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討論 

 

本章將針對實驗結果進行深入討論，並給未來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討論 

 

壹、 字幕數量與新聞屬性對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 

度的影響 

 

根據法國「無疆界記者組織」發布的 2006 年度「全球新聞自由指數」評比， 

台灣新聞自由名列亞洲第一，甚至超越美國。台灣從早年僅有三家電視台、黨政

箝制的寡頭局面，演變成如今自由市場的百花齊放，前後歷時逾四十年。台灣媒

體變遷，改變的不只是內容，包裝手法更是推陳出新，尤其是結合了影像與聲音

的電視媒體。台灣電視媒體發展初期，電視新聞只有主播及實體背景，後來稍微

變化，出現雙主播及字卡的使用。進入九十年代，有限頻道開放，電視媒體競爭

日益激烈，SNG 紛紛出籠。創新求變是競爭越趨白日化的不二法門，於是各電

視台在鏡面設計方面落盡心思，跑馬燈、切割畫面、各類標題、電腦動畫等各種

視覺效果佔據新聞畫面，務求吸引閱聽人目光多停留即使短短一秒，也成了招攬

廣告主的收視證據。花俏絢麗的包裝手法也許吸引了閱聽人的目光，但是否對閱

聽人學習效果造成任何影響，電視新聞製作人坦承不知道（位明宇，2005）。本

研究嘗試以電視新聞字幕（此主要指天空標、地標、及跑馬燈）為實驗刺激，希

望了解這三者對閱聽人的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兩項認知過程是否有影響。 

 

 影響閱聽人電視資訊學習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媒介訊息的屬性（例如影



音結構、新聞屬性、後製方式等）、閱聽人學習的動機、及接收資訊的情境（Graber, 

1986）。人們的記憶結構有接收外界刺激，資訊儲存容量極大、時間不超過一秒

的感覺記錄元；從感覺記錄元進入短期記憶的資訊十分有限，加上短期記憶的容

量不大，因此能夠進入長期記憶的資訊也不多。存在長期記憶的資訊是恆久的，

同時也是有意義、有組織的（Gunter, 1987）。閱聽人處理資訊的過程主要有三個

子過程：製碼、儲存、及提取（Lang, 2000）。 

 

 本研究根據 Lang（2000）的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論述為基礎發展研究假設。

此論述最主要強調供給處理資訊的資源有限，這些有限的資源必須同時被分配到

製碼、儲存、及提取三個子過程。任何一個過程耗費過多資源必然造成其餘兩個

子過程所能夠使用的資源相對減少，進而影響它們處理資訊的效率。Lang 認為，

資訊處理容量有限足以解釋為何過去許多關於閱聽人電視新聞學習效果研究結

果相互矛盾的情形。過去，一般被認為能夠理解新聞內容者，必定能回憶內容細

節，然而許多研究顯示這兩者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若以資訊處理容量有限理

論角度為出發，即可發現其實這並不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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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辨認測試比線索或自由回憶表現好，

原因可能就是較多資源被分配到製碼過程。 

 

電視是具備影像與聲音的媒介，本研究認為目前國內電視新聞在視覺上大量

加入後製效果，根據 Lang 的資源容量有限論述，這可能會對閱聽人的認知造成

負擔，繼而影響最終的學習效果。儘管大部分假設不成立，研究結果卻顯現了收

看低程度字幕的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程度比收看低程度字

幕的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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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這兩個次系統同時遭受激發；反觀當文字刺激被提出，只有代表文字的次

系統會被啟動。與聲音文本相比，有學者認為處理影像資訊是免費、自動，且更

有效率（Basil, 1992; Graber, 1990）。據此，本研究預期閱聽人需要較多資源處理

抽象／文字的新聞，這是因為抽象／文字新聞的影像無法充分表達新聞的涵義，

需要藉助記者旁述將新聞實質內容解釋清楚。反觀具體／圖像新聞，閱聽人大體

能從新聞影像了解新聞意義，藉助其它途徑達此目的的需要減少，因此所需耗費

的資源相對減低。本研究結果證實具體的影像或圖像確實對閱聽人辨認新聞內容

有正面幫助，收看具體／圖像新聞的受試者的內容辨識程度比收看抽象／文字新

聞的受試者來得好（假設七）。不過，這樣的情況卻只限於低程度字幕的實驗組。 

 

