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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計畫的目的說明 

主題：促進公眾對於科技的理解與參與 

子題：新聞媒體科技議題報導形式及其對閱聽眾資訊接收的影響 

大眾媒介是一般民眾獲得科技資訊的本計畫的最重要管道之一（Gerbner, Gross & 
Signorielle, 1981; LaFlollette, 1990），其中新聞報導更是民眾獲得科技資訊的一項

重要來源（Fricdman, Dunwoody, & Rogers, 1986；Nelkin, 1995）。因此究竟台灣

的新聞媒體是否扮演好資訊傳散的重要角色，以及其報導方式對於一般民眾科技

資訊知識的獲得有何影響都是本計畫探討的範圍，目的在透過研究的結果找出增

進理解的新聞報導方式。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瞭解新聞報導如何呈現科技新聞（主要鎖定健康、

食品與醫療新聞），這部份分別從幾個面向來探討，包括資訊充分性、資訊輔助

性、資訊偏頗性（例如：正負並陳）與新聞框架。第二、探討不同類型與框架的

科學新聞報導可能產生的影響，影響的面向涵蓋多元，包括：「新聞接收」、「新

聞評估」與「議題評估」、「嚴重性感知」、「受害可能感知」、「議題知識」、「議題

處理效能」等。 

本計畫以多元方法進行，總計進行了兩次報紙內容分析，一次電視新聞內容分

析，兩次全國電話訪問，七項健康新聞/廣告理解實驗。 

主要結果撰寫成數篇學術論文，各文章以新聞報導實務的問題出發，找出其問

題，並提出具體的報導建議。各文章如何回應此二研究目的彙整與表一說明之： 

正負並陳 

表一：以本研究計畫資料為基礎之文章 

文章名稱 計畫目的一 

瞭解新聞如何報導 

計畫目的二 

瞭解新聞報導的影響 

1. 科學新聞資訊呈現形式

及其對閱聽眾資訊接收

的影響 

（期刊審查中） 

本文系統性地進行新聞內

容分析，以三種類型的資

訊呈現特質「資訊充分

性」、「資訊輔助性」與「資

訊偏頗性」，六個資訊呈現

指標，來理解科學新聞的

報導方式。 

本文也以實驗方式檢測這

三大類型的資訊呈現方式

可能產生的影響，從三大影

響面向來探討，分別為「新

聞接收」、「新聞評估」與「議

題評估」。研究結果對於新

聞記者如何呈現科學新聞

可以提供實務上的價值。 

2. News Coverage of 
Health-Related Issues 
and Its Impacts on 
Perceptions: Taiwan as 
an Example. 

 (已被 Health 
Communication 接受，為

SSCI 期刊) 

本文探討新聞記者在報導

健康相關議題時，是否會

偏好特定新聞框架。內容

分析結果顯示報導健康議

題與 H1N1 的新聞，比較

偏好「警報框架」（alarm 
frame）（強調議題的危險

性與嚴重性）而不兼具「對

同時本文實驗結果顯示「警

報框架」（alarm frame）會

引發恐懼，並提升事件的嚴

重性與受害可能性感受，但

是無助於預防效能的提升。

全國性電話調查結果也呼

應了實驗結果，當閱聽眾暴

露於電視新聞比例愈高，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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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框架」（coping frames）
（強調如何對應與預

防）。  

對於 H1N1 愈為擔憂，同時

對於 H1N1 的嚴重性與受害

可能性感受愈高。但是暴露

於電視新聞較高的閱聽

眾，其健康議題相關知識，

或應對的效能並未因而提

高。 

3. Men’s and Women’s 
Responses to Two-Sided 
Health News Coverage: 
A Mediation–Moderation 
Model 

（期刊審查中） 

本計畫之內容分析結果顯

示當新聞記者報導健康醫

療等科學研究的發現時，

除了會以以正面方式報

導，也經常會以正反併陳

方式來呈現資訊（同時告

知某一食品或某一藥品的

好處與風險）。 

本研究進而以實驗來探

討，在健康或食品相關新聞

中，若記者報導一研究的正

面結果（對人體有益）時，

同時提及針對該醫療方式

或食品過去其它研究所發

現的負面結果，此時面對互

相矛盾的資訊，一般閱聽眾

究竟如何解讀？本研究提

出一個中介/調節模式

（mediation-moderation 
model）來釐清讀者在閱讀

正負併陳與正面新聞時，歷

經何種不同的心理歷程。 

4. Chang, C. (2010). The 
Effects of Retrieval Ease 
on Health Issue 
Judgments. Health 
Communication, 25(8), 
670-680. (SSCI 期刊) 

(已被 Health 
Communication 刊登) 

