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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學傳播領域早已累積相當數量之文獻討論科學新聞，但

新聞中呈現的「偽科學」（pseudoscience）內容仍少探討。一

般來說，「偽科學」指表面上是科學性資訊，實質上卻是違反

科學規律或邏輯的論述。本研究即在探討「偽科學」新聞的內

容，檢視台灣報紙新聞報導後發現，最常見的偽科學主題為超

自然之靈異現象，其他與偽科學相關的新聞議題包括：療效未

經證實的偏方、非正規醫學建議的減肥偏方、占卜算命或星座

運勢分析、風水地理、民俗／民間傳統療法、能量或磁場對人

體健康的影響，以及外星人與地球末日預言等主題。本研究之

發現有助於了解目前相關報導之呈現方式，也初步確立偽科學

的新聞編碼類目可行性，包含其主題分類以及論點與論述呈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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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媒體是社會大眾得知時事與獲取新知的重要資訊來源，有關科學議

題的報導更可能是一般人在離開校園後少數可以接觸到科學資訊的管道

（Norris, Phillips & Korpan, 2003）。科學新聞因而具有重要傳播功能，

為社會大眾持續帶來科學新知或科技新發明的訊息（Brossard & 

Shanahan, 2006），也成為公眾感知科學與科技衝擊與重要性的主要方

式（黃俊儒，2003；Millar, 1997）。 

科學新聞的重要性還包括幫助大眾認識與監測環境。直覺上，科學

訊息好像只是單調的知識，但實與一般大眾生活息息相關，因其範疇廣

泛地包括了醫學、生物、地球科學、食品科學、氣象、航太、電腦科

技、化學、工程等領域。這些不同科學領域在日常生活多有應用，而在

科學與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任何一小部分的新發現或發明都可能

大幅改變人類生活（Weigold, 2001）。 

然而理解科學有其知識門檻，媒體就扮演著為公眾解釋科學或如科

學教育者的角色，將複雜或具有難度的資訊轉化成較易理解的報導，讓

不具背景知識的民眾也得透過媒體更為認識科學（Bader, 1990; Nelkin, 

1995）。 

而科學內容除了科學知識外，還包含了科學概念、科學原理與科學

方法以及科學思想，如了解科學家如何探索與思考問題、了解在科學知

識累積過程中科學家間並不一定有共識，以及探討何謂科學本質等（許

良榮、李田英，1995；Duschl, 1990; Kirschner, 1992）。媒體若能傳遞

正確科學內容勢將有助於提升公眾判斷科學資訊與知識的能力，而當一

個科學議題被媒體廣泛討論時，公眾也才有能力提出看法，甚至積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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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家科技政策的制訂發揮公民權利（靳知勤，2007；Norris et al., 

2003）。反之，如果媒體不正確地報導科學內容、引用錯誤科學原理與

方法、傳遞扭曲的科學知識與概念而使一般人信以為真，其對社會造成

的負面影響也可能非常深遠（郭中一，1997；靳知勤，2007）。 

有學者曾以「偽科學」一詞來指表面上具備科學樣貌實質上卻沒有

科學證據的論述（郭中一，1997；葉李華，2001；Magendie, 1843; 

Martin, 1994），如在電視節目中廣受歡迎的占星學雖也引用了天文學

之星座名稱與術語，但不一定有透過科學方法蒐集的資料與數據。 

所謂的「偽科學」過去雖曾受部分科學家的關注，但相關討論仍屬

有限（林基興，2000；郭中一，1997），Martin（1994）更表示了解何

謂偽科學以及如何以批判性思考角度去看待偽科學，亦是學習科學的一

部分。然而科學教育者卻常忽視此議題，在科學傳播相關文獻中也少見

較具系統性或實證性的紀錄，因而媒體中的偽科學新聞報導現況為何仍

屬未知。 

本文以下將先回顧偽科學定義以及與偽科學主題相關的文獻，接著

介紹過去科學新聞分析所涵蓋的面向與新聞產製的相關文獻，以提供探

討偽科學新聞的樣貌與形成原因的線索，最後再提出本研究試圖探索偽

科學新聞的具體研究問題。具體而言，本研究最終目的是希望將這類新

聞議題整理出脈絡與類目，並建立對這類新聞內容的初步了解。為了能

呈現國內偽科學相關報導的普遍情況，本研究採用偏重量化研究的內容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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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偽科學 

偽科學（pseudoscience）一詞最早於 1843 年由法國哲學家弗朗索

瓦•馬壤迪（François Magendie）提出，以此詞彙貶損那些內容並非科

學卻偽裝成是科學的論述。關於偽科學的定義，大部分解釋都著重在偽

科學的內涵非科學論述而只是披著科學外衣。Martin（1990）認為偽科

學是主觀論述，只以擬似科學客觀的方法描述；Shermer（1997）認為

偽科學使用科學般看似精闢的語言或深奧的科學術語來包裝空洞想法或

掩飾非科學的結果，其論述提倡者只是說空話，但往往很多人都被這樣

的言詞欺騙。 

學者對偽科學的批判也在於質疑其論述建立的方法與過程。

Shermer（1997）批判偽科學打著科學旗幟但所述內容卻違背科學規

律，否認已有的科學定律，研究過程拒絕科學的基礎實驗，無視基本的

理性邏輯推理，因而認為偽科學藏在堆砌的科學專有名詞背後，實是無

法成立也無從檢驗的科學命題。而 Martin（1990）則表示，有些偽科學

論述可能具有科學屬性，亦即其科學命題、執行和態度皆可能有其系統

且區辦有其難度，但事實上仍然不是科學。 

Martin（1994）進一步指出，偽科學與科學不同之處還有許多層

面：以目的來說，科學是促成對真實世界的了解，而偽科學多出自主觀

的意識型態或商業目的。以知識建構的方法來說，科學是藉由不斷的研

究持續擴充該領域的知識，而偽科學建立領域以來的進展很少，少量研

究僅為加強原有信念而非擴充知識，多以偏執態度否定其他理論。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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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證據上，科學講求研究程序與原則，證據要具備價值，可被質疑或否

決，而偽科學經常引用權威說法或僅屬單一個案，主張從主流科學領域

獨立出來，偽科學的倡議者也少與其他科學社群互動。 

國內學者對偽科學的看法也多類似，除了同樣定義偽科學是濫用科

學理論或術語堆砌出來的似是而非論述，也認為其提倡者只是「想像力

豐富的邊緣科學家」（葉李華，2001，頁 99）。某些學者更直接批判

偽科學論述是江湖騙術（郭中一，1997），而充斥偽科學的社會環境是

對科學教育的最大威脅（郝柏林，2002），而在迷信風氣猖獗的台灣，

媒體的真假難辨偽科學言論更恐是孳生迷信的溫床（葉李華，2001）。 

除了這些少數意見式的文章，國內既有文獻針對偽科學其實著墨不

多，也未見針對偽科學的媒體內容系統性進行分析與研究。但總括來

說，根據國外對偽科學的定義以及國內學者相關討論，大致可將偽科學

定義為表面上使用科學理論或術語描繪但實際內容卻違反既有科學定律

的論述。 

二、偽科學的主題 

相較於頗為一致的偽科學定義，其主題與涵蓋範疇實頗廣泛也有爭

議（Martin, 1994），有許多偽科學主題在現今人際討論與媒體內容仍

屬常見，其背後隱含概念與意涵對相信的人來說影響深遠，因此值得重

視，可從幾個方向來探討偽科學的範圍與主題： 

首先，偽科學大致輪廓可由偽科學家常見論述手法看出。根據

Radner & Radner（1982；張松林、安寶明譯／1991），相較於科學的複

雜性，偽科學尋求易懂解釋，以奧妙神奇事物吸引眾人興趣，多用情景

描述方式說明道理，亦僅提供單一或瑣碎可疑案例為證據，且其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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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常已是正統科學的部分。 

