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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新疆族群衝突事件頻發，對於這些涉及生命財產、

社會秩序、族群治理等爭議之事件，本研究援用人權的觀點，

採取內容分析的方式，針對我國及中國、香港、英、美等共 10

份主要報紙，比較其報導新疆衝突事件的異同。研究發現中共

「官方維穩框架」為主的報導，主要強調「生命及財產」損失

及「經濟社會」秩序維穩的必要，屬於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人權

訴求，但忽略「自由權」和「法律權」等屬於第一代公民權的

訴求，也完全未曾報導「族群自決」相關的第三代人權的內

涵。中央黨媒和市場導向媒體並無差異。偏「民間抗爭框架」

的報導則多兼採官方和民間的來源，除了「生命財產」權外，

也多報導「自由權」和「法律權」受限以及「族群自決」的問

題。臺灣 4 份報紙部份偏向官方框架，部份偏民間框架，但均

較少關注族群自決的面向。英、美 2 份質報人權報導面向較多

元，但均未報導經濟社會權面向。 

 

 

 

 

 

 

關鍵詞： 人權報導、三代人權、恐怖主義、新聞框架、新疆群

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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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自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新疆衝突事件頻發，2003 年以降

更已發生數十起重大死傷案件，中共政府指控「恐怖主義」份子傷害民

眾生命、破壞社會秩序和國家團結，維權團體則指控中共政府壓制族群

文化自主和經濟剝削不公。國內外媒體紛紛引述不同新聞來源，呈現對

生命安全、言論自由、法律程序以及族群自決等人權面向的關注。 

人權觀點的內涵自二次世界戰至今，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不同立場折衝及演進之下，學者將其內涵分類為「三代」人權：從人民

的政治公民權利，到經濟社會權利以及集體權利（如族群自決權）。國

際人權評比組織歷年來對中國人權的評估均為最低等級，中國在抗議之

餘，每年自行發表人權報告，雖特別強調經濟發展權，但也強調其在公

民和法制權益上的「進展」，顯示其亦未能忽視國際人權趨勢。國際社

會已多接受聯合國歷年來通過的基本人權規約為普世價值。 

新聞報導肩負傳播真實資訊、解釋教育、監督權力及維護人民權益

等多項功能。就人權報導的觀點來看，許多研究均指出媒介報導人權議

題具有多層面的效應，包括教育民眾、設定政治議題，並進而影響政府

政策等（Caliendo, Gibney, & Payne, 1999; Iyengar & Kinder, 1987）。 

但許多研究也指出，媒體如何報導「人權」案件受到許多因素的影

響，包括社會制度、文化價值、媒體組織資源、新聞專業價值、意識形

態立場等。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媒體透過新聞框架建構的馴化機制

（domestication; Zhang, Shoemaker, & Wang, 2013），選擇的重點、修辭

和 呈 現 的 立 場 均 有 所 差 異 ， 而 國 家 政 策 的 影 響 因 素 則 十 分 明 顯

（Lipschultz, 2007, p. 24），因而呈現出不同的「框架」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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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新聞及言論的控制嚴密，媒體被視為黨的「喉舌」，此與自

由主義國家商業媒體強調「客觀及平衡」等專業原則迥然不同，但均有

選擇性報導的問題。近幾年來不斷發生的新疆衝突事件，顯然涉及中國

的族群治理、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和人權保障等議題，不同立場的媒體報

導會有何種差異呢？中共的新聞管制固然仍十分嚴密，並無任何「私營

媒體」，但仍有中央喉舌媒體和市場化媒體的差異。近年來香港和臺灣

的媒體因為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均出現傾中或反共立場明顯區隔的

媒體。而英、美兩國均有世界知名的「質報」，較為重視「新聞專

業」。這些不同的媒體如何提供不同面向的人權報導內涵？其選擇性的

差異和意義為何？ 

目前有關新疆議題的研究仍十分鮮少，對於新聞如何報導「人權」

事件的分析亦不多見。然而，人權事件的報導對於影響民眾認知、價值

立場和政府政策均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以「新疆衝突」事件

報導為例，先勾勒新疆族群衝突的背景和中國的治理現況，然後再簡要

說明人權報導的理念。據此概念脈絡，本研究將從事實建構和新聞框架

的取徑，針對我國 4 家主要報紙，及中國、香港、及英美等 6 份主要報

紙，採取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加以比較，並探討下列研究問題：針對新

疆衝突事件的報導，除了數量、篇幅、來源、立場、歸因與用辭，報導

了哪些人權主題？整體而言，其報導框架內涵有何異同及意義？新聞媒

體是守望環境、解釋教育、監督權力的機制，希望藉由以上比較分析，

了解並評估我國媒體的表現是否能提供多元觀點、是否能發揮人權報導

的功能，俾進一步討論應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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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概念脈絡與文獻評述 

一、新疆衝突背景概述 

新疆的族群衝突自 2009 年 7 月 5 日及其後數日發生的烏魯木齊衝

突事件（所謂七五事件）之後，各式大小流血衝突頻發至今，2013 年

12 月更發生天安門前吉普車衝撞旅客的「恐怖主義」式攻擊，2014 年

3 月再度發生昆明火車站襲擊民眾的暴力事件，顯示當前新疆地區的衝

突節節升高。 

多位新疆研究學者指出（吳啟訥，2010，頁 169；侍建宇、傅仁

坤，2010），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新疆地區摻雜過去帝國主義中

亞權力競逐的記憶，以及源自新疆各族群和外來各種政治勢力傾軋所衍

生的利益衝突與仇恨。而中共建政之後雖建立所謂「自治區」，但對少

數民族的「霸權」治理方式，造成經濟發展不均、壓制民族和宗教文化

自主，衝突日益嚴重。 

簡要回顧其歷史，新疆原稱「西域」，漢朝首度在此設「西域都護

府」（西元前 60 年），195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置「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是中國的五大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首府位於烏魯木齊。雖

然稱做「維吾爾」自治區，但是其族群組成十分多元，依據官方資料，

維吾爾族是主要民族，比例為 46%，並不到一半；漢族已占 39%；其他

尚有哈薩克族（7%）、回族（5%）族等共 47 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比

例總共約 60%，總人口近 2,100 萬，與臺灣相差不遠（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人民政府，2014）。 

新疆不但地區廣大，族群眾多，資源亦非常豐富，目前已發現的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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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有 138 種，其中 9 種儲量居全中國之首，石油、天然氣、煤、金、

鉻、銅、鎳等稀有金屬等蘊藏豐富，是開發潛力及經濟利益巨大的地

區。中共建制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角色值得注意。這是由中國人

民解放軍大批軍人復員轉業，就地安家落戶從事工農業生產，為中國最

大的兼具「戍邊屯墾、實行軍、政、企合一」的特殊社會組織。兵團擁

有 175 個農牧團場，總人口已高達 260 萬人，佔新疆人口的 12%。按民

族分，漢族人口佔 85% 以上，少數民族人口僅佔 15% 以下。兵團之人

均 GDP 達 7,208 美元，顯然遠高於新疆地區的 5,372 美元，也高於同年

中國人均 GDP 約 6,086 美元，由此可見兵團的經濟力已較中國平均數

值高出許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區生產總值，2013）。但絕大多數由

漢人組成，其中的維族人口比例則不及新疆維族總人口的 4%。生產建

設兵團中的漢族群人口優勢與經濟利益與其他新疆地區差異甚大，這也

是新疆經濟發展與階級／族群不平衡的表現之一，而不同的族群團體訴

求亦有差異。 

出走的維族菁英在海外成立的維族相關組織，約可分為三類。第一

類以 2004 年在德國成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為

主，是一個較軟性的傘狀組織，全世界八成以上的維吾爾組織均加入，

強調民主和平方式爭取民族自決，並支援救助全球維吾爾族流亡人士。

第二類是維族同鄉會等以扶助和救助性質為主的組織，主要散佈在中亞

也區，如「東土耳其斯坦文化與扶助協會」。第三類則是激進的維吾爾

民族主義者，仇視漢族，主張動員暴力革命，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

動」為代表；不過目前因其先後領袖均遭擊斃，內部整合狀況尚待觀察

（侍建宇、傅仁坤，2010，頁 162-164）。2013 年 10 月發生的吉普車

衝撞天安門遊客的自殺式爆炸事件據報導即由東突組織所為（蘋果日

報，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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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東突（Turk）」獨立運動，主張「東突厥斯坦」（即中國所

