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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悲劇性新聞畫面對觀眾的心理衝擊 

~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實驗法」，研究員於現場播放本實驗之新聞影片，待受試

者觀賞完畢後立即發下問卷，不限制問卷回答時間。由於受試者有充裕時

間填寫問卷，故問卷回收率100%，問卷有效率100%。 

 

本論文聚焦在“新聞畫面＂此變項上。首先，以新聞類型區隔：悲劇

性新聞是否較其它類型新聞更易引發觀眾的負向情緒？其次，以新聞畫面

區分：悲劇性新聞畫面是否較其它類型的畫面更易帶給觀眾負向情緒？究

竟哪一類型的新聞畫面，或哪一種鏡頭角度會引發觀眾的情緒反應？為瞭

解其中關係，本研究試圖以「文本分析」方式去解讀實驗資料，藉以瞭解

悲劇性新聞畫面有沒有可能對觀眾造成心理衝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

可能造成哪些衝擊？ 

 

此章節將分五小節來分析實驗結果。首先，就「中性新聞」與「悲劇

性新聞」探究不同的新聞類型是否會對觀眾產生不同的情緒反應？接著，

進一步探究同屬於悲劇類型的新聞是否會因不同的畫面剪輯，導致觀眾產

生不同的心理影響？第三及第四小節中，將針對悲劇性新聞引發受試者的

情緒反應，深入瞭解新聞的『單一畫面構圖』以及『整體架構鋪陳』與觀

眾心理影響之間的關連性。至於第五小節，以性別角度為出發點，分析同

樣的悲劇性新聞是否因觀看者的性別不同而有不一樣的情緒反應。本研究

希冀藉由層層抽絲剝繭的資料分析，能完整而深入地探究悲劇性新聞畫面

對觀眾所產生的心理衝擊為何。 

 

第一節 新聞類型與觀眾情緒反應的關連性 

第二節 新聞畫面與觀眾情緒反應的關連性 

第三節  悲劇性新聞畫面的『單一構圖』與觀眾印象深淺的關連性 

第四節  悲劇性新聞畫面的『整體架構』與觀眾印象深淺的關連性 

第五節  性別對於悲劇性新聞畫面的情緒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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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聞類型與觀眾情緒反應的關連性 

 

本研究的重點之一在於瞭解悲劇性新聞是否會引發觀眾的負向情緒？也就

是說，相較於畫面屬於“單純事件告知性質＂的中性新聞，那些畫面充滿視覺感

官刺激、內容涉及生命安全遭受威脅的悲劇性新聞，是否更容易引起觀眾的心理

衝擊？本小節將分別針對跳樓新聞、血跡新聞兩種不同類型的悲劇性新聞與中性

新聞進行對照、分析。  

 

 

 

 

一、中性新聞 與 跳樓新聞 引發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首先，針對中性新聞（華山藝文特區開幕）與悲劇性新聞（跳樓新聞、

非跳樓新聞）引發受試者的情緒反應進行討論：就跳樓組、非跳樓組兩組

受試者對其收看之兩則新聞實驗文本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藉以瞭解不同

的新聞類型與觀眾情緒起伏之間的關連性：是否「悲劇性新聞」比「中性

新聞」容易帶給受試者更多的負面情緒？ 

 

根據「短式心情內省量表」將每個與情緒有關的形容詞，對照受試者

的情緒反應強烈程度，給與相對應的分數；反應愈強烈，分數愈高，反之

分數愈低：“肯定沒有這種感覺＂一分、“沒有這種感覺＂二分、“有這

種感覺＂三分、“確定這麼覺得＂四分。依問卷結果進行 SPSS 檢驗，以

探討各實驗文本與受試者情緒反應之間的關連性。其結果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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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中性新聞 VS.跳樓新聞、非跳樓新聞 情緒差異 t檢定 

               跳   樓   組     非   跳   樓   組 

中性新聞  跳樓新聞 中性新聞 非跳樓新聞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正向情緒       

活躍的 2.33   1.47 14.64 2.87   1.33 12.13 

關心的 3.07   2.73 6.23 2.93   3.13 16.14 

活潑的 2.40   1.40 8.81 2.87   1.20 21.5 

關愛的 2.47   2.87 11.46 3.00   3.07 21.7 

生氣勃勃的  2.27   1.47 14.79 3.07   1.13 13.4 

負向情緒        

厭煩的 1.80   3.13 10.31 1.60   2.80 12.2 

沮喪的 1.67   2.93 13.23 1.33   3.13 8.37 

戰戰兢兢的    1.80   2.67 9     1.93   3.00 10.64 

緊張的 1.53   3.27 11.5 1.47   3.67 7.64 

*P<.10 

 
 

中性新聞 VS. 跳樓新聞、非跳樓新聞  受試者情緒反應無顯著差異 

由表七的資料發現，無論跳樓組或非跳樓組，受試者觀看中性新聞後

再觀看跳樓新聞、非跳樓新聞，其情緒反應並未因兩者為完全不同類型的

新聞事件而有顯著差異。換言之，受試者觀看敘事內容較中庸、屬於單純

事件告知性質的中性新聞，與觀看涉及人類生命安全、畫面充滿感官刺激

的跳樓新聞，兩者所產生的情緒反應並沒有明顯不同。為何產生此結果？

分析原因有二：其一、本實驗的設計儘量貼近真實生活，亦即真實世界收

看電視新聞往往是連續性、一則新聞接著另一則新聞，為了避免受試者觀

看新聞的氣氛被干擾，故實驗進行方式採受試者將中性及悲劇性新聞全部

觀看完畢之後，再進行問卷的填寫。是以，受試者回答問卷時的心境極有

可能同時攙雜兩則不同類型新聞所產生的心情、或者其心境極有可能仍停

留在較晚發生之新聞所留下的印象，而以當下心情回答問卷中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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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排列順序較前的中性新聞，這中間產生的誤差往往是受試者本身都不

自覺的。其二、台灣有八家標榜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新聞的電視台，觀眾長

期且大量接收這類怵目驚心的社會新聞，導致受試者對於跳樓此等驚悚畫

面“習以為常＂，和華山藝文特區這類新聞相較，並不會有特殊的驚恐感

受，情緒反應自然就沒有顯著差異。此外，對於沒有看到墜樓鏡頭的非跳

樓組而言，其所觀看的新聞畫面原本就較具平和感受，故和中性新聞相

較，其情緒反應沒有顯著差異是可以理解的結果。 

 

為了掌握實驗資料所透露的訊息，本研究藉由心情量表中的平均數，

繼續探討受試者觀看中性新聞的情緒反應是否具有共同或相異之處？結

果如圖四： 

 

 

                                                           跳樓組   

平均數                                                     非跳樓組 

   4.0-                                                 

   3.5-         3.07             3.00    3.07               

   3.0-    2.87     2.93   2.87                                  

   2.5-  2.33           2.40    2.47    2.27                          1.93 

   2.0-                                      1.80 1.60 1.67   1.80    1.53 

   1.5-                                                  1.33            1.47 

   1.0-                                         

   0.5-                                               

    0-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活    關    活    關    生        厭    沮    戰    緊   

          躍    心    潑    愛    氣        煩    喪    戰    張 

          的    的    的    的    勃        的    的    兢    的 

                                  勃                    兢 

                                  的                    的 

                                   

 圖四：跳樓組、非跳樓組  觀看中性新聞情緒反應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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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新聞產生較強之正向情緒 

由圖四可以明顯看出，跳樓組及非跳樓組對中性新聞的正向情緒皆比

負向情緒來得強烈（跳樓組感到關心的、關愛的平均數分別為 3.07、2.47；

非跳樓組感到生氣勃勃的、關愛的及關心的平均數為 3.07、3.0、2.93）。

也就是說，不管有沒有看到墜樓鏡頭，兩組受試者對中性新聞的感受都很

正向，推論其原因有二：一、華山藝文特區開幕的內容屬於藝文事件，無

論新聞旁白或畫面剪輯都深具活潑性與娛樂性，所以引發的情緒反應自然

傾向正向情緒。二、受試者回答問卷時，為了凸顯內心對中性新聞與悲劇

性新聞的情緒差異，故凡是有關中性新聞的相關問題，皆勾選與悲劇性新

聞情緒反應差異性較大的選項，也因此導致受試者對中性新聞的情緒反應

明顯地傾向正向情緒。研究者之所以做如此推論，乃依據第二小節（p.35）

進行反推，因為同組受試者觀看悲劇性新聞的情緒反應皆明顯傾向於負向

情緒，由此來推論受試者可能為了強調中性新聞並未如悲劇性新聞這般具

有負面感受，故在回答問卷時，特別強調中性新聞所帶來的正向情緒。  

 