由此可知，許多偽科學主題使用神祕手法包裝論述，並依此討論超

自然現象（Baum, 2009; Eve, 2007; Gropp, 2003; Martin, 1990, 1994）。

而偽科學與超自然現象在特性上相似，超自然現象或怪異事件的論述證

據也多為軼事，既未證實也無法證實。於是，超自然現象的討論，尤其

是超感官知覺或通靈等主題，即使可能存在爭議，也就常與偽科學主題

畫上等號（王貞懿，2011；葉李華，2001）。 

過去有些研究探討大眾相信偽科學概念的程度，從這類有關偽科學

信念的文獻也可歸納出一些偽科學的主題範疇。如在研究偽科學信念的

調查中，超自然現象、超感官知覺、占星、幽浮或飛碟、替代療法都是

常被提及的議題（ Irwin, 1985; Shermer, 2003; Williams & Francis, 

2009）。在美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2006）定期追蹤公眾

科學認知的調查中，偽科學信念也涵蓋類似範疇，包含超感官認知、占

星術、幸運號碼、外星人、幽浮或飛碟、磁場療法等主題。另也有研究

探討超自然信念與宗教的相關議題，如是否相信有靈魂、鬼怪、惡魔、

符咒與預言等（Francis, Robbins, & Williams, 2006; Francis & Williams, 

2007），也可算是偽科學主題的一部分。 

再者，過去針對偽科學的評論意見文章以及坊間相關討論也有助於

界定偽科學的主題範疇。如《科學月刊》論及偽科學的文章就提到，塔

羅算命、星座、占星、面相、風水地理、紫微斗數、前世今生、超感

應、超感官知覺、特異功能、民俗的乩童與牽亡魂、靈魂、通靈、靈異

現象、宇宙能量場、碟仙、飛碟、外星人、氣功等都屬台灣常見偽科學

主題（郭中一，1997；林基興，2000）。 

另外，標榜對健康有益的流行話題與商品訴求實也不脫偽科學範

疇，例如能量水、負離子、鹼性離子水、電解水、分子水、遠紅外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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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懿，2011，林秀玉，2009；松永和紀，2008／森田草譯，2009；

竹內薰，2009／夏淑怡譯，2009）。不久前電影上演了古代馬雅曆法預

言的 2012 年世界末日，電視節目中也見討論馬雅預言與埃及金字塔奇

異能量等「神秘」主題，這些將部分事實加上諸多主觀推演與臆測的論

述實，也被科學家斥為缺少科學證據的偽科學論述（Hines, 2002; 

Morrison, 2009）。 

整體來看，偽科學主題雖然看似龐雜，但常混雜著超自然現象的描

述與神秘論調。表面上使用擬似科學的深奧難解名詞或運用某種科學理

論為其功效的背景解說，卻有違科學定律或缺乏科學證據，有的甚至可

能是為了達到商業性目的而產生的包裝說詞。 

有趣的是，從上述偽科學主題範疇的回顧中，也可看出偽科學主題

似也隨著國家或文化不同而有差異，如在算命或迷信相關的偽科學主題

中，歐美常見占星術、幸運數字、巫術等（Francis et al., 2006; Francis 

& Williams, 2007, 2009; Irwin, 1985; NSF, 2006; Shermer, 2003），國內

則是紫微斗數、面相、風水與通靈（郭中一，1997；林基興，2000）。 

而在醫學或健康相關的偽科學主題中，西方常見磁場療法、替代療

法與脊椎按摩療法（Francis et al., 2006; Francis & Williams, 2007; Irwin, 

1985; NSF, 2006; Shermer, 2003），在台灣就可能有能量、氣功、或者

民俗療法（郭中一，1997；林基興，2000），顯示不同國情似有其較具

特殊性的偽科學主題，可能與文化脈絡有所牽連，如氣功論述常見與武

術、道教或中醫養生有關，民俗療法更常與中醫相提並論，無論武術、

道教或中醫都源於中國長遠歷史。這些議題在台灣民眾心目中也存在著

相當興趣或信任感，中醫更被視為具有科學根據。然而氣功與民俗療法

的定義與內容不一，部分作法仍受質疑，在是否屬偽科學主題的界定上

可能存有灰色地帶，也因此更值得仔細探討媒體如何看待這類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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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新聞與內容分析研究 

在科學傳播範疇中，國外以科學新聞為主題的研究已累積相當文

獻，其研究方向大致包含了解閱聽人如何透過媒體了解科學，以及分析

媒體如何呈現科學內容。如在前者範疇中，有研究指出電視科學新聞報

導確會影響收視者對科學與科學家的認知（Miller, Augenbraun, Schulhof 

& Kimmel, 2006; Steinke, Lapinski, Crocker, Zietsman-Thomas,Williams & 

Kuchibhotla, 2007），也有研究探討科學新聞的理解與個人的科學素養

（Brossard& Shanahan, 2006）或閱讀能力（Norris & Phillips, 1994; 

Norris, Phillips, & Korpan, 2003）之關聯。 

在科學新聞的內容研究方面，國外專業期刊 Science Communication

與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亦時有關於報紙科學新聞的研究（黃

俊儒、簡妙如，2006），如分析科學新聞在美國報紙的報導數量與發展

趨勢（Pellechia, 1997），或研究報紙媒體報導科學新聞的類型與手法

（Bucchi & Mazzolini, 2003; Hijmans, Pleijter, & Wester, 2003; Reis, 

2008）。 

相較之下，國內科學新聞的研究主題與數量較為侷限，黃俊儒與簡

妙如（2006）回顧國內相關文獻時發現，國內科學新聞研究大致可分為

兩大宗，第一類即為科學新聞內容或文本的分析與探討，如分析有關全

國科技會議的報導（謝瀛春，1992）以及愛滋病新聞的主題類別（徐美

苓、黃淑貞，1998；徐美苓，1999；徐美苓、吳翠松、林文琪，

2003）；第二類則針對新聞產製過程進行反思與批判，如評析科技新聞

描繪的科技意象是否從科學家社群的利益出發（馮建三，1995），以及

探討科學新聞論述與事實產生落差的社會因素（鄭宇君，2003）。1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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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儒與簡妙如（2006）也曾指出，過去國內科學新聞之研究多集中於健

康醫療、環境保護與工業發展等三大主題，科學傳播研究論述的數量也

很少，「相形之下，國內有關科學新聞或廣義科學傳播議題之探討似仍

有深耕空間」（頁 145）。 

爾後國內文獻對於媒體如何呈現科學的議題續有著墨，如醫療糾紛

報導的文本分析（邱玉蟬，2009）或菸害新聞的內容分析（詹定宇、龔

昶元、金海濤，2006）。另也漸可見到研究觸角延伸到閱聽人範疇，如

探討其對醫療報導的態度或所受影響（徐美苓、陳瑞芸、張皓傑、賴弈

帆、林佳韻，2006），新添探討新聞產製面向的文獻則見於碩博士論文

（請參見黃俊儒、簡妙如，2010）。總括來說，國內科學傳播研究漸有

進展，但議題仍多聚焦在健康與醫療範疇，期刊文獻數量上也仍有成長

空間。 

相較於科學新聞在國內外科學傳播都曾有所討論，偽科學的主題卻

極少受到關注，除了部分偽科學信念的調查外（Irwin, 1985; NSF, 2006; 

Shermer, 2003; Williams & Francis, 2009），幾乎未見學者探討新聞報導

之偽科學內容，即使國內偶見有意見式的文章表示媒體氾濫著偽科學的

言詞（葉李華，2001）、含偽科學內容的新聞報導令科學家看了「怵目

驚心」（郭中一，1997，頁 268），但既有文獻猶未針對偽科學的媒體

內容或相關報導進行較系統性研究與分析。 

若要進行偽科學新聞的分析，可以借重過去新聞內容分析文獻使用

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尤其過去在評估新聞品質與分析報導呈現手法

方面奠下的知識與經驗值得做為本研究分析偽科學新聞品質與報導方式

的依據。 

在新聞學領域中，一般新聞內容分析研究常見分析報導的主題類

別、版面、圖表使用與消息來源等基本項目（徐美苓、黃淑貞，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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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苓，1999），其中消息來源的類別與數量反映了記者可取得的資訊