稱的新疆地區）獨立和民族自決。1 部份流亡的維吾爾族學者嚴加譴責

共產黨接管政權後的高壓統治，造成大量東突人死亡或被迫流亡，甚至

有數十萬人被遣送至勞改營遭受迫害。他們也指控中共違反國際法，將

大量漢人輸送到東突的領土，並以漢人模式推動當地的經濟開發，造成

當地的漢化和自然資源破壞。雖然經濟有所成長，但也剝奪了地方的礦

物和農業資源，破壞了突厥人的信仰、文化傳統，企圖讓突厥人永遠依

附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吳啟訥，2010，頁 164）。 

而「新疆」獨立運動（簡稱疆獨）則是中共使用的名稱，但也是一

個有爭議的名辭。一方面由於「新疆」並非當地族群本身使用的名稱，

而是源自清朝的設置；而該區域有多達 40 種以上多元族群，漢人族群

已接近 40%，維族比例雖然仍較高（46%），但後者的經濟及社會階層

則顯然較低。中共使用「疆獨」的字眼，將「新疆」等同於「尋求獨立

的族群」，並再把所謂的「疆獨」等同於所謂「族群暴力分離分子」以

及「境外恐怖主義」，對於新疆的漢族和其他並未追求獨立的少數族群

而言，處境變得十分矛盾複雜而尷尬，族群之間的關係也就愈發疏離和

仇視（侍建宇、傅仁坤，2010，頁 151-152）。 

侍建宇、傅仁坤（2010）採用「霸權控制」的觀點來分析中共的新

疆統治，這是指國家透過高壓手段壓制不同的政治訴求，一方面以利益

資源盡量攏絡菁英（elite cooption）來控制日益多元的社會，形成政經

菁英階層的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鎮壓任何可能的民間分歧意識，完全

不允許對執政者權威的公開挑戰。為了鞏固統治，往往訴諸警察和軍隊

等武力機制來鎮壓反對聲音（吳啟訥，2010，頁 153）；對於「分離主

義者」則稱其為「暴力、恐怖主義分子」，並採取威嚇和嚴打手段顯示

其控制的決心和作為（侍建宇、傅仁坤，2010，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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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911 發生後，中國政府順勢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定

調為「恐怖主義運動」，並進一步和新疆周邊國家在 2011 年共同簽訂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這也就是所謂打擊

「三股勢力」的中共國家安全論述（侍建宇、傅仁坤，2010，頁 161-

162）。然而，打擊「三股勢力」的政策已成為中共對任何異議者貼上

標籤加以批鬥的工具，導致各類經濟、文化、社會等議題全面泛政治化

（politicized），就連少數民族文學、語言、文化、宗教甚至衛生健

康、生態環境、各類社會治安等議題，都可能引發與「三股勢力」有關

的懷疑，遭到壓抑的怨懟節節升高，成為伺機而動的民族衝突。2009

年的烏魯木齊事即反映了維、漢衝突激烈升高為一觸即發的族群暴力事

件（侍建宇、傅仁坤，2010，頁 179-180）。 

由此可見，新疆的族群問題有其長期而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也有

中共族群治理政策的爭議，而維族的自決主張和抗爭方式也是多元的，

不應被簡化和極端化。媒體的報導若能提供多元的立場和背景脈絡，才

能讓讀者有較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然而，中共多指控這些衝突為「恐怖

主義」攻擊，合理化其「維穩嚴打」方式，這是否符合人權的觀點呢？

以下首先說明人權概念，再討論恐怖主義和人權的關係。 

二、人權、恐怖主義與新聞報導 

（一）國際人權架構與三代人權理念 

人權的思想雖然可上溯東西方古代典籍制度（柴松林，2001，頁

V；陳瑤華，2010），當代人權及國際法的重要趨勢則是強調基本人民

權利的保護和保障。聯合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 60 餘年來，致力推

動各項國際人權法典，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逐漸接受的「普世價值」，



從人權報導觀點分析五地 10 報新疆衝突報導框架 

‧9‧ 

對各國具有「習慣法」的拘束力（陳隆志，2006，頁 8-9）。當代人權

理念內涵廣泛，並與時俱進，至今仍在發展中。國際法學家瓦薩克

（Karel Vasak）將國際人權概念的發展區分為「三代人權」。綜合相關

學者的討論（陳隆志，2006；柴松林，2001），簡述如下：第一代人權

主要源自 18 世紀以來美、法等國革命的訴求，主要依據的是 1776 年的

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及 1789 年的法國的《人權及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強調個人應享有人身安全、財產權、

自由權和法律平等權及公民選舉權等，認為政府有義務不去侵犯人民的

人身安全和自由平等等基本權利。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痛定思痛，認為促成一個跨越國界的人權

標準或有助於減少衝突、增進世界和平，於是聯合國在 1945 年成立

後，不久即在 1948 年發表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並繼而在 1966 年通過「兩公約」：《經濟、社會

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公民和

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詳細規範了公民應具有的基本人身安全和自由等

生存尊嚴，包括生命及財產保障，思想、言論、信仰、集會結社及表達

自由，人身自由及逮捕拘禁的正當程序，平等及公正裁判和不溯及既往

等法律權利，遷徙自由和住所選擇自由，禁止侵犯隱私及攻擊名譽、禁

止鼓吹戰爭和煽動歧視仇恨、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保護家庭及兒

童，平等選舉及參與政治，並強調「少數族群」亦應享有文化語言保障

權利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主要精神是一方面強調

人民應能自主決定他們應有的生存權利和政治地位，而國家亦應有責任

維護人民謀求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生活福祉，包括基本生活水準、身體

和心理健康、工作權、勞動權、社會保障、教育權以及參與文化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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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因此，《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公約的內容除了涵蓋第一代的基本公

民及政治權之外，並進而強調「國家」應積極採取措施，維護人民及群

體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福祉的權利。這也是所謂第二代的人權，主要是

源自於當時東方國家陣營的理念，也與馬克斯（Karl Marx）與社會主義

（socialism）思想有關，認為國家措施需要介入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

如經濟發展、健康醫療、就業機會、生活居住及普及教育等社會福利。

當時聯合國為了協調東西兩大陣營，將這兩個方面的人權概念均納入宣

言和兩公約。 

第三代人權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反殖民主義解放運動興起，人

權的焦點從個人、國家，超越到更大範圍的人權主張，包括民族自決權

（如反殖民壓迫、爭取民族解放或獨立建國的權利），以及跨國際的

「集體」權利，如環境權、國際和平與安全、人道主義救援、人類共同

遺產承繼權等（柴松林，2001，頁 VI-VII）。約自 60 年代起，部份發

展中國家遭到殖民地主義的威脅、主權淪喪、族群備受歧視無法發展。

第一、二代人權的保障對這些國家來說十分遙遠，應先恢復他們的民族

自主與經濟發展權，才有機會享有基本人權。聯合國終於在 1986 年通

過了象徵第三代人權的《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凸顯民族集體自決權和資源分配正義對保障人類基本

福祉的重要性（呂炳寬、楊智傑，2005 年 12 月，頁 8）。2007 年聯合

國 再 進 一 步 通 過 《 聯 合 國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宣 言 》 （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包括中國在內共有 143

票贊成，11 票棄權，4 票反對。雖然這個宣言並無實際的拘束力，但已

肯定原住民族有權要求符合族群文化發展所需的自決與自治、文化與認

同、語言保存、工作、健康、教育、媒體保障、政治參與、免於暴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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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等各方面的權益（張錦華，2014，頁 109-110）。第三代人權所維

護的「集體」權利目前仍在發展之中，相對於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權已經

多由國家法律或國際公約所確立，第三代人權則尚在立法階段，僅體現

在區域性或國際性的決議或宣言上（柴松林，2001，頁 VII）。 

整體而言，相關研究多指出，人權議題從 90 年代明顯受到更多的

媒體重視，報導中出現「人權」字樣大幅增加（Cmiel, 2004, p. 117；轉

引自 Ramos, Ron, & Thoms, 2007, p. 386）；同時，聯合國陸續通過的人

權宣言和決議案，多數已被視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信仰。 

不過，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對於世界人權的態度。中國已

分別於 1997 年及 1998 年簽署「兩公約」，並於 2001 年 2 月底，中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通過批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

際公約》，目前尚未批准的則是《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歷年

來，國際人權組織對中共自由度的評價多為全球最低等級（范正祥，

2009 年 1 月 14 日）。但中共政府多認為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

貢獻（環球時報，2014 年 5 月 26 日），並對於以美國為主的人權評比

多所批評，認為是雙重標準（環球時報，2014 年 6 月 11 日）。但是，

中國並未否認聯合國的人權規約，其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指出，中國

已「參加了 25 項國際人權公約，與近 20 個國家開展了人權對話與交

流……」（顧玉清，2009 年 2 月 13 日）。此外，中國憲法也明確列有

言論自由權等宣示性條文以及維護少數族群自治及語言文化自由權益。

中國的問題並非另有一套人權標準，而是徒有憲法條文和國際公約的簽

署宣示，卻無法落實（陳瑤華，2010，頁 138-140）。由此可見前述三

代人權的內涵並非特定的「西方價值觀」，本文因此不採納「文化特

質」（cultural specificity）影響人權評估的相關討論。 

根據以上討論，在新疆頻發的族群衝突事件中，不幸造成的生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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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財產損失，或社會秩序崩解和經濟發展受挫等，顯然均與第一代人

