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台灣電視新聞沿革、電視新聞圖像、電視新聞學習、及電視新聞

資訊處理理論等方面進行更為詳細的討論。 

 

第一節 台灣電視媒體四十年沿革與小報化 

 

2005 年 7 月 31 日，新聞局公佈了電視台換照審查結果，其中有七家電視台

因未通過審查而面對停台的窘境。1 這項結果公佈以後引起社會高度關注，連國

外記者組織也表示關切。反對新聞局這項作法的人認為這有違新聞自由；另有一

派的人卻認為，「執照審議是讓放任已久、市場失靈的媒體產業結構開啟調和契

機」（轉引自《目擊者》，2005，頁 48）。 

 

新聞局的舉措是否恰當不是本論文所欲討論的重點，不過我們可從此事件中

發現，「市場失靈」被認為是台灣電視新聞媒體亂像之源。McManus（1995）以

美國媒體為例，他指說自上世紀八 O 年代中期開始，有越來越多證據顯示新聞

學在美國社會正經歷一場本質上的變革，以傳統新聞價值為依歸的專業新聞報

導，轉變成以服務市場為基礎的新聞學。McManus 雖以美國社會作為他探討市場

導向新聞學的情境，但這並非是僅出現於美國的特殊現象。布赫迪厄（1996）曾

在電視訪談中指出，「要了解法國電視第一台進行的事情，就必須了解它存在於

一個由相互競爭的不同電視台間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世界中」（林志明譯，2002，

頁 58、59）。布赫迪厄認為，市場占有率及競爭很大程度上左右了電視台的運作，

這甚至是一場由收視率來裁判的鬥爭。李瞻（1984）分析以市場利益為導向的商

業電視台並指出其基本性質有兩大特點及四項缺失，前者為：（一）以爭取最高

                                                 
1 七家電視台為︰東森新聞S台、龍祥電影台、華爾街財經台、蓬萊仙山、歐棚、彩虹、CASA。 



利潤為終極目標；（二）廣告客戶是主要收入來源；後者則是：（一）新聞、公共

事務討論之匱乏；（二）文化、教育、科學及藝術性節目被忽略；（三）娛樂性節

目太多，且大多品質低劣；（四）廣告太多、太吵，有欺詐觀眾之嫌。 

 

要了解台灣電視新聞的演變，不得不先對國內電視媒體發展沿革進行探討。

蘇蘅（2002）將台灣電視新聞四十年的發展分成三個時期：（一）1962 至 1987 年

的戒嚴時期；（二）1987 至 1993 年的解嚴初期；（三）1993 至 2002 年的頻道開放

期。台灣首家成立的電視台「台視」於 1961 年成立，並在隔年 10 月試播，接著

在一周後首度播報新聞。直至 1979，台灣總共出現了三家電視台，除了台視，

還有分別於 1969 及 1979 年成立的「中視」及「華視」。這三家成立於戒嚴時期

的電視台在政府及執政黨的支持下展開，屬於國家機器，同時交雜市場控制的力

量。無論是節目或新聞製作，這三家電視台所呈現的意識型態均以政令宣導貫徹

始終。直到 1987 年解嚴以後，政府控制的力量依然存在，但市場動力機制也逐

漸滲透，電視新聞尺度漸漸放寬，不過政治及選舉新聞仍舊受到黨國緊密監控。

1993 年起，台灣電視媒體發生巨大變化，有學者稱之為「解除規約」或「市場

化」（陳炳宏，2001）。「市場化」的電視媒體以追求市場利潤為重點訴求，竭盡

所能吸引觀眾以期在市場占有率保有優勢，並藉此吸引廣告主注意。在市場驅動

下，政府開播衛星電視頻道，並在短短數年內出現超過一百個頻道。市場競爭白

熱化，導致電視新聞無論在結構、主題或內容都出現了極大的改變。蘇蘅分析頻

道開放以後的電視新聞具有三項特色：（一）娛樂、社會及廣告化新聞充斥晚間

新聞時段；（二）新聞娛樂化或小報化；（三）無線電視台觀眾流失，觀眾不再具

有忠誠度。 

 

鍾起惠（2003）認為，新聞產製在市場理論之下，新聞的本質是一件商品，

新聞價值以娛樂為導向，觀眾只是這些商品的消費者。鍾起惠整合國外學者 Meier 

& Trappel (1998)及 Dahlgren (1997)的論述並指出，市場競爭對新聞內容具有積極



及消極的影響效應。從積極面來說，媒介產業保有一定程度的競爭狀態，使新聞

呈現更多元豐富的內容；從消極面而言，日趨白熱化的競爭導致媒介內容充斥羶

色腥。有人將這種充滿羶色腥的新聞形容為「小報式」的報導，並將這種現象稱

為「小報化」（tabloidization）。 

 

「小報化」概念出現於十九世紀末的黃色新聞時期。「小報」最早流行於英

國倫敦，特指方便公眾攜帶的微型報紙，小報的讀者群主要鎖定在非菁英階級的

勞工大眾，因此小報的內容也多以罪案、名流緋聞、奇趣逸事為主。因此，小報

化絕對不是廿一世紀專有的現象，小報化之所以引起廣泛討論，那是因為許多被

視為捍衛傳統新聞專業的嚴肅媒體也開始出現小報化的情況，最典型的例子就是 

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柯林頓與白宮實習生陸文斯基的性醜聞一案。網路媒體興

起也被認為是造成小報化大行其道的原因，傳統媒體為了生存，不得不竭盡所能

留著閱聽人與廣告主。揭發柯林頓性醜聞的媒體英雄就是專門扒糞的網路玩家

Matt Drudge，Drudge 在他自己開設的網路新聞 Drudge Report 上向他的電子訂戶傳

送了總統柯林頓與實習生陸文斯基的醜聞（張駿瑩，1996）。Gripsrud（2000）指

出，「小報化」並非學術專有名詞，只是媒體界的一個流行術語（buzzword），隱

含的意思通常是指新聞專業的淪落，喪失了媒體在自由民主社會所應扮演的崇高

角色。 

 

到底該如何定義「小報化」？Sparks（2000）認為可以從三方面著手。首先 

指的是新聞內容，從這個觀點來看小報化具有兩項特色︰一是較不重視政治、經

濟及社會議題，側重體育、醜聞及娛樂；二是過分關心無論是名人或一般民眾的

隱私。其次則表現在媒體對各類新聞事件重視的先後次序（priority），以小報化

現象而言，充滿娛樂元素的新聞通常較獲優先處理，廣電媒體尤其明顯。第三則

是不同媒體形式（media forms）的品味轉移，Sparks 引述的例子是美國 Jerry Springer

的節目，內容多涉及同性戀、婚外情等，主持人將當事人請到現場，甚至還製造



衝突場面，比如讓婚外情的第三者躲在幕後，在關鍵時刻才出來對峙。Jerry 

Springer 的節目幾乎與小報電視（tabloid television）畫上了等號。 

 

牛隆光（2005）分析台灣電視新聞「小報化」及其守門研究中指出，電視新

聞的「小報化」表現特徵可分為形式內容與專業的表現。形式內容即又可被分為

形式與內容兩個方面的特徵，前者涵蓋的面向包含「重點呈現的小報化」、「內容

呈現的小報化」及「效果呈現的小報化」三項次特徵；後者則有「新聞本質的小

報化」、「新聞處理的小報化」二項次特徵。至於專業表現方面，有新聞調度、記

者角色認知、新聞元素、及新聞敘事等四項特徵。電視新聞小報化模糊了傳統硬

性及軟性新聞的界線，使到許多原應以嚴肅態度對待的政治、公共議題、經濟等

硬性新聞有「軟性化」的表現，比如傾向強調或大肆報導涉及政治人物的個人隱

私、八卦緋聞等。誇張、花俏的包裝手法及絢麗視覺的感官似乎成了今日電視新

聞的必備元素，我們看到電視新聞出現越來越大、越來越多的標題、圖案標誌、

跑馬燈文字等，類似電影模擬動畫及配樂的出現也日益增多。 

 

 台灣電視媒體發展逾四十年，從早期深受黨政控制，到目前自由市場的開

放，電視新聞無論是內容或形式都發生巨大的變化。電視新聞的小報化現象著實

堪憂，各家新聞台為了拉高收視率，無所不用其極，觀眾除了看到越來越多娛樂

化的資訊，電視新聞的鏡面設計也日愈感官化，充斥畫面的各類標題、跑馬燈、

圖案標誌等，讓人眼花撩亂。位明宇（2005）將新聞台鏡面發展概略分成五個時

期：三台電視初期，競爭影響下的實體背景出現（1962–1986）；三台改變期，

雙主播變化與實體字卡出現（1986–1993）；有線電視初期，從有線電視到 SNG

的競爭（1993–1998）；三台衝擊期，跑馬燈與切割畫面的廣泛運用（1998–

2003）；鏡面繽紛期，主題畫面與各式標框的出現（2003–2005）。 

 