品質與報導過程中求證的努力程度，消息來源的採用也有助了解記者的

資訊偏好與取捨。而新聞報導使受訪者意見得以曝光、被大眾注意與重

視（Lupton & McLean, 1998），甚至賦予或加強受訪者的權威地位（徐

美苓、丁志音，2004），以致消息來源的分析似也可作為研究者用以推

敲左右記者報導的因素與可能影響（Nucci & Kubey, 2007）。 

在新聞呈現手法上，常見研究者分析記者報導語氣或報導立場（例

如：徐美苓、黃淑貞，1998；Bucchi & Mazzolini, 2003）以探測整體報

導的調性，看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評價居多或整篇文章對某議題是支持或

反對。同時，新聞呈現手法的分析上，也常見學者描述報導使用的「框

架」（frame），可定義為記者處理新聞議題時經常使用的報導模式或

詮釋角度（Entman, 1993）。也有學者認為框架涉及媒體如何呈現議

題，即新聞議題的屬性勢將影響閱聽眾之新聞理解與認知機制

（Jasperson, Shah, Watts, Faber, & Fan, 1998; McCombs, Shaw, & Weaver, 

1997; McCombs & Ghanem, 2001; Powers & Andsager, 1999）。 

基本上，框架理論可以廣泛運用在新聞訊息的建構（陳憶寧，

2011；Entman, 1993），如 Connolly-Ahern 與 Broadway（2008）分析美

國報紙新聞報導婦女飲酒造成胎兒缺陷之議題，認為媒體多將這類新生

兒的母親描繪為行為不當者；Reis（2008）則發現幹細胞研究的報導在

巴西報紙多以正面、科學研究角度出發，北美報紙則偏重政治與道德面

爭議；Semetko 與 Valkenburg（2000）則探討歐洲政治新聞的框架與戲

劇性程度。基本上，框架理論廣在新聞訊息研究應用，也為國內科學相

關新聞的文本與內容分析研究提供了學理依據（例如：邱玉蟬，2007；

徐美苓，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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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成偽科學新聞的可能原因 

關於偽科學的論述或錯誤的科學概念出現於新聞報導，甚至誇大、

吹捧某些偽科學主題的情形，過去文獻提供了一些可能解釋，可先從新

聞產製過程探討。Shoemaker 與 Reese（1996）提出的新聞理論指出，

記者個人、組織內外與情境等不同階層因素都會影響新聞內容。從個人

層次來看，科學議題有其知識門檻，記者如未具備新聞領域背景知識，

可能難以得到消息來源信任或配合，在求證困難情形下，新聞正確性就

可能會打折扣（Meyer, 1988）。 

另有論文指出國內醫藥新聞資訊品質不佳是因記者過於仰賴單一消

息來源或偏重訪問某些特定對象（古安廷，2009；許晏瑜，2010），容

易忽略了其資訊公正性或可質疑處；再加上記者在組織內面臨截稿時間

壓力，就更沒有充裕時間查證與深入研究新聞議題（Maier, 2005）。 

另有可能的情況是，科學議題頗具複雜度也常牽連著龐雜變因，不

一定擁有確定數據，科學家彼此間有時也無共識（Millar, 1997），導致

記者無法在短時間內將複雜知識轉化成大眾日常語言。加上某些記者常

以簡化或拼湊方式處理訊息，報導的內容最後僅強調事件因果關係而省

略中間的數據或其他可能的複雜解釋，呈現了錯誤論述而不自知（陳憶

寧、蘇蘅，2010）。亦有學者指出，科學記者與科學家對科學事實的認

知本就存有差異，因而科學記者報導內容不一定能符合科學家認定的真

實（Gunter, Kinderlerer, & Beyleveld, 1999）。 

以上這些有關新聞產生錯誤原因的討論放諸偽科學議題，也意味著

記者本身若對偽科學議題缺少認識或存有主觀信念，採訪過程若也少求

證，那麼偽科學的報導就可能傳達違背科學的概念與誤導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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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可從媒體外部市場供需角度探討偽科學新聞產生之因：新聞工

作者與科學家認為科學新聞沒有讀者（謝瀛春，1992），反之一般大眾

可能認為科學就是枯燥議題所以沒有興趣，或因不具備理解科學新聞的

能力也看不懂報導就不會關心。相較之下，偽科學的報導題材就可網羅

諸多神秘主題，包括世界末日的預言、地震或颱風過後的奇異現象、醫

藥偏方或快速瘦身的妙方等，這類主題比起刻板的科學定律顯然更具新

聞價值的趣味性或顯著性（謝瀛春，1991；Chew, Mandelbaum-Schmid, 

& Gao, 2006），既易引起大眾興趣也能吸引媒體報導。 

在陳憶寧與蘇蘅（2010）針對公共衛生新聞的訪談研究中，就有新

聞從業人員自承會配合報社需求使用「辛辣、聳動」字眼並刻意誇大實

情，以爭取到版面（頁 20）。黃俊儒與簡妙如（2010）、鄭宇君

（2003）等也觀察到國內科學新聞有諸多渲染、戲劇性或充滿情緒的呈

現手法，部分甚至是錯誤報導。 

基於上述原因，媒體科學相關報導的確可能出現錯誤的科學知識、

誇大渲染的論述，甚至偏頗的報導立場，多以科學樣貌呈現，背後卻乏

科學證據或理論支持。此外，新聞媒體與記者對戲劇性題材與誇大手法

的偏好，也可能促成偽科學主題常在新聞報導出現，誤導閱聽大眾，甚

至助長社會迷信風氣。 

此類新聞中的「偽科學」報導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主題，尤其有

鑑於某些偽科學主題在台灣生活情境中有其特殊性，也普遍被大眾接納

或受到媒體歡迎，深入了解國內新聞媒體如何呈現偽科學議題便成了重

要傳播研究課題，相關內容的系統化分析也有助於補足部分國內科學傳

播文獻的空缺。 

本研究根據前述偽科學與新聞內容分析之相關文獻，試圖探討媒體

偏好偽科學的主題、其新聞處理方式與報導角度以及新聞中的偽科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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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呈現方式等，以此描繪國內偽科學新聞報導之輪廓。考量偽科學主題

範疇廣泛，本文將進一步比較不同主題呈現之可能差異。以下提出四個

研究問題： 

問題一：新聞報導中含有偽科學的相關論述議題有哪些？ 

問題二：偽科學新聞的報導形式與呈現方式為何？ 

問題三：偽科學的論點與論述如何在新聞中呈現？ 

問題四：不同偽科學新聞議題之形式與呈現有何差異？ 

叁、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抽樣 

本研究分析對象為 2009-2010 年台灣發行量最高之四大報紙（《中

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日期抽樣

方式以每個月份建構一個星期，2 也就是每個月隨機抽樣不同的 7 天

（一個週一、一個週二、一個週三…，以此類推），最後抽樣日兩年共

計 168 天。 

分析範圍含括所有新聞版面，但排除公關稿、讀者投稿、每日星座

運勢或生肖等專欄，也排除新聞篇幅少於 300 字者。相關報導若偽科學

部分之篇幅比例過低，且未有偽科學論點之描述者，亦不符合本研究樣

本之選取條件。 

新聞挑選過程中，兩位傳播科系碩士班研究生經訓練熟悉新聞篩選

條件後，擔任本研究的新聞挑選人員，負責瀏覽報紙所有版面，按選取

條件篩選出與偽科學相關的新聞。考量兩年報紙之版面數量較多，因此

按抽樣日期以每三個月份為單位分階段挑選新聞，並與研究者逐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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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結果，最後共擇得 204 則報導納入內容分析。 

