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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的宗旨是希望促進有效的科學普及與傳播，而傳
播的效益往往取決於議題的設定與溝通管道的選擇是否符合
大眾的興趣和需要，因此第一部分的研究計畫以電話訪問調
查的方式評估目前大眾對於科學的認知與態度，並了解吸引
公眾對科技知識感興趣甚而積極接觸的重要因素為何，本期
的研究計畫則延伸至媒體內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的研究計
畫目標為執行科學相關媒體內容的分析，除了參與總計畫執
行多家報紙之科學新聞之內容分析外，本研究著重探討報紙
中的偽科學內容，另外本研究亦與其他子計畫合作完成電視
新聞中科學新聞之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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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關鍵詞：科普、科學認知、大眾媒體、偽科學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宗旨是希望促進有效的科學普及與傳播，而傳播的效益往往取決於議
題的設定與溝通管道的選擇是否符合大眾的興趣和需要，因此第一部分的研究計畫以電話
訪問調查的方式評估目前大眾對於科學的認知與態度，並了解吸引公眾對科技知識感興趣
甚而積極接觸的重要因素為何，本期的研究計畫則延伸至媒體內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的
研究計畫目標為執行科學相關媒體內容的分析，除了參與總計畫執行多家報紙之科學新聞
之內容分析外，本研究著重探討報紙中的偽科學內容，另外本研究亦與其他子計畫合作完
成電視新聞中科學新聞之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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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時代，生活周遭接觸的所有事物都離不開科技，每一樣科
技的背後都有非一般公眾所理解的科學知識，雖說不知亦能行，但為增進全體國民對科
學與科技的瞭解，以及提升科學與科技知識的水準，科學與科技的普及工作是極為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就現有的環境下，找尋有效的科技傳播媒介與方式，能提
供未來科學與科技普及（以下簡稱為科普）方向。
科普主要是將科學和科技知識傳播給一般大眾，整個過程中包括了三個關鍵點，第
一是傳播的內容，也就是科學和科技內容，第二是傳播的工具，一般指的是大眾傳播媒
體，第三就是傳播的對象—公眾。整個科普的工作不僅只是將正確的科學與科技內容傳
給公眾，這當中應該還牽涉到選擇適當的傳播工具，以及公眾獲得科技知識後的反應。

二、 研究目的
為了要將科學知識傳授給公眾，就必須選擇有效的傳播媒介，還要顧及公眾的反應。
科普工作不該只是單方向的行為，還需考慮到公眾，要知道公眾如何選擇想要的科學知
識。一般相信，對公眾切身相關的科學議題，比較容易為公眾所接受。例如醫療議題、
全球暖化以及能源短缺。但科學知識並不僅限於此，有些科學對公眾沒有直接的關連，
例如天文學，天文學所要研究的對象都是遙不可及，不像醫療是直接和公眾有關，有趣
的是，天文學通常也是公眾所注意的焦點。
另外，媒體上亦常見報導科學相關知識，但卻不一定是正確的訊息或者是不符合科
學原理的偽科學資訊。因此本研究藉由了解公眾對於科技的認知與態度、對醫療和天文
兩項議題的興趣，以及大眾對於偽科學的認識，希望能夠找到吸引公眾對科技知識感興
趣甚而積極接觸相關資訊的因素，並希望能了解大眾媒介對於公眾科學素養的影響，以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給予未來研究、實務上、和政策上的建議，以助達到科技知識在台灣
普及化的目的。