國內電視媒體在六 0 年代只有台視，因為科技不發達，當時電視新聞可說沒



有任何所謂的鏡面，觀眾在電視機上看到的都是實體。步入七 0 年代，隨著彩色

電視問世、人造衛星的使用，加上中視及華視的成立，電視新聞鏡面出現新元素

如照片、標題字幕、影片等。直到 1993 年台灣「有線電視法」通過，媒體開放，

有線電視遽增，這時期電視新聞鏡面最重要的改變就是 SNG 的使用及跑馬燈的

出現。有線電視台利用新科技贏得收視率，讓過去廿多年來三台寡占的局面急速

瓦解，這使到初嚐勝利果實的有線電視台蠢蠢欲動，急欲在鏡面設計上進行更多

樣化的改變，爭取市場觀眾。2003 年美伊戰爭開始，中天新聞台在鏡面設計上

大膽創新，多元化的呈現使之拿下收視冠軍，這更鼓舞了其他新聞台競相模仿（位

明宇，2005）。 

 

 市場競爭是國內電視新聞台鏡面發展的主要動力。位明宇指出，在整個四十

三年的發展當中，觀眾的權益是最被忽略的，只有市場與科技的不斷衍生。接受

訪問的幾位媒體人也承認，他們根本無從知道觀眾的喜好，收視率是唯一的指

標，「別人有，我們也要有」更成了不成文的規定。然而，諷刺的是，大家其實

不知道收視率的提升與鏡面設計是否有一個直接的因果關係。 

 

 電視新聞鏡面設計元素有很多，就專業電視製作而言，這些都屬於電視圖

像。本研究在接下來第二節針對電視圖像進行詳細討論，尤其是本研究深感興趣

的新聞標題及跑馬燈。 

 

第二節 電視新聞圖像之字幕–標題及跑馬燈 

 

Wurtzel & Rosenbaum (1995)認為，電視圖像（television graphics）包括所有

的文字（lettering）、插圖（illustrations）、照片（photographs）、標題（titles）、以

及製圖（drawings）。劉新白、沈文英、及陳清河（1997）則指出，「圖像」或「圖

案」的稱謂容易忽略了文字在其中的重要性，而圖像與文字在電視製作中同樣重



要，因此「圖文」一詞更為恰當。不論圖像、圖案、或圖文，皆泛指出現在電視

畫面上所有的視覺資料（影像除外），這可包括所有為電視攝影機所準備的二度

空間的資料，如圖片、字卡、解說圖、地圖、表格等；電腦科技的發達，這類視

覺資訊更進入了三度空間的境界。 

 

圖像或圖文的產製有非電子及電子繪製類型。非電子繪製圖文，又稱攝影棚

圖文（studio graphics）、或攝影機圖文（camera graphics）包含了所有需要使用電

視攝影機或經由副控室內投射幻燈機、反射圖卡機等設備才能完成的視覺資訊，

比如字卡、幻燈片、地圖、圖表等。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大部分電視台都有現

進的電腦配備，使到新聞後製工作變得更加多元豐富，也更靈活。電子繪製類型

的圖文（electronically generated graphics）利用電腦製作，可自由讀取及存檔，

主要的三種電子繪圖設備有：文字機（character generator）、繪圖機（graphics 

generator）、及電子影像儲存系統（electronic still store system, 簡稱 ESS）。文字

機可設計出供電視使用的文字，也有傳統字卡的功能。利用文字機可自由變換字

體的大小及類型，透過簡單的指令也可將文字安排在電視畫面不同位子，甚至使

之在畫面上移動，例如跑馬燈。繪圖機則提供了上百至上千種的顏色、線條、形

狀、筆法等，以創造出千變萬化的電視圖文，包括複雜的二度空間 2–D 及三度

空間 3–D 動畫。電子影像儲存系統提供高容量系統，能夠抓取任何視訊來源的

任何一格畫面，並存入磁碟中（Zettl, 1992; 劉新白、沈文英、陳清河，1997）。 

 

圖文的功用包括：（1）清楚傳達資訊；（2）透過圖文的風格表達節目的情緒

（mood）及調子（tone）；（3）透過視覺資料呈現事實（facts）、概念（concepts）、

或過程（processes），以協助觀眾明白訊息內容。當然，圖文還有另一大功能就

是吸引觀眾的注意（Wurtzel & Rosenbaum, 1995; Zettl, 1992）。 

 

所有出現的電視新聞畫面上的視覺資訊（影像除外）都可統稱為圖像或圖



文。換言之，我們所看到的各類標題、跑馬燈、新聞台的標誌、天氣、時間、樂

透彩、表格、地圖、圖表等等，都是電視新聞圖像。本論文的研究對象是所有出

現在新聞 VCR 中的各類標題（天空標、地標）以及跑馬燈，至於其他圖像不在

本論文研究範圍，因此將不再贅述。 

 

這裡必須特別提出的一點是，根據本研究向國內有線電視台 TVBSN 的程小

姐了解到，業界將電視新聞的天空標、地標、人名標、地名標、記者標、跑馬燈、

口白等文字訊息泛稱字幕。字幕不包括由電腦繪製的各類「字卡」、「圖卡」、及

動畫（2D 和 3D）。這些利用電腦繪製的圖像，業界將之稱為「電腦動畫」或「電

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s, 簡稱 CG），例如模擬災難、統計圖表、地圖解說、

各類名單、文告、及其他為配合新聞內容，增強視覺效果所製作的繪圖或動畫（褚

瑞婷，2005）。國內的新聞台在製作天空標的時候，會將其中的一些文字製作成

旋轉、閃爍、爆破等動畫特殊效果。若根據業界對新聞圖像的區分，這樣的一則

標題內，其實包含了字幕與電腦繪圖兩種元素。本研究認為字幕與電腦繪圖是兩

種截然不同的新聞圖像，由於本論文不打算將電腦繪圖納入研究範圍，因此在接

下來的討論中，除非是個別敘述，否則會將天空標、地標以及跑馬燈一律統稱為

字幕。 

 

 字幕與圖像、聲音在共有的時間及空間內形成多方位、多信息的傳播手段，

是現今電視節目、新聞製作一種不可或缺的表達元素。它能從視聽兩方面強化重

要的資訊，減少不必要的解說（張曉鋒，2001）。字幕可應用於新聞標題及節目

中作為說明性的提示字幕，或者充當轉場及串聯內容之用（張麗，2002）。張曉

鋒將電視節目中常用的字幕歸納成以下六類： 

 

一、說明性字幕 

 對畫面進行輔助性介紹，例如人名、地名、時間及事實梗概等等。 



二、強調性字幕 

 針對畫面或解說內容進行強調，協助或加深觀眾對內容的理解；可透過兩

種方式進行，一是將內容精髓打成字幕，二是重複解說內容，達成強調效果。

製作人也可透過幾種形式來達到強調的作用︰一是讓字幕在畫面上佔據相

當大的比例；二是讓字幕在畫面上停留較長的時間；三是為字幕上填加光亮

或閃爍的效果；四是使用動態字幕。 

 

三、信息性字幕（或稱補充性字幕） 

 補充解說內容之用，或於正播放的節目或新聞中發布即時消息，如天災人

禍、節目變動等資訊。 

 

四、文學性字幕 

 不為介紹或補充解說內容，是某種類似文學語言的作用，使觀眾看了以後

產生引申和聯想。 

 

五、結構性字幕 

 具有串聯的效用，達到強化主題、承先啟後的作用，使內容結構更為流暢。 

 

六、渲染性字幕 

 對內容的氣氛、基調、情緒進行渲染，做出評論或驚嘆等主觀性文字訊息，

以期感染觀眾。 

 

張麗指出，新聞標題或字幕「植根於新聞之中，是新聞中最重要、最有新聞 

價值的那份事實的濃縮和概括」（彭朝丞，1989）。新聞標題表達的內容必須揭示

事實真實，與內容一致、概括新聞內容，突出新聞主題、及文字精練易懂。新聞

標題的呈現應該兼顧畫面整體結構，以不干擾觀眾視覺為大原則，每項標題不宜



超過 16 字，停留時間以 8 秒為適中，同時字體的選擇及造型對畫面的美感也具

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最重要是必須清晰、質樸、大方，因此建議多用楷書、仿宋

及黑體字。 

 