二、內容分析說明 

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為新聞報導的基本資

料，第二部份為報導呈現形式，第三部分則是新聞內容的消息來源與框

架，最後部分針對偽科學論點的呈現方式分析。 

第一部分新聞報導的基本資料包括報導日期、報導日、報紙名稱、

版序、字數篇幅、標題大小、主題以及報導內容角度。偽科學相關主題

之區分主要根據前述偽科學主題之文獻以及意見式文章的討論，輔以研

究人員於蒐集資料過程中的觀察與經驗共整理為以下幾類：療效未經證

實的醫藥偏方、減肥偏方、民俗療法、占星算命、風水地理、外星人與

地球毀滅等與宇宙論述相關主題、磁場或能量、超自然／超感官／靈異

現象，或不屬上述範圍的其他主題（偽科學主題類目之定義如表一）。 

表一：偽科學新聞主題編碼定義 

主題類目 定義 

醫藥偏方 療效未經證實的偏方或民間流傳未經醫學典籍記載的藥方。 

減肥偏方 並非透過飲食控制、運動或手術醫療等符合科學常識的方

式，卻稱能達成減重效果。 

民俗療法 民間傳統醫療方法，其效果不一定經過科學驗證，如推拿、

刮痧、整脊、尿療法。 

占星算命 以星座分析為依據或任何形式的算命，例如星座／流年運

勢、塔羅牌、手面相、紫微斗數、卜卦等。 

風水地理 校察地理環境的一套方法，常見用來選擇居家擺設、房屋或

墓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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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類目 定義 

宇宙相關 包含外星人與地球毀滅議題，外星人和飛碟為在地球上看到

的外星生物和不明飛行物體；或有關地球毀滅、人類滅絕或

世界末日的預測。 

能量磁場 強調人本身、空間環境或物質具有磁／氣場而對身體有影

響，如能量水、氣功、長生學。 

超自然/超感官 為無法解釋的奇異力量影響他人或物品的現象，包含任何可

能和鬼神或靈魂接觸或溝通的靈異現象。 

 

第二部份為報導呈現形式，包括報導性質（純新聞、特寫／專題、

人物特寫或其他）、報導為在地新聞或是外電新聞、新聞圖表和照片的

數量以及新聞事件發生的國家／地點。另外，此部分也紀錄新聞標題呈

現方式（是否使用含糊的問句／問號、是否使用誇大聳動字眼以描述效

果、是否有駁斥偽科學的字眼）。 

第三部分為新聞報導內容，主要分析消息來源（其數量、身分與背

景，包含是否引用提出該論點的偽科學家言論或其他贊同論點的專家言

論）、報導引述的資料來源、新聞框架的呈現（生活框架、衝突框架、

或名人框架)、整篇新聞的報導語氣（正面讚揚、負面批評、中立無特

別語氣）、關於偽科學論點的態度（宣揚偽科學概念、駁斥偽科學論點

的科學性報導或立場中立）、報導是否有戲劇性的主題（如出現性、暴

力、死亡、災難、醜聞等關鍵字）3；新聞報導是否呈現多元或不同意

見。另外，此部分編碼也包含內文是否提供讀者行為建議（建議詢問醫

師意見、提供物品或商品的取得／購買地點資訊）。 

第四部份的編碼類目針對新聞中的偽科學論述部分進行分析以了解

其報導手法與呈現方式，分析項目包括：新聞中對該偽科學論點的效果

是否提供某種解釋以合理化論點、新聞中的偽科學論點是否有擬似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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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或發現過程的描述、是否有擬似科學實驗操作或示範過程的描

述，以及是否有奇異效果或現象描述。此部分同時也編碼：新聞中對該

偽科學論述是否有類似科學知識發展或進步的陳述角度、該論點或研究

可以如何應用、報導中借用了多少既有科學專有名詞。另也分析報導中

舉出名人實例或非名人實例的數量，以及新聞敘事是否從個人經驗角度

出發，最後並紀錄此部分偽科學論述之字數，以估算其佔總字數篇幅的

比例（參見附錄一）。 

本研究有兩位正式內容編碼員進行新聞內容的量化編碼工作，其曾

多次就不同新聞報導練習編碼項目，所有樣本隨機抽樣 20 則（約

10%）作為信度檢測樣本。4 依 Holsti 的信度檢驗公式計算信度，除報

導性質該項之信度為 0.7 外，其它所有編碼項目信度皆達 0.86-1 之間，

兩位編碼員各分別負責編碼半數之資料。 

肆、研究發現 

一、整體編碼結果 

首先從報別來看，204 則有關偽科學的報導，出現於《蘋果日報》

的比例為最高（33.3%），其次為《自由時報》（25.5%）、《中國時

報》（21.1%）與《聯合報》（20.1%）。此類新聞的報導性質多為純新

聞（78.9%），少數為特寫／專題（17.2%）；報導大多出現於社會／綜

合／話題版、生活新聞版、與健康／醫療等版面，另有少部分出現於娛

樂新聞版面。報導主要為台灣本地發生的新聞事件（85.3%），外電報

導頗少（14.7%）。 

在報導篇幅方面，每則新聞平均字數為 656 字，有關偽科學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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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佔整篇報導字數的 52%。大多數報導都包含了一張以上的照片

（74.8%），約四分之一的報導採用了一個以上的圖表（22.5%）（參見

附錄二）。 

研究問題一旨在探討新聞報導中的偽科學主題範疇，編碼結果顯示

偽科學報導最常以超自然靈異的事件為題材（38.2%），其次為療效未

經證實的偏方／醫藥偏方（15.7%），與非正規的減肥法／減肥偏方

（14.2%）。其他常見主題則包括：占星算命（10.3%）、風水地理

（6.4%）與民俗／民間傳統療法（4.9%）。有關外星人與地球毀滅末日

預言等宇宙議題所佔比例不多（2.9%），以能量與磁場為主題的報導亦

較少見（2.0%；如表二）。 

表二：偽科學新聞主題報導量 

主題類目 
則數 

（N） 

百分比 

（%） 

超自然靈異 78 38.2 

醫藥偏方 32 15.7 

減肥偏方 29 14.2 

占星算命 21 10.3 

風水地理 13 6.4 

民俗療法 10 4.9 

宇宙相關 6 2.9 

能量磁場 4 2.0 

其他主題 11 5.4 

總數 204 100 

 

研究問題二探討偽科學相關報導之新聞形式與呈現方式。結果顯

示，在整體報導語氣方面，新聞採用正面口吻者較多（52.5%），其餘

採批評或中立口吻者數量相當（分別為 24.5% 與 23%）。整體報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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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也同樣反映在描述偽科學論點的態度：立場支持或宣揚該偽科學概念

者佔多數（54.9%），而駁斥該偽科學概念者與秉持中立立場者數量相

當（分別為 23.5% 與 21.6%）。進一步檢視報導是否提供與偽科學論點

相反或相異意見之果也頗類似，即樣本中的 88.2% 報導皆未提及反面

意見供讀者參考。 

如從消息來源來看新聞報導品質，每則新聞平均有 1.3 個消息來

源，即近半數新聞僅使用單一消息來源（47.5%），14.7% 的新聞俱無

消息來源，84.8% 的新聞也未引述任何資料或文件為報導依據。 

至於消息來源的身分與背景則頗龐雜，以醫療護理人員佔 15.7% 

最多，而不具正式科學研究員或學者身分的達人專家佔了 10.3%。若從

消息來源所屬機構來看結果也類似：醫院與藥廠佔 15.7% 最多，其它

類包含藝人、星座專家、命理專家等則佔 13.7%。 

以新聞呈現角度來說，報導大多採用了生活議題的框架

（79.9%），部分採用以名人為主軸的報導角度（21.6%），較少使用衝

突性框架（9.8%），而約三分之一報導含戲劇性主題（34.3%）。整體

來說，少有報導建議讀者徵詢醫師或相關專家意見（4.9%），新聞中也

不常見取得物品或購買商品的相關資訊（3.4%）。 

研究問題三針對新聞中的偽科學論點呈現方式提出疑問，結果顯示

有 44.4% 的報導描述其發現過程或研究過程，有 14.2% 描述實驗般的

操作、示範或驗證方法，27.9% 則描繪了超乎自然的奇異現象。新聞亦

有文字描述偽科學的進展歷程（66.7%），解釋偽科學的原理或定律

（54.4%），說明偽科學可應用的範疇（58.3%）。 

關於新聞中的偽科學論點依據，不少報導引述了該偽科學領域專家

／達人的發言或意見（42.6%），少數也有舉例名人或非名人的個案例

證（分別為 15.2% 與 33.3%），整體報導的敘事方式也常從個案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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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角度出發（80.4%）。 

