其邊緣他者形象（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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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吳翠松、林文琪，2003）。然而過去新聞論述的道德撻伐多聚焦在其性行為

的方式，近年來警方查緝同志轟趴的社會事件，加上衛生單位發言人或是專家學

者以統計數字佐證，此種描述手法強化了吸毒、轟趴、愛滋與同志四者給閱聽眾

的刻板印象連結。於是不論男同志在轟趴中所使用的藥物，是否為靜脈毒癮注射

的海洛因，其傳染愛滋的高危險群形象一直不易洗刷。而此集結了同志、雜交、

毒品與愛滋等多重恐懼要素的性派對，原被認為應只能隱匿於社會角落，卻竟然

發生在周圍的日常生活空間，這種逾越界線的行為，格外挑動主流我者的不安，

對性取向的刻板印象則進一步化為對參加同志轟趴者的污名建構，這一點我們從

新聞圖像不留情面、侵犯隱私、甚至誇大對轟趴想像的示意圖中即可一窺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異性戀男性愛滋毒癮者的聲音沒有被突顯出來，並非新聞刻

意忽略其刻板印象，而是相對於男同性戀者，異性戀男性性舉止的新聞特殊性較

低，依據 Young（1973）的媒體共識迷思架構，其離共識軸心距離較遠，新聞價

值較低，該行為被媒體特意強調的機會也較小。鑑於毒癮愛滋減害政策並不在強

調「性」的問題，故新聞中異性戀男性的性舉止被刻意強調的情境則以加害者（如

加害給其妻子）居多。 

三、減害計畫的框架化轉機？ 

上述的污名化與刻板印化在毒癮愛滋新聞論述中的再現，透過與構成新聞價

值要素，諸如奇異性、不尋常性、衝突（Meyer, 1990）等的結合，往往成為社會

或犯罪新聞中的常例。當 2005 年 8 月政府開始實施減害計畫時，毒癮者如何被

重新建構，或至少予以多元化的再現，似乎出現契機，也是促使本研究展開的主

要動機。的確，根據本研究初步的統計分析，一如前述，可被醫治的病人框架類

別比例從減害計畫前的不到一成，遽增至減害計畫後的近乎半數，成為該分析時

期最大宗的框架類別；至於其他框架類別的比例則在減害計畫後減少，包括降幅

最多的加害者⁄失序者框架。 

上述減害計畫實施前後各框架類別的消長，表面上看起來是一可喜與可繼續

期待的現象，但當本研究深入剖析相關新聞後，則發現論述中巧妙且令人玩味的

呼應關係。具體言之，減害計畫確實引發了新聞報導中較多正向的戒毒議題報

導，也肯定了決策者毒癮愛滋問題的解決方案，即以發放乾淨針頭、美沙冬替代

療法，輔以諮商與教育的方式協助毒癮者戒毒，帶來了毒癮者重新展開生活，或

至少可避免愛滋病毒感染的生機。然而不同類型毒癮者框架的出現或增加，是否

也同時帶動了問題在論述中的翻轉與競逐呢？從表面觀之，毒癮者在減害計畫或

戒毒活動新聞論述中的建構，即以病人而非犯人的面貌出現，扭轉了我國社會長

期對「毒害」與毒癮者構連的刻板印象。仔細端詳，則可發現毒癮者在新聞論述

中的正向（如病人）呈現，並沒有真正衝撞毒癮者負向（如其他框架類別）的框

架再現。尤甚其者，看似正向的框架，實乃另一種負向框架的呼應。換言之，被

歸類為病人或可被醫治者框架的毒癮者，幾乎都採被動狀態，因為他們缺乏自助

能力，需要透過醫護人員或輔導人員協助，方能進行戒毒或減害。新聞論述中所

呈現的戒毒過程艱辛，不僅凸顯了戒毒或參與減害計畫者的無力無助，也彰顯了

輔導員犧牲奉獻的情操。於是，透過如此因果論述的鋪陳，一再重複毒癮弱勢須

接受協助的印象。也就是說，此類論述真正被正向框架者乃為輔導者，即不畏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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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堅持要協助毒癮者戒毒的救星。對照之下，病人的自主性降低。正面框架裡