電視新聞標題因其出現在鏡面上的位置不同而可略分為︰醒目標題（又稱天

空標）及底側標題（又稱地標或內容標題）。醒目標題是新聞 VCR 播放時，位於

畫面最上方的標題；底側標題則是位於畫面最下方的標題（牛隆光，2004；褚瑞

婷，2005）。根據本研究針對國內兩家有線（TVBS-N 及三立）、一家無線（中視）

及公共電視台於 2006 年十月及十ㄧ月份的晚間新聞觀察所得，醒目標題長約 10

字，字體及顏色的運用多元豐富；底側標題長度介於 14 至 15 字，使用的字體及

顏色固定。一則新聞的醒目標題是不變的，底側標題則會隨著內容旁白或口述而

改變。一般而言，一則新聞的底側標題最少有一則，最多五則（詳細情形參閱第

三章）。 

 

同樣的，跑馬燈亦可依其位置區分為三類：直行跑馬、置下水平跑馬、及置

上水平跑馬。直行跑馬通常置放於畫面的左側或右側，從畫面由下往上移動，常

見用於新聞快報、重大訊息公佈、提示重點新聞。置下水平跑馬置於畫面下方，

從畫面右方往左移動，常見用於提示重點新聞。置上水平跑馬則置於畫面上方，

由畫面左方往右移動，常見用於公告節目預告、頻道異動、公共事項公告等（陳

銘華，2004）。跑馬燈使用的字體和顏色，以及背景顏色各新聞台不同，不過每

節新聞保持不變。 

 

陳銘華（2004）指出，大部份電視台同時使用兩種跑馬或標題。根據本研究

的觀察所得，TVBS-N 的晚間新聞不設醒目標題，只有底側標題，以及置下水平

跑馬；三立的晚間新聞大部分時候有醒目和底側標題，以及置下水平跑馬，偶爾

也會出現置上水平跑馬；中視有底側標題及左側直行跑馬；至於公共電視則只設



底側標題。 

 

（一）TVBS-N 

 
 

（二）三立 

 

 

（三）中視 



 
 

（四）公視 

 

 

由此可看出，每家電視台在標題及跑馬燈的使用上各有不同，因此新聞畫面

的視覺資訊多寡亦有異。新聞台動用這麼多人力、物力、財力在新聞鏡面設計上，

往往是因為「別人有，我們也要有」的心態作祟，誠如他們不知道這是否對提升

收視率有直接幫助，他們也同樣不知道對觀眾的認知會否造成負荷。為此，本研

究希望以鏡面設計元素中的標題及跑馬燈為對象，透過實驗法，試圖找出若電視

新聞配上不同數量的標題及跑馬燈，對觀眾學習電視新聞資訊會有什麼影響。選

擇以數量為研究準則，是研究者發現各家新聞台在標題及跑馬燈的使用上各有不

同；而特別選擇標題及跑馬燈，是因為有研究曾指出，這兩者是觀眾收看電視新



聞時視線最常停留的位置（鄧佩珊，2004）。電視是影音雙重文本媒體，觀眾收

看電視新聞要同時兼顧影像與聲音的資訊，若再加文字訊息，觀眾資訊處理的負

擔無疑加重。此情況會否因為電視台使用過多的文字資訊而造成認知負擔更沉

重？在了解人們處理資訊的認知過程以前，有必要先知道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聞

資訊的因素為何。 

 

第三節 閱聽人電視新聞學習效果 

 

許多人認為，電視是廿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也是最強而有力的大眾傳播媒 

體。其複雜的科技與技術，不僅將聲音與影像結合呈現在螢幕上供眾人觀賞，電

視的問世也引發許多關心這項新媒體到底會對世人造成怎樣的影響而進行了很

多研究，比如葛柏納於 1976 年所提出的「涵化理論」（Cultivation theory）即是

針對電視暴力內容進行分析後所發展出來的觀點，理論的中心概念是：電視內容

可以建構（涵化）觀眾的世界觀。儘管此理論過後遭受許多嚴苛的批判（其中有

許多學者認為人際傳播可能比電視對個人態度形成的影響更為強大），但此研究

無疑是早期少數發現電視內容不僅對個人的行為具有一定的影響力，也可能影響

個人的內在世界，比如態度、價值觀等等（翁秀琪，1992）。 

 

電視在最初的發展階段被視為是娛樂媒介，經營商業電視的業者都有共識，

認為這項新媒介的生存方式將依賴廣告利潤來維持，而要吸引廣告主、提高廣告

收入最有效方法就是產制娛樂節目（Winch, 1998）。Winch（1998）認為，以廣告

主支持、娛樂節目為導向的經營模式，對後來電視新聞的發展及演進具有很大的

影響。Winch 從知識論（epistemological）、組織（organizational）、功能（functional）

及方法（methodological）四個方面來說明傳統新聞學與電視新聞及娛樂三者間之

異同︰ 



 

一、知識論 

新聞於一個原意用來提供娛樂的媒介出現，本質上之不同，難免造成虛

實難分的情況出現。電視新聞與娛樂最大之不同在於前者是立刻及無法

預估的，後者則可以透過彩排、演練及預錄的方式來呈現。電視新聞與

傳統新聞最大的不同在於電視觀眾覺得自己是事件的參與者，因為生動

的畫面讓他們有如親臨現場，這點與電視娛樂的性質有點相似。另外，

電視的影音雙重文本結構（無論是新聞或娛樂）養成觀眾的被動，因為

觀眾無需在腦海中想像事件如何發生，只要盯著螢幕，跟上節奏即可。 

二、組織 

在電視台的組織架構中，新聞的地位比娛樂來得低，這與傳統新聞媒體

記者的地位有明顯差異。廣告主對電視媒體影響頗深，傳統新聞媒體則

不然。電視新聞造就明星記者，往往這些明星記者也成為吸引觀眾的關

鍵，這點與娛樂明星頗為相似。 

三、功能 

電視媒介處理新聞的方式深度及廣度均不如傳統新聞學，而且電視新聞

的目標群通常都是社會中受教育程度較低者，這一階層的人較不看報紙

或新聞雜誌。根據FCC2（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聯邦通信

委員會）規定，電視廣播業者必須提供公共服務節目，業者因此透過製

作電視新聞來滿足這項要求。換言之，電視新聞成為電視廣播業者的商

業手段，是換取廣播執照必須付出的代價。 

四、方法 

廣播業者以製作娛樂節目的技術及人員來生產電視新聞，導致電視新聞

無論在包裝或內容皆缺乏傳統新聞學所要求的專業水準。 

                                                 
2聯邦通信委員會（FCC）–主管美國廣播與電信業務的政府機構，負責掌理非聯邦政府機關（包

括州政府與其他地方政府、民間商業）使用無線電頻率之分配管理。 



 

以上是 Winch 的觀點，有其獨到之見解，也有較不符合目前電視媒體生態之

處，比如隨著有越來越多專業學院及大學提供廣播電視相關科系，電視新聞工作

者的專業性也日漸提高。另外，隨著資本主義入侵市場，幾乎所有的媒體，無論

是印刷或電子媒體都需要依賴廣告收入來維持生存。新聞專題節目也提供了具有

深度的報導，彌補電視新聞的不足。 

 

電視存在的目的是為觀眾提供娛樂，新聞則是給人們提供資訊，而我們從許

多調查發現，人們收看電視的目的不僅僅只為了娛樂，也包括吸收新訊息，那麼

電視作為一個娛樂媒介在傳遞資訊方面是否能達到讓觀眾有效學習的目的？關

於這方面的研究，其結果可以說是相當兩極。七 O 年代多項電視新聞學習效果

的研究結果指出，觀眾從每晚播出的十五到二十則新聞當中只能回憶起一或兩則

新聞內容（Neuman, 1976; Katz et al., 1977; Gantz, 1978）。後來的研究則提出比較正

面的結果，Robinson & Levy（1986）發現，新聞的屬性（硬性或軟性內容）、觀

眾對新聞事件或內容是否有先前知識（prior knowledge）、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等

都會影響觀眾電視新聞學習的效果。 

 