至於新聞中的偽科學論點描述是否使用科學專有名詞作為可能包裝

手法，結果發現約八成報導使用兩個以上專有名詞，包括物理、醫學或

食品營養等科學領域的詞彙，例如：腦下垂體、新陳代謝、碳水化合

物、礦物質、酸鹼值等。也有引用中醫領域的詞彙者如：經絡、穴道，

另亦可見定義較模糊或修改過、擬似科學的名詞如：深層崩脂、黑糖

菌、遠紅外線、磁化水等。 

二、不同偽科學主題的比較 

研究問題四欲探討不同的偽科學主題之新聞形式與呈現是否有所差

異。以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 post hoc 分析等統計方法比較

的結果顯示，不同偽科學主題之報導形式與呈現皆有差異。 

首先，不同偽科學主題之新聞篇幅有顯著差異【F(6, 1) = 2.46, p 

< .05】，民俗療法主題的報導字數較多【M = 845】，有關占星算命的

新聞較短【M =556】。若觀察報導中之偽科學論述佔整篇新聞篇幅的比

例，也可見顯著差異【F(6, 1) = 3.61, p < .01】，即風水地理主題的報導

幾乎全篇皆含論述其原理，而有關減肥偏方的報導相對比例最低，約僅

四成文字用於描述非正規的減肥方法。 

在照片與圖表的使用上，風水地理與減肥偏方的相關報導與其他主

題相比使用較多照片【F(6, 1)= 6.08, p < .001】，其中風水地理類主題平

均使用一張以上圖表【F(6, 1) = 6.41, p < .001】，較其他主題為多（如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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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與相關主要項目平均值及標準差 

項目 

超自然 

靈異 

Mean 

(SD) 

醫藥 

偏方 

Mean 

(SD) 

減肥 

偏方 

Mean 

(SD) 

占星 

算命 

Mean 

(SD) 

風水 

地理 

Mean 

(SD) 

民俗 

療法 

Mean 

(SD) 

F 值 

全篇字數 
615 

(255) 

648 

(274) 

673 

(270) 

556 

(215) 

809 

(302) 

845 

(377) 
2.46* 

偽科學論述字數 
323 

(220) 

304 

(337) 

271 

(287) 

365 

(254) 

658 

(350) 

445 

(248) 
3.61** 

照片數目 
1.49 

(1.70) 

2.38 

(2.90) 

3.83 

(4.51) 

.90 

(1.55) 

5.08 

(2.22) 

2.40 

(3.57) 
6.08*** 

圖表數目 
.14 

(.45) 

.22 

(.20) 

.52 

(.83) 

.29 

(.72) 

1.15 

(.80) 

.20 

(.42) 
6.41*** 

消息來源數 
1.37 

(1.16) 

1.72 

(1.05) 

1.79 

(1.63) 

1.29 

(.85) 

1.77 

(.60) 

1.00 

(.82) 
1.34 

註：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排除樣本數較少之宇宙主題（N=6）與能量磁場（N=4）兩

偽科學主題。* p < .05，** p < .01，*** p < .001 

 
在標題編排上，醫藥偏方新聞之標題較常出現駁斥字眼【π2

 = 

33.69, df = 6, p < .001】，而超自然靈異類的報導標題較常見誇張字眼

【π2 
= 16.98, df = 6, p < .01】。在報導語氣上，民俗療法類主題顯著比

其他主題更常見正面肯定報導語氣【π2
 = 37.04, df = 12, p< .001】。 

在引述意見與證據方面，雖然不同主題在消息來源數目上沒有顯著

差異【F(6, 1) = .41, p= n.s.】，但醫藥偏方與風水地理報導經常引用該

偽科學領域之專家言論，而減肥偏方與超自然靈異類主題則較不常見有

支持偽科學論述的專家【χ2
 = 25.16, df = 6, p < .001】。相對而言，關

於報導是否引述單一個案作為論證依據，則不同主題間存有差異，即超

自然靈異與占星算命類較常見此種呈現方式【χ2
 = 31.92, df = 6, p 

< .001】，但在名人實例與非名人實例數目上，不同主題間在這兩個類

目上沒有差異【F(6, 1)= .73, p = n.s.; F(6, 1)= .67, p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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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偽科學新聞有大部分採用生活框架與名人框架的報導角

度，進一步比較不同主題後則發現，生活框架更常見於減肥偏方、民俗

療法與風水地理主題【χ2
 = 23.55, df = 6, p < .01】，而超自然靈異與占

星算命類比其他主題更常見名人框架【χ2
 = 16.85, df = 6, p < .05】。至

於報導內文是否有戲劇化主題，超自然靈異類的報導顯著比其他類別新

聞更常見有此類內容【χ2
 = 21.60, df = 6, p < .01】。 

比較新聞中的偽科學論述呈現方式時亦發現，描述奇異現象的報導

以超自然靈異類新聞主題為多【χ2
 = 35.18, df = 12, p < .001】，此類新

聞也比其他類別的報導更常描述發現過程【χ2
 = 34.88, df = 12, p 

< .001】，而減肥偏方、民俗療法、與醫藥偏方主題的報導則常見描述

偽科學論點的實驗操作過程【χ2
 = 27.01, df = 12, p < .01】。至於報導

是否提供與偽科學論點相反意見以供讀者參考，樣本中有關醫藥偏方的

報導相較於其他主題較常提出相異觀點【χ2
 =15.95, df = 6, p < .05】，

也較常建議讀者徵詢醫師意見【χ2
 = 25.08, df = 6, p < .001】（見表

四）。 

表四：交叉分析結果與主要項目於不同偽科學主題之百分比 

項目 

超自然 

靈異 

（N=78） 

醫藥 

偏方 

（N=32） 

減肥 

偏方 

（N=29） 

占星 

算命 

（N=21） 

風水 

地理 

（N=13） 

民俗 

療法 

（N=10） 

χ2值 

偽科學 

家言論 

有 29.5% 51.6% 34.5% 47.6% 100% 40.0% 
25.16*** 

無 70.5% 48.4% 65.5% 52.4% 0% 60.0% 

單一 

案例 

是 79.5% 40.6% 34.5% 66.7% 30.8% 40.0% 
31.92*** 

否 20.5% 59.4% 65.5% 33.3% 69.2% 60.0% 

生活 

框架 

是 65.4% 78.1% 96.6% 76.2% 100% 100% 
23.55** 

否 34.6% 21.9% 3.4%% 23.8% 0% 0% 

名人 

框架 

是 29.5% 3.1% 13.8% 33.3% 16.4% 0% 
16.85* 

否 70.5% 96.9% 86.2% 66.7% 8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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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超自然 

靈異 

（N=78） 

醫藥 

偏方 

（N=32） 

減肥 

偏方 

（N=29） 

占星 

算命 

（N=21） 

風水 

地理 

（N=13） 

民俗 

療法 

（N=10） 

χ2值 

戲劇化 

陳述 

有 50.0% 31.3% 24.1% 4.8% 15.4% 20.0% 
21.60** 

無 50.0% 68.8% 75.9% 95.2% 84.6% 80.0% 

奇異 

現象 

有 47.4% 9.4% 3.4% 19.0% 23.1% 20% 
35.18*** 

無 52.6% 87.5% 96.6% 81.0% 76.9% 80% 

偽科學 

實驗 

有 6.4% 28.1% 31.0% 0% 7.7% 30.0% 
21.07** 

無 93.6% 68.8% 69.0% 100% 92.3% 70.0% 

發現 

過程 

有 64.1% 34.4% 24.1% 52.4% 7.7% 30.0% 
34.88*** 

無 35.9% 62.5% 75.9% 47.6% 92.3% 70.0% 

相反 

意見 

有 6.4% 28.1% 13.8% 0% 7.7% 20.0% 
15.95* 

無 93.6% 71.9% 86.2% 100% 92.3% 80.0% 

報導 

語氣 

正 44.9% 34.4% 44.8% 66.7% 100% 80.0%  

負 23.1% 46.9% 41.4% 19.0% 0% 10.0% 37.04*** 

中立 32.1% 18.8% 13.8% 14.3% 0% 10.0%  

註： 卡方檢定排除樣本數較少之宇宙主題（N=6）與能量磁場（N=4）兩偽科學主

題。* p < .05，** p < .01，*** p < .001  

伍、結論與討論 

一、偽科學新聞的存在與問題 

本研究結果有幾點主要發現值得討論。首先，含有偽科學論述的新

聞的確存於媒體內容，而這類報導中有些情況需要被注意，包括一般新

聞僅採單一消息來源，部分甚至完全未曾提及消息來源，且有相當數量

消息來源為不具科學背景或正式身分的達人，或僅係自稱該偽科學領域

的專家。 

報導中也極少提及與主要偽科學論述的不同論點或其他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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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記者在採訪過程之資料蒐集與求證不甚周延。其背後原因值得探