三、 文獻探討
許多傳播學者在了解媒體如何影響閱聽人的認知、態度、甚而行為的研究中，強調
閱聽人是會主動尋求資訊，而不是被動式的接受訊息（Chaffee & Schleuder, 1986; Kosicki
& McLeod, 1990; Levy & Windahl, 1985; McLeod & McDonald, 1985; Petty & Cacioppo,
1979）
。因此，如果要有效地提倡科普，就需要先探索大眾對科技資訊的興趣、以及了解
其使用媒體獲得科學訊息的動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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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技或科學傳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研究亦著重於探討媒體中科學訊
息，例如分析報紙新聞中的資訊是否有誤 (e.g., Pulford, 1974；孫曼蘋，1976)、雜誌文章
對於導致疾病的原因和治療方法是否做出正確的解釋 (e.g., Morrongiello & Reed,
1996)。後來學者進而分析媒體報導科技和科學相關議題的手法和模式（e.g.,
Connelly-Ahern & Broadway, 2008）
，因為除了正確性之外，媒體如何以一個「框架」(frame)
包裝或呈現一個議題、以及如何選擇性地省略相關訊息等，不只會影響大眾對某科技議
題的了解，更可能會影響其態度和立場 (Entman, 1993； Jasperson, Shah, Watts, Faber, &
Fan, 1998；Shen, 2004；Powers & Andsager, 1999)。
相較於上述科學新聞在媒體中可能呈現的面向，過去的學術文獻則極少關心到屬於
「偽科學」的媒體內容，偽科學（pseudoscience）一詞最早由 1843 年法國哲學家馬壤迪
（Francois Magendie）提出，具有貶抑的意思。概略地說，偽科學就是打著科學的旗幟，
從事種種反科學的事，最大的特徵是違背科學規律，否認已有的科學定律，拒絕科學的
基礎實驗，無視基本的理性邏輯推理。目前科普研究文獻中似乎未見有將偽科學的新聞
內容與真正科學的新聞內容做比較的研究。例如就醫學方面，可以針對媒體中出現的減
肥、排毒等偽科學的議題，對應正規醫療和健康飲食等議題做比較，這類的研究結果則
可做為政府制定相關健康宣導政策的參考。
科普議題在台灣已逐漸被重視，有不少評論性或意見性文章可見於報章或期刊中
（例：林樹聲，1999；張靄珠，1988；韓尚平，1992；蘇懿生、黃台珠，1998）
，國內亦
已有科普相關的專書已出版，例如：謝瀛春（1991）的《科學新聞的傳播》
、謝瀛春譯（1994）
《科學與大眾媒介》
。在碩博士論文方面，較多論文關注在科學教育方面，相對而言，著
重於討論媒體在推動科普中角色的論文較少。而目前國內文獻中針對科普內容做分析
者，有分析科學新聞正確性與報導角度（孫曼蘋，1976；李奉安，1986；鄭宇君，1999、
2003）
，及著重於評估科普刊物或出版品（江珍賢，1990；黃俊儒、簡妙如，2006；劉涓，
2002；傅维信，2006）
。國內已有論文分析醫學新聞，但目前侷限於討論某治療法或藥物，
並無真偽科學或科普的角度（全嘉莉，2004；藍素禎，2001）。

四、 研究問題與假設
承上述文獻探討，本計劃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以下兩面向：
（一）大眾對於科學與偽科學的認知與態度為何？又如何使用媒體獲得科學資訊？
（二）報紙與電視新聞中的「偽科學」內容與類型有哪些？其呈現方式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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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方法
第一期計畫使用電話訪問調查法，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於 98 年 9 月 19-21
日期間針對台灣地區民眾進行電話隨機抽樣，並進行戶內抽樣。第二期計畫使用量化的
內容分析法與質化的文本分析法，樣本母體為 2009 年 1 到 12 月四大報紙（中國時報、
聯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日期抽樣方式為結構性抽樣，每月份各抽代表性的一周
（即一個周一、一個周二、一個周三…等七天）
，十二個月份共十二周，即八十四天。電
視新聞來源為購買潤利公司之電視新聞側綠帶，樣本母體為 2009 年 1 到 12 月之六家主
要電視台晚間新聞（中視、公視、東森、民視、三立、TVBS-N）
，日期抽樣與報紙相同。

六、 結果與討論
電話訪問調查
電話訪問研究完成 1,123 個有效樣本。以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賴水準估計，最大可能抽
樣誤差為 2.92%。為有效代表台灣民眾意見，資料首先以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檢定其
樣本代表性，為了與母體結構更符合，本研究對樣本的分佈特性使用多變數反覆加權法
進行加權，加權後的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顯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無差異。加權後的樣本中
男女受訪者大約各占半數，年齡方面，20 至 60 歲以上共五個年齡層大約平均分佈；教育
程度則以高中、職最多，將近三成，其次為大學及以上程度有 23%，再其次為小學及以
下程度有近 20%，另外國/初中與專科程度各約 14%。主要發現與討論為：
1.

（1） 在取得科學新知時，主流媒體扮演了重要的角色，顯著為大眾所仰賴的傳播管
道。問到獲知科學新聞的方式時，大多數受訪者表示電視是最主要資訊來源，另
有近二成民眾回答網路，顯示電視媒體在科普上的重要性不容忽視。同時，調查
結果亦反映網路已成為重要的科學傳播管道，尤其除了影音與互動的媒體功能
外，網路本身獨特具有的搜尋功能，在公眾對特定科學議題產生興趣時，將能扮
演有影響性的角色，因此值得科普實務作相關規劃。
（2） 在科學與科技議題的興趣程度上，超過三分之一的民眾表示對科學上的新發現有
興趣，另一成表示非常有興趣，但也有近半表示不關心。整體來說，台灣民眾一
般對於科學議題有相當興趣，尤其對於醫藥相關的訊息極為關注，另外，雖然天
文現象的資訊不如醫藥訊息受到關注，但也有相當人數的民眾表示感興趣，這點
對於負責選擇媒體內容的編輯工作人員而言，不應該漠視這類科學議題。
（3） 調查發現國人普遍對於科學知識感到困難而不易理解，認為個人難以主動利用各
種方式去了解科學，認為科學資訊不易取得的結果，即是對於資訊的取得多是被
動接觸的，這當中反映出大眾對於自我能力的評估偏低，這也是未來科普工作可
以加強著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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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大眾對於科學與科學家的評價，廣泛來說，一般都高度肯定其對社會的貢
獻，不過在此正面評價的背後，以及認可科技發展帶來便利生活的同時，一般人
也抱持著對於環境變遷的憂心，以及某些對於科技與人文兩者可能衝突的省思。
這對於科普傳播與科普工作者來說，顯示出環境相關議題值得被重視，而科技發
展與人文社會關聯亦需要被探討。