觀眾的個人因素固然是關鍵，電視影音結構也是造成學習效果不佳的另一主

因，觀眾必須同時兼顧新聞主播或記者的旁白及所播放的影像，造成認知負擔，

進而影響學習。學者們雖一致同意電視影音結構導致人們電視學習效果不佳，至

於何者（影像或聲音）才是人們學習電視資訊的最佳管道，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結

果亦很兩極，有者認為聲音比影像更容易為觀眾所理解（邱玉蟬，1996），另有

學者的研究卻發現影像比聲音更有助於閲聽眾的理解（Gunter, 1979; Edwardson, 

Groom & Proudlove, 1976; Graber, 1990）（轉引自陳毓麒，2001）。陳毓麒（2001）

的研究則指出，閱聽人在開始接觸到電視新聞時，是利用聲音訊息來理解電視新

聞；至於在理解電視新聞的相關細節時，則以影像訊息為主。 



 

傳播學者因此提出了一個綜合上述所有觀點的模式來闡明影響觀眾學習電

視新聞的因素。此模式主要包含三項要素：一，媒介訊息的屬性；二，觀眾注意

或關心的要點；三，觀眾接收訊息的情境。三者之間交互作用，相互影響觀眾學

習電視新聞的效果，因而此模式亦稱為具有交互作用的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Graber, 1986）。接下來本文將深入探討這三者如何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聞。 

 

（一）媒介訊息的屬性 

 

訊息內容及其呈現的方式都會影響學習效果。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新聞粗 

略劃分為硬性及軟性新聞。硬性新聞通常指的是當天重大事件，即時的、事實性

的，必須盡快在媒體中呈現最新狀況，比如政治、經濟及外交等課題。軟性新聞

通常較無時效性，或者它並非最重要的新聞事件，而是特別有趣的一個新聞話

題，有些甚至具有娛樂的效果，例如娛樂、藝術及文化。觀眾對於不同的新聞自

然有所偏好，多項調查顯示觀眾傾向於喜歡收看較為屬於是人文趣事之類的新

聞，而不喜歡政治新聞（Wamsley & Pride, 1972; Wober, 1978; Gunter, 1987）。觀眾

對不同性質新聞的記憶程度亦有別，若比較國內與海外新聞，觀眾對於國內新聞

的內容記憶較佳，除非海外新聞與國內民生、局勢有關，才會引起觀眾的注意。

另外，暴力、幽默等也是吸引觀眾注意力的元素，尤其具有前項元素的電視新聞

通常都會播放一些衝突、血腥的畫面（Gunter, 1987）。情緒刺激的影像內容干擾

觀眾學習，使觀眾只記得收看新聞時的情緒刺激而忘記內容到底在講述些什麼

（Zhou, 2005）。因此，能吸引觀眾注意的元素（無論是內容或呈現方式）未必等

於能提升觀眾對相關內容的記憶，本研究將在資訊處理理論的部份進行更詳盡的

說明。 

 

 影響閱聽人學習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前述的電視雙重影音結構，關於這方面



的研究雖無法取得一致的結果，不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影像與聲音的契合度

（redundancy）愈高，閱聽人記憶較佳。當兩者發生衝突，閱聽人傾向於將注意

力放在影像上，因為消耗在處理影像的認知資源較少，這無形中造成閱聽人能回

憶的新聞內容非常有限（Reese, 1984）。研究者對影音文本契合度的定義不斷進

行修正，從早期的雙管道或雙重文本（two channels）、影音文本的絕對契合（exact 

match）、到後來的影音文本語意意義的關係（relationship in semantic meaning）（Lang, 

1995）。 

 

媒介訊息的呈現方式如新聞編排、字幕、預告等都可能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

聞資訊的效果。新聞製作人傾向於將相同屬性的新聞編排在同一節播出，比如同

樣是屬於社會新聞的搶劫及偷竊案件，研究發現這樣的作法影響觀眾學習，因為

過分相似的內容易使觀眾產生混淆（Gunter, 1987）。另外有研究指出，新聞標題

及字幕有助於觀眾回憶新聞內容，尤其是一些硬性及觀眾感到陌生的新聞，如政

治及科技資訊（Reese & Cameron, 1992）。Schleuder & White（1989）針對美國 ABC、

CBS、及 NBC 新聞進行的研究發現，觀眾對於事前有播放預告作為提示的新聞

事件給予較多關注，也較能回憶起這些新聞的內容（Cameron, Schleuder & Thorson, 

1991）。 

 

（二）觀眾學習的動機 

 

Graber（1986）以使用與滿足、認知平衡（cognitive balance）及議題設定三 

項理論來進行探討。 

 

 Graber 認為，根據使用與滿足理論，人們會依據個人需求進行搜索，留意哪

些資訊符合他們的需要，例如進行外匯投資的人會特別關注貨幣、市場及政治動

態，喜歡棒球的觀眾則會關心體育資訊等。當然並非所有的觀眾收看電視新聞都



是有目的的，有許多人將電視開著卻進行其他活動，例如吃飯、聊天等，也有的

將收看電視新聞視為休閒活動的一種。認知平衡理論主要是說人們傾向於避開與

他們認知不和諧或威脅即存認知的資訊，例如台灣泛藍支持者會傾向於無法接受

或不相信任何有關綠營正面消息的報導。議題設定理論的中心概念是大眾媒體報

導的與受眾腦海中認為重要的重點呈現正面相關的關係，換言之，媒體加強報導

的事件，會提升人們對這些報導的重視程度（翁秀琪，1992）。這可能因此促使

電視觀眾特別注意某些新聞報導。 

 

結合前述的討論，我們可以說若非電視新聞的內容與呈現方式足以引起觀眾

注意，不然就是觀眾本身具有目的搜索他們想要獲得的資訊、或相關資訊與觀眾

認知不產生衝突，或觀眾受到媒體誘導，認為某些資訊很重要而特別留意，否則

很多時候大部分新聞都會被觀眾所忽略。 

 

（三）觀眾接收資訊的情境 

 

社會化過程、生活型態、經驗、知識及態度都是影響觀眾接收電視新聞資訊

的情境因素。Graber（1986）指出，個人的社會化過程直接影響他如何選擇接受

資訊，從幼小時培養的習慣會一直延續到成年，甚至終身。根據 Graber 進行的

研究發現，她的男性受試者比女性受試者普遍關心政治議題，因為他們自成長時

期就被鼓勵說應該要關心政治。人際關係也可能影響個人接收的資訊，因為新聞

往往是人們的話題，為了要融入一個社區、家人、朋友及同事的圈子，個人可能

因此得改變接收資訊的習慣。Graber 的一名女性受試者自搬遷到美國中西部的一

個社區後放棄閱讀東岸報章的政治新聞，原因是遭到同事的嘲笑。 

 

先前知識影響個人如何詮釋新資訊，也影響他學習的效果，擁有較多先前知

識者學習新資訊的能力較強，這是因為早前吸收的資訊將協助個人更容易理解及



處理新的訊息。擁有較多先前知識者可能是教育程度較高的、對特定議題深感興

趣而有動機主動去蒐集更多相關資訊的人。 

 

態度方面則包括個人興趣、是否相信消息來源、對媒體的信賴等。個人對何

種消息感到有興趣直接影響了他接收有關消息的意願。至於消息來源可能是發布

消息者或媒體訪問對象等；媒體公信力也直接影響觀眾判斷消息的虛實，以誇

張、煽情見稱的小報新聞（無論印刷或電子媒體）通常都被認為不足以採信。同

時，Grabe, Zhou, Lang & Bolls（2000）進行的一項研究發現，同樣的解說內容，

可是其中一組新聞配上音樂、聲音特效、慢鏡頭、誇張或具侵略性的旁述語調等

製作手法（這些被視作是電視新聞小報化的形式特徵），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

確實會被這些浮誇的製作技巧所影響，他們的注意力的確提高不少，可是對新聞

內容的回憶卻是大打折扣，而且受試者也表示跟一般傳統呈現方式的電視新聞比

較，他們認為製作形式較樸實的新聞其內容比較可信。 

 

綜合以上所有觀點，我們知道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聞資訊的原因非常複雜。

首先，被認為是嚴肅的新聞出現在以娛樂為目的的電視媒介，人們收看電視新聞

往往抱著一種休閒的態度，認為那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因此無法像在閱讀報章

時那般專注。其次，電視潛在的影音結構根本顛覆了傳統新聞慣常的處理手法，

在有限的時間要將事件來龍去脈解釋清楚原本就不容易，還要配合畫面更是難上

加難，因此造成電視新聞只能簡單，或者是表面的將事件交代完即可。於此同時，

稍縱即逝的旁白及畫面使觀眾變得非常被動，一旦不注意可能就遺漏了一些重要

的資訊。從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其他電視新聞製作手法如字幕、預告、項

目編排、主播等都是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聞資訊的因素。了解影響觀眾學習電視

新聞資訊的種種因素後，下一節討論認知系統的資訊處理結構與過程，再將各種

外在及內在因素做連結，即可看出人們學習電視新聞資訊的過程究竟是怎麼發

生、有哪些限制、以及有哪些提高學習效率的方法。 



 