權的人身生命權、個人財產權有關，也與社會經濟安定及發展等國家措

施有關。但官方在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安定發展的目的下（第二代人

權），仍不應違反法治和程序正義，或不當限制言論自由權及基本公民

權等第一代基本人權。更進一步來看，中共的新疆地區族群治理政策的

爭議，包括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經濟參與及免於歧視等，顯然涉

及第三代人權概念中的族群自決或集體發展權。雖然第三代人權的內涵

和規範仍在發展之中，但仍值得在本案中列為觀察的項目，俾較全面的

討論各新聞媒體報導哪些不同的人權面向。 

不過，近年來「新疆」地區頻仍爆發的流血衝突事件，中共官媒多

以「恐怖主義」報導。「恐怖主義」確為殘害人權的嚴重事件，國際上

也有打擊恐怖主義的共識，但是政府在維護人權和打擊恐怖主義之間，

會不會形成另一種侵害人權的問題，媒體報導應如何處理？ 

（二）恐怖主義與人權報導 

恐怖主義固然是嚴重的違反人權事件，國際社會對於打擊和防制恐

怖主義亦有共識。但是，國際法規對於恐怖主義亦有其界定原則，最主

要文件之一應是 1999 年聯合國通過的《禁止資助恐怖主義之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其中首先對恐怖主義加以定義，主要包括三個面向：一是

對他人使用「嚴重」暴力，主要是指有計畫的屠殺或重傷害行為，無論

是來自國家或特定團體都算；二是所傷害的「他人」指的是一般平民，

並非任何既定或已知的仇視對象，戰爭中的對象也不算；三是其目的是

為了對一般民眾／國家機構或國際組織達到恐嚇或進行強制性的「政

治」目的。所以，民眾針對高壓政權的武力反抗行為並不適用於國家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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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法行為的合法暴力行為（林雍昇，2007，頁 186-187）。 

恐怖主義本身固然嚴重違反人權，但人權理論學者指出，政府的

「反恐措施」仍必須在正當的合法範圍，即使國家為了保護一般人民，

在必要時需要採取較大的裁量權，國際人權法庭的判例仍然顯示，這並

不表示國家在對付恐怖活動時，可以任意使用過當的軍事和警察手段。

例如《聯合國市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以及《歐洲人權公約》均規範國家

只有在處於「緊急」生存安全條件或戰爭狀態下，才能夠停止一般應有

的生命身體的保障、免於刑求和法律程序保障等。符合「緊急」政權的

條件則相當嚴格，以避免擁有國家機器的政權假藉反恐之名，採用不正

當以及過度暴力的行為（林雍昇，2007，頁 189-190）。 

911 後國際社會一片反恐之聲，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stice, ICJ）在 2004 年發表《捍衛人權及法治宣言》

（又稱《柏林宣言》），其中全面性的針對國際反恐措施可能造成的人

權侵害，加以具體條列，被認為是國際反恐行動的人權保障憲章，主要

包括符合比例原則、司法獨立原則、確保罪刑法定原則、嚴禁酷刑和密

秘監禁等（林雍昇，2007，頁 197-200）。 

由此可知，打擊恐怖主義固然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國家反恐措施

亦可能造成「人權」侵害，仍需加以關注。事實上，倘若國家機器假借

反恐之名，製造恐懼，或以不符合比例和程序正義的方式鎮壓人民，

「暴力政治」比「暴力」本身將造成更嚴重的系統性侵害人權行為。專

研「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的傳播學者 Altheide（2006）指出，

政治菁英和國家控制機關通常成為「新聞來源」，運用「恐懼政治」製

造一種不安全感，並藉此合理化更嚴密的社會控制，如監視、保護、報

復和懲罰等（Chiricos, Eschholz, & Gertz, 1997; Ericson, Baranek, & Chan, 

1991; Surette, 1992；轉引自 Altheide, 2006, p. 418）。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五期  2015 年 10 月 

‧14‧ 

Severin & Tankard（2001, pp. 111-112；轉引自 Lipschultz, 2007, p. 

25）也指出，「恐怖主義」的報導往往涉及特定宣傳立場，某人是否被

標籤為恐怖主義者往往和傳播者的目的、觀點和評價有關，例如到底是

「恐怖主義者」或「自由鬥士」，往往是因不同立場而定。當政府、軍

方或學界強調國家安全的威脅時，公眾注意力自然會集中在「暴力」

上，而非「暴力政治」的運作上。所以，恐怖主義的框架化是一種政治

宣傳和意識形態（Karim, 2002, pp. 104-110；轉引自 Lipschultz, 2007, p. 

26），而媒介如何報導及其顯著度確實會影響人們的注意力和理解方

式 ， 並 進 一 步 影 響 人 們 的 判 斷 和 政 府 政 策 （ Liebes & First, 2003; 

Lipschultz, 2007, p. 23; Nellis & Savage, 2012; Papacharissi & Oliveira, 

2008, p. 58;）。 

至於中 國如 何報導 恐怖 主義， 近年 也有一 份大 型研究 。學 者

（Zhang, Shoemaker, & Wang, 2013）比較中、美兩國對 137 件非其本國

的恐怖主義事件的報導，結果發現美國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

郵報》和《洛杉磯時報》）報導了全部的事件，中國媒體（《人民日

報》和《環球時報》）僅報導 85 件，顯然較少。而影響中國報紙最重

要而明顯的因素是社會意義（政治、經濟或公眾福祉的意義），而非事

件的歧異規模（包括統計數字、社會改變和社會法律等規範破壞）。不

過，這篇論文是根據大量事件的統計分析，未能細緻討論中國大陸新聞

的「社會意義」有何具體意義、與「人權」的關聯何在。本研究則以新

疆衝突事件為例，聚焦在「人權」的內涵上做更具體的分析。 

（三）人權報導重要性與相關研究 

聯合國曾在 2002 年發佈一項大規模的人權報導研究計劃《新聞

學、媒體、及人權報導的挑戰》（Journalism, Media & the Challe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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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Reporting Summary），訪問了在紐約、華盛頓、倫敦、巴

黎、日內瓦等地共 70 位以上的平面及電子媒體記者、編輯、經營者以

及與媒體接觸較多的人權工作者，訪談他們對人權報導的影響、各國人

權報導的品質、不同媒體的人權報導、人權報導所面臨的壓力和限制，

以及如何改善等意見。主要的發現為：在聯合國大力推動人權主流化的

趨勢下，自 1990 年以來，無論是公共政策或輿論上，人權議題都明顯

受到更多關注。 

但是，該報告也指出，多數的人權報導主要集中在北美強國和大型

媒體，通常北半球國家媒體較強調人權，但是對於那些較落後的國家來

說，他們認為這些來自強國媒體的國際報導內容不足、膚淺，並且充滿

偏見，大多僅偏重衝突及死傷，缺乏深入的脈絡。有關政策和法制意涵

等層面的報導，多半限於政治與公民權，鮮少報導經濟社會與文化面

向，或其他無法直接觀察的面向。因此，人權報導的專業品質和人權資

訊的傳播都仍有待改進。而新聞記者多同意人權報導的高度重要性，

「任何新聞只要相關，都應該包括人權角度」。他們也指出，人權事件

的報導應秉持的專業水準與其他類型報導相同，就是事實、免於偏見、

提供背景脈絡，否則閱聽人無法據以理解和判斷、也無法採取行動或決

定政策（Kaplan, 2002）。 

後續的相關研究也都指出人權報導的重要性，由於媒體能夠設定議

題，影響民眾認知框架（Iyengar & Kinder, 1987），如果侵犯人權的新

聞沒有揭露，人們不可能知曉並重視，也就不可能引起政治菁英的注意

（Caliendo, Gibney, M. P., & Payne, 1999）。因此，它會直接影響公共

政 策 、 人 權 受 害 者 的 權 益 及 事 件 責 任 歸 屬 的 判 定 等 （ Ovsiovitch, 

1993）。 

目前以「人權」為主題的新聞報導研究多為量化研究，研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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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影響人權報導的因素，如國家文化和國際接觸（Caliendo, Gibney, 