 本研究主要探討當閱聽眾

能否有效回想出健康議題

的相關資訊，對此議題判斷

的影響，並進而探討媒體報

導的作用。實驗一顯示，當

消費者被要求列出一個疾

病的多項可能壞處時（回溯

困難度高），而非少項可能

壞處時（回溯困難度低），

他們覺得此疾病嚴重性較

高。實驗二顯示，當消費者

被要求列出一個疾病的多

項預防方法時（回溯困難度

高），而非少項預防方法時

（回溯困難度低），他們覺

得其對於該疾病，其預防效

能較高。但是當健康議題廣

告增加資訊的可得性時，則

回溯困難度高低的影響不

會出現。實驗四則發現健康

議題的重要性也會調節回

溯困難度高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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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計畫的具體成果 

一、兩篇已期刊接受或已發表 

（一）文章一 

1. 名稱： 

News Coverage of Health-Related Issues and Its Impacts on Perceptions: 
Taiwan as an Example 

2, 發表期刊： 

Health Communication. (SSCI 期刊) 

3. 摘要（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health news gets framed and the influence of 
exposure to differently framed new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aiwanese 
newspapers indicates that health news in general, and H1N1 flu news in 
particular, is more likely to use alarm rather than coping frames. According 
to an experiment, exposure to H1N1 flu news in an alarm frame evokes 
greater fear and increases perceived severity and vulnerability, though it 
does not help develop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icacy.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public also shows that attention and exposure to televised news 
coverage of the H1N1 flu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levels of worry and 
perceptions of the severity of and vulnerability to this health problem, but 
they are not related to issue knowledge, detection, or prevention efficacy. 
Thus, it is important for news coverag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increases 
the audience’s efficacy when alerting it to health threats.  

 

（二）文章二 

1. 名稱： 

The Effects of Retrieval Ease on Health Issue Judgments. Health 
Communication, 25(8), 670-680. 

2, 發表期刊： 

Health Communication, 25(8), 670-680. (SSCI 期刊) 

3. 摘要（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retrieving information about a health 
ailment on judgments of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and 
self-efficacy regar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literature on 
metacognition suggests that recall tasks render 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accessible: the retrieved content and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retrieving 
the content. Both types of information can influence judgments. 
Content-based thinking models hold that the more instances of an event 
people can retrieve, the higher they will estimate the frequency of the event 
to be. In contrast, experience-based thinking models suggest that when 
people experience difficulty in retriev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an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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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rate the event as less likely to occur.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ease of 
retrieval was manipulated by asking participants to list either a high or low 
number of consequences of an ailment. As expected, retrieval difficulty 
resulted in lower perceived disease severity.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ease 
of retrieval was manipulated by varying the number of disease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measures participants attempted to list. As predicted, retrieval 
difficulty resulted in lower self-efficacy regard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experiment three, when information regarding a health issue was made 
accessible by exposure to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 (PSAs), ease of 
retrieval effects were attenuated. Finally, in experiment four, exposure to 
PSAs encouraged content-based judgments when the issue was of great 
concern.  

 

二、兩篇在期刊 review 的文章 

（一）文章一 

1. 名稱： 

Men’s and Women’s Responses to Two-Sided Health News Coverage: A 
Mediation–Moderation Model 

2. 摘要（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audiences respond to news coverage of food and 
nutrition topics when that coverage provides either two-sid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or one-sided, unanimously positive information. A 
mediation–moderation model helps clarify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two- and 
one-sided news coverage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they elicit. 
Specifically, gender moderates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one- and two-sided 
news stories; ambivalent feelings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model predictions: When reading two-sided as opposed 
to one-sided news, men experience more ambivalent feelings, less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the health issues, and lower intentions to adopt the 
advocated behaviors, whereas women do not exhibit such differences. 
Moreover, the ambivalent feelings medi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news presentation (i.e., one- or two-sided) on attitudes toward health 
issu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 adopt advocated health behaviors. 

 

（二）文章二 

1. 名稱： 

科學新聞資訊呈現形式及其對閱聽眾資訊接收的影響 

2. 摘要（Abstract）： 

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爬梳出科學新聞的資訊呈現方式，主要鎖定三

個面向來探討，包括：「資訊充分性」、「資訊輔助性」與「資訊偏頗性」，

並以報紙內容分析來分析這三個面向資訊呈現方式的普遍性。第二，以

實驗方式檢測這三大類型的資訊呈現方式可能產生的影響，從三大影響

面向來探討，分別為「新聞接收」、「新聞評估」與「議題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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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對於新聞記者如何呈現科學新聞可以提供實務上的價值。 

 

三、其它仍在撰寫的文章 

除了上述表列文章外，因此次資料蒐集龐大，仍有許多資料十分有趣，在持續分

析與撰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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