從另一個角度思考，新聞報導往往是綜合財經、政治、社會等不同類

型的新聞事件，從上述的研究結果或許可大膽推論：受試者在觀看電視新

聞報導時，並不會因為某一兩則社會新聞具有悲劇性而影響收看者對所有

新聞連帶產生負向情緒。然而，我們也不能不重視另外一種可能：當受試

者為了凸顯中性新聞不若悲劇性新聞那麼具有負向情緒的衝擊，因而強調

中性新聞的正向情緒時，正足以透露觀看悲劇性新聞確實會在潛移默化中

影響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儘管跳樓組與非跳樓組皆對中性新聞呈現明顯的正向情緒反應，不過

仔細觀察，非跳樓組的正向情緒又稍略強於跳樓組（非跳樓組正向情緒反

應平均數為 2.98，跳樓組為 2.51）。若從非跳樓組觀看悲劇性新聞的情緒

反應觀察（p.35）可發現，受試者觀看非跳樓新聞的負向情緒相當強烈，

因此受試者極有可能為了凸顯中性新聞不若非跳樓新聞來得如此令人不

悅，因而在勾選中性新聞情緒反應的選項上特別強調兩者的差異，而這也

再次證明不同類型的新聞極有可能彼此牽致情緒反應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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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性新聞 與 血跡新聞 引發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接著，檢驗另一則悲劇性新聞（血跡新聞、非血跡新聞）與中性新聞

（華山藝文特區開幕）引發受試者情緒反應的差異性。同樣地，將兩組受

試者的情緒反應分別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結果如下：  

 

表八： 中性新聞 VS.血跡新聞、非血跡新聞  情緒差異 t 檢定 

                血   跡   組     非   血   跡   組 

中性新聞  血跡新聞 中性新聞  非血跡新聞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正向情緒       

活躍的 2.60   1.67 10.22 2.47   1.60 12.85 

關心的 2.80   3.27 12.58 3.13   3.07  6.87 

活潑的 2.87   1.27 13.32 1.81   1.53  6.41 

關愛的 2.80   2.93 19.34 1.81   2.80  6.41 

生氣勃勃 3.07   1.40 12.36 2.67   1.87 14.27 

負向情緒        

厭煩的 1.60   2.60 9.78 2.20   2.13  4.40 

沮喪的 1.53   2.60 9.28 2.27   2.80  4.43 

戰戰兢兢     2.0   2.47 7.25     2.40   2.27  4.51 

緊張的 2.07   2.87 3.97 2.40   2.67  4.75 

*P<.10 

中性新聞 VS. 血跡新聞、非血跡新聞  受試者情緒反應無顯著差異 

由表八可看出受試者觀看中性新聞與滅門血案兩種不同類型新聞的

情緒反應並未產生顯著差異，此結果與前述跳樓新聞的結論是一樣的。推

論原因也與上述相同：一、受試者心境攙雜兩則不同類型新聞的心情、或

心境仍停留在較後收看的新聞，導致情緒反應的差異性有縮小或模糊的可

能。二、受試者長期處於大量社會新聞的媒體環境中，導致對各類驚悚畫

面“司空見慣＂。另外，非血跡組觀看的畫面並無任何與血跡有關的鏡

頭，少了視覺刺激自然會對此兩種類型新聞無顯著的情緒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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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更深入瞭解血跡組與非血跡組對於中性新聞的情緒反應是否存

有差異，本研究將心情量表中的平均數做更進一步分析： 

  

平均數                                                           血跡組 

   4.0-                                                       非血跡組          

   3.5-          3.13                3.07               

   3.0- 2.60   2.80     2.87    2.80       2.67                     2.40   2.40 

   2.5-   2.47                                    2.20    2.27  2.0    2.07 

   2.0-                 1.81   1.81         1.60   1.53           

   1.5-                                                 

   1.0-                                         

   0.5-                                               

    0-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活    關    活    關    生        厭    沮    戰    緊   

        躍    心    潑    愛    氣        煩    喪    戰    張 

        的    的    的    的    勃        的    的    兢    的 

                                勃                    兢 

                                                   

圖五： 血跡組、非血跡組 觀看中性新聞情緒反應之平均數 

 

血跡組對中性新聞的正面情緒略顯強烈 

圖五顯示觀看血跡畫面的受試者對於中性新聞所產生的正向情緒比沒

有看到血跡畫面的受試者來得強烈，前者認為中性新聞讓他們感到生氣勃

勃、活潑的以及關愛的（平均數分別為 3.07、2.87、2.80）。何以產生此

結果？本研究試圖對照第二小節（p.39）結論來進行解讀：血跡組對於悲

劇性新聞的負向情緒較非血跡組稍強，推論血跡組為了凸顯中性新聞不若

悲劇性新聞那麼令人不悅，因而特別強調中性新聞的正向情緒。在此，可

歸納出一個共同點：當受試者觀看悲劇性新聞而強烈感受到負向情緒時，

那麼他們會更強烈地認為中性新聞所具有的正向情緒。另一方面，圖五也

明顯看出兩組受試者“關心＂的情緒特別高（平均數分別為 2.80、3.13），

這和跳樓組的結果相似，推論原因並不全然因為受試者關心藝文特區開幕

的消息，主要是由於血跡新聞及跳樓新聞皆涉及生命安全，易引發觀眾

“連帶地＂對中性新聞產生關心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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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聞畫面與觀眾情緒反應的關連性 

 

本小節將進一步探究同一類型的悲劇性新聞是否因為畫面剪輯呈現不同程

度的驚悚，導致受試者也會產生不同程度的情緒反應？本文將分別針對跳樓新

聞、血跡新聞兩則悲劇性新聞之實驗文本進行探究。 

 

一、 跳樓新聞 與 非跳樓新聞 引發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首先就跳樓組與非跳樓組各自觀看悲劇性新聞實驗文本（跳樓新聞、

非跳樓新聞）所引發的情緒反應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並將心情量表中自

訂的選項（痛苦的、害怕的、絕望的、興奮的）併入討論，結果如表九： 

 

表九： 跳樓新聞 VS.非跳樓新聞 情緒反應 t檢定 

跳樓新聞   非跳樓新聞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正向情緒   

活躍的 1.47     1.33 .22 

關心的    2.73     3.13 - .76 

活潑的    1.40     1.20 .70 

關愛的    2.87     3.07 - .99 

生氣勃勃    1.47     1.13 1.43 

負向情緒   

厭煩的    3.13     2.80 1.51 

沮喪的    2.93     3.13 - .49 

戰戰兢兢    2.67     3.00 - .77 

緊張的    3.27     3.67 -1.36 

自訂選項    

痛苦的    2.93     3.00 - .269 

害怕的    2.50     2.93 -1.718* 

絕望的    2.33     3.00 -2.000* 

興奮的    1.53     1.20  1.51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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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觀看跳樓畫面反而更害怕、絕望 

結果發現，非跳樓組在“害怕的＂與“絕望的＂這兩個選項上出現明

顯差異〈t=-1.718*、-2.000*，*P<.10〉，為何沒看到墜地鏡頭的受試者反而

更害怕與絕望？推論可能是因為非跳樓組雖未看見墜樓經過，但在氣氛蘊

釀下反而有更多的想像空間，因而導致情緒更加地害怕與絕望。換言之，

“氣氛蘊釀＂與“想像空間＂在觀看新聞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部份

在第三節（p.53）還有同樣的發現足以佐證。 

 

為了不遺漏實驗中所有數據所透露的訊息，本研究試圖從心情量表中

的平均數，繼續探討跳樓畫面對觀眾情緒的影響。 

    

 

                                                           跳樓組 

平均數                                                     非跳樓組 

                                              3.67  

   4.0-                                       3.27         3.00         3.00 

   3.5-      3.13                   3.13   2.93 3.13  3.00       2.93      2.93 

   3.0-    2.73        2.87  3.07         2.8      2.67              2.50  

   2.5-                                                      2.33 

   2.0- 1.47                                                          1.53 

   1.5-  1.33    1.40 1.20     1.47                                          1.2   

   1.0-                       1.13                   

   0.5-                                               

    0-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自訂選項 

活  關   活   關   生     厭  沮  戰  緊       痛  害  絕  興   

      躍  心   潑   愛   氣     煩  喪  戰  張       苦  怕  望  奮 

      的  的   的   的   勃     的  的  兢  的       的  的  的  的 

                         勃             兢 

                         的             的 

               

           圖六： 跳樓組、非跳樓組 觀看悲劇性新聞 情緒反應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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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跳樓之悲劇性新聞負向情緒強，令人格外緊張 