M. P., & Payne, 1999; Fan & Ostini, 1999）、人權報導內容及類型及比較

（Ovsiovitch, 1993）以及人權報導的影響（如國家政策或政治文化； 

Caliendo, Gibney, M. P., & Payne, 1999; Geyer & Shapiro, 1988; Hanson & 

Miller, 1987）。但亦有少數個案研究，如 Melvern（2006）針對 Rwanda

和 Darfur 的種族屠殺事件，發現國際媒體遠遠未能即時和充份的報導。 

Fan 與 Ostini（1999）是少數研究亞洲地區人權報導的學者，他們

比較 4 個中文地區的報紙——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和臺灣，認為這

4 個地區均屬於中華文化系統，但因「西方接觸」不同，所以對人權重

視亦不同。研究發現，與西方接觸多者重視政治及公民權；較少者重視

社會經濟權；隨著人權概念的散佈，對於司法公正程序越為重視。不過

以「西方接觸」做為變項也可能隱含「西方」價值偏見。 

Moyo（2010）的研究即深入分析西方「普世價值」的問題。他採

取 van Dijk 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比較

CNN 和新華社如何報導 2008 年圖博抗議行動，發現 CNN 基本上根據

「普世主義」價值（cosmopolitanism）揭發了圖博人權受到侵害的事

實，但他也批判 CNN 是「選擇性」地報導，例如偏好達賴的觀點，並

沒有呈現其他社運組織與達賴的差異，也未能完整呈現西藏的經濟邊緣

化等問題。其報導基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國際秩序觀點，

與西方政府和人權機構譴責中國人權記錄的政策立場相符應，隱含根固

的意識形態偏見，如 Herman 與 Chomsky（1994, p. 37；轉引自 Moyo, 

2010, pp. 197-200）指出的，媒體重視其「敵國」的人權受害者，但忽

略其「本國或友邦」的受害者。 

Moya（2010）同時也批評中國官媒新華社的報導論述完全是威權

式觀點，但他未採用所謂「西方價值觀」，而是強調這與中國憲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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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保障少數族群權益自相矛盾，也與中共正式簽署國際人權法案的宗

旨相違背。新華社大量使用愛國主義，壓制公民權並將抗議者定調為罪

犯 （ criminals ） 、 分 離 主 義 者 （ separatists ） 和 恐 怖 主 義 者

（terrorists）。報導以污名化的方式控訴抗議者「非理性、暴力、和破

壞秩序」，但完全忽略藏人主張族群自主、政治權和平等自由等公民權

的訴求，基本上是鞏固「一個中國」的統一政策，並包裝成 Barthes 所

謂的愛國主義／國家主義「迷思」（myth），合理化經濟發展、文明進

步及中共控制，俾維護 Giddens（1996, p. 213；轉引自 Moyo, 2010, p. 

201）所謂的統治菁英霸權利益。Moya 的研究試圖避免「西方標準」的

指控，從中國憲法本身和中國簽署的聯合國人權法案角度，討論其新聞

報導的偏頗。但因其主要是討論意識形態內涵，對於人權報導內容和新

聞專業的表現則缺乏較系統性的論述。 

由以上討論可見，媒體對人權相關事件的報導具有議題設定功能、

影響讀者認知、對政府制定人權政策亦有相當影響。人權報導的原則與

一般新聞專業所強調的真實、多元呈現並免於偏見、提供背景脈絡等相

同。本論文亦將在分析人權觀點之前，先就新聞專業表現來討論不同媒

體對新疆地區的衝突事件的報導。 

三、研究架構和研究問題 

（一）新聞建構與框架  

新聞是人類的符號活動。新聞工作者選擇事實、解釋事實，是一種

對真實的議題建構，具有影響公眾意見的效應（Lipschultz & Hilt, 2002, 

pp. 16-17; Lule, 2002；轉引自 Lipschultz, 2007, p. 22）。「框架」

（Framing）則是解釋新聞結構的重要概念，最常採用的定義是 En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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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p. 52）的定義：框架是從感知到的事實中選擇某些面向，凸顯

它們的能見度，藉此強化對特定問題的界定、因果的解釋、道德評價以

及政策建議。新聞論述中各種字辭選擇和主題建構，再現的是不同政治

立場的認知框架（Cohen-Almagor, 2005; Jackson, 1990; Stohl, 1988; 

Weimann, 1985；轉引自 Papacharissi & Oliveira, 2008, p. 56），促使閱聽

者理解社會事件在環境中的意義，影響受眾對社會問題的責任歸因

（Iyengar, 1991）、對議題的思考焦點（Price & Tewksbury, 1997）、對

示威團體的容忍度（Nelson, Clawson, & Oxley, 1997）。在社會權力場

域中，政治菁英精心塑造特定論述，藉由媒體再現而延伸其影響力

（Simon & Xenos, 2000, p. 366；轉引自 Lipschultz, 2007, p. 24）。 

不過，從事實建構的觀點來看新聞框架的選擇與解釋，固然可以觀

察各國／地區／媒體馴化（domestication）的影響，但是，前面文獻中

曾指出，對於涉及人權議題的衝突事件的報導，仍應重視新聞專業價

值，也就是應符合事實完整及多元而平衡的報導，提供「脈絡化」的解

釋，並避免片面而狹隘的人權標準或成為官方「恐懼政治」的單向宣傳

等，均是值得重視的人權報導的專業內涵。 

新聞框架研究方法可採取質性或量化，各有其特長。本研究限於篇

幅和時間，將採取內容分析為主的方式，統計各報的報導數量、消息來

源類型、新聞報導的歸因、用辭以及人權主題等，以探討不同媒體的報

導框架差異及其意涵。 

（二）類目說明 

1. 報導數量 

報導數量代表媒體組織對於事件的重視程度。一般而言，新聞則數

越多、篇幅越長，顯示新聞事件越受重視。本論文將 200 字以上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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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分析。此外，由於各報之「評論」則數非常少，10 個報紙僅有 8

篇，平均每報不到一篇，因此僅就「新聞」類型加以分析。 

2. 消息來源 

意指報導所根據的來源，通常包括組織、團體或個人。由於消息來

源可藉由媒體發聲，進而掌控定義新聞事件及詮釋框架的主導權（臧國

仁，1998），「新聞來源」因此是分析新聞媒體如何建構事實的重要依

據。此外，新聞工作需儘量採訪第一手的來源，因此，是否能自行採訪

多方來源也是「新聞專業」表現的評估方式之一。本研究將各媒體在報

導時所選用的消息來源，依據其實際分布的狀況分為以下五類： 

（1） 引用中國官方媒體為主：此類報導多為編譯或綜合外電報導，而

非自行採訪報導，幾乎不會提到中共官媒（如新華社、《人民日

報》、中央電視臺等）以外的消息來源，即使提到其他來源，也

僅是非常簡短的提及，如僅用一句話交待。 

（2） 引用西方媒體報導為主：此類型報導亦多為編譯或綜合外電報

導，同樣非自行採訪，但所引述的報導以西方媒體如美聯社、法

新社、BBC、CNN 等外電為主。雖偶爾會提及中國官媒報導，但

通常篇幅非常簡短，如僅用一句話交待。 

（3） 兼採中國官媒與西方媒體的報導：主要也是編譯或綜合外電報

導，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則通常較為多樣，同時兼有中國官方媒體

和西方媒體，份量不等，不過，皆至少有一段以上的篇幅。 

（4） 自行採訪報導：此類型的報導是由記者本身進行採訪，根據受訪

者（如中國官員、民眾、民間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等）採訪資料

寫成報導。 

（5） 綜合報導：此類型的報導為綜合中國官方報導、西方外電和記者

自行採訪等多種來源所寫成的報導，皆至少有一段以上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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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因方式 

報導內容的歸因方式是新聞媒體對議題的判斷立場，不但可以看出

媒體的立場傾向，也有許多研究驗証其對閱聽眾解讀框架的影響，是分

析 媒 體 報 導 框 架 的 主 要 指 標 （ 張 卿 卿 、 羅 文 輝 ， 2009 ； Iyengar, 

1991）。論述分析重鎮 van Dijk（1998）也曾指出，媒體報導的社會功

能在於如何描述其目標、價值或行動，並「正面化」或「負面化」我族

或他者，以爭取社會認同。綜合相關討論，本文將新疆衝突事件報導的

歸因方式分類如下： 

（1） 歸因抗議民眾：報導多引用來自中共官媒的報導，將衝突「歸

因」為少部份人所發起的「暴力恐怖」犯罪行為，傷害生命財產

安全、族群團結及經濟社會發展利益，而這些「暴恐」行為則是

受到所謂「三股勢力」，即前面文獻中所提及的「國外的分裂勢

力或民族及宗教極端份子」長期煽動新疆獨立使然。歸因「三股

勢力」的報導通常將抗議者行為標籤化為「暴恐」犯罪行為，並

一再強調政府要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並應加強「維穩及嚴

打」。 

（2） 歸因官方：報導多引用非中共官媒、非官方立場或與維族團體有

關的人士或組織的說法，將衝突事件歸因為中共官方鎮壓及歧視

政策或做法不當。包括長期的結構和歷史性因素，如漢人大量移

入新疆導致維人的土地、工作、經濟權受損，或中共在新疆限制

宗教自由、高壓警力控制及族群歧視不當，或近期的因素如七五

事件後官方拘捕鎮壓維吾爾族人引發民怨、維漢緊張關係日益升

高等各種遠因或近因。 

歸因官方的報導在用辭上，則不會直接使用「恐怖主義」一辭，

而多使用「襲警」、「騷亂」、「流血襲擊事件」、「暴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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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名辭，甚至對於天安門吉普車自殺攻擊平民事件，也僅稱