討，也許是記者對議題的背景認識有限，在取得與選擇消息來源上較為

被動，或是缺少充足採訪時間，又或有其他原因。 

另一值得討論的現象是，記者報導偽科學新聞時多採正面口吻。對

照記者較少提供相反或不同意見的發現，這樣的情況並不令人驚訝，但

採正面報導口吻可能使報導中的偽科學論述難以辨識，而偽科學新聞常

見使用生活框架與名人框架的結果，也可能使得這類新聞顯得與大眾切

身相關或得到讀者更多注意。 

框架理論或議題設定理論相關研究早已指出，新聞不只影響了讀者

關注哪些議題，記者報導方式也可能影響讀者看待議題的態度

（McCombs & Bell, 1996; McCombs, Lopez-Escobar, & Llamas, 2000），

因此偽科學新聞採用支持性口吻報導時，讀者可能易以正面態度看待其

所含之論點。 

可以一併思考的是，新聞採訪專業訓練多要求記者平衡報導與保持

立場公正客觀，這樣的準則是否放諸於偽科學議題的新聞仍「準」?中

立報導立場對閱聽人來說也許頗為模糊，是將新聞中辨識真偽的課題留

給讀者。反過來說，如果記者扮演更積極的傳播角色，在報導偽科學的

主題時以嚴正口吻釐清資訊的錯誤，或指出偽科學論述如何違反科學概

念，這樣的做法表面看似違背了傳統準則，但對社會而言或更有益，值

得新聞從業人員考慮。 

在偽科學新聞的呈現方式上，本研究發現較為聳動誇張的標題以及

含戲劇性主題的內文描述，反映了現今報紙如何適應讀者的興趣與品

味，以及現今媒體面臨之商業競爭壓力。但這類新聞呈現方式可能使得

閱聽人將該報導簡化為一般社會事件，而不去分辨及思索其所涉及的知

識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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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偽科學報導的寫作方式多從個人經驗出發描繪個案的故事

發展，片面或片斷式的訊息過度延伸解釋的結果也不利於讀者建立符合

科學邏輯的思考方式。其除與科學精神有所違背外，與科學傳播工作者

對新聞媒體應傳達科學知識予大眾的期待也有距離。 

二、超自然／超感官主題之新聞再現 

本研究發現，偽科學新聞之大宗類別為有關超自然現象、超感官的

靈異現象報導，尤常見誇張聳動的標題字眼與戲劇化的內容陳述，也最

常描述奇異現象與發現奇特現象的經過。究其內容，以怪力亂神的報導

居多，反映了現今這類新聞主題在媒體中多受歡迎，如「少年入夢喊

冤，員警循夢逮殺人犯」、「性侵鬼扯通靈」這類涉及檢警辦案之新

聞，或如「關鬼門的那天，厝邊一起辦喪事」係將巧合事件穿鑿附會，

另有「北港媽祖託夢，分靈辛巴威建廟」、「指定看肚皮舞，保生大帝

瘋跨年」、「鄭成功參軍再附身，女大生連乾 15 杯高粱」、「（名

人）劉子千衰透，（母）甄珍爆 3 鬼纏兒身」等與民間民俗信仰有關的

報導。 

超自然現象或怪異事件的論述證據多為軼事，往往未經證實，也無

法證實。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曾以新聞個案分析

記者描述超乎個人經驗事件使用的語言機制，討論記者可能會因對事件

的相信程度而有意識與無意識地以特定語言呈現，其所使用的語言也包

含了民俗文化之陰陽、通靈等既有概念，藉此建構出彷彿真實發生過的

「事實」，這也意味著國內偽科學新聞中充滿神祕的主題實與本地民俗

文化交織在一起。 

同樣與文化高度關聯的偽科學新聞主題也包括了風水地理、占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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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民俗／民間傳統療法，其中風水地理主題的報導幾乎全篇皆包含

論述其原理，而民俗／民間傳統療法的報導篇幅多數頗長，也常見宣揚

倡導意味。 

一般來說，偽科學主題中的怪力亂神較易判斷真偽（葉李華，

2001），其他主題論述可能需要更多專業知識才能辨別是否符合科學，

尤當民俗療法議題使用與中醫相似詞彙或概念時（如經脈調節、配合節

氣養生）更可能混淆兩者。如果記者或編輯無法判斷這類主題的錯誤或

也相信這類主題，而將這類真假難辨的偽科學主題大幅置於生活新聞版

面，無異助長了社會迷信的風氣。 

三、偽科學新聞報導形式之參考與建議 

本次研究樣本中有少數報導之處理偽科學主題方式值得參考，多屬

醫療效果未經證實的偏方，此時常見記者使用負面報導立場，或對其中

偽科學論點採取駁斥口吻。探究記者不拘泥於平衡中立報導原則之因，

可能是其所報導的新聞事件本就是民眾誤信或誤服藥方而受到損害或傷

害，因而事件對錯以及其偽科學論點之正確性對記者而言較易分辨，報

導時也就採用確定的批判性立場。 

如｢男信謠言鳥糞敷臉，不白反黑｣新聞內文除說明鳥糞不宜用於美

容敷臉是因其中含有細菌而與商品中所謂之鳥糞萃取物不同外，並解釋

其他以訛傳訛的敷臉偏方也有不當之處，如檸檬皮含有光敏感成分，經

皮膚吸收並曝曬在陽光下後敷了反易變黑；而蛋白亦無美白效果且含菌

數過高，皮膚若有傷口也易感染發炎。 

也有報導使用配稿方式深入說明偏方的來源與錯處，也有提供列表

整理相關資訊或過去類似事件。例如：「壯陽偏方──蟾酥」的新聞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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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稿說明蟾酥為過去中醫使用藥材，但因具有毒性現今已不使用；

「飲水治百病」新聞也整理出過去數個喝水過量而中毒的案例，並提供

正確適量飲水的須知要點。這些報導形式有助釐清新聞主題中偽科學論

述的錯誤觀念，並使新聞議題得以完整呈現。 

新聞從業人員應如何看待科學與偽科學、如何在科學至上的科學主

義與偽科學迷信的兩種極端間找到文化與理性思維的平衡點，並非簡易

議題。尤當記者與編輯掙扎於如何同時面對商業競爭壓力又肩負起大眾

媒體責任時，過去學者批判偽科學的媒體論述對學童如何產生負面影響

的意見或可指引些方向。 

如郭中一（1997，頁 269）表示：「乩童跳乩、牽亡附身固然為民

俗的一部分，仍不值鼓勵，尤其不應讓學齡兒童參加活動；不談西洋星

座、紫微斗數、碟仙、前世今生、靈異現象，在青少年團體中恐難免同

儕白眼，在現下宴會中也不討喜，我們還是要說玩玩勉強可以，認真則

非；……以水晶吸收宇宙能量場，雖說是捨離物質，追求心靈改革，我

們仍要說它是無稽之談；高僧羽士，再能舌燦蓮花、慈悲喜捨，若說能

千里傳心、念力殺人，我們仍要說根據傳遞訊息所需的能量計算，那是

誑言欺眾；易經固為我國形上學的本源，易理固然精微，但國粹主義者

每將六十四卦比為去氧核醣核酸的結構，或以為闡明霹靂宇宙論的本

旨，我們還是要說那是妄加比附。」 

這段意見除反映了偽科學議題的多元與複雜程度外，也意味著如何

看待科學與偽科學議題可能難以或無法提出簡單可直接套用的解決公

式。但可以確定的是，講求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同時，媒體人也應了解現

今科學有其侷限，對民俗文化與信仰固應尊重，但對利用人性心理弱點

的迷信以及誇大、穿鑿附會而缺少證據的論述，則應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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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理意涵與未來研究建議 