 至於字幕數量的多寡對閱聽人處理新聞資訊過程的影響，全部假設都不成

立。 

  

實驗結果與研究假設出現差異，研究者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深入進行討論： 

 

一、實驗文本設計 

 

根據研究者向國內有線電視台 TVBSN 新聞製作人員程小姐了解，除了使用 

電腦製作的動畫、特效、及各類圖表（統稱電腦繪圖，computer graphics；簡稱

CG），出現在新聞畫面上的文字皆是字幕。換言之，包括跑馬燈、天空標、地標、

口白、人名、地名等都是字幕。有學者將前述所有統稱為電視圖像（Wurtzel & 

Rosenbaum, 1995），或圖文（劉新白、沈文英、劉清河，1997）。本研究在進行

實驗文本設計前針對國內有線（三立及 TVBSN）、無線（中視）、及公共電視的

字幕進行了內容分析。在分析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設置天空標的新聞台在有關方

面投入了相當多的心力，例如以新聞人物圖像取代姓名（以總統陳水扁的人頭圖

像取代「扁」）、在標題前設置圖案（在「中秋」前加入嫦娥的動漫圖案）、在某



些文字後方設計爆破特效等等。另外，電視台常常在畫面左上角打上「獨家」或

其他足以引起閱聽人提高注意的文字，此種情形在三立新聞台尤其明顯，除了「獨

家」，還包括了「勁辣話題」、「你不可不知」、「內幕特蒐」等。這些俗稱瓶蓋的

圖文，動靜皆有，除了靜態的文字，也包括動態的轉動特效。其他字幕的設計則

屬一般，沒有加入任何特別視覺效果。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為電視新聞字幕，加上之前有研究顯示閱聽人在收看

電視新聞會很注意跑馬燈及天空標、地標，再加上研究者在新聞實驗文本後製方

面的限制，本研究因此進一步將研究範圍緊縮為這三項。由於研究是針對字幕，

實驗文本設計不將電腦繪圖納入考量，實驗文本中出現的天空標純粹只有文字，

沒有圖像，亦無動畫特效。跑馬燈及地標的設計則採用新聞台一般作法，即深色

背景配淺色字體。 

 

 資源容量有限論述最先決的條件是資源過度被某一子過程耗費，導致其餘兩

個過程的資訊處理效率受到影響。研究者預期當電視新聞畫面上的字幕越多，受

試者認知負擔越重，超載情形越容易發生，進而對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

程度帶來負面影響；實驗結果顯示這樣的預期並不成立。與一般新聞台的新聞相

比，研究設計的實驗文本在視覺上是單純許多，即便是高程度實驗組的受試者所

收看的新聞，儘管有五至六個單位字幕，但數量上的變化僅顯現在地標上，跑馬

燈及天空標的內容相對固定。另外，在除去電腦繪圖這項元素，加上沒有像現場

直播的新聞般不定時出現的口白、人名、地名等其他字幕，受試者收看新聞時的

干擾大為減少。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設計可能無法達到認知超載的條件，使之足

以影響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度。 

 

二、字幕提供線索，強化印象 

 



研究預期字幕越多會對閱聽人認知造成負擔，這是針對字幕數量而發展的假 

想。根據 Dooling & Lachman（1971）的研究發現，為文章安排一個標題，讓受

試者閱讀內容前先看這個標題，受試者回憶內容的效果比沒有看過標題的受試者

為好。Dooling & Mullet（1973）同樣指出，受試者看過一個主題性標題（thematic 

title）後的回憶結果比沒有看過的受試者更佳。Schwarz & Flammer（1981）認為，

主題性標題激發及啟動認知基模，讓讀者在真正進入內容前有一個大致的概念，

幫助讀者理解及處理重要的訊息。上述研究皆是認知心理學家針對標題是否對讀

者回憶文章內容有幫助的研究，實驗結果也證明了標題確實對讀者回憶有正面的

影響。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預期字幕對閱聽人有同樣的幫助？ 

 