    從圖六情緒反應平均數的分佈情形可以明顯看出：兩組受試者對於悲

劇性新聞（不論跳樓新聞或非跳樓新聞）所產生的負向情緒普遍較正向情

緒來得強烈（跳樓組負向情緒平均數為3、正向情緒為1.988；非跳樓組負

向情緒平均數為3.15、正向情緒1.972）。換言之，觀看跳樓類型的新聞事

件確實會讓受試者感到不愉悅。跳樓新聞不同於其他政治、財經、藝文等

類型的新聞，後者一般屬於單純的事件告知，跳樓新聞往往會出現驚悚鏡

頭；再者，跳樓新聞亦不同於其它的悲劇性新聞，大部份悲劇性新聞為事

發後的報導，諸如溺水、車禍、山難等等，跳樓新聞常常因為當事人的猶

豫徘徊，或親人、警方的苦苦勸誘，讓攝影記者能夠捕捉整個事件的發生

經過，也讓觀眾能夠透過鏡頭而有如臨現場的感受。相較於事後才捕捉鏡

頭的悲劇性新聞，跳樓事件的畫面更具動態效果與視覺感官刺激，同時，

事件本身具備的緊張氣氛也再再增強受試者的負向情緒。 

 

進一步觀察：非跳樓組的負向情緒又略強於跳樓組，若將研究者自訂

心情選項之“痛苦的、害怕的、絕望的＂合併討論，則又更強化非跳樓組

負向情緒較跳樓組強烈的結果。“沒有看到墜樓畫面反而更不愉悅＂暗示

這類型新聞之所以引發觀眾強烈的負向情緒，已非單純的墜地鏡頭所導

致，而是整則新聞內容所營造的緊張氣氛激發觀眾出現不舒服的感受。根

據研究者實驗時的現場觀察發現，相較於非跳樓組觀看完影片立即填寫問

卷的情況，跳樓組在影片觀賞完畢後，往往會出現熱烈討論，諸如：這是

真實新聞嗎？攝影記者怎麼拍到的？她是真的跳樓嗎？諸如此類的疑問

某種程度反映出受試者的震驚心情；然而，跳樓組在實驗過程中表現的驚

訝感受卻未反應在問卷結果上，顯見非跳樓組負向情緒略強於跳樓組已非

本實驗文本操弄的變項（有無墜樓畫面）所引發，而是整則新聞營造的氣

氛所導致。 

 

值得一提的是，兩組受試者情緒反應最強烈的同為“緊張＂情緒（平

均數分別為3.27、3.67）。事實上，這則新聞的構成元素只有三種：一是跳

樓者與消防人員僵持、二是墜樓當下、三為跳樓之後送醫情況，此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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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觀眾猶如參與一場戲劇演出，“當事人猶豫徘徊、旁人勸誘＂的戲碼最

終會是快樂結局（消防人員成功搶救）？還是悲劇收場（當事人墜地重傷

或死亡）？新聞的鋪陳讓觀看者的心情跟著新聞發展而“緊張＂。 

 

 

負向情緒導因：新聞營造之氛圍 

   另外，從圖六可以看出兩組受試者在“害怕的＂及“絕望的＂兩個心

情選項上差異性最大（非跳樓組平均數為2.93、3.00，跳樓組為2.50、2.33），

以此結果對照圖二十（p.52）：兩組受試者在“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及

“男子墜樓撞擊鐵窗＂兩個畫面的印象深淺上差異性最大（此差異恰巧就

是本實驗文本刻意設計的不同點）；對照“畫面印象最大差異＂與“心情

反應最大差異＂後，可大膽做出推論：未觀看男子墜樓鏡頭比觀看此畫面

者更感到害怕與絕望。此結果呼應上述所言，引發受試者負向情緒的原因

並非墜樓畫面，而是新聞所營造的氣氛。 

 

 

兩組受試者皆“關心、關愛＂跳樓事件發展 

至於正向情緒方面，兩組受試者在“關心的＂及“關愛的＂兩個選項

上，明顯高於其他正向情緒（兩選項之平均數分別為2.73、3.13，2.87、3.07），

主要是由於其他正向情緒選項，如活躍的、活潑的、生氣勃勃的，皆為個

人心情之描述，至於“關心的＂、“關愛的＂則有個人與新聞事件相連接

之意，畢竟新聞內容涉及生命安全會讓觀眾想進一步“關心”、“關愛＂

事件當事人的後續狀況；同時，也由於受試者沒有看到墜樓過程，不像跳

樓組觀看後可從畫面中得知跳樓當事人的生命是否存在危險性，因而使非

跳樓組更加“關心＂事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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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血跡新聞 與 非血跡新聞 引發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至於血跡組與非血跡組的情緒反應是否存有差異性？觀看滅門血案新

聞出現客廳地板大片血跡與沒有看到血跡畫面卻清楚從電腦動畫瞭解命

案現場情況的兩組受試者，對於相同的新聞內容、不同的新聞畫面，是否

會產生情緒差異？本研究將血跡組與非血跡組的情緒反應進行獨立樣本 t

檢定，資料結果如下：  

 

表十：  血跡新聞 VS.非血跡新聞 情緒反應 t檢定 

血跡新聞  非血跡新聞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正向情緒    

活躍的 1.67     1.60 - .04 

關心的     3.27     3.07  .42 

活潑的     1.27     1.53 -1.80 

關愛的     2.93     2.80  .48 

生氣勃勃     1.40     1.87 - .64 

負向情緒    

厭煩的     2.60     2.13 1.65 

沮喪的     2.60     2.80 - .11 

戰戰兢兢     2.47     2.27 1.02 

緊張的     2.87     2.67  .91 

自訂選項    

痛苦的     1.47     1.50     .879 

害怕的     1.40     1.57     .477 

絕望的     1.33     1.57     .319 

興奮的     2.67     2.67    1.00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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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血跡組與非血跡組對於血跡新聞、非血跡新聞的情緒反應

並沒有顯著差異，導致此結果有三種可能：一、血跡鏡頭本身未具備有讓

受試者心情不悅的視覺因素，所以無論觀眾有沒有看到血跡畫面，都不會

造成強烈的情緒表現。二、筆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乃由於樣本數太小，

導致無法獲得更客觀的資訊；也就是說，一旦實驗樣本數具一定的規模，

那麼受試者情緒反應的差異性將可更明顯表現出來。三、亦有可能由於台

灣觀眾長期被訓練成對驚悚畫面“習以為常＂，此部份將在第五章第二節

的研究限制中進一步討論。 

 

接著，從心情量表的情緒反應平均數繼續探討實驗文本對兩組受試者

引發的情緒反應，是否存在某種趨勢？以下分析亦將心情量表中的自訂選

項併入討論，其結果請見圖七： 

 

 

                                                             血跡組 

平均數                                                       非血跡組 

   3.5-    3.27        2.93                                           

   3.0-        3.07       2.80                2.6 2.80     2.87                 2.67 2.67    

   2.5- 1.67                           2.60  2.13     2.47 2.27     2.67                 

   2.0-  1.60         1.53     1.40 1.87                                 1.50 1.40 1.57  1.57 

   1.5-        1.27                                             1.47           1.33 

   1.0-                                 

   0.5-                                  

    0-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自訂情緒 

活   關   活   關   生    厭   沮  戰   緊      痛  害  絕  興 

      躍   心   潑   愛   氣    煩   喪  戰   張      苦  怕  望  奮 

      的   的   的   的   勃    的   的  兢   的      的  的  的  的 

                          勃             兢 

                          的             的 

 

 

圖七： 血跡組、非血跡組 觀看悲劇性新聞 情緒反應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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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滅門血案新聞，負向情緒強 

儘管受試者觀看血跡新聞、非血跡新聞的情緒反應並沒有“顯著差

異＂，然而，由圖七的平均數分布圖可看出，兩組受試者對於滅門血案新

聞皆傾向較強的負向情緒（兩組“緊張的＂平均數分別為2.87、2.67，“沮

喪的＂分別為2.6、2.80，“戰戰兢兢的＂分別為2.47、2.27）。儘管兩組受

試者的負向情緒表現較明顯，然再進一步觀察，觀看血跡畫面的受試者除

了沮喪的選項外，其負向情緒反應普遍略強於未觀看到血跡畫面的受試

者。換言之，觀眾觀看血跡鏡頭確實會感到較厭煩、戰戰兢兢、以及緊張

的。另一方面，我們可從圖七中找出兩個組別最大的情緒落差：血跡組比

非血跡組更感到厭煩（平均數分別為2.60、2.13）、非血跡組則較血跡組更

加生氣勃勃的（平均數分別為1.87、1.40），此結果對照圖二十一（p.55），

兩組受試者對新聞場景印象深淺差異最大的畫面：血跡組對於水泥地上血

跡斑斑、凶刀、客廳大片血跡、以及家屬在客廳哭泣等畫面印象較深，非

血跡組對於警方拍攝採證、推送病床、記者詢問鄰居及兇嫌畫面等鏡頭留

下較深印象；將“印象差異性最大的畫面＂比對“情緒反應落差最大＂的

選項，做出大膽推論：觀看血跡畫面會讓人格外感到厭煩；沒有目睹血跡

鏡頭，而是從警方採證、詢問鄰居等其他畫面了解新聞內容的受試者，情

緒反應則比較生氣勃勃。整體而言，無論滅門血案新聞或跳樓新聞，實驗

結果都再再證實：新聞畫面若涉及人類生命安全的悲劇性新聞確實會帶給

受試者較強的負向情緒。 

 