第四節 資訊處理理論 

 

「學習」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認知心理學家 Mayer（1982）將學習定義為︰ 

「由於經驗而在個人的知識或行為方面所產生較為持久性的改變。」這項定義包

含三個要素︰第一，改變是持續且長期性的；第二，改變的重點是記憶中知識的

內容和結構，或行為；第三，改變的原因是學習者在環境中的經驗，並非其他外

在條件如藥物或生理反應所造成（林清山譯，1990，頁 99）。在前一節我們討論

了影響觀眾學習電視新聞資訊的原因，其中包括資訊的屬性、觀眾學習的動機以

及觀眾接收資訊時的情境因素；這三項因素交互作用，同時影響觀眾學習的效

果。可是，學習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過程？這過程牽涉了什麼元素？前一節所討論

影響學習的各項因素在此過程中又具有什麼樣的角色？ 

  

認知心理學家進行了許多關於人類學習的研究，並於六 O 年代提出了資訊

處理的理論，理論的最基本假設就是人類是一架資訊處理器。根據這項假設，學

者們提出兩個非常重要的區別，一個是記憶結構（memory structures）及記憶儲存

（memory stores），另一則是記憶結構及記憶過程（memory processes）（Gunter, 

1987）。 

 

一、記憶結構 

 

有學者認為概念不清及方法錯誤是導致過去電視新聞學習研究結果呈現兩

極的原因。因此，在深入探討「記憶」的認知以前，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先將「記

憶」及「理解」（understanding 或 comprehension）兩項概念區分清楚。Ortony（1978）

指出，記憶與理解是兩個迥然不同的概念，屬於兩個不同認知過程，我們不應該



將兩者混為一談。從認知心理學角度來看，記憶牽涉資訊儲存（storage）、提取

（retrieval）及對已存資訊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理解則指新資訊如何與人們

腦袋裡已儲存的訊息相互作用，進而影響人們對新資訊的解讀或詮釋，因此在理

解層面上，先前知識是關鍵（Woodall, 1986; Woodall, Davis, & Sahin; 1983）。概念

定義不明確，研究方法有誤也是必然。過去研究採用自由回憶（free recall）、輔

助或線索回憶（aided or cued recall）及多重選擇問答（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Woodall 等學者認為受試者回答的結果可能是他們對新聞內容的記憶，也可能是

理解。例如，當受試者在一項輔助回憶中被問及︰“你記得 X 新聞的內容是什

麼嗎？＂，受試者可能回答︰“我記得內容是說 Z 及 Y＂或“我認為新聞的重點

是講述……＂，前者提供的可能是新聞事件的人物、時間、地點等儲存在記憶中

的資訊，後者則是受試者經過一番詮釋後個人對事件的理解。 

 

 很顯然記憶及理解兩者相輔相成，學習則是記憶及理解相互作用的一個過

程。認知心理學者認為記憶結構是由感覺記錄元（sensory register）、短期記憶

（short-term memory）及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所組成。三者功能分述如

下（Gunter, 1987）︰ 

 

 感覺記錄元 

人體感官如眼睛、耳朵所接觸到的刺激或資訊最先進入此區，其所接收

的資訊未經任何處理，生命期極短，這些資訊若沒有進入短期記憶（最

終至長期記憶）大約只維持半秒至一秒的時間即消失（Gunter, 1987）。

感覺記錄元的運作不需資源分配，它是自動自發進行的，容量很大（Best, 

1999, p.95）。 

 短期記憶 

短期記憶的容量有限，每次大約只能容納五至九項資訊。進入短期記憶

的訊息若無法在半分鐘內進一步處理或複述（rehearsed）則會慢慢消失。 



 長期記憶 

學者認為長期記憶的容量是無限的，與其他記憶結構最大的不同是儲存

在長期記憶的資訊是有意義的（meaningful）、有組織的（organized）、及

抽象的（abstract）。長期記憶應該是永久的，當個人無法回憶起某些訊

息，那可能是因為受到其他資訊干擾或沒有線索讓我們的資訊處理器按

圖索驥，找到相關資訊。長期記憶又可分為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及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Woodall, Davis, & Sahin; 1983 ）。 

 

 Woodall, Davis & Sahin（1983）表示，情節及語意記憶分別扮演記取

（remembering）及理解新聞資訊的角色。情節記憶被喻為是事件記憶（event 

memory），包括事件裡的人物、行為、情境及活動流程，甚至是觀察者認為事件

的表徵（Woodall, 1986）。Woodall（1986）認為情節記憶適用於探討電視新聞理

解，原因有：第一，電視新聞敘述結構讓觀眾有如置身現場，得以體會事件發生

經過；第二，情節記憶具有提供脈絡線索（contextual cues）的功能。研究發現，

脈絡線索協助人們回憶電視新聞內容。電視新聞的影像、聲音及文字都可能成為

協助人們回憶的線索，決定因素包括新聞結構及特性，和觀眾的認知技巧。通常

視覺資訊被視為是聽覺文本的脈絡線索，不少研究指出電視新聞呈現的影像、圖

片、繪圖等都能幫助人們事後回憶新聞內容。不過在一些以視覺為主、聽覺為輔

的新聞，聽覺文本即成了提供線索的工具。至於觀眾的認知技巧，有學者認為電

視資訊很多時候透過視覺文本來傳遞，因此處理電視資訊的認知過程包括了圖像

或影像的認知系統。觀眾處理視覺文本的能力因人而異，有些觀眾再現

（represent）、儲存及提取視覺資訊的能力明顯比其他的觀眾強，這些觀眾僅需要

少許重點脈絡線索即可回憶新聞內容。 

 

 Woodall（1986）將語意記憶視為一個龐雜的系統，系統中有許多相互連接

在一起的節（node），這些節可以是文字、概念、屬性等，節與節之間存在著某



種關係，並相互影響。Woodall 將這個系統形容為人類認知系統的“智慧寶庫＂

（mental thesaurus），因為它裡面儲存了個人過去生活經驗及累積的知識。換言

之，語意記憶系統讓我們在接觸新的訊息時，得以利用過去累積的經驗及知識來

詮釋或解讀新資訊。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理解並非一個有或無的過程，而是

多或少的經驗，因此 Craik & Lockart 於 1972 年提出了資訊處理深度（depth of 

processing）的概念，也就是說如果資訊處理程度越深（或越多），所啟動的語意

記憶範圍越廣泛，理解愈好，資訊保留（retention）效果愈佳，反之亦然。Woodall, 

Davis & Sahin（1983）指出，視覺與聽覺文本的契合度、真實性（concreteness）

及生動程度（vividness）是影響語意記憶處理資訊深淺程度的三大因素。視聽覺

文本間的契合度越高，語意記憶被啟動的範圍越廣泛，理解效果越好。真實性可

以被定義為關於人、事、物及情境的資料細節，資料越豐富，被啟動的語意記憶

越多。同樣的，視聽覺文本的生動性也會引發不同程度的語意記憶，越生動者引

發的程度越高。生動性可廣泛的被定義為能夠引起受眾注意，並鼓勵他們建構深

刻心智影像（mental image）的資訊。 

 

二、記憶過程 

 

記憶是由感官記錄元、短期及長期記憶所構成，刺激或資訊經由人體感官如 

耳朵、眼睛接收然後進入感官記錄元。進入感官記錄元的訊息生命期極短，若沒

有獲得進一步處理將在半至一秒內消失。感官記錄元的容量是無限的，同一時間

內可以容納大量訊息，由於資訊稍縱即逝，因此能獲得進一步處理而進入短期記

憶的資訊卻是少之又少。短期記憶與感官記錄元最大的不同是前者的容量很有

限，每次只能容納五至九項訊息，生命期稍長，不過也只有半分鐘，除非能進入

長期記憶儲存，不然同樣會消失。至於長期記憶則是屬於永久性的庫存，可分為

情節及語意記憶，分別扮演記取及理解（新聞）資訊的角色。記憶的形成一環扣

一環，認知心理學家將資訊被接收、處理、儲存、事後回憶的一系列過程分成三



個部份：製碼（encoding）、儲存（storage）及提取（retrieval）。 

 

（一）製碼 

 