偽科學主題原本龐雜，進行相關新聞分析有其困難，而本研究係以

系統化的內容分析法描繪出現今媒體的現況，除了擴大既有文獻對偽科

學新聞的了解外，也初步確立了偽科學新聞編碼類目的可行性，包含偽

科學新聞主題的分類以及新聞中偽科學論點與論述呈現方式的分析面

向。除可延伸框架理論繼續探討其他媒體的偽科學報導外，亦可以議題

設定理論或廣義的框架理論探討偽科學報導對閱聽人的影響。 

由於本研究使用台灣地區四大報紙為抽樣母體，關於未來研究的建

議，首先可沿用本研究的編碼分析項目延續追蹤報紙報導內容與偽科學

論述之改變，尤其是超自然力量、醫藥偏方、減肥偏方、民俗療法等議

題。如本研究發現所示，這幾類主題較為常見，廣受媒體與社會大眾關

注，也因其易有商業操作可能，未來更需持續監督。 

其次，研究者亦可探討電視新聞的偽科學內容。現今台灣電視媒體

為吸引更多觀眾，新聞內容顯已有走向戲劇化、娛樂化的趨勢（林照

真，2009），而偽科學主題顯然符合媒體這樣的需要。電視節目中的偽

科學內容未來亦可深究，尤其近年來有線電視台流行占星算命的節目

（JET 綜合台【命運好好玩】、年代【新開運鑑定團】），無線電視台

亦有易經命理節目（台視【易經風水面面觀】），甚至有由新聞主播主

持訪談節目頻繁報導外星人、金字塔的神秘力量、東南亞巫術等主題

（台視【熱線追蹤】），都是值得注意與研究的現象。 

偽科學新聞的產製過程是另一值得探討的主題。對照本研究之研究

發現，研究者可以訪問相關新聞記者深入了解偽科學新聞的編採過程。

尤可根據本研究發現偽科學之報導模式詢問記者如何蒐集相關資料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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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選擇消息來源，探究其面對相關偽科學議題的態度或相信程度，進而

推論這類新聞產生誤導性論述的原因，以及為何偽科學新聞得以某些特

定方式呈現。 

網路上的偽科學現象也可加以研究，從研究樣本中可發現部分新聞

提及讀者熱門搜尋的關鍵字，往往是違背科學或醫學論述的議題，也有

報導指出民眾因誤信網路謠傳的偏方而受害。在蒐集新聞背景資料過程

中也發現，報紙的偽科學新聞常被轉貼到自己的部落格或社群論壇，顯

示出報紙媒體在偽科學主題上可能也影響了網路相關議題。因此，研究

者除了探詢民眾如何使用網路資訊以了解偽科學主題外，也可追蹤偽科

學論述如何在網路流傳，或此類網路內容對大眾之相關科學知識或認知

有何影響。 

最後，本研究所切入的偽科學新聞議題過去在科學傳播研究中較少

探討，期盼能藉此開啟更多傳播學者對其之興趣。如本研究發現，偽科

學報導的確存在問題，可能對大眾產生負面影響，未來研究可依此以問

卷調查方式探討偽科學相關的媒介曝光與媒介注意等因素的影響，亦可

納入與個人的科學知識與偽科學信念等認知因素，實際探討偽科學新聞

報導對閱聽人的影響，如可以實驗法測試不同偽科學主題、不同消息來

源、不同新聞敘事方法以及偽科學論述不同呈現手法對讀者是否有認

知、態度、行為影響。 

註釋 

1 另請參見黃俊儒、簡妙如（2006）第 145 頁之文獻回顧與第 161-162 頁之註釋

說明。 

2 學者 Riffe, Aust, & Lacy（1993）曾經比較報紙新聞不同抽樣方法，發現星期建

構方式樣本（constructed week sample）之效果最佳，此抽樣法也多被後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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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採用。 

3 Bennett（1996）稱有戲劇方式表現潛力的新聞為戲劇化新聞，如天然災害的新

聞可以呈現令人吃驚的災難現場畫面（陳憶寧，2011），或犯罪議題可以煽情

地描繪血淋淋的恐怖情節（Heath, 1984），這類主題與描述手法刺激到觀眾感

官的同時也可能獲得收視率（陳憶寧，2011）。電視新聞的分析更可探討訴諸

感官經驗的複雜製作手法，如攝影角度或配樂的使用（王泰俐，2006）。本研

究參考王泰俐對感官新聞的定義與分類，即「訴諸感官刺激或情緒反應」的新

聞包含犯罪、衝突新聞、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與名人或娛樂性題材等，定

義偽科學新聞「論述是否含有戲劇性主題」為「論述中含有犯罪、意外或天

災、性與醜聞等相關主題」，另外劃出「衝突框架」，定義為著重衝突事件描

述的報導角度，以及「名人框架」，指以名人娛樂性導向的偽科學報導，以進

行更詳細之分析與比較。  

4 有關計算編碼者信度之樣本大小應依研究情境而不同，一般建議不小於總樣本

之 10%（Lacy & Riffe, 1996; Neuendorf,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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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新聞呈現之編碼類目說明 

壹、 報導性質 

純新聞：最近或最新發生的重大事件或事實報導（具有新聞價

值），以 5W1H 為主。 

特寫／專欄：運用解釋、分析、預測等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關

係、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方面報導新聞的形式。一種

有深度的新聞報導，可分為解釋性報導、調查性報導、預測性報

導、服務性報導。 

人物特寫：以人物為主的深度報導形式，以（偽）科學家或研究者

人物為主的才列入分析。 

其他：未包含於上述類目或定義者。 

貳、 報導中的消息來源數目與類別，包含人士與機構。 

消息來源人士類別：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醫療護理人員、機

構裡的發言人、解說員或專家、政府官員、執法人員、民意代表、

企業人士或商業機構相關人士、名人、媒體工作人員、工程師、不

具名消息來源、一般民眾（具名，有姓氏）、匿名消息來源（如據

悉、據了解等）、非科學研究員或非學者專家（達人）、民間組織

相關人士、宗教組織相關人士、教育機構的行政人員、國際組織相

關人士、廣告或公關業者，以及其他。 

消息來源機構類別：國際組織、研究機構、教育機構、政府組

織、執法機構、醫院、藥廠、民間組織、宗教組織、學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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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商業機構（業界），以及其他。 

參、 新聞報導引述資料來源或出處：學術專業期刊／研究報告、研究機

構、政府或公家單位、私人公司（利益團體）或私人研究單位、醫

院、民間團體／基金會、研討會／相關會議、非專業雜誌或書籍、

無引述資料來源、未明確指出出處的資料來源（例：歐美研究指

出、根據專家說法…），或其他。 

肆、 新聞標題呈現 

標題是否使用問句或問號：標題中偽科學主題或宣稱為問句或註有

問號，例如「靈媒為證？」、「外星生命存在嗎？」、「2012 世

界末日？」。 

標題是否有誇張、聳動字眼：標題使用加強形容詞語氣或誇張極端

字眼，例如「櫻花妹瘋減重，泡醋昆布絲『狂』銷」；或是直接省

略過程，把因果放在一起呈現的誇張結果，例如「運動貼布貼一

圈，鮪魚肚消了」。 

標題是否有駁斥偽科學字眼：標題直指該則新聞中的偽科學論述不

值採信，或者標題直接否決偽科學療效；例如「專家質疑繃帶減肥

效果」、「NASA 駁斥世界末日說」、「木酢貼布 涉嫌誇大療

效」、「販售能量水  誆治百病」或「誆治百病  黑糖菌益少害

多」，「誆」字即否定之說法。 

伍、 新聞報導的框架（可複選） 

生活框架：新聞強調主題對個人生活或社會／眾人生活的影響，與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提出在生活引發的問題和應用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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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框架：新聞關切的是明顯的衝突原因、事件的發生，不一定包