 

兩組受試者皆“關心、關愛＂血跡事件發展 

兩組受試者觀看滅門血案新聞後，在正向情緒的“關心的＂及“關愛

的＂兩個心情選項上有強烈反應（平均數分別為3.27、3.07，2.93、2.80）。

由於滅門血案為被動地遭人殺害、因而喪失生命（不同於跳樓屬於主動結

束生命），所以更容易引起觀看者的同情心而不自主地對含冤的新聞當事

人產生更多關心、關愛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不論跳樓新聞或血跡新聞，

兩則悲劇性新聞所引發的負向情緒皆明顯強於正向情緒，同時正向情緒

中，又同時以“關心的＂及“關愛的＂兩個心情選項最為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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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悲劇性新聞的『單一構圖』與觀眾印象深淺 

的關連性 

 

哪些新聞畫面會讓觀眾印象深刻？這些畫面又具有哪些共同特質？

是本小節要探究的主軸。首先，將跳樓及血跡新聞中的每一個剪輯畫面歸

納出其影像策略(如大景、特寫的運鏡)，接著對照受試者填寫“新聞場景

印象深淺量表＂的問卷結果，將兩造資訊進行比對分析，從中瞭解新聞畫

面的影像策略與觀眾對畫面的印象深淺，兩者間存在怎樣的關連性。  

 

表十一：跳樓新聞之鏡頭影像策略 VS. 觀眾印象深淺     （單位：%） 

跳樓新聞之鏡頭影像策略 觀眾對新聞場景之印象深淺 

新聞畫面內容 影像策略
沒印象 模糊印象 有印象 印象極深

跳樓組 非跳樓 跳樓組 非跳樓 跳樓組 非跳樓 跳樓組 非跳樓

1 消防員搬運救生氣墊   中景     20.0 46.7 80.0 53.3

2 女子蹲在頂樓邊緣    仰角 大景   13.3  26.7 33.3 60.0 66.7

3 消防員勸說跳樓女子   左右搖鏡 13.3  20.0 13.3 33.3 40.0 33.3 46.7

4 消防員攤開救生氣墊   中景 6.7  6.7 13.3 40.0 33.3 46.7 53.3

5 女子墜地瞬間 上下搖鏡  20.0 6.7 13.3 33.3 33.3 60.0 33.3

6 消防員衝至氣墊救女子 跟拍鏡頭   6.7 26.7 20.0 13.3 73.3 60.0

7 女子在救生氣墊上   中景  13.3 6.7 40.0 40.0 46.7 53.3

8 女子被抬上擔架  中景   6.7 26.7 60.0 66.7 40.0

9 跳樓男子臉部特寫 特寫 20.0 20.0 40.0 53.3 13.3 20.0 26.7 6.7

10 男子與消防員僵持 大景 6.7 13.3 13.3 46.7 33.3 40.0 46.7

11 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 中景 40.0 6.7 53.3 13.3  80.0 6.7

12 男子墜樓  (馬賽克) 上下搖鏡 60.0 13.3 26.7 13.3  73.3 13.3

13 救護車 （陷阱題） 26.7 46.7 20.0 20.0 33.3 33.3 20.0

14 消防員俯視墜地男子 中景 13.3 33.3 40.0 40.0 13.3 23.3 33.3 13.3

15 跳樓男子抬上擔架 俯角 大景 6.7 6.7 13.3 20.0 53.3 26.7 26.7 46.7

16 男方家屬 （陷阱題）26.7 26.7 40.0 13.3 6.7 26.7 26.7 33.3

17 醫院急診室 （陷阱題）40.0 33.3 46.7 46.7  20.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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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血跡新聞之鏡頭影像策略 VS. 觀眾印象深淺      （單位：%） 

血跡新聞之鏡頭影像策略 觀眾對新聞場景之印象深淺 

新聞畫面內容      影像策略

 

沒印象  模糊印象  有印象  印象極深 

血跡組 非血跡 血跡組 非血跡 血跡組 非血跡 血跡組 非血跡

1.警方進入黃色警戒區    中景 6.7 6.7 33.3 20.0 46.7 40.0 13.3 33.3

2.急診室推送病床         大景  13.3 6.7 46.7 40.0 40.0 53.3

3 水泥地血跡斑斑(血跡組) 特寫  6.7 13.3  80.0 

警方朝客廳拍攝(非血跡組) 中景  20.0  40.0  40.0

4.警方朝地面拍攝，採證  中景 6.7 6.7 13.3 26.7 53.3 20.0 26.7 46.7

5.凶刀(非血跡組為陷阱題) 特寫  13.3 6.7 53.3 33.3 20.0 60.0 13.3

6.訪問死者鄰居(中景) 馬賽克 6.7 20.0 20.0 33.3 40.0 40.0 40.0

7. 警方押送兇嫌 中景   33.3 13.3 66.7 86.7

8 玻璃上血跡(血跡組) 特寫 6.7 33.3 46.7  13.3 

  兇嫌特寫(非血跡組) 特寫    100.0

9.水泥地上血腳印(血跡組) 特寫  20.0 53.3  26.7 

  員警在太平間(非血跡組) 大景  46.7  46.7  6.7

10.急診室醫師(血跡組) (陷阱題) 20.0 46.7 26.7  6.7 

死者送往太平間(非血跡組) 大景 26.7  33.3  40.0

11. 訪問兇嫌 特寫 6.7 6.7 33.3 26.7 60.0 66.7

12. 一群人包圍兇嫌 中景 6.7 13.3 6.7 86.7 86.7

13 一人越警車，毆打嫌犯 中景 26.7 13.3 73.3 86.7

14. 死者房子外觀 大景 13.3 6.7 53.3 20.0 20.0 33.3 13.3 40.0

15 樓梯間血跡(血跡組) 主觀跟拍 20.0 53.3  26.7 

  記者詢問鄰居(非血跡組) 中景 6.7 33.3  26.7  33.3

16 客廳大片血跡(血跡組) 馬賽克 13.3 13.3 33.3 26.7 66.7 46.7

17. 家屬在客廳哭泣 中景 6.7 26.7 46.7 73.3 46.7

18家中走廊上血跡(血跡組) 中景 6.7 13.3 40.0  40.0 

  凶殺現場圖示(非血跡組) 電腦動畫 6.7 20.0  40.0  33.3

19 死者及小孩照片(非血組組) 電腦動畫 33.3 6.7 40.0 26.7 13.3 40.0 13.3 26.7

20.家屬在凶宅門口哭泣   中景 13.3 13.3 33.3 73.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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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色調明暗影響印象深淺 

首先，就跳樓實驗文本來看，新聞內容相當清楚地劃分為兩個不同場

景：女子跳樓為白天場景、男子跳樓為深夜場景。分析結果發現：無論跳

樓組或非跳樓組，受試者對女子跳樓的印象皆遠比男子跳樓的印象來得深

刻（兩組受試者對女子跳樓印象極深的畫面包括：消防員搬運救生氣墊 80%

及 53.3%、女子蹲在頂樓邊緣 60%及 66.7%、消防員攤開救生氣墊 46.7%

及 53.3%、女子墜地瞬間 60%、消防員衝至氣墊救人 73.3%及 60.0%、女

子在救生氣墊上 46.7%及 53.3%、女子被抬上擔架 66.7%）。至於男子跳樓

部份，除了跳樓組對於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及墜地當下的兩個鏡頭記憶深

刻之外〈分別為 80.0%、73.3%〉，其餘畫面，無論哪一組受試者普遍皆“印

象模糊＂（跳樓組與非跳樓組印象模糊的畫面包括：男子臉部特寫 40.0%

及 53.3%、消防員俯視墜地男子 40.0%及 40.0%、醫院急診室 46.7%及

46.7%）。受試者對於白天場景的畫面印象較深，此乃因為新聞主角可明顯

呈現；至於深夜場景的畫面，由於色調灰暗導致螢幕呈現的新聞主體較模

糊，故受試者不易留下深刻印象。總而言之，影像色調明亮的畫面容易加

深記憶；影像色調灰暗的畫面容易讓人遺忘。 

 

   

   

圖八：影像色調明亮‧容易加深印象 

      (白天跳樓場景) 

圖九：影像色調灰暗‧容易遺忘 

      (深夜跳樓場景) 



 
 