為「車撞天安門」等。另外，部份報導則會明確指出這些衝突為

「民族衝突」事件，例如將之稱為「反中事件」。 

對於中共政府的作為，也有別於官媒所謂「維穩和嚴打」等政府

觀點，而是批判性地指為「鎮壓」、「搜捕民眾」、「封鎖消

息」、「進行清查」、「瀰漫戒嚴氣氛」等，並認為其目的在於

「嚇阻抗爭」、「誇大威脅以正當化在新疆的高壓統治」等。但

對於未來的行動，除了部份報導呼籲中共調整族群政策外，並未

出現任何引述民間團體有關分裂或獨立的特定訴求。 

（3） 歸因兩方：報導歸因中共官方及抗議民眾的份量相當。如報導中

同時引用｢官方」指控事件被宗教極端主義所煽動；同時亦引「海

外維吾爾族人權團體」抗議中共鎮壓政策。 

4. 人權主題分類 

至於「人權」報導的類目，主要是依據前面文獻所討論的三代人權

內涵，再根據本研究報導中實際出現的內容，將涉及的人權侵害項目大

致分為下列五項： 

（1） 生命財產權：報導涉及衝突過程中的「死傷」狀況或民眾財產損

失，皆歸於此類，且無論受害者為攻擊者、警方或一般平民。這

是個人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存權，屬於第一代人權。 

（2） 自由權：報導涉及官方干擾採訪或受訪、封鎖新聞、網路等言論

自由權，或涉及警方封鎖道路、限制民眾出入等自由遷徒權，這

也屬於第一代的基本人身自由權。 

（3） 法律保障權：報導涉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包括未審先判、任意

拘捕民眾、審判過程不讓當事者與律師或家人見面、判處勞改，

以及民眾受到警方各種騷擾、未經公平法律程序的監禁或施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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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也屬於第一代的公民權。至於報導警方加強安檢等維護安

全措施，若報導沒有涉及不當程序，則不歸在此項目之內。 

（4） 經濟社會權：指衝突事件妨害社會安定及經濟發展，強調國家將

／應採取措施維護安定和發展，屬於第二代人權。 

（5） 族群自決權：報導涉及維族的宗教自由、族群自治及文化自主權

等，屬於第三代的集體權。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採取內容分析法，並輔以實際新聞案例說明，回答以下

五點研究問題： 

1. 各報報導數量和重視度有何差別？ 

2. 各報所引用的消息來源有何差別？是否多元而平衡？ 

3. 各報歸因方式有何差異？歸因官方和民眾的內容為何？如何使用

「恐怖主義」標籤？其意義為何？ 

4. 各報報導的人權主題有何差異？以三代人權的觀點來檢視其意涵為

何？ 

5. 最後，綜合以上討論，分析各報使用何種框架？其新聞專業及意義

建構為何？應如何改進？ 

參、研究方法 

一、報紙選樣 

本研究選取的樣本為 2013 年 6 月至 12 月期間，《聯合報》、《中

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文匯報》、《香港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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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民日報》、《南方都市報》以及 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 這 10 家媒體關於新疆警民衝突的新聞。2 選擇這個期間，一方

面是由於新疆衝突事件自 2009 年七五事件以來，越演越烈，3 2013 年

10 月甚至爆發車撞天安門普通遊客的死亡攻擊，引發國際媒體大量報

導；同時，也是最接近本研究進行的時期，可以代表各報最近的狀況。 

報紙選樣範圍包含臺灣、香港、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媒體。香港和

中國兩地的媒體，均各選擇 2 家立場差異較大的報紙：一家偏中共立

場，另一則偏市場取向。中國大陸地區是《人民日報》和《南方都市

報》；香港則是《文匯報》和《香港蘋果日報》，進行對比。不過，需

要指出的是，《南方都市報》雖為省級都市報，屬「市場化」媒體（自

負盈虧），但性質上仍屬「黨管媒體」。而美國和英國則各選擇一家，

均以質報著稱，並且長期重視國際新聞，包括中國的新聞，因此納入分

析。 

臺灣的 4 家報紙是臺灣銷數前四名的主要報紙，但其立場各異，一

般而言，《中國時報》由台商蔡衍明購入後，強調「旺中國、旺臺

灣」，立場明顯傾中；《聯合報》則較保守的主張兩岸和平；《自由時

報》則持臺灣優先立場，強調臺灣自由自主價值，並持明顯反中國的立

場；《蘋果日報》主要走讀者市場路線，並較以反共立場著稱。由於中

共對於所謂「疆獨」持鮮明的反對和嚴打立場，因此，本研究宗旨在比

較臺灣四大主要報紙和中共、香港的報紙，以及英美兩家知名媒體有何

差異。 

二、事件選樣 

在新疆衝突事件選樣方面，由於 2009 七五事件後，與新疆維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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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衝突即越演越烈。本研究納入最近時段（2013 年 6 月至 12 月）全

部的相關報導，共有 7 件之多。其中有 6 件均為「襲警或官方人員」

案，各造成數人至 30 餘人死亡不等，只有 2014 年 10 月 28 日天安門吉

普車衝撞遊客是針對普通平民（遊客）。前面曾指出，國際間對「恐怖

主義」之定義主要是限縮於針對「一般民眾」之嚴重暴力事件，並有明

顯之政治目的。因此，這些案件除天安門外，雖部份事件死傷人數達數

十人，但均未能完全符合國際上對「恐怖主義」之定義。天安門事件係

針對平民並造成 5 人死亡，其中有 3 人是駕車者自燃爆炸而死，另外則

有約 40 餘平民旅客輕重傷。據報導，「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曾出面承

認策劃整起事件（中國評論通訊社，2013 年 11 月 24 日）。因此，其

形式上較其他事件符合恐怖主義的定義。不過，無論是否為「恐怖主

義」事件，就人權觀點來看，國家即使祭出「反恐鎮壓措施」，國際規

約中仍要求遵守一定之人權規範。因此，本研究將 7 個事件均納入分

析，這七案的簡介請見附錄。 

三、編碼及信度 

本研究選取 2013 年 6 月至 12 月底間，上述 10 個媒體共 205 則和

新疆維漢衝突相關的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首先由研究者針對所有報

導進行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根據研究問題發展出五項編碼欄

目，包含消息來源類型、歸因方式、人權主題分類等項目。 

編碼過程由 2 位編碼員與研究者共同進行，不斷核對分類的異同，

最後確定編碼架構後，再從全部文本中隨機選擇 20 則共同進行編碼，

再就編碼結果兩兩計算同意度，已達 0.91。確認編碼可信度後，2 位編

碼員再各自編碼 65 則和 140 則，並由研究者核對其結果，完成全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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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分析的編碼。 

肆、研究發現及分析 

一、各報報導則數比較 

整體而言，本研究分析 2013 年下半年關於新疆衝突的 7 個事件共

205 則新聞，由於評論數量極少，因此不納入分析。報導量最多的是香

港地區具中共官媒性質的《文匯報》，有高達 57 則，遠超過其他報紙

（請見圖一）。或許是因其不在中國境內，則數上較少受到控制，但稍

後的分析將指出，這些報導數量雖多，無論其來源為何，幾乎全部都與

中共官方立場並無二致。中國地區部份，中央黨媒《人民日報》有 25

則，數量中等，每案平均也只有 3 則多一點；屬於市場報的《南方都市

報》則僅有 10 則，幾乎是所有媒體中最少的。 

相關的研究中多指出，中國為了弱化衝突及民眾質疑，對於所謂挑

戰秩序並造成損失的「群體事件」，官媒相關報導一向都偏少，但市場

化取向的媒體則或可提供較多的利益表達空間（王超群，2013；李紅

豔、劉碧瑤，2014）。但在本案中，無論是中央級的喉舌報或是地方市

場型的都市報，不但評論極少，相關報導數量也很有限，可見中國媒體

儘量壓低新疆衝突的報導。 

臺灣四報的報導量大約在 10 至 20 則以內，平均每案僅 1 至 3 則。

其中以《聯合報》較多，有 18 則，《蘋果日報》15 則，《自由時報》

13 則，《中國時報》最少，僅 10 則。《紐約時報》和《衛報》的報導

則數也分別為 12 則和 17 則，相差不大。整體而言，數量均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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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報報導總則數比較（共 205 則） 