製碼指的是人們如何從各種情境中（比如書本或電視）得到資訊的過 

程。製碼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訊息必須與我們的視、聽、嗅、味及觸覺五種官能產

生接觸，進入感官記錄元。誠如前述，進入感官記錄元的訊息必須立即獲得處理，

否則將消失。如果一個人暴露於媒介訊息（mediated message）情境中，這些訊息

將自動的與人體感官發生接觸並進入感官記錄元。自動與感官產生的刺激有兩

類：第一，符合個人需求或目的的資訊；第二，出現突發或異於正常情況的訊息。

不過，製碼也可能是有意識的行為，比如個人選擇注意某則新聞人物的裝扮，那

麼任何關於這方面的訊息都會被接收並獲得處理（Lang, 2000）。 

 

Gunter（1987）認為影響製碼的原因包括刺激（arousal）及注意（attention）。

刺激對學習簡單的資訊有幫助，但過多刺激對學習一些較為複雜及困難的訊息則

會產生反效果。刺激對學習能力的影響除了與訊息簡易度有關之外，與人體一天

廿四小時的生理變化也脫離不了關係。一般而言，上午十一點至中午、晚間六點

至八點是最佳時刻。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無時無刻暴露在各種不同的資

訊當中，那麼人們到底是怎麼選擇要接收處理哪些資訊呢？Broadbent（1958）提

出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概念，認為人們的認知系統就像一個過濾器，

有能力選擇或阻擋想要或不要的訊息，而影響注意的因素則有︰訊息的特質，比

如新穎性、趣味性等，以及個人的選擇。Treisman（1969）過後提出一個修正模

式，他認為不被注意到的訊息也許並未被完全阻擋，排除在認知感官之外，而是

被其他資訊淹沒，而受到認知系統的忽略，Treisman 的這個模式被稱為減弱理論

（Attenuation theory）。繼 Treisman 之後，有不少認知心理學者針對注意力提出不

同的解釋，其中 Kahneman（1973）提出一個容量模式，他認為注意力是分類和



辨認刺激的認知處理單元，這些資源是有限的，如果刺激很複雜，則需要較多的

資源去處理，如果同時出現很多複雜的刺激，資源很快就會被耗盡，無法處理接

下來出現的刺激（也就未注意到）（Best, 1999, p.56）。電視視覺文本較能吸引觀

眾的注意，因此當視聽覺文本的契合度非常低時，觀眾會將注意力放在視覺文本

上，造成對新聞的理解受到影響，學習效果大打折扣。 

 

（二）儲存 

 

訊息儲存發生在長期記憶。本研究之前不斷強調學習與先前知識息息相關， 

個人如何詮釋新的資訊受個人過去的經驗、知識等影響。Graber（1988）表示，

新的訊息怎麼被儲存視乎這些訊息與已經儲存的概念是否有關聯、是不是值得被

儲存。與過去知識越相符的訊息當然越容易被儲存起來，不過一些與認知發生衝

突的資訊也可能被保留，甚至是改變或取代已有的知識。新舊知識之間的連結越

強，新知識被儲存的越完整，這也就是本研究之前討論的資訊處理的深度。 

 

（三）提取 

 

要提取儲存在長期記憶的資訊不是一件輕而易舉的事。研究發現，只要給受 

試者提供線索，受試者回憶效果明顯比沒有線索時好。如果提供的線索與要提取

的資訊之間存在某些有意義的關係，那麼效果更佳（Thompson & Tulving, 1970, 

1973; Gunter, 1987）。同時，學習的情境也會影響提取的效能，心理學家認為造成

遺忘的其中一大原因是人們將新的資訊與先前或事後所接收的資訊弄混了，這兩

種情況分別是前向干擾（proactive interference）及後向干擾（retroactive interference）

（Gunter, 1987）。Best（1999）指出，記憶提取其實包含兩種活動–辨認（recognition）

及回憶。在測試辨認的實驗中，受試者必須由被提供的項目中辨別何者是已經建

碼並儲存起來的資料；回憶測試則不提供任何線索。這就是本研究之前提及的輔



助或線索回憶及自由回憶的研究方法。 

 

三、基模理論（Schema theory） 

 

本研究不斷強調先前知識對學習的重要性，那麼先前知識到底如何發生效 

用？基模的概念由 Bartlett 提出，他認為基模是有組織的知識結構，這些結構將

隨著個人在某領域的知識日漸豐富而擴大。基模讓人們在處理資訊時更加得心應

手，協助我們組織、詮釋新的資訊，方便製碼、儲存及提取有關聯的訊息，影響

資訊處理及解決問題的效率。基模同時扮演詮釋及推論的功能（Wicks, 1992）。

Fiske & Taylor（1984）將認知基模分成四類︰  

 

1. 人性基模（person schemata） 

人們對一般世人及特定人物的了解，包括特性及目標，協助人們辨認與

基模有關的行為。 

2. 自我基模（self schemata） 

關於個人的內心世界，協助處理任何與「我」有關的訊息。 

3. 角色基模（role schemata） 

組間知覺（intergroup perception）及刻板印象受到角色基模的影響，它

敘述了社會特定團體及階層的各種規範及行為。 

4. 事件基模（event schemata） 

人們對一般事件的先後次序通常已有概念（比如到餐廳吃飯的點餐到結

帳的程序），這有助於他們面對不確定的情況時進行推論及解決問題。 

 

 Wicks（1992）指出，當個人接觸到新的資訊或概念，基模就會被啟動。隨

著個人的知識越來越豐富，基模的發展及複雜程度越高，個人接觸到新的訊息或

知識時，哪項基模將被啟動？一般來說，最發達及最常被啟動的基模將與新的訊



息產生連接，這就是所謂的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這並不意味著每項新的知

識或訊息都能激發認知系統找到適合的基模，因此基模會發生改變。基模改變的

模式可能有三種：簿記模式（bookkeeping model）、相反模式（conversion model）

及次分類模式（subtyping model）。簿記模式提出基模改變是漸進程序，每一件新

的矛盾資訊增加基模微調。相反模式認為一次集中性的衝突，使基模產生徹底的

改變。次分類模式則建議說，與認知不協調的新訊息使接收者在總體基模之下形

成次分類的發展。基模可能擴大或修正，不過要發生一次性徹底改變是相當罕有

的情況。 

 

基模協助處理資訊的模式有兩種：由 Norman & Bobrow（1976）所提出的資

料庫模式（data-pool model）及 Hastie（1981）所提出的 Hastie 模式。資料庫模式

假設資訊處理具有這些特質：只有單一及有限的資源供處理用、記憶由基模組

成，基模利用有限的資源處理訊息、基模將特定的概念或事件的相關資訊連接起

來、基模可因為共同資料庫或別的基模需要而被啟動、及人類記憶沒有固定的位

置。此模式建議認知系統選擇適合的基模，讓人們在面對週遭環境各類訊息能夠

做出適當的反應。Hastie 模式則建議人們對事件反應主要兩種：一是找到適合的

基模並將訊息結合，二是形成新的基模或全盤接受異於平常的資訊。 

 

 總的來說，資訊處理是一項複雜的認知歷程，資訊必須進入長期記憶才得以

被儲存，而成功進入長期記憶的資訊並不多，因為進入感官記錄元的刺激或訊息

必須在極短時間內被處理，進入短期記憶，不然就會消失。同樣的，在短期記憶

內的資訊的生命期也很短，容量更是有限，每次只能容納五至七項資訊。儲存在

長期記憶的訊息與新的資訊交互作用，構成所謂的理解。這一連串的認知歷程即

包含了製碼、儲存及提取三個子過程。儲存在長期記憶的資訊到底如何與新的訊

息發生作用？有學者提出基模理論，認為基模是有組織的知識結構，新的訊息進

入認知系統就會啟動基模，與之產生連接。基模並非一成不變，會隨著個人不斷



接觸到新的資訊進行調整或重新組合。資訊處理過程看似單向通行道，一路從感

官記錄元到短期記憶、再到長期記憶，製碼、儲存及提取三個過程直線發生。若

果如此，為何過去有許多研究發現受測者對某些新聞的回憶比理解佳，或者受測

者雖理解新聞內容，卻無法回憶新聞的細節資訊？如此矛盾的研究結果，也許可

以從 Lang（2000）的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理論一窺究竟。 

 

第五節 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論 

 

Lang（2000）綜合過去三十年關於資訊處理的研究，針對人們如何處理電視 

新聞資訊提出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論（limited capacity information-processing）。此理