44

畫面內容震憾強度決定印象深淺 

    回歸本實驗的目的之一，在於測量墜地及血跡畫面是否會加深觀眾的

印象並產生心理衝擊？跳樓新聞實驗文本一共剪輯了三個跳樓鏡頭（女子

墜地瞬間、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男子墜樓撞到鐵窗），此三個鏡頭正是

跳樓組（真實呈現）與非跳樓組（畫面刪除）的差異處；研究結果明顯發

現：跳樓組對這三個跳樓畫面的印象“極為深刻＂〈分別為 60.0%、80.0%、

73.3%〉，但沒有觀看跳樓畫面的受試者對於這三個畫面幾乎沒有太深的印

象〈對女子墜地畫面“有印象＂的比例為 33.3%、對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

“印象模糊＂為 53.3%、對男子墜樓畫面“沒印象＂為 60.0%〉。換言之，

目睹跳樓過程這種極具視覺震撼的畫面，確實會在受試者腦海中留下深刻

印象。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在實驗進行時，特地觀察受試者收看跳樓新

聞的情緒表現，發現一個現象：當電視螢幕出現女子跳樓鏡頭的當下，有

部份受試者會出現尖叫、皺眉、驚恐或將頭別開、不願直視等反應，顯示

並非人人皆能接受這類的悲劇性畫面。總而言之，畫面內容的震撼強度將

直接決定觀眾對其記憶深刻的程度，無庸置疑，驚悚效果十足的跳樓墜地

畫面絕對讓觀眾難以忘懷。 

  

 

  

圖十：並非人人能接受悲劇性畫面 

       (女子墜樓) 

圖十一：具震憾效果之畫面‧印象深刻

  (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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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血跡畫面與觀眾印象深淺的關連性如何？滅門血案實驗文本的

重點在於企圖以“凶殺命案現場大片血跡＂的畫面設計來瞭解血跡鏡頭

與受試者記憶之間的關連性，實驗結果發現受試者對於數個血跡畫面“印

象極深＂〈跳樓組印象極深的畫面：水泥地上血跡斑斑 80.0%、凶刀 60.0%、

客廳大片血跡 66.7%〉，證實血跡畫面如同跳樓鏡頭般，會因畫面內容具

驚悚性質而讓觀眾記憶深刻。平心而論，跳樓鏡頭具十足的動態驚恐作

用，而大片血跡畫面則易讓觀看者“想像＂案發當時的凶殘經過、甚至被

害者的慌張驚恐，兩者同樣具有強化視覺震憾效果、達到記憶深刻的作用。 

 

  

 

仰角鏡頭‧現場感十足 

仰角及俯角的鏡頭語言分別為暗示崇高與貶謫之意，在一般新聞畫面

中並不常使用。基本上，跳樓新聞所呈現的仰角、俯角鏡頭乃由於攝影記

者必須配合事發地理環境的特殊性而不得不採用的取景角度，所以並不適

用於上述的鏡頭語言。然而，正因為仰角鏡頭的罕見，再加上此為跳樓新

聞特有的鏡頭運用，故讓觀眾有親臨現場的感受（透過鏡頭，彷彿自己就

是正仰頭觀看的現場圍觀民眾）；本實驗文本中的仰角鏡頭〈女子蹲在頂

樓邊緣〉，兩組受試者皆“印象極深＂（分別為 60.0%及 66.7%），顯示拍

攝跳樓事件所採用的仰角鏡頭相當容易讓受試者留下深刻印象。 

圖十三：跳樓仰角鏡頭‧彷彿親臨現場    

圖十二：畫面內容震憾度決定印象深淺

        (滅門血案現場大片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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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鏡頭‧印象深刻 

本研究發現特寫鏡頭確實會讓觀眾記憶深刻。滅門血案實驗文本的特

寫鏡頭包括訪問兇嫌、訪問死者鄰居、凶刀及數個血跡畫面，其中，凶刀

與兇嫌相關畫面都讓觀眾記憶深刻〈兩組受試者對訪問兇嫌印象極深的比

例分別為 60.0%、66.7%；對凶刀印象極深比例為 60.0%、100%〉。值得注

意的是，非血跡組竟然高達百分之百的比例對兇嫌的臉部特寫留下深刻印

象，應證了強調拍攝主體的特寫鏡頭確實會讓觀看者的注意力聚焦。就實

務經驗論述，攝影記者進行人物訪談時，習慣採取受訪者胸部以上的特寫

鏡頭，再加上當事人的談話內容往往就是新聞事件重要的說明，所以新聞

中的訪問畫面相當容易勾起受試者的記憶。  

 

     

圖十四：鏡頭尺寸大小影響記憶‧右列特寫鏡頭易加深印象 

（由左至右為大景、中景、特寫） 

 

相反地，若畫面的主體比例偏小，其所傳遞的訊息會相對減弱。血案

實驗文本中有數個血跡鏡頭：玻璃上血跡、水泥地上血腳印，受試者並未

因畫面內容出現血跡而留下深刻印象〈比例集中在“有印象＂：46.7%、

53.3〉，此乃由於畫面中的血跡面積佔全螢幕的比例明顯偏低，再加上色調

較暗，受試者視線易失焦、印象不深刻。  

圖十五：拍攝主體尺寸小‧易失焦‧印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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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時間長短‧左右印象深淺 

 

特寫的鏡頭語言在於迫使觀眾眼光聚焦在畫面所呈現的人事物上，容

易讓觀看者印象深刻，但本研究資料卻發現受試者對於跳樓新聞中唯一的

特寫鏡頭--跳樓男子臉部特寫--印象模糊〈兩組受試者的比例為 40.0%、

53.3%〉。特寫鏡頭之所以未能達到聚焦效果，乃由於當時站在遠處的攝影

記者是利用長鏡頭好不容易捕捉到事件當事人的臉部特寫，然而，鏡頭持

續不到兩秒鐘，亦即一閃而過的畫面往往無法讓人留下深刻印象。同樣畫

面剪輯時間較短的還包括消防人員從頂樓俯視墜樓男子的鏡頭，同樣未能

讓受試者留下深刻印象〈兩組受試者集中在“印象模糊＂：40.0%、40.0%〉。 

 

從另一個角度探討，本實驗文本的前半段是描繪女子跳樓經過，其中

有多個氣墊畫面不斷出現（消防人員搬運氣墊、攤開氣墊、女子墜落在氣

墊上），氣墊相關畫面的總秒數為 21 秒，不斷重覆出現致使觀眾“連帶地＂

對所有氣墊相關畫面皆印象深刻〈兩組受試者對上述三個畫面“印象極

深＂的比例分別為 80.0%、53.3%，46.7%、53.3%，46.7%、53.3%〉。同時，

血案新聞中有關兇嫌的畫面也不斷重複達四次之多，尚包括長達 14 秒的訪

問鏡頭，兇嫌畫面出現時間長，連帶加深觀看者對此相關畫面的印象〈兩

組受試者“印象極深＂畫面，包括“警方押送兇嫌＂66.7%、86.7%，“訪

問兇嫌＂60.0%、66.7%，“一群人包圍兇嫌＂86.7%、86.7%，“毆打嫌犯＂

73.3%、86.7%〉。實驗結果證實：畫面時間長短確實會左右觀眾印象深淺：

時間愈短，愈不易留下印象；時間愈長，愈易留下深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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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的魔力  

  

   

 

上述研究結果發現跳樓及血跡畫面會因內容具強烈視覺震憾效果而

加深觀眾的印象，然而，在電視實務經驗中，這些畫面往往必須以馬賽克

處理後方能播出，於是產生了一個問題：造成觀眾印象深刻的原因是畫面

內容使然？抑或馬賽克處理所導致？從實驗文本的設計並無法得知馬賽

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必須強調的是，依照電視新聞剪輯原則，跳樓、

血跡、屍體等具視覺震憾效果的畫面必須經過馬賽克等後製方式進行處

理，所以許多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就以“失焦＂的手法進行拍攝，或者在

後製剪輯時利用馬賽克加以處理。因此，就實務經驗而言，將墜樓、血跡

畫面與馬賽克後製分開討論並無太大意義。本研究兩則實驗文本中，刻意

設計以馬賽克處理的“男子墜樓＂及“客廳大片血跡＂兩個畫面，皆讓受

試者留下深刻印象〈73.3%、66.7%〉，原因除了墜樓及大量血跡本身就具

有悚動效果之外，更重要的是，觀眾從過往經驗可推測馬賽克處理的鏡頭

必為驚悚或不雅的畫面，故後製處理雖設法掩蓋血腥、驚悚鏡頭，卻可能

反而引發觀眾的好奇心而更加集中注意力、留下更深刻的印象。此外，馬

圖十六：現行法規不得出現此鏡頭 
        （2004 年南亞海嘯） 

 

圖十七：馬賽克後製處理屍體畫面 

（2004 年南亞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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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克效果彷彿是以毛砂玻璃阻擋它人觀看，反而促使觀眾有偷窺的欲望；

上述種種原因都可能造成收看者對馬賽克處理的畫面印象深刻。 

 