 
 

二、各報報導消息來源比較 

在中國媒體部分，《人民日報》有 28% 是引述其他中共黨／官媒

報導為主，如新華社、《環球日報》等，另有 68% 的新聞主要由記者

自行採訪，4% 則同時引述不同來源的採訪，不過其中並無西方媒體來

源。結果顯示《人民日報》有相當高比例的自行採訪（圖二）。至於市

場派的《南方都市報》，高達 91% 的報導都是引用黨／官媒，另有 9% 

的自行採訪。顯示在此類重大敏感事件，即使是市場取向的報紙，其獨

立採訪報導也甚少。主因之一是中共已在 2007 年通過《突發事件應對

法》，嚴格規範在危害「社會安全」等突發事件發生時，政府將對資訊

傳佈進行管控。事實上，中宣部平時對新聞的掌控即透過各項管制辦法

或措施，隨時要求規範禁載內容（何清漣，2006，頁 106-107），在這

類已被定調為社會安全的事件上，市場取向報紙的自主報導空間顯然亦

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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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媒體部分，《文匯報》和《香港蘋果日報》的消息來源選用

也有明顯的差異。傾中屬性明顯的《文匯報》選材以官方報導為主，占

63%，另外則有 35% 的報導屬於自行採訪，較中國境內的《南方都市

報》有較高的自由採訪空間。立場反共的《香港蘋果日報》則明顯不

同，其報導特點為消息來源較為多元，完全引用官媒為主的報導僅有

4%，有 52% 是兼有西方外電報導和官方報導的綜合報導，另有近 15% 

的自行採訪及 26% 的綜合報導。 

在臺灣四報當中，《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皆大量採用中國官方

報導做為消息來源，《中國時報》的報導 100% 皆以中國黨／官媒為主

要消息來源；《聯合報》則有高達 78% 的報導主要引用中國官媒，另

有 22% 兼有西方來源，兩報都沒有任何自行採訪。《蘋果日報》和

《自由時報》的報導來源模式則較相似，分別有 87% 和 70% 的報導是

兼有中國官媒和西方媒體；《自由時報》另有 23% 的報導是以西方報

體來源為主，以及近 8% 的自行採訪為主的報導；《蘋果日報》幾無自

行採訪者，僅另有近 7% 的官媒為主和 7% 的西媒為主的報導。整體而

言，這兩報的消息來源顯然較中時和聯合多元。 

在西方媒體部分，《紐約時報》（58%）和《衛報》（53%）均各

有過半的報導為綜合了中國官媒、西方媒體以及自行採訪的報導，消息

來源明顯較多元。比較特別的是，「自行採訪」為主的報導比例，《紐

約時報》（25%）和《衛報》（18%）都明顯較臺灣 4 家媒體為高，顯

示臺灣媒體普遍而言採訪不足，多依賴中國或西方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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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報新聞報導來源類型比較 

 

三、各報報導歸因方式比較分析 

在中國大陸部份，前一節曾指出《人民日報》有高達近 70% 的報

導是以「自行採訪」為主，《南方都市報》則主要都是引用官／黨媒。

不過，無論來源如何，在歸因方面（參見圖三），兩報都是 100% 指控

抗議民眾是來自「三股勢力」，即國外的「分裂勢力或民族及宗教極端

份子」，並重申政府「維穩及嚴打」的決心和做法。同時，在用辭方面

（參見表一），兩報將 7 個事件全部都稱之為「暴恐」事件，無一例

外。 

在香港媒體部分，傾中的《文匯報》和反共的《蘋果日報》兩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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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顯著。前面曾指出，《文匯報》報導數量多達 57 則，其中還有約

35% 是自行採訪內容。但在此節的分析中則可發現，其近 95% 的報導

均與人民日報一樣都歸因給民眾，另有 5% 的報導歸因其他因素或無關

歸因，無任何報導歸因官方。並同樣將 7 個事件均標籤為「暴恐」，明

顯支持官方的立場。《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歸因給官方和民間的數量

大致相當，約有 52% 的報導歸因給兩方，而主要指控抗議民眾者也有

高達近 41%，完全歸因官方者僅不到 4%；7 個事件中則有 4 個事件使

用「暴恐」標籤，顯示其並未明顯偏向民間立場。 

在臺灣媒體中，《中國時報》的歸因方式與《人民日報》和《南方

都市報》同樣 100% 歸因給抗議民眾。《聯合報》也有 83% 的報導主

要歸因民眾，另有 11% 的報導同時歸因給雙方，並無完全歸因官方的

報導。同時，兩報均與將所有 7 個事件都稱之為「暴恐」事件，無一例

外，與中共官媒立場相似。 

《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則顯然不同，後者有近 62% 的報導

同時歸因官方和民間，另有 23% 的報導完全歸因官方，15% 的報導僅

歸因民眾；前者則高達近 73% 歸因雙方，另有 27% 的報導主要歸因官

方，並沒有任何報導僅歸因民眾。而兩報均未直接使用「暴恐」一辭標

示 7 個事件，甚至對於天安門自殺衝撞事件也僅在引用中共官媒說法時

提及，可見兩報明顯偏向民間抗議立場。 

在西方報導部分，《紐約時報》有高達 83% 的報導歸因雙方，另

各有 8% 的報導僅歸因官方或民眾。《衛報則有近 65% 歸因雙方，但

有高達近 30% 的報導歸責官方，是歸因官方最高者，歸因民眾者僅有

6%。與臺灣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相同的是，同時對 7 個事

件均未直接使用「恐怖主義」，顯示 2 家西方報導的立場明顯偏重民間

抗爭者。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五期  2015 年 10 月 

‧30‧ 

圖三：中港臺英美各報報導新疆衝突歸因表 

 

表一：比較各報是否以「暴恐」標籤 7 個事件（打 V 者為有標示） 

 人

民

日

報 

南

方

都

市

報 

文

匯

報 

香
港
蘋
果
日
報 

中

國

時

報 

聯

合

報 

自

由

時

報 

蘋

果

日

報 

紐

約

時

報 

衛

報 

06.26 鄯善縣 V V V V V V     

06.28 烏魯木齊市／和田市 V V V V V V     

08.07 阿克蘇阿依庫鎮 V V V  V V     

10.28 天安門 V V V V V V     

11.15 巴楚縣 V V V V V V     

12.15 喀什疏附縣 V V V  V V     

12.30 喀什莎車縣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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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報報導人權面向比較 

整體來看，各次衝突中之死傷和財產損失情形是各報包括中國官媒

皆提到的人權侵害項目。但除此之外，各報所提及的人權面向有相當大

的差異（參見圖四）。 

圖四：中港臺英美各報報導主要人權侵害表 

 
 

從圖四可見，中國的《人民日報》和《南方都市報》以及香港的

《文滙報》均十分類似，在生命財產損失外，各有 8% 到 9% 提到經濟

社會權的面向，亦即指控衝突事件妨害社會安定及經濟發展，並強調國

家應採取措施維護安定和發展。例如，「近期，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接連

製造暴力恐怖襲擊案件，衝擊基層政權機關，殺害無辜群眾，性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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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手段兇殘，給各族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新疆社會穩定帶來嚴重

危害」（文匯報，2013.6.30），或「海外華僑華人堅決反對一切危害民

族團結、社會安定和國家統一的恐怖主義行為。希望中國政府依法懲處

犯罪分子，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新疆的穩定與發展」（人民

日報，2013.7.1）。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本研究將其歸類為「經濟社會

權」，但前面討論曾指出官媒在強調「維穩」時，亦同時強調「嚴打」

的必要。 

《香港蘋果日報》所關注的人權項目顯然較多，除了生命財產權，

尚包括法律保障權（30%）、族群自決權（22%）、自由權（30%），

卻未如前述 3 家報紙都有社經發展權面向。例如，針對 6 月下旬一起衝

突事件發生的隔日，《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除了傷亡外，提到「現場

消息已被封鎖，當地實施戒嚴，襲擊原因未明，也沒有組織承認責

任」，報導中並引述世維會的說法指出「事件證明官方偏袒漢人利益，

令維人難以忍受」（香港蘋果日報，2013.6.27），可見其報導較為關注

案件處理過程中的言論自由、法律保障及族群不公等問題。相對來看，

具中共官媒色彩的《文匯報》對同一事件的報導則為：「昨日新疆發生

嚴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 27 人死亡。被歹徒殺害的 17 名人員當中，有

9 名警察。之後警方對這些暴徒進行了狙擊，10 名暴徒被當場擊斃」

（文匯報，2013.6.27），顯示其報導重點僅在傷亡狀況以及警方的強力

反制，但並未關注當地人民的自由權或族群問題等。 

臺灣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報導的人權面向也較少，但與中

共官媒不同的是，在生命財產權外，並同時各有 10%（一則）和 17%

（二則）的報導提到言論自由權受到侵害。例如《中國時報》的報導在

引用「新華社英文報導」的內容之後，指出「新華社中文稿件並無報

導」、「網路消息也都遭到刪除」（中國時報，2013.6.27）。但兩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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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未提到中國媒體都觸及的社經發展面向，也完全未提及法律權和族