的新聞立場，其實並沒有幫毒癮者翻身，因為他們能否戒毒成功，仍決定於「輔

導者」是否願意主動吃苦出力的付出協助戒毒。 

於是，若從新聞論述中再現的參與減害計畫毒癮者框架觀之，公權力與社會

體制更說是善用了對毒癮者的恐懼，製造出對身體合理行為與健康型態的規訓疆

界。此對個人身體的介入，正如 Foucault 所言：「個人無疑是一種社會的『意識

型態』表象中的虛構原子。但是他也是你我稱之為『規則』的特殊權力技術所製

作的一種實體」（Foucault, 1975⁄劉北成、楊遠嬰譯，2007: 218）。在現代社會

裡，你的身體是不屬於你個人，作為一個「馴順的身體」，領取空針對個人身體

是私領域而無法被監控的行為，不屬於公共意識型態之下所認可管道，唯有當你

的身體被公權力介入，進行美沙冬療法，被醫療權威、衛生單位歸訓監控（在醫

院與醫生的監視之下，服用美沙冬的行為就是一種服膺規範），毒癮愛滋者的價

值觀至此方是正向。 

那麼，減害計畫在政策下與政策外的真正思維是什麼呢？我們主張減害應不

只限定於藥物與醫療，也必須從觀念上去減害，並試圖扭轉單面向與負向的毒癮

者框架呈現。換言之，減害背後的哲學思維亦應一併發揮至減害計畫的實施與推

廣中，即從公共健康的角度考量，接受毒品無可避免是社會的一部分，以實用主

義與人道主義價值為基底，減低對吸毒者的傷害，而非減低毒品使用本身

（Brocato & Wagner, 2003）。 

一如本文一開始所言，社會問題的建構或再建構，有賴公共論述中利益相關

者的聲稱與發言權競逐，媒體恰巧提供了一顯而易見的場域。從減害計畫的內涵

與新聞的特性思之，我們認為毒癮者的再現雖不須美化，但要多元，須予以毒癮

者翻轉的契機。這點不僅是新聞媒體，也是毒癮愛滋相關新聞的權威消息來源，

包括衛生與檢警單位、戒毒輔導員等，須共同投入予以轉化。 

另一點值得觀察的是，無論是哪一類框架的新聞，絕大多數接出自地方性的

版面。14地方新聞本是最貼近人們生活、最能呈現多元文化、最能反映在地觀點

和弱勢聲音的報導領域（陳順孝，2008）。地方新聞常受被詬病處則為過度聳動

或煽情，即新聞喜歡渲染不尋常的事，或新聞雖然重要、但報導卻關心瑣碎但有

娛樂效果的層面，事件的角色與脈絡常因此在地方新聞中消失。國外也發現地方

新聞比全國新聞更強調犯罪、火災、意外和其他地方災禍的報導，甚至犯罪報導

細節等(Kaniss,1991)。也就是說，地方記者對毒癮愛滋議題言，扮演了關鍵性的

角色，然卻因其著重地方事件的新奇性與趣味性，使得各毒癮者框架的論述，呈

現斷裂與零碎不完整的情形。本研究的出發點並不在於從應然面提出新聞媒體如

何呈現愛滋毒癮論述的準則，而是期冀從分析相關新聞凸顯與忽略的面向，耙梳

出其再建構問題模式的樣貌，並進一步探究其意涵。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呼籲在

 

14對照第一作者國科會計畫另一部分的量化內容分析結果，半數以上的新聞出現在地方版面，佔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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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及新聞媒體作為公共論壇的角色時，記者在報導上需要能提出針對議題的多面

向觀察，包括廣度與深度在內。例如即令地方新聞強調「個案」的寫作方式，亦

可超越對減害輔導人員歌功頌德的強調，以描述毒癮者的戒毒過程，從毒癮者向

上的面向去寫新聞。否則即令如悲憫與施恩式的毒癮病人再現改變了框架化的方

式，卻並沒有真正翻轉病人的位置，僅徒然形成另一種加害，所減的不過政策上

的數據罷，民眾心目中對毒癮、對愛滋的恐懼，仍可能有增無減，此現象值得新

聞工作者與新聞評析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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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have brought in unexpected 

risks to human environments and consumption in which dioxin-related incidents have 

caused ever-increasing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and 

meat. When facing a crisis arising from the dioxin incident, public health 

decision-makers have to be prepared not only for what to do but also for what to say. 

Thus, strategies used in risk communication are crucial in influencing how events 

evolve and securing public confidence and trust. The news media oftentimes serve as 

a best site for us to uncover the manifestation and interplay of various claims and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the stakeholders in communicating health-related risk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how risk communication messag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news 

discourse also deserve our attention.  

With a hope to urge for more effective health policies and more reliable health 

communication related to food-borne risks such as food containing dioxin-like 

product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1)What strategies have been used by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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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 in the Taiwanese dioxin crises? (2) What patterns can be found in the 

mediated risk communication of the dioxin crises?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patterns? And (3) How do various stakeholders of 

the dioxin crises perceive and misperceive their and others’ roles in the mediated risk 

communication?  

In exploring the aforementioned research questions, the study employs two 

methods: (1) a content analysis of Taiwanese mainstream news coverage of the 

dioxin-related events, including four newspapers and two electronic media, from 

January, 2005 to June, 2007; and (2) in-depth personal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December, 2007 with three journalists involved the most in reporting the crises.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news coverage will be used as the main approach, 

while in-depth interviews will serve as complementary to the content analytic findings. 

The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were also triangulated with the data obtained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By doing so, we hope to shed new lights on the indigenous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risk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both academ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 dioxin, risk communication, crisis communication, news framing,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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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public knowledge, attitudes, beliefs, policy support, 

and actions regarding global warming. A multi-stage systematic sampling technique 

was used to perform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s on 1,204 Taiwanese aged 

18 and above in July, 2009. Among them, 947 (78.6%) have heard of the term ‘global 

warming’ and were retained for further analyses. Four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attention, concer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behaviors, and policy support as dependent variabl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varied by regression model. 

Men, younger and more educated respondents were surprisingly less concerned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less likely to practice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Respondents’ knowledge of global warming fell into 3 uncorrelated dimensions: 

Cause, impact, and solution. Among them, only knowledge of cause positively 

predicted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Knowledge of impact had a negatively 

predictive power on such behaviors, though. Knowledge of solution also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extent of concern over global warming. Overall, self efficacy and 

environmental action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risk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ere made to conclude the study.  

Key words: global warming, lay theory, public perception, risk communication, 

telephon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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