必須提出討論的是，儘管馬賽克與驚悚畫面同樣會讓觀眾記憶猶新，

但兩者帶給觀眾的心理衝擊卻可能存有差異性，本文設計雖未能解答沒有

馬賽克處理的驚悚畫面可能帶給觀看者的情緒影響，但反觀台灣媒體在處

理車禍或凶殺事件時，關於血跡鏡頭的處理原則至今仍無一標準；一般而

言，大範圍的血跡鏡頭會以馬賽克處理，但小範圍的血跡畫面則會真實呈

現，然而範圍大小的界定往往在於攝影記者“心中的那把尺＂，如此以

“自由心證＂的標準做為新聞畫面的把關依據，可說相當危險。  

 

         

 

 

    

 

聲音效果 

    本研究亦發現畫面的聲音效果會影響受試者的印象。血跡新聞實驗文

本一共剪輯了四個現場背景音十分強烈的畫面：一群人包圍兇嫌、一人越

過警車毆打嫌犯、家屬在客廳哭泣及家屬在門口哭泣。研究結果發現受試

者對這四個畫面皆留下極深的印象〈兩組受試者對上述畫面“印象極深＂

的比例分別為 86.7%、86.7%，73.3%、86.7%，73.3%、46.7%，73.3%、66.7%〉，

分析其原因就在於現場聲音（毆打兇嫌民眾的怒罵聲及家屬痛哭聲）具有

十足的震憾效果，相當容易讓收看者記憶深刻。事實上，電視新聞剪輯社

會案件時，常偏好使用救護車警鈴聲、家屬哭號等具現場音效的畫面；本

實驗證實，這些具有強烈現場音的畫面確實會在觀眾心裡留下深刻記憶。 

圖十八：  
血跡範圍決定畫面處理方式  
(真實呈現) 

圖十九：  
攝影記者以失焦方式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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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拍手法‧加強印象 

本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現象：近年來，台灣新聞攝影記者愈來愈偏好的

“跟拍手法＂相當容易讓觀眾留下深刻記憶。跟拍鏡頭的使用，不管是攝

影記者以主觀方式前進拍攝（例如主動前進某一新聞現場的行進過程）、

或是鏡頭持續跟著拍攝主角移動的方向前進（例如跟隨某人找尋事件焦

點），兩者都有強烈藉由攝影機帶領觀眾目擊新聞現場的意涵，也都暗藏

著觀眾偷窺欲的滿足。本實驗本文中的跟拍鏡頭為女子跳樓後，原本站在

遠處的攝影記者立刻衝上前去拍攝躺在氣墊上的女子之前進過程；不但鏡

頭移動的速度相當快速、讓緊張氣氛頓時升高，同時鏡頭彷彿就是觀眾的

雙眼，由遠處的旁觀者姿態立刻成為第一線目擊者的角色。換言之，跟拍

鏡頭可強烈營造出親臨現場的氛圍，很容易讓觀眾記憶深刻〈兩組受試者

對此畫面印象極深的比例分別為 73.3%、60.0%〉。至於另一個跟拍鏡頭是

滅門血案新聞中，攝影記者沿階梯而上，一路拍攝地板上的血跡，儘管螢

幕中的血跡範圍不大且剪輯畫面時間不長，但受試者“印象極深＂及“有

印象＂的比例仍佔 80.0%，可見跟拍鏡頭確實能讓觀眾留下記憶。 

 

             

電腦動畫 

滅門血案實驗文本中，特地設計新聞實務中慣用的“凶殺現場圖示＂

之電腦動畫以及死者照片來取代血跡畫面，實驗結果顯示電腦動畫並不會

加深受試者的印象，而是停留在“有印象＂的範圍〈非血跡組對上述畫面

集中於“有印象＂40.0%、40.0%〉。電腦動畫（Computer Graphic）的視覺

效果完全迥異於攝影機的拍攝畫面，電視新聞剪輯採用電腦動畫不外乎下

列幾種狀況：（一）新聞內容需要文字或圖表加以輔助說明（如某項法案

內容、數據比例圖），（二）攝影機無法拍攝之畫面或拍攝角度難以展現全

貌（如總統出訪國家路線、顯微鏡下的病毒），（三）藉由電腦動畫可更清

楚解釋某一動作的發生過程（如切風造成的墜機、車禍撞擊過程、生態工

法的運作原理）。依電視實務經驗，記者處理社會案件時，經常使用“事

發現場圖示＂或“死者照片及相關資料＂的電腦動畫加以輔助說明，研究

結果顯示，電腦動畫並未能讓觀眾留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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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悲劇性新聞的『整體架構』與觀眾印象深淺 

的關連性 
 
 

新聞畫面的剪輯，基本上必須配合新聞旁白的鋪陳，無論新聞旁白是

描繪事發過程的敘事法、或是先論結局再重頭闡述經過的倒敘法，原則

上，同一段落的新聞剪輯，必然依循一定的邏輯性與連貫性（例如，將病

患抬上擔架、救護車行駛、醫院急診室，這三者的剪輯順序必須合理化）。

既然剪輯順序依循一定的邏輯性，那麼我們可進一步討論新聞畫面的整體

架構是否與觀眾的印象深淺存在某種程度的關連性。  

 

本研究將新聞畫面的整體架構歸納出四大軸線：背景交代、氣氛醞

釀、發生焦點、事件收場。簡單地說，一般的新聞架構大體上是依這四大

軸線展開鋪陳：也就是先交代新聞事件的背景資料，然後描繪為何會引發

成為新聞事件，接下來講述新聞主要的焦點，最後以事件後續發展作為結

束。依此四大軸線對照受試者對實驗文本架構中每個畫面的印象深淺程

度，便可進一步分析實驗文本的整體結構與受試者印象深淺之間是否存在

關連性。  

 

    必須留意的是，跳樓新聞的剪輯有其特殊之處，記者習慣一開始即出

現跳樓現場，也就是新聞架構以“氣氛醞釀＂為開端，接著才回過頭來說

明背景資料及陳述事件焦點，最後才交代事件的後續發展。由於跳樓主角

有兩位，所以新聞架構在第一階段故事結束後，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背景

交代〈也就是新聞旁白說明：她的男朋友也在自己家中跳樓…〉，除省略

再一次的氣氛醞釀之外，其餘皆重覆進行。圖二十為跳樓新聞之實驗文本

的整體結構與受試者印象深淺的對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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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樓組              

                                                            非跳樓組 

                                                       80 

   ﹪             80                                         

   80-  66.7                    73.3                    73.3           

印 70-  ‧               60              66.7                      

象 60-  ‧          53.3  ‧        53.3                      

極 50- 60   46.7     ‧         60   ‧      男子與消防員僵持          

深 40-     ‧    53.3 46.7            46.7         46.7               46.7     

   30 -    33.3   搬救生氣墊      33.3  女子                 

     --------------------------------------------在氣墊--------------------------------------------- 

有                                      60‧        46.7              

印                                                     躍身墜下      53.3 

象                       女子墜地                   撞擊鐵窗 

     ----------------- 攤開救生氣墊 ---------------------------------------------------------------  

模糊                             女子被抬上擔架                    53.3        40.0 

印象                     消防員向前衝         53.3  40.0             40.0 

     ---------------------------------------------------------- 男子特寫 -----------------------------  

沒                                             

印象                                               60  

氣氛     背景    發生     事件     背景     發生    事件 

醞釀     交代    焦點     收場     交代     焦點    收場 

 

  圖二十：跳樓畫面架構 vs. 印象深淺程度  

 

 

墜樓鏡頭具震憾性‧加深整體新聞印象 

由圖二十可以發現：紅色曲線的跳樓組與藍色曲線的非跳樓組對畫面

的印象深淺變化有相當大幅度的雷同。整體而言，受試者對於整則新聞的

印象有相當高的比例停留在“印象極深＂的範圍（兩組印象極深的畫面數

比例分別是 71.4%、64.3%），顯見新聞本身若具震憾性，那麼觀看者會連

帶對整則新聞有加深印象的效果。尤其跳樓組因為觀看數個真實的跳樓鏡

頭，強烈的視覺震憾致使受試者對於整則新聞的印象有非常高的比例停留

在“印象極深＂的階段（48.24%），高於沒看到跳樓鏡頭的非跳樓組

（34.90%）。另外，從曲線走勢可以明顯看出：本實驗文本的前半段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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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集中在“印象極深＂，而後半段曲線則有明顯下降趨勢；以此對照實

驗文本的畫面內容：新聞前半段描繪的是女子跳樓，而後半段講述的是男

子跳樓，兩組受試者在實驗文本後半段皆有曲線下滑趨勢〈除了跳樓組對

男子墜地畫面印象深刻之外〉，此現象剛好呼應上一小節有關“色調明

暗＂的分析：男子跳樓的時間為深夜，整則新聞後半段的畫面全為灰暗色

調，故不容易讓受試者留下印象；而女子跳樓時間為白天，所以受試者印

象相當深刻。 

 