群自決權。基本上，人權面向種類較少，比例亦較少。 

至於前面提到歸因「民間」較少的 4 家媒體，報導的人權項目類型

較多，比例也較高。除了生命財產權，關注自由權遭到控制的比例，四

報除了《衛報》僅有約 25% 外，都超過 50% 以上——《紐約時報》有

50%，臺灣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甚至達 70% 左右。例如，

報導官方封鎖消息：「衝突後的幾個星期以來，和闐當地以及附近一帶

的對外聯繫都被切斷，並且實施宵禁。大部份的居民仍無法連上網路，

連微信也被當局禁止使用」（New York Times, 2013, August 26）；「如

同過去的敏感事件，官媒對於這次衝突僅發佈了簡短的消息，且防火牆

已移除了微博上關於此事件的文章和照片，只剩下一些還可在網路上找

到」（The Guardian, 2013, December 29）。 

這 4 家報紙都有相當比例關注法律權，臺灣《蘋果日報》更高達

53%，《自由時報》也有近 40%；《紐約時報》約 33%，《衛報》稍

少，不到 25%。例如《蘋果日報》下列這則報導引用美方觀點，指出當

地維族被歧視和未受到司法公正程序的問題：「新疆前天再傳 27 死的

襲擊事件，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示關注，並指當地維族疑似受歧視及限

制，敦促中國徹查案情，並給被捕者公正的司法對待」（蘋果日報，

2013.6.28）。 

報導中共未能尊重族群自決／自主權者，《紐約時報》和《衛報》

的比例明顯較高，前者有 33%，後者甚至高達 53%。臺灣的《蘋果日

報》和《自由時報》則較少（各有 20% 和 15%）。可見英美 2 家質報

均較重視中國官方族群治理政策不當以及歧視壓迫的問題，例如《紐約

時報》引用世維會提及中共官方長期鎮壓：「『這場衝突的發生並非偶

然』，現居瑞士的世維會發言人 Dilxat Raxit 說道。『當局長期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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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蕩當地，許多維族人無故失蹤，當局也拒絕說明他們的下落』」

（New York Times, 2013, June 27）。 

伍、討論與結論：三代人權與各報報導框架 

綜合以上消息來源、歸因、標籤化以及人權報導面向，我們可以將

各報報導框架分為以下兩大類來討論： 

一、官方維穩框架 

中共官方框架亦可分為兩種：中共黨管的《人民日報》、《南方都

市報》，香港的《文匯報》是「典型」的官方維穩框架；臺灣的《中國

時報》和《聯合報》則屬於「類官方」框架。官方框架的特徵是大量引

用中共官媒，或者即使有相當數量的自行採訪（如《人民日報》和《文

匯報》），但絕大多數的報導幾乎都歸因給抗議民眾（其中《聯合報》

約有 17% 未歸因給民眾），指控其屬於「三股勢力」，即「國外的分

裂勢力或民族及宗教極端份子」，並強調官方「維穩及嚴打」的立場，

對中共的「霸權統治」的族群政策（吳啟訥，2010；侍建宇、傅仁坤，

2010）甚少質疑。因此，官方框架共同的特徵就是完全不報導族群自治

自決的爭議，也就是完全忽略第三代人權的概念。 

同時，在用辭方面，所有官方框架的媒體將所有 7 個事件全部都稱

之為「暴恐」事件，無一例外。其可能原因，本文前面曾指出，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順勢即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定調為

「恐怖主義運動」；2009 年發生震驚國際的烏魯木齊七五維漢衝突攻

擊，死傷在千人以上；2011 年中國則與新疆周邊國家簽訂《打擊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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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此後打擊「三股勢力」即成為

其國家安全論述，自此對維族衝突事件多貼上「暴恐」標籤加以負面化

和罪犯化，結果卻引發怨懟節節升高，成為伺機而動的民族衝突（侍建

宇、傅仁坤，2010，頁 161-162、179-80）。而近 2 年新疆地區的衝突

事件不但數量越發頻繁，甚至延伸到其他地區，例如發生在天安門的自

殺式衝撞平民事件以及 2014 年 3 月發生在昆明的攻擊平民事件

（BBC，2014 年 3 月 5 日）。 

然而事實上，這 7 個事件中，除了天安門衝撞「一般旅客」造成傷

亡，其他事件據報導都是「警民衝突」或「襲警」，嚴格說來，並不屬

於「恐怖主義」定義範圍，而遭到攻擊的「警方」難脫不當壓制的問

題，媒體報導實有平衡報導的必要。否則，以「恐攻」為名的標籤忽視

官方治理問題，並合理化官方升高武力鎮壓，迴避基本人權之保障，恐

將益發加劇社會衝突和暴力事件。 

在人權的面向上，「典型」的官方框架報導，除了生命財產損失

外，僅觸及經濟發展權，沒有任何侵害自由權和法律權面向的報導。需

要指出的是，經濟發展權雖然帶有第二代人權的概念，中共官方強調政

府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的必要，同時也強調「嚴打」的措施，實質

上違反第二代人權原本關注的維護人民自主的經濟和社會權益福祉，而

是充滿了武力鎮壓的威嚇。 

「類官方框架」的臺灣《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都沒有經濟社

會權面向的報導，但兩報都有少量的對自由權的報導，《中國時報》有

一則提到，《聯合報》有 2 則，與典型官方「維穩」框架略有不同，但

顯然都低於所有其他民間框架的媒體。 

前面曾經討論過，人權相關事件的報導首重正確、平衡和提供脈絡

（Kaplan, 2002），三代人權的內涵也包含在中國憲法和所簽署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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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因此典型的中共官方框架的報導幾乎完全缺乏公民政治權利和族

群自決權的面向，實為偏頗。而將多數警民衝突事件均視為「暴恐」或

恐怖份子（terrorist），與 Moyo（2010）分析 2008 年圖博抗議報導如

出 一 轍 ， 將 抗 議 者 全 部 污 名 化 為 罪 犯 （ criminals ） 、 分 離 主 義 者

（separatists）和恐怖主義者（terrorists），基本上為一種統治迷思。

Altheide（2006）和 Lipschultz（2007）對美國所做的研究同樣指出，政

治菁英和國家機器往往運用「恐懼政治」製造一種不安全感，並合理化

更嚴密的社會控制，如監視、保護、報復和懲罰等，藉此將公眾注意力

集中在「罪犯」的「暴力」，而非「暴力政治」的運作。所以，以「維

穩」為名的官方框架雖不無人權角度，但已淪為「恐懼政治」的宣傳和

意識形態。 

二、民間抗爭框架 

《香港蘋果日報》、臺灣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英美的

《衛報》和《紐約時報》可以歸類為民間抗爭框架，但是其中仍有些差

異。 

《香港蘋果日報》較為特別，它有不少報導（40%）歸因民間，使

用「暴恐」標籤的數量也涵蓋一半事件以上，但在人權的報導面向上則

明顯的有較多項目，比例也較高，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政治權（自由權

30%、法律權 33%），也有 22% 的報導涉及第三代的族群自決權。整

體來看，仍較偏向「民間抗爭」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蘋果日報》與臺灣《蘋果日報》實有相當的

差異，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媒體自由近年來飽受明顯打壓，光是

2014 年至今就發生多起令人震驚的事件，包括總編輯或異議者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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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批評中國的媒體被撤廣告、報紙頭版標題遭擅改、港府拒發牌照給