 張曉鋒（2001）指出，字幕與圖像、聲音在公有的時間及空間內形成多方位、

多信息的傳播手段，能強化重要資訊，減少不必要的解說。張麗（2002，頁 115）

則稱字幕「是新聞中最重要、最有新聞價值的那分真實的濃縮和概括」。既然字

幕透露了一則新聞最重要的資訊，閱聽人在看過字幕後是否無形中強化了他們對

新聞的印象，這也許是未來研究可探討的方向。 

 

三、問卷難易度 

 

誠如張麗（2002）所言，字幕「是新聞中最重要、最有新聞價值的那分真實 

的濃縮和概括」，這意味著新聞中最重要的 5 個 W、1 個 H 大致上都會在字幕中

呈現。如果字幕的出現實在能強化閱聽人對新聞的印象，那麼一則新聞的字幕（這

裡主要指地標）越多，透露的訊息越多，閱聽人對內容的印象是否越深刻我們或

許無法確定，不過由於本研究以封閉式問卷進行，受試者可從提供選擇的答案中

更輕易搜尋得到線索，正確答題。問卷的難易度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不

過到底要怎麼設定題目才不會產生地板或天花板效應，這需要反覆測試。研究者

受限於時間、人力及財力，無法做到這一點，而更重要的是，針對一則新聞所能



設定的問題也實在有限。 

 

四、測試工具 

 

綜合過去眾學者的研究，測量受試者製碼、儲存、及提取三個認知過程的方 

法分別是辨識測試、線索回憶、及自由回憶（Tulving, 1972; Tulving & Thompson, 

1973; Tulving & Osler, 1968; Lang, 2000）。過去有研究者以辨認映像（Reese & 

Cameron, 1991）、或廣播內容（Grabe, Lang, & Zhao, 2003）作為辨識測試的工具，

大部分研究者則以封閉式問題來進行（Lang, Bolls, Potter, & Kawahara, 1999; 王

泰俐，2006）。線索回憶的部份，研究者參考過去眾多學者的研究發現幾乎大家

都是在首輪測試結束後兩天進行，形式上有打電話給受試者請他們回憶之前看過

的新聞（Lang, Bolls, Potter, & Kawahara, 1999），或請他們再填寫一分封閉式問卷

（王泰俐，2006）。另外，也有一些學者是以半開放的方式進行，在問卷上提供

關鍵詞，請受試者寫下他們看過的內容（Bolls, Potter, & Lang, 1999）；此方式是

在首輪測試就進行。至於自由回憶，因為有學者認為此種測試工具的敏感性極低

（Lang, 2000），因此本研究不予以考慮。 

 

 研究者特別提出這一點，原因在於研究者在選擇適當的測量工具時碰到極大

困難，因為不知道每項工具的優劣，因此只能選擇在研究者有限能力範圍內最適

當的工具。研究者無法以獎金方式吸引大學生來參與實驗，只能選通識課的學生

為實驗對象。研究者讓受試者自由參與回憶測試的部份，並以電子郵件的方式請

受試者填答後回寄給研究者，研究者在整個作答過程沒有監控能力，無法確定受

試者是否獨立完成問卷，或者是否有去搜尋正確的答案，尤其研究者發現統計數

據顯示所有回憶測試平均數均高於內容辨識測試。這樣的實驗執行方式或許有需

要檢討的地方。 

 



五、實驗對象 

 