論有兩大假設：第一，人們是一部資訊處理器（information processor），時時刻刻

在處理從各個方面得來的訊息。第二，人們處理資訊的能力及資源有限。資訊處

理的過程（即先前所討論的記憶過程）包括製碼、儲存及提取，一般假設人的認

知系統同時進行這三項認知活動。Lang認為，要了解人們如何處理電視資訊，我

們必須先知道電視訊息的結構與內容如何與上述三個過程交互作用。在這之前，

Lang也先提出一個先決條件，影響一項訊息被製碼、儲存及提取程度的因素有很

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接收訊息者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處理它。訊息無法被完

全處理的可能性有二︰第一，接收者選擇不投注過多資源在處理這項訊息上；第

二，接收者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處理這項訊息。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論認為資源是獨

立分配給三個過程，加上資源庫只有一個，只要任何一個過程耗損過多資源，將

造成可以被分配到其他過程的資源相對減少。3

 

製碼是資訊處理的首個過程，從上一節的討論我們知道製碼是人們從各種情 

境（比如書本或電視）得到資訊的過程，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訊息必須與我們的視、

                                                 
3 到底是單一資源庫或有多個資源庫，仍有許多爭議，Lang提出的有限論是採用單一資源庫的假

說。 



聽、嗅、味及觸覺五種官能產生接觸，進入感官記錄元。周遭環境的訊息可以自

動自發的與人體感官發生接觸而進入感官記錄元，或者人們可以有意識的選擇他

們所要的資訊。有限論建議其中一項自動選擇資訊進行製碼的機制是定向反應

（orienting response, 簡稱OR）。定向反應最早由Pavlov於 1927 年提出，是指人體

對新奇或信號刺激（signal stimuli）所產生的自動或反射性生理及行為反應。信

號刺激對個人具有特定意義，比如某個人的名字，對不同的人或生活在不同社會

文化的人而言，即使是同樣的信號刺激也可能具有不同的意義。新奇的刺激則是

發生在非正常情況下。無論是新奇或信號刺激，人們都會對它產生定向反應，如

果是在收看電視的情境下就是會引起觀眾的注意力，隨之而來的有血管擴張，血

液迅速流到腦部、心跳減緩、皮膚導電反應及體溫升高、肌肉血管收縮等生理反

應。這些生理反應協助我們追蹤人們在收看電視時的注意力是否因不同的內容、

呈現結構等而發生改變，如果有即顯示某些內容或呈現的形式較容易引起觀眾注

意。定向反應引導資訊處理系統將資源分配到製碼的這個過程。根據許多研究發

現，觀眾對影像的剪輯、人物活動、負面影像，甚至是廣播的聲音、色情用字等

都會引起定向反應。研究者利用次級任務反應時間（secondary task reaction time）

來證明定向反應確實會引導資訊處理系統將資源分配到製碼過程；研究結果支持

這項假說。4 定向反應引導資訊系統將更多資源分配到製碼過程，這表示更多的

訊息將被製碼，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這不會導致其他過程（儲存及提取資訊）

處理資訊的資源不足。 

 

 訊息被製碼進入感官記錄元，獲得進一步處理的訊息將進入短期記憶而後長

期記憶並被儲存起來。Lang 認為，由於電視資訊是持續播放的，除了廣告時間，

觀眾必須集中精神在收看電視這項行為上。因此，製碼與儲存兩項資訊處理過程

可能會彼此壓抑。不斷刺激定向反應的訊息將造成較多資源被分配到製碼的過

                                                 
4 次級任務反應時間的測試要受試者在進行初級任務（primary task）（通常是觀賞一段電視節目

或新聞）之外同時進行第二項任務，這項任務一般是要受試者看到或聽到特定信號時按下某個按

鈕。受試者投入越多資源在初級任務上，進行次級任務的反應就會減弱（暗示資源減少）。 



程，形成儲存資源不足。個人收看電視的目的將決定多少資源自動被分配到儲存

過程，比如為休閒娛樂而收看電視節目的觀眾可能不會投注過多資源在儲存資訊

的過程。反之當個人被告知在節目結束後他必須接受一項有關節目的測驗，為了

通過測驗，他可能會很努力的想要將節目中各項訊息記起來（儲存過程）。因此，

這名觀眾將會非常留意節目內容（製碼），也嘗試要理解裡頭的資訊（同步提取

先前知識協助理解新資訊）。除了儲存過程需要較多資源，這名觀眾也需要更多

資源在製碼及提取資訊這兩項過程。這三項過程中任何一項的負擔過重，佔用資

源過多，則會影響其餘兩者的資訊處理效率。有研究指出一些情緒激發的刺激

（emotion-eliciting stimuli）被記憶儲存的可能性較高（Bradley, Greenwald, Petry, & 

P.J. Lang, 1992; Christianson, 1992; Lang, Dhillon, & Dong, 1995），Lang 因此建議此類

刺激可能促使資訊處理系統自動將資源導向儲存過程，就像定向反應會引導系統

自動將資源導向製碼過程一樣；不過這仍未獲得證實。 

 

 接下來是提取過程，提取資訊可以是事後提取（later retrieval）或同步提取

（concurrent retrieval）。儲存在記憶中的訊息在適當條件下，例如有明顯的回憶線

索，將可被提取做為日後所用，被提取的資訊可協助詮釋新的訊息或推論解決問

題。事後提取資訊不受時間及資源所限。同步提取則不然，例如正在收看電視節

目的觀眾，他可能需要同時提取已存的訊息來協助他理解新的資訊，一項需要較

多先前知識來理解的新訊息將導致較多資源被分配到提取過程。於此同時，先前

知識的近用性也決定了所需資源的多寡，越容易被提取的先前知識需要的資源越

少，反之亦然。因此，一個人對某領域的知識越豐富，提取這方面知識所需要的

資源越少，理解速度越快，學習相關領域的新資訊的效果越好。 

 

 Lang 認為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理論能夠解釋在過去眾多研究中得到的矛盾結

果，例如有研究發現受試者雖然能回憶事件的大體內容，卻不記得事件的細節，

那可能是因為資訊處理系統將較多資源分配到儲存過程。另外則有研究結果指出



受試者的辨認測試比線索或自由回憶表現好，可能的原因就是較多資源被分配到

製碼過程。 

 

 大體而言，資訊處理容量有限模式預測：（1）觀眾依個人的興趣及目的，將

認知資源分配到不同的子過程；（2）訊息的形式及內容刺激定向反應，資源自動

被分配到製碼過程；（3）訊息內容及包裝手法能引起觀眾注意，使到資源自動被

分配到製碼及儲存過程；（4）若資源不足，處理資訊效率必定受到影響。測量三

項資訊處理的過程為：（1）資訊製碼過程，可透過影像辨識（visual recognition）；

（2）資訊儲存過程，可利用線索輔助回憶法（cued recall technique）；（3）資訊提

取過程，使用自由回憶法（free recall）（Lang, 2000; Grabe, Lang, & Zhao, 2003）。 

 

第六節 新聞屬性 

 

 一般而言，新聞大致上可被分類為硬性及軟性新聞。硬性新聞通常指的是當

天重大事件，是即時、有時效性的，必須盡快在媒體中呈現最新狀況。軟性新聞

通常較無時效性，或者它並非最重要的新聞事件，而是特別有趣的一個新聞話

題，具有娛樂效果。由於電視是影像與聲音兼具的媒介，為了表現此特質，Reese 

& Cameron（1992）將電視新聞分類為：具體／圖像（concrete／picture）及抽象／

文字（abstract／word）。 Reese & Cameron 認為具體、可視覺化的事件（“concrete, 

easy-to-visualize events＂）屬於具體／圖像的分類，如天災人禍、娛樂等；無法或

較難以圖像而必須依靠文字敘述來表達內涵的新聞事件則屬於抽象／文字的分

類，如政治、財經等資訊。將硬性新聞歸類為抽象／文字，軟性新聞為具體／圖

像。這只是粗略的劃分，因為本研究認為部分新聞即使可清楚被歸類為硬或軟

性，但卻不符合 Reese & Cameron 的前述定義。舉例來說，一項競選活動候選人

拜票的報導，我們雖然可將之歸類為政治類的硬性新聞，但那卻是一起「具體、



且可視覺化」的事件，因此若按照 Reese & Cameron 的定義，應該被歸類為具體

／圖像。 

 