媒體內容分析
報紙新聞共蒐集具科學知識之科學新聞 611 篇，與偽科學相關之新聞有 31 篇，其
中有 8 篇新聞屬於宣揚偽科學概念，16 篇屬於澄清或駁斥偽科學概念，7 篇則沒有清楚
論點，因此以整體的比例來看，報紙新聞內容以偽科學為主題者為少數，其中一半能提
供正確的科學資訊並釐清偽科學的概念，但另一半與偽科學相關的新聞卻未能清楚傳遞
科學知識，有的甚至支持反科學的論點，有誤導民眾之嫌。另外有 33 則電視新聞中提
及偽科學，其中有 19 則以此為主題。主要的發現與討論為：
2.

（1） 含有偽科學論述的新聞的確存在在於媒體內容中，其議題大致包含：非正規的
減肥法/減肥偏方，療效未經證實的偏方/治病偏方、民俗/民間傳統療法、能量
水或海洋深層水、能量磁場、與排毒，另外有飛碟與外星人、地球毀滅、風水、
占星算命或流年運勢等議題。其中減肥偏方與治病偏方的報導經常出現，而其
他議題雖然數量較少，但是出現時卻可能佔有報紙版面頗大的篇幅（例如：民
俗療法以及磁場/能量的新聞），因此似乎不可漠視這類新聞中關於偽科學的論
述對於大眾可能產生的影響。
（2） 記者對於這類新聞的報導立場，整體而言是比較傾向中立的，這點對於新聞媒
體是否發揮教育大眾的功能、傳達正確科學知識，有重要的意涵。如果分析新
聞中關於偽科學論點描述部分所呈現的報導立場，屬於宣揚偽科學概念、駁斥
偽科學概念、或者是秉持中立立場者，整體結果也呈現平均各佔約三分之一，
這樣的情況可能反映新聞記者的專業訓練中對於平衡報導與立場公正客觀的要
求，只是這樣的報導準則放諸於科學議題的新聞中，是否有修正或調整的需要，
是值得再思考的。
（3） 偽科學相關的新聞在採訪報導的品質上還有一些值得注意與待改進的地方，包
括消息來源與證據的引用。普遍來說，偽科學相關的新聞大多只採用單一消息
來源，報導立場傾向宣揚偽科學概念的新聞通常主要的消息來源是本身著作提
出該論點的學者專家或達人，或者本身生產該商品的業者，即使有少數報導使
用隸屬該領域之正式的醫療人員或學者做為消息來源，但其發言內容不一定是
直接針對偽科學論述提出相反的意見，或者其意見的篇幅甚少。這類新聞報導
在缺少專家意見的同時，通常也沒有引述清楚的資料來源，顯示在這類新聞的
採訪過程上，有待更嚴謹的求證與立論。

5

（4） 另一個與新聞求證有關的發現是，偽科學相關的健康新聞中普遍可見報導主要
依據少數的個人經驗或集結個案中發生的狀況，部份敘事手法是從個人經驗的
角度出發，加上研究結果中也發現，這類新聞探討到偽科學論點的影響時，多
數報導都侷限於描述或討論對於個人層次的影響，讀者可能因此被侷限了對該
議題的思考方式與關心程度，這對於專業的新聞工作者來說，表示對於偽科學
相關的健康新聞處理上，其思考的角度與探究的層次可以更全面與深入

七、 論文發表
本計畫第一期之研究結果發表於 2009 年 11 月 29 日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本計畫
之研究助理於計畫期間完成相關碩士論文，另有論文發表於 2011 年 3 月 12 日科學傳播
國際研討會；期刊投稿方面，報紙內容分析之資料已完成初稿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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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計畫成果自評
(一)

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
研究方向與原計畫相符，修改部分為樣本之調整。由於台灣早期報紙之紙本取得
困難，因此將報紙抽樣日期改為近期，但擴大抽樣多家報紙；另外由於第一期研
究顯示電視為重要科學新聞消息來源，因此增加電視新聞內容之資料蒐集。

(二) 達成預期目標情況
達成研究進度如預期。

(三) 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研究成果預期可以提供過去傳播相關理論之佐證，研究結果並且有助了解目前台
灣地區主流媒體如何呈現偽科學新聞，可作為從事科普工作者與相關政府單位政
策擬定之參考。

(四)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
本研究參考整合諸多學術文獻與理論，適合學術期刊之發表。

(五) 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第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助了解目前台灣地區公眾科學素養與科學態度的現
況，未來的研究者可繼續調查，並同樣與媒體使用之情形交互分析。第二部分的
研究成果有助了解目前台灣地區媒體如何呈現偽科學議題，未來的研究者可繼續
調查或測試偽科學新聞內容對閱聽大眾在認知與行為上的影響。

(六) 若進度不符預期，如何逾期末之前改善
進度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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