括結果、影響和損害。不關切共識。提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觀點，

報導時明顯加入對雙方價值的評斷，有明顯的對立，以人為導向，

認為有輸贏及優劣。 

名人框架：新聞以知名人物為報導焦點，包括體育、政治、影視娛

樂等領域之知名人物。 

陸、 新聞是否有戲劇性主題，論述是否與性、暴力、犯罪、死亡、藥物

濫用、災難、暴動、火災、饑荒、恐怖主義、醜聞等相關。 

柒、 不同或反對意見之提供：報導中是否有針對同一事件，引述對該研

究結果不同的意見或其他反對的評論或意見。 

例如：「全球首見 實驗室做出人類精子」-- 

英國新堡的研究人員聲稱，他們已經在實驗室培育出全球首見的人

類精子，未來可望造福不孕的男性。部分專家則認為，研究人員並

未育出發育成熟的精子。……不過反對者指出，這項研究涉及醫學

與道德問題。英國法律禁止將實驗室育出的精子或卵子用於治療不

孕。 

捌、 行為建議 

是否提供商品相關訊息：新聞中有提供任何消費資訊（如可購買地

點） 

是否建議尋求專家意見：新聞中有建議觀眾尋求專家建議（如醫

師） 

玖、 整體新聞報導語氣 

http://udndata.com/ndapp/Story2007?no=7&page=1&udndbid=udndata&SearchString=rOOoc7P4p2kgrOy%2Bxyuk6bTBPj0yMDA4MDgwMyuk6bTBPD0yMDA5MDgwMyuz%2BKdPPcFwpliz%2BA%3D%3D&sharepage=10&select=1&kind=2&article_date=2009-07-09&news_id=4958784&showUserSearch=+%3Cstrong%3E%3Cfont+color%3D%23333333+class%3Dtitle03%3E%B1%7A%A5%48%3C%2Ffont%3E+%3Cfont+color%3D%23FF6600+class%3Dtitle04%3E%AC%E3%A8%73%B3%F8%A7%69+%AC%EC%BE%C7%2B%A4%E9%B4%C1%3E%3D20080803%2B%A4%E9%B4%C1%3C%3D20090803%2B%B3%F8%A7%4F%3D%C1%70%A6%58%B3%F8%3C%2Ffont%3E+%3Cfont+color%3D%23333333+class%3Dtitle03%3E%A6%40%B7%6A%B4%4D%A8%EC%3C%2Ffont%3E+%3Cfont+color%3D%23FF6600+class%3Dtitle04%3E50%3C%2Ffont%3E+%3Cfont+color%3D%23333333+class%3Dtitle03%3E%B5%A7%B8%EA%AE%C6%3C%2Ffont%3E%3C%2Fstrong%3E&firstFatherCateID=&collectCateNews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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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讚揚：整體語氣為樂觀、推崇或讚揚主題對生活帶來的便利與

正面效果。 

負面批評：整體語氣以負面的趨勢或發展為主（比正面多），有使

用的風險，或強烈抨擊、否定其可能性。 

中立或無特別語氣：整體報導的讚揚與批評的比例相當，或無特別

語氣。 

壹拾、 關於偽科學論點的態度：宣揚偽科學概念、駁斥偽科學論點的科

學性報導，或立場中立。 

壹拾壹、 偽科學包裝手法 

是否有偽研究或發現過程：擬似科學般研究過程的說明或驗證偽科

學的相關敘述。 

是否有偽實驗操作或示範：有類似實驗或示範的方式以展現該偽科

學主題之有效。 

是否呈現奇異現象：無法用科學解釋的現象，例如不藥而癒、擲筊

允杯找到嫌犯、天空出現佛祖的樣貌。 

是否引用偽科學家的言論：如星座專家、民俗專家、乩童、靈媒、

廟公、道士等。 

是否引用贊同偽科學的專家言論：如曾接受科學或現代醫學訓練而

有正式頭銜的科學家或醫生，卻表示支持偽科學的立場。 

是否舉名人實例：驗證偽科學效果時，使用名人做案例。 

是否舉非名人實例：驗證偽科學效果時，使用非名人或不具名的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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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到災區一個多月，眼見精神科同事怎麼安慰、開藥，都無

法撫平災民驚嚇，反倒是道士畫符、比劃幾下，每晚哭鬧的孩童竟

不藥而癒，我印象深刻（提供的孩童實例並無具名，其真實性不可

考）。 

壹拾貳、 科學專有名詞的引用：計算科學字彙如礦物質、遠紅外線、新

陳代謝、奈米、負離子等，並作記錄。舉例如下： 

業者指稱，這款氧身動力包裝水與上億年充滿能量的能量石接觸

時，由於能量石快速釋放豐富礦物質元素(1)及遠紅外線(2)能量，

能將水轉換為遠紅外線磁化水，進入人體後，可以使人體內的組織

水(3)及細胞液(4)等含水組織的水分子(5)活化，還可以促進新陳代

謝(6)以及快速平衡體內的酸鹼度(7)。業者同時出示檢驗證明，指

水質經台灣檢驗公司（SGS）測試，測出鐵、硼、銅、鎂、銣、

鋇、錳、鈉、鉀、鍶、鋁及鈣十二種礦物質（同 1）。 

計算科學專有名詞共 7 個，並加註文字記錄：礦物質、遠紅外線、

組織水、細胞液、水分子、新陳代謝、酸鹼度。 

壹拾參、 偽科學知識篇幅：計算新聞中介紹偽科學概念與解釋該僞科學

主題的字數（統計分析時再計算所佔全篇比例）。 

壹拾肆、 新聞敘事是否從個人經驗或角度出發：新聞以一般人的生活經

驗或角度為切點，如提到「貼布疫苗」，是以「小孩怕打針」

為經驗鋪陳新聞內容，須要有個案描述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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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基本項目與報導呈現之描述性統計 

附錄二之一：偽科學新聞出現之報別 

報別 
則數 

（N） 

百分比 

（%） 

《中國時報》 43 21.1 

《聯合報》 41 20.1 

《自由時報》 52 25.5 

《蘋果日報》 68 33.3 

總數 204 100 

附錄二之二：偽科學新聞性質 

報導性質 
則數 

（N） 

百分比 

（%） 

純新聞 161 78.9 

特寫/專題 35 17.2 

人物特寫 8  3.9 

總數 204 100 

附錄二之三：偽科學新聞整體報導語氣 

整體報導語氣 
則數 

（N） 

百分比 

（%） 

正面讚揚 107 52.5 

負面批評 50 24.5 

中立口吻 47 23.0 

總數 2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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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四：偽科學論述部分之報導語氣 

針對偽科學論述態度 
則數 

（N） 

百分比 

（%） 

宣揚偽科學概念 112 54.9 

駁斥偽科學論點 48 23.5 

立場中立 44 21.6 

總數 204 100 

附錄二之五：偽科學報導框架與戲劇性主題 

報導角度 
則數 

（N） 

百分比 

（%） 

生活框架 163 79.9 

衝突框架 20  9.8 

名人框架 44 21.6 

具戲劇性主題 70 34.3 

總數 204 100 

註：生活框架、衝突框架與名人框架可複選，戲劇性主題為另一相關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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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之六：偽科學論述之呈現手法 

偽科學論述之呈現 
則數 

（N） 

百分比 

（%） 

描述發現/研究過程 90 44.4 

實驗操作或驗證方法 29 14.2 

超乎自然的奇異現象 57 27.9 

提及偽科學進展歷程 136 66.7 

解釋偽科學原理或定律 111 54.4 

說明偽科學可應用範疇 119 58.3 

引述偽科學專家/達人意見 87 42.6 

其他科學家/專家支持意見 3  1.5 

舉例名人個案（一個以上） 31 15.2 

舉例非名人個案（一個以上） 68 33.3 

個人經驗的敘事角度 164 80.4 

總數 2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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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ing the Unexplored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seudoscienc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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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arely addressed topic of 

pseudoscience in news stories. Pseudoscience refers to claims that are 

presented as scientific but lack supporting evidence or do not adhere to a 

vali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r plausibility. The analysis of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reveals that the news topics most often involving pseudoscience 

claims include paranormal (or weird things) and (herbal) therapies that are 

not formal medical practices. In summary, the current study identifies and 

describes the categories of pseudoscience news, which sets forward the 

discussion of pseudosci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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