    本實驗文本欲測試的焦點之一，乃墜樓畫面是否會對觀看者產生影

響？實驗文本中一共設計三個墜樓畫面，研究結果顯示這三個畫面確實讓

跳樓組“印象極深＂〈女子墜地瞬間“印象極深比例＂為 60%、男子從頂

樓一躍而下 80%、男子墜樓撞擊鐵窗 73.3%〉。另外，兩條曲線出現最大

差異的地方在“男子墜地撞到鐵窗＂及“男子一躍而下＂兩個畫面，非跳

樓組對此畫面幾乎沒有印象（沒印象 60%、印象模糊 53.3%），這樣的結

果合乎常理，因為對非跳樓組而言，此為陷阱題，實驗文本根本未剪輯墜

地鏡頭。至於跳樓組，由於男子墜地過程不斷撞擊鐵窗，非但具視覺震撼

性，且墜樓過程發出撞擊鐵窗之巨大聲響，也頗具驚嚇效果，再加上連續

剪輯兩個不同角度的墜地畫面，驚恐時間拉長，更容易加深受試者的印象。 

 

綜觀圖二十的曲線分佈，分析受試者印象深刻的鏡頭，包括警方搬運

救生氣墊、女子墜地、警方衝至氣墊搶救、男子從頂樓一躍而下、及男子

墜樓撞擊鐵窗等，歸類其特性有二：一為相關畫面不斷重複、總畫面出現

時間較長者，例如救生氣墊相關鏡頭總長度多達 21 秒，故受試者容易記住

救生氣墊的相關畫面；二為墜地過程的驚悚畫面，例如女子墜地、男子從

頂樓一躍而下及男子墜樓撞到鐵窗，只要新聞畫面內容悚動，都會直接加

深受試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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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醞釀及發生焦點印象最深；易遺忘驚嚇過後的畫面 

本研究有一項有趣的發現：跳樓組觀看男子墜樓畫面的印象達到整則

新聞的高峰〈印象極深比例為 73.3%、80.0%〉，但隨後的畫面〈消防人員

俯視墜地男子〉印象深淺度卻立刻降到“模糊印象＂〈40.0%〉。印象模糊

有幾種可能原因：一、消防人員俯視墜地男子的畫面色調頗為灰暗，不容

易勾起受試者記憶，二、研究者大膽推論此現象是由於男子墜樓畫面過於

悚動，受試者視覺感官受到刺激之餘，容易遺忘驚嚇過後看到的畫面〈此

大膽論斷在血跡新聞中將再一次得到驗證，見 p.57〉。 

 

至於整體故事鋪陳與觀眾印象深淺的關係：跳樓新聞打從一開始描繪

一對情侶相約跳樓結束生命，新聞內容的鋪陳及氣氛醞釀就具有強烈的戲

劇效果，因而讓受試者的印象始終處於深刻狀態。跳樓組在劇情高潮點，

也就是女子墜地瞬間及消防員衝至氣墊搶救女子，這兩個畫面的印象都相

當深刻〈比例為 60%、73.3%〉，新聞後續發展的印象依舊維持深刻狀態； 

受試者之所以未如同觀看男子墜樓後，因驚嚇而遺忘其後的畫面，乃由於

女子墜樓畫面緊接的是一連串警方衝至氣墊搶救的鏡頭，同性質的畫面頗

多，讓受試者對女子墜地的後續畫面仍維持深刻印象。值得關注的是，非

跳樓組並沒有看到女子墜地瞬間的鏡頭，竟然仍有 33.3 % 的受試者對這

個畫面印象深刻，分析原因應為該鏡頭前後畫面的剪輯手法，讓觀眾有十

足的想像空間：首先，新聞出現該名女子蹲於頂樓邊緣，強烈表達出若女

子重心稍為不穩，極有可能墜落身亡的訊息給受試者，接下來的鏡頭為女

子躺在救生氣墊上、一群救生員簇擁而上準備搶救的場景，兩個畫面中間

雖然沒有墜樓過程，但中間醞釀的緊張氣氛，確確實實讓受試者有相當大

的連想空間，也因此，儘管非跳樓組沒有看到女子墜地瞬間的鏡頭，卻因

為畫面剪輯醞釀出強烈的想像空間，導致受試者對未觀看到的畫面仍覺得

印象深刻。以此推論來檢視非跳樓組的另外兩個墜地畫面：男子從頂樓一

躍而下、男子墜樓撞到鐵窗，受試者大多“無印象＂（40%、60%），原因

除了非跳樓組確實沒有看到此畫面，故沒有留下印象之外，另外還有一個

可能原因：檢視新聞剪輯手法可以發現有關男子跳樓的畫面較為片段、連

想空間不強烈，畫面先是出現相當短暫的男子臉部特寫、接著是消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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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梯上、男子往下跳以及消防人員朝下探視的鏡頭。每個畫面的秒數都

相當短、畫面傳達的訊息非常零碎而片段，連想空間不若女子跳樓畫面來

得強烈。總而言之，故事整體架構的剪輯若具有強烈的劇情張力及十足的

氣氛醞釀，那麼將導致受試者連帶地對於新聞前後畫面有加深印象的作

用。 

 

接下來，繼續探究滅門血案新聞畫面鋪陳與受試者印象深淺之間的

關連性，架構依背景交代、氣氛蘊釀、發生焦點、事件收場為發展主軸： 

                  

                           . 兇嫌特寫                                       血跡組 

                         100                                                非血跡組 

平均數               押送兇嫌          包圍兇嫌                               

            80 地上血跡    . 86.7         86.7       86.7               

印  80-      ‧ 斑斑                        86.7  毆打   大片血跡 家屬客廳哭泣  家屬門口哭泣 

象  70-                  ‧66.7          ‧66.7  ‧ 73.3    ‧66.7‧73.3             ‧73.3 

極  60-            53.3         ‧60   60                            66.7 

深  50- 採樣     訪問鄰居          凶刀  訪問兇嫌            46.7 

  40- 46.7      ‧      ‧40                  ‧40          40   33.3                 ‧40 

    30-       40.0   40                     房子外觀 詢問鄰居          走廊血腳印                  

      ------------------------------------------------------------------------------------------------- 

有        ‧53.3  ‧53.3                                   ‧53.3               玻璃血跡 

印     ‧46.7  水泥血腳印 ‧46.7        46.7        樓梯血跡         ‧46.7 

象     ‧40               推送病床       一群員警                             ‧40   ‧40 死者照片 

--------------------------------------------------------------------------兇案現場 CG-----------             

模糊                                                        

印象                                                

      ------------------------------------------------------------------------------------------------                   

沒                                                   

印象                                              

 

       背景交代     氣氛縕釀          發生焦點         事件收場 

 

 

   圖二十一：血跡畫面架構 vs. 印象深淺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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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躍式選擇血跡畫面留在腦海；易遺忘驚嚇過後的畫面  

由圖二十一可發現：兩組受試者對於滅門血案新聞的印象如同跳樓

組，有較高比例停留在“印象極深＂的範圍（兩組“印象極深＂畫面數比

例分別是 61.1%、83.3%），呼應上述所言：新聞本身若具震憾性，將使觀

看者對整則新聞有加深印象的作用。不過，進一步仔細觀察圖二十一的曲

線走勢圖可以看出，不同於跳樓新聞的曲線分為白天、黑夜前後迥異的分

佈狀況，血跡新聞的曲線大致是呈現波峰、波谷起伏的波浪狀，亦即跳躍

式的記憶曲線；換言之，受試者對於滅門血案的畫面傾向於“選擇性記

憶＂，至於選擇的標準如上節所述，凡是有關血跡鏡頭、作案兇嫌、具衝

突性的打架鏡頭、以及具聲音效果的家屬哭泣畫面，都是曲線上揚、記憶

深刻的主要畫面。值得注意的是，沒有看到血跡畫面的受試者對於整則新

聞的印象有相當高的比例集中在“印象深刻＂的範圍（畫面數比例為

83.3%），研判是因為新聞內容所陳述的悲劇性讓受試者印象深刻，也就是

說，只要新聞內容悲劇性十足，即使沒有血跡畫面也同樣足以讓人記憶猶

新。  

 