較不聽話的媒體，甚至發生報人被當街砍成重傷的事件。壹傳媒甚至多

次遭到不明來源的暴力攻擊和網路攻擊。傳統媒體面對中國議題「自我

設限」日益嚴重，雖然新媒體開始吸引更多使用者，但是香港最重要的

新聞網站之一《主場新聞》網站流量已達 30 萬人，竟在 2014 年 7 月驚

傳因遭到威脅和無法獲得廣告而宣告結束（蘋果日報，2014 年 7 月 27

日）。香港新聞自由度因此極為明顯的年年下滑（蘋果日報，2014 年 7

月 6 日）。 

相對而言，臺灣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以及英美的《衛

報》和《紐約時報》都屬於典型的「民間抗爭框架」。這 4 家報紙報導

的人權面向都較多，數量比例也較高，但仍略有差異。基本上，4 家報

紙除了生命財產權外，也相當關注自由權和法律權，比例多在 1/4 到

1/2 之間。但臺灣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對於族群自決權的關

注則較低，都在 1/5 以下；英美 2 家媒體報導族群自決的比例則大約為

1/3 至 1/2 以上。這或許是因為主要的維族權益組織多在歐美，因此，

臺灣媒體較缺乏採訪來源，也或許是因為中國歷史上較為忽視維族的自

決問題。但從第三代人權所重視的族群自主權觀點來看，臺灣的重視程

度顯然還有待加強。 

這 4 家媒體雖然在人權面向的比例有些差異，但都從未「直接」使

用「恐攻」一辭報導各次衝突事件，甚至包括天安門的車撞旅客事件，

而僅是用「引用」的方式顯示中共官媒的定調方式。相對地，這些媒體

多引用維族相關團體指控中國族群歧視和高壓政策之不當。此外，包括

《香港蘋果日報》在內的這 5 家媒體均未報導中共官方所強調的社經發

展問題，顯示與中國的典型官方立場明顯有別。 

由以上討論可見，無論是官方的維穩框架或民間的抗爭框架，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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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報導的問題。典型的中共官方框架僅重視生命財產和社經發展的

「維穩」，幾乎完全忽略抗議者的族群自決和公民政治權（如自由權、

法律權等）之訴求，與中國憲法和其所簽署的國際人權規範均有所違

背。事實上，相關研究也都指出，中國憲法明文所示的人民自由權利其

實均未能落實（陳瑤華，2010，頁 138-140）。偏民間的框架中，臺灣

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與英美媒體的報導雖都較重視公民政治

權遭到侵害的問題，但也有選擇性報導的爭議，如能對經濟社會發展的

面向進行更深入的脈絡性的報導，應有助於讀者了解中共「維穩」的實

質功過，而臺灣媒體則應更重視維族所呼籲的族群自決問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臺灣 4 家媒體對新疆的報導已出現明顯之不

同框架，有 2 家是類中共官方的框架，有 2 家是屬於典型的民間抗爭框

架。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官方框架的新聞來源十分單面，

多引用中共官媒，而鮮少引用西方媒體。《中國時報》更是幾乎 100%

的來源均為官媒，《聯合報》則仍有 22% 的比例兼有西方媒體。但

是，在兩報都有派駐大陸記者的情況下（張裕亮，2013，頁 83），兩

報都幾乎完全沒有任何「自行採訪」的內容，顯示對中國衝突事件報導

實未能發揮獨立報導的功能。然而，臺灣媒體可以引用的來源其實較為

多元，也可自由訪問不同的海內外維權團體，不應棄守新聞自主的角

色。同時，由於中共以「三股勢力」之名將衝突事件「污名化」為「暴

恐」事件及「分裂及獨立」要求，但完全忽略當地族群自主的主張，臺

灣地區媒體實不宜同樣避而不談，無視於當前國際人權已愈發重視集體

人權的趨勢。 

同樣值得觀察的是，中國媒體雖然一般可區分為中央控制的官媒和

地方市場化的都市報（王超群，2013；李紅豔、劉碧瑤，2014），但因

中國近年來言論管制益趨嚴厲，各種禁令不斷出臺，《南方都市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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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被整肅，各類型媒體對於重大災難事故，多無法自行採訪報導，而

必須統一口徑（簡永達，2014，頁 170-177）。因此《南方都市報》之

前雖以市場取向和專業主義聞名，但此案的報導絕大多數來自官媒，僅

不到 10% 為自行採訪，顯示其新聞專業亦無法發揮，更遑論對於人權

的關注。 

最後說明本研究限制，由於本研究基本上採取量化研究，也受限於

論文篇幅，因此，對於各報報導的背景脈絡、語言策略等無法提供更深

入細緻的討論和分析。同時，納入包括中國、香港、臺灣和英美等地共

10 家報紙，數量眾多，實無法顧及個別媒體如何受到特定社會文化、

制度規範或組織實踐等多重影響。而依據報導內涵概分為五個主要人權

項目的分類的方式也稍嫌簡化，無法做較深入的探討。因此，未來的研

究或可針對重大個案做更深入的質性分析，較有助於對新聞媒體表現、

影響因素及人權報導內涵的進一步了解。 

註釋 

1  突厥（Turk）是指使用突厥語的人民，但歷史上的突厥人也並不是單一種族，

曾包括許多的部落，比如阿跌、渾、薛延陀、回紇、黠戛斯、葛邏祿、欽察、

烏古斯人等。這些部落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分化、組合，在今天又形成了分屬

不同國家的多個民族。以突厥人為民族主體的國家有土耳其、亞塞拜然、烏茲

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以及俄羅斯聯邦內的一些自治共和國，如

韃靼斯坦、哈卡斯、巴什基爾、薩哈等。中國境內的突厥民族則主要有維吾

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等。「突厥斯坦」一詞為波斯語，

其意為「突厥人的國家」。而所謂「東突厥斯坦」主要指「中國突厥斯坦」，

源自 18 世紀，「東部」突厥斯坦被清帝國所吞併。19 世紀中期後，原「西

部」的突厥斯坦，包括希瓦、布哈拉、浩罕 3 個國家則淪為俄羅斯帝國的殖民

地。 

2  需說明的是，目前各家媒體的報導皆有網路版和紙本版新聞，為求樣本完整，

本研究的選樣僅確認為刊登在紙本版報紙上的新聞，並再從網路下載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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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蘋果日報（2013.6.29）即曾統計「新疆過去重大暴力衝突事件」，自 2009 年七

五事件後，2012 年 2 件，2013 年 6 月以前 1 件。本文選樣期間：2013 年 6 月

至 12 月衝突事件大量頻發，統計共有 7 件之多，幾乎每月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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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13 年 6 月～12 月新疆地區衝突事件簡介 

1. 2013 年 6 月 26 日：新疆東部鄯善縣燒警車衝突，35 人死亡。 

 新疆七五事件 4 週年紀念日前，新疆東部鄯善縣魯克沁鎮一群武裝者持

刀闖入警局和政府大樓，放火燒警車，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 35 人死

亡。 

2. 2013 年 6 月 28 日：新疆烏魯木齊市和和田市襲警事件，1 人被擊斃。 

 分別傳出襲警事件，1 人被擊斃，2 人被捕，5 人逃逸。 

3. 2013 年 8 月 7 日：新疆阿克蘇阿依庫鎮警民衝突，4 人死亡。 

 20 多名員警在伊斯蘭教開齋節前夕圍捕 4 名講經者，造成警民衝突，4

人死亡，逾 20 人受傷。 

4. 2013 年 10 月 28 日：天安門金水橋前吉普車衝撞遊客事件，5 人死亡，

近 40 人輕重傷。 

 維族男子烏斯曼•艾山帶著母親庫完汗•熱依木與妻子古力克孜•艾尼

駕駛吉普車衝撞天安門，當場死亡，一名菲律賓籍旅客和廣東男遊客被

撞死，近 40 人受傷。中共當局稱此一事件為疆獨恐怖份子所策劃，前後

逮捕 58 名維人。其後，有報導指東突黨宣稱自己是犯案主謀。 

5. 2013 年 11 月 15 日：新疆喀什地區巴楚縣警民衝突，9 人死亡。 

 9 名維族人因不滿政府政策而前往當地派出所抗議，遭警方血腥鎮壓，9

人死亡，30 人被捕。 

6. 2013 年 12 月 15 日：新疆喀什疏附縣警民衝突，16 人死亡。 

一群民眾為反抗警方闖入民宅搜索，向警方投擲土製炸彈並持刀襲擊，

遭警方開槍鎮壓。事後 14 人遭警方擊斃、2 人被捕，2 名警方在衝突中

身亡。 

7. 2013 年 12 月 30 日：新疆喀什莎車縣警民衝突，8 人遭擊斃。 

 新疆發生警民衝突，9 名民眾襲擊喀什莎車縣公安局，投擲自製炸彈並

焚燒警車。事後 8 人遭警方擊斃、一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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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stic increase of riots has been noted in Xingjian, the far-western 

Chinese region, in recent years, resulting in international media concerns 

about its ethnic conflicts,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How different 

newspapers covered those conflict events from the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different news frames of 10 newspapers: 4 major 

Taiwan newspapers, 2 China’s major newspapers, 2 Hong Kong newspapers, 

New York Times of US and The Guardian in Britain. Adopti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7 major Xingjian riots coverage during 2013/06 to 2013/12,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re are 2 major frames, one is the China official 

frame, which shows less news sources with one-sided pro-regime position, 

accusing the protesters, concerning less human rights abuses.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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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frame” demonstrates more news sources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accusing both the regime and the protesters, and covering more human rights 

abuses.  

Keywords: human rights, news frame, terrorism, Xingjian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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