David（1998）則將新聞的具體或抽象屬性定義為：「抽象新聞主要處理一些

廣泛或概括性的概念（broad ideas），多為議題導向，並無法輕易透過感官經驗；

具體新聞則特別指向實質物體、個人、或事件。」感官經驗是兩者間最大的不同，

它指的是心理意像（mental imagery）。這是假設具體刺激本身具有內在的意像屬

性（intrinsic imagistic attributes），可喚起人們的心智圖像。換言之，即使在缺乏真

實圖像的情況下，具體新聞的文字刺激的意像屬性仍足以喚起人們的心智圖像。

前述是針對平面媒體而言，若將此定義延伸至電視媒體，David 則認為，具體與

抽象電視新聞之不同在於前者可視覺化（lends itself to visual portrayal）而後者不

能。所以，具體新聞的影音元素其聯繫程度比抽象為高。圖像（image）能否改

善閱聽人對新聞的回憶，關鍵在於影音語意關聯的強度（strength of the semantic 

association），或者是影音之間的契合程度（redundancy）。Paivio（1986）的雙碼理

論（Dual-coding theory, 簡稱 DCT）主張圖形優於文字的圖優效果（picture-superiority 

effects）。Paivio 指出，圖形及文字刺激屬性存在於記憶中兩個獨立，但連接的次

系統裡。當某個圖形刺激被釋放，這兩個次系統同時遭受激發；反觀當文字刺激

出現，只有代表文字的次系統會被啟動。因此，圖形結合文字的刺激，將有助於

提升回憶的效果。藉由 Paivio 的這項理論，David（1998）提出了為新聞加入代表

性圖片（representative pictures）可提升受試者對該新聞的回憶，及受試者對具體

新聞（concrete news）回憶比抽象新聞（abstract news）好的兩項假設，並透過實

驗法獲得驗證。 

 

第七節 研究假設及問題 

 



研究者分析國內兩家有線（三立及 TVBSN）、一家無線（中視）及公共電視

台的晚間新聞的字幕，將字幕數量分成高程度（五至六個字幕）及低程度（一至

兩個字幕）（請參閱第三章）。研究選擇這四家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作為參考，原因

一，三立及 TVBSN 是國內收視率數一數二的有線台，中視的收視率在幾家無線

台當中表現也相當不錯；原因二，這四台電視新聞的鏡面設計呈現不同風格，研

究者希望能從中找出各家的異同，作為本研究實驗文本設計的參考。 

 

 資源容量有限的論述預測資源不足的情況下，資訊處理效率必定受到影響。

閱聽人收看電視新聞必須同時處理影像與聲音的訊息，若加上字幕，這使到閱聽

人得同一時間內消化影像、聲音、及文字資訊，導致有限資源更加吃緊。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高程度字幕組受試者的新聞內容 

辨識程度比低程度者差。 

 

假設二：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高程度字幕組受試者的新聞回憶 

程度比低程度者差。 

 

假設三：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高程度字幕組受試者的新聞內容 

辨識程度比低程度者差。 

 

假設四：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高程度字幕組受試者的新聞回憶 

程度比低程度者差。 

 

 David（1998）指出，具體新聞的影音元素其聯繫程度比抽象高；受試者對

具體新聞回憶比抽象新聞好。過去一些研究結果也顯示受試者對影音一致性越高



的新聞之理解及記憶比一致性低者佳，處理資訊所需的資源較少（Drew & Grimes, 

1987; Lang, 1995）。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五：同樣是高程度字幕的電視新聞，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比 

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程度好。 

 

假設六：同樣是高程度字幕的電視新聞，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比 

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的新聞回憶程度好。 

 

假設七：同樣是低程度字幕的電視新聞，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比 

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程度好。 

 

假設八：同樣是低程度字幕的電視新聞，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比 

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的新聞回憶程度好。 

 

 過去很多研究顯示，充斥感官的電視新聞製作手法能吸引閱聽眾的注意，但

是對他們實質的記憶效果卻沒有幫助。比如 Grabe, Zhou, Lang & Bolls（2000）

的研究顯示，給新聞配上音樂、聲音特效、慢鏡頭等小報式的製作，雖然能提高

閱聽眾的注意力，但他們事後對新聞內容的回憶卻不理想。Fox, Lang, Chung, Lee, 

Schwartz, & Potter（2004）的研究則指出，無論是年老或年輕的受試者，當他們

在收看科學相關的電視新聞，動畫圖像（animated graphics）的出現能激發他們

更多認知資源，並協助他們儲存及提取更多資訊，但不影響他們的注意力。不過，

文字圖像（text graphics）所誘發的資源比前者少，顯示受試者的注意力是降低

的。從上述研究我們發現，閱聽眾對不同的影音刺激的注意程度是不同的，而且

不同程度的注意也會造成對認知的影響。鄧佩珊（2004）的研究雖然指出閱聽眾

在收看電視新聞時視線最常停留的位置是標題及跑馬燈，不過卻沒有針對認知的



部分再進行探討，本研究因此希望能填補這方面的不足，繼而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一：受試者收看電視新聞時對不同字幕的注意程度為何？ 

 問題二：對字幕的注意程度如何影響受試者對新聞內容的辨識程度？ 

 問題三：對字幕的注意程度如何影響受試者對新聞內容的回憶程度？ 

 

 除了閱聽眾對字幕的注意力，本研究另外也就兩性收看不同屬性、不同字幕

程度的電視新聞後，對新聞內容的辨識及回憶程度有否不同而進行探討。自古以

來，男女社會不平等，男性被認為是較聰明，更有智慧的；女性屬於家庭，只適

合女紅針繡，相夫教子。篤信男女智慧有別，科學家因此提出各種不同的說法，

包括女性腦部額葉不比男性發達、女性腦部體積較小等，目的是一再想要證明男

性比女性優越。男女生理結構確實有別，現代科學研究顯示男女認知能力有別，

卻不盡然是男性都比女性表現優異（Richardson, 1997）。早在 1974 年，Maccoby 

及 Jacklin 發表的一篇研究總結指出，女生的語言能力比男生強，男生在視覺空

間（visualspatial）及數理的表現比女生出色。不過他們不認為兩性在學習及記憶

方面的表現會有差異。針對這一點，Herlitz, Nilsson, & Backman 進行了一次系統

性調查，目的是要探討兩性在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初級記憶（primary memory）、及預示效果（priming）四項認知能力有

否不同。Herlitz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女受試者的情節記憶比男受試者好，不過

兩者的語意記憶、初級記憶、及預示效果的表現則沒有顯著差異。這項研究的受

試者年齡介於 35 歲至 80 歲，統計顯示年齡與性別之間無交互作用，意即受試者

在這四項認知能力的測試中不受到年齡的影響（Herlitz, Nilsson, & Backman, 

1997）。 

 

 May & Hutt (1974)在研究中給 60 名 9 歲小學生一系列生字，事後進行回憶及

辨識測試。研究發現，以視覺接收訊息的受試者表現比以聽覺接受訊息的受試者



的表現好，而且女生比男生表現優異。這項研究也顯示了性別與訊息接收形式之

間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尤其是測試回憶效果。除了訊息的接收形式，另外也有

研究指出，社會對兩性普遍存在刻板印象也產生一定的影響，例如：女性常被認

為是路癡，在刻板印象威脅的心理壓力下，女性在這方面的表現自然遜色。Colley, 

Ball, Kirby, Harvey, & Vingelen（2002）認為，動機（motivation）是改變此種刻板

印象的根本。Colley 等人在實驗中給受試者一張購物清單，清單上是日用品或五

金器具。施測前，受試者被告知有關實驗測試的記憶是男性表現比較好、或女性

表現比較好、或一般人常用的記憶模式。結果顯示，受試者回憶購物清單內容受

到產品標示的性別暗示（gender cues）以及當他們明顯被告知性別與回憶之間的

關連的影響。另外，在「男性表現較好」的實驗組的女受試者，及「女性表現較

好」的實驗組的男性受試者的回憶效果明顯比較好，顯示這些受試者有足夠動機

去克服刻板印象威脅，更努力想要打破這樣的迷思。兩性認知能力或有不同，

Meyers-Levy & Maheswaran（1991）認為，男女處理資訊所採用的策略也不一樣，

女性比較關注細節，男性則較關心資訊的主題。不過，當訊息協調性低，或者需

要進行回憶，男女都會採用比較細節的處理模式。 

 

 以上引述的各項研究說明了兩性認知能力雖然存在些許差異，不過仍可透過

一些方法將之克服，並且男女處理資訊的策略是不同的。本研究參考過去關於兩

性認知能力的各項實驗發現，研究者所採用的方法多以透過回憶及辨識生字、故

事內容、名字、氣味、普通常識（包括歷史、科學、政治、時尚服裝）等方式進

行。本研究以電視新聞字幕及屬性為獨立變項，試圖探討兩性在收看不同屬性的

新聞配上不同程度的字幕後，他們的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度是否有差別，因此

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四：性別對新聞內容辨識程度是否有影響？ 

 問題五：性別對新聞內容回憶程度是否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