至於本實驗文本欲測試的焦點：血跡畫面是否會對觀看者產生影響？

文本中一共設計七個與血跡相關的鏡頭，而這七個鏡頭也確實有部份畫面

讓受試者“印象極深＂〈水泥地上血跡斑斑 80%、凶刀 60%、客廳大片血

跡 66.7%、家中走廊上血跡 40%〉。這樣的結果再次證實：血跡畫面如同

跳樓鏡頭具有驚悚性質，確實會讓觀看者留下深刻記憶。至於其它三個血

跡畫面：玻璃上血跡、水泥地上血腳印、樓梯間血跡，受試者的記憶傾向

於“有印象＂（46.7%、53.3%、53.3%），而非“印象深刻＂，原因在於畫

面中的血跡面積佔全螢幕的比例明顯偏低，受試者視線易失焦，導致印象

不深刻。更進一步觀察，血跡組對於畫面印象深刻的第一個高峰出現在

“水泥地上血跡斑斑＂（80%集中在“印象極深＂），然而，緊接的下一個

鏡頭：“水泥地上血腳印＂的印象卻突然下滑（53.3%集中在“有印

象＂），為何同樣為血跡鏡頭，只因剪輯順序前後差異竟造成記憶深淺的

不同？研判主要原因在於受試者所填寫的新聞場景印象深淺量表中，“水

泥地上血跡斑斑＂為問卷中第一次出現有關血跡的選項，因此得到強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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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但之後問卷中出現有關血跡場景的描述，會讓受試者有認知與現實

的落差，例如“水泥地上血跡斑斑＂和“水泥地上血腳印＂兩選項如何區

隔？由於文字無法具體描繪新聞場景，導致問卷中有關血跡的選項易混淆

受試者腦海中的記憶，此部份將在第五章第二節的研究限制中再詳述。  

 

另一方面，從新聞架構四大軸線觀察：血跡新聞進行到氣氛醞釀、故

事發生焦點時，受試者的記憶最為深刻。不過，當進一步分析氣氛醞釀及

故事發生焦點的新聞畫面時，可以發現這部份的畫面包括了死者鄰居描繪

案發經過、訪問兇嫌、警方押送嫌犯、民眾包圍兇嫌、怒毆兇嫌、以及客

廳出現大片血跡〈血跡組“印象極深＂的比例分別是 40.0%、60.0%、

66.7%、86.7、73.3%、66.7%；非血跡組“印象極深＂比例分別是 40.0%、

66.7%、86.7%、86.7%、86.7%〉，畫面留下深刻記憶的原因如同前一小節

所分析：畫面時間長〈兇嫌相關畫面〉、聲音效果〈包圍兇嫌、怒甌兇嫌〉、

以及特寫鏡頭，都會讓受試者記憶深刻。曲線走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

方：非血跡組在兇嫌特寫這個選項達到印象曲線高峰後，接下來“一群員

警在太平間＂的畫面印象立刻下滑〈有印象比例 46.7〉，本文大膽推論乃

由於受試者看到滅門血案兇嫌的特寫，視覺感官受到刺激之餘，容易遺忘

驚嚇過後所看到的畫面，此現象正與跳樓實驗文本相呼應！ 

 

    另外，曲線圖最引人注目的是，非血跡組所有受試者對兇嫌特寫鏡頭

一律“印象極深＂〈比例 100.0%〉，之所以有此現象，研判應為非血跡新

聞裡完全避開血跡鏡頭，使得兇嫌的相關鏡頭成為抓住該組受試者目光的

焦點，這也使得諸如押送兇嫌、歐打兇嫌、兇嫌等鏡頭，就成為非血跡組

印象最深的畫面群組。換言之，一旦沒有血跡這類驚悚畫面，那麼次一類

較具視覺感官刺激的影像將遞補上去，成為受試者印象較深的群組；或

者，從另一個角度解釋，新聞畫面就像是階梯一般被儲存在腦海中，印象

深刻的在階梯上層，印象淺的在階梯下層；不同畫面、不同印象、不同的

上下階梯儲存著，一旦畫面剪輯刪除掉最上層、最具視覺感官刺激的影

像，那麼次一級的畫面將取代而成為觀眾印象深刻的主要畫面。同樣地，

新聞若刻意剪輯血跡等更具視覺感官刺激的鏡頭，那麼這些畫面將越過原

本記憶順序，成為觀看者印象最深刻的內容。儘管血跡組同樣有兇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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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受試者卻因為看了許多血跡鏡頭導致兇嫌畫面被儲存在次一級的印

象位階中；非血跡組沒有觀看到血跡鏡頭，所以兇嫌畫面容易引發注意，

再加上特寫鏡頭原本就相當容易聚焦，兩項因素強化後，使得兇嫌特寫在

非血跡組中留下了高達 100%受試者印象極深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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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性別對於悲劇性新聞畫面的情緒差異 

 
性別差異會不會影響其對悲劇性新聞的情緒反應？一般刻板印象認

為男性較勇敢膽大，女性較柔弱膽怯，這種刻板印象是否會反應在收看悲

劇性新聞的情緒上？實驗問卷中的基本資料填寫，將有助於釐清性別與悲

劇性新聞情緒引發之間的關連性。本實驗樣本數一共為六十人，其中跳樓

組男生共 13 人、女生共 16 人、未註明姓別 1 人；血跡組男生共 19 人、女

生共 10 人、未註明姓別 1 人。從四組受試者的問卷資料進行 t 檢定作差異

比較，結果如表十三： 

 

表十三：  男女對於跳樓新聞、血跡新聞 情緒差異 t 檢定 

              跳  樓  新  聞   血  跡  新  聞    

男 生    女 生 男 生    女  生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平 均 數  平 均 數  t-test 

正向情緒  10.29   9.56 1.17  10.65  10.80 - .20 

活躍的 1.64 1.19 1.49 1.80   1.30 1.84* 

關心的 2.93 2.94 - .03 3.05   3.40 -1.15 

活潑的 1.50 1.13  1.94* 1.40   1.40 0 

關愛的 2.79 3.13 -1.26 2.70   3.20 -1.62* 

生氣勃勃 1.43 1.19  1.21 1.70   1.50    .51 

負向情緒  12.50 12.13  .58 9.95  10.70  - .88 

厭煩的 3.21 2.75  1.71* 2.55   2.00 1.73* 

沮喪的 3.00 3.06 - .23 2.70   2.70   0 

戰戰兢兢   3.07 2.63 1.30 2.10   2.90 -2.53* 

緊張的 3.21 3.69 -1.99* 2.60   3.10 -1.75* 

自訂選項       

痛苦的    2.92   3.00  - .298   2.82   3.33  -1.339 

害怕的   2.42   2.94  -2.020*   2.65   3.11  -1.435 

絕望的   2.54   2.69  - .418   2.44   2.89  -1.081 

興奮的   1.46   1.25    .920   1.56   1.11   1.307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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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易站在被害者角色‧負向情緒強  

研究結果發現，觀看悲劇性新聞時，女性的負向情緒反應確實比男性

來得明顯：在跳樓新聞方面，男性只明顯感到“厭煩的＂（t＝1.71*，*p

＜.10），但女性卻同時感到“緊張的＂及“害怕的＂ （t＝-1.99*、-2.020*，

*p＜.10）；血跡新聞方面，男性同樣只感受到“厭煩的＂（t＝1.73*，*p

＜.10），而女性卻明顯覺得“戰戰兢兢的＂及“緊張的＂ （t＝-2.53*、

-1.75*，*p＜.10）。由於跳樓鏡頭直接挑戰視覺的忍受程度，故對性格較

趨膽怯的女性而言，易產生強烈緊張、害怕的情緒；至於血跡畫面，則是

因為內容涉及家人生命安全，故對具有母性特質的女性觀眾，自然會有強

烈緊張以及戰戰兢兢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兩個實驗文本（跳樓及血跡

新聞），男性皆明顯感受到“厭煩＂、而女性則皆明顯覺得“緊張＂，顯

見男性厭於收看負面素材的新聞，而女生看到這類影片則會特別緊張。 

 

至於正向情緒則是男性較女性來得顯著：男性對於跳樓新聞明顯感到

“活潑的＂（t＝1.94*，*p＜.10）、對血跡新聞則是明顯“活躍的＂（t＝

1.84*，*p＜.10）；而女性只在血跡新聞中出現顯著“關愛＂的正向情緒 （t

＝-1.62*，*p＜.10）。本文大膽推論，男性觀看跳樓新聞之所以有明顯的

正向情緒，乃由於男性向來勇於接受挑戰、刺激，對於墜地這種視覺震憾

度極強的影像，接受度較女性為大，且會以“戲劇性＂觀點詮釋，故情緒

反應較女性明顯地“活潑＂。另外，觀看血跡新聞時，男性的觀看角度未

必如女性站在被害人的立場，而是以旁觀者、甚至是同為男性的兇嫌立場

來審視此具暴力傾向的新聞事件，故男性對滅門血案會感到格外地活躍。

至於具母性特質的女性，對於涉及家人生命安危的血跡新聞，除了感到緊

張之外，實驗結果也顯示女性對被害人會產生更多同情及關愛的心情。 

 

綜合上述討論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不同性別觀眾收看悲劇性新

聞時會各自站在不同的角色去詮釋新聞：女性會站在跳樓當事者、滅門血

案被害人等弱勢的一方，而男性則較容易傾向拯救跳樓者的消防員、滅門

血案的旁觀者或兇嫌的角度來看待這類新聞事件；思考立場不同，因而產

生女性收看悲劇性新聞的負向情緒較男性強烈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