根據美國 Frank Magid Associates 進行的研究顯示，大部分年輕觀眾對花 

俏的鏡面設計表示“非常、或具有一定程度的吸引＂（very to somewhat 

appealing），只有年齡在 55 歲及以上者表示不吸引（McClellan & Kerschbaumer, 

2001）。黃靖惠（2002）以 2001 年選舉開票報導為例，探討電視新聞畫面的呈現

與接受。研究以訪談方式進行，接受訪問的三位都是大學生。受訪者偏好清楚呈

現多量訊息的畫面，獲得他們青睞及肯定的頻道具有幾個特色：平衡切割畫面、

充分運用跑馬燈及以暖色系為低色。受訪者認為跑馬燈數量多及速度快是一項優

點。這些研究都顯示了年輕人對複雜的鏡面設計並不排斥，反而認為這樣才能顯

現資訊豐富性。研究者認為，一方面年輕人對新穎事物接受度較高，另一方面他

們的閱讀能力也較強，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瀏覽過畫面上的文字，獲知新聞梗概，

然後再將注意力轉移到影像或聲音，當中遺漏的資訊或許並不會比年長者來得

多。本研究的受試者平均年齡只有 18 歲，若針對年長閱聽人施以同樣的測試，

結果會否不同是值得進一步探索的。 

 

貳、 受試者對字幕的注意程度與新聞內容辨識及回 

憶程度的相關性 

 

本研究另外也探討了受試者對不同類型字幕的注意程度，以及注意程度對新

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度的相關性。研究發現，無論是具體／圖像或抽象／文字新

聞實驗組的受試者對字幕的注意程度皆呈現一樣的模式，他們最注意地標，其次

是天空標，最後才是跑馬燈。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抽象／文字新聞實驗組的

受試者對這三項字幕注意程度的平均分數都比具體／圖像組高。研究者認為，受

試者最注意地標，原因一，可能是因為地標內容的變動，吸引受試者的注意；原



因二，受試者認為地標與新聞內容最相關，因此特別給予注意。抽象／文字新聞

實驗組的受試者比具體／圖像組的受試者更注意新聞字幕，這可能與新聞屬性有

關，抽象／文字新聞的影像透露的訊息與實際內容關聯性較低，受試者為了解新

聞內容，會主動搜尋畫面上的資訊，這一點可以從抽象／文字新聞實驗組的受試

者又比具體／圖像組的受試者更加注意地標獲得證實，畢竟地標實則是新聞內容

的濃縮和概括。 

 

 既然抽象／文字新聞實驗組的受試者比具體／圖像組的受試者更加注意新

聞字幕，那麼抽象／文字新聞實驗組的受試者對字幕的注意程度與新聞內容辨識

及回憶程度呈現相關也是合理的。收看抽象／文字新聞配以高程度字幕的受試

者，他們對跑馬燈的注意程度與新聞內容辨識程度呈現正相關，儘管兩者的關連

性不算高，不過卻顯示跑馬燈的內容可能對閱聽人處理某些屬性的新聞資訊有正

面幫助。根據研究者對國內新聞台的觀察，電視新聞置下水平的跑馬燈的內容實

則是一則新聞的稿頭。本研究設計的實驗文本，個別選擇了三則抽象／文字及三

則具體／圖像的新聞稿頭做為跑馬燈的內容。因此，如果受試者有注意看跑馬

燈，那麼他們在辨認新聞內容方面應該會更得心應手。當然，如果跑馬燈的內容

與播放的新聞完全無關，如果受試者給予跑馬燈高度注意，這對受試者處理新聞

資訊的效果是否有影響則需要進一步探討了。另外，收看抽象／文字新聞配以高

程度字幕的受試者，他們對地標的注意程度卻與新聞回憶程度呈現負相關。研究

者認為，這可能與實驗的測量工具有關。由於研究者以延後的線索回憶作為測量

新聞回憶的工具，加上這組受試者收看的新聞是抽象／文字屬性，再配上高程度

字幕，受試者認知資源過度被消耗，繼而導致回憶效果大打折扣。 

 

 收看抽象／文字新聞配以低程度字幕的受試者，他們對地標的注意程度與新

聞內容辨識程度呈現正相關。由於這組受試者收看的新聞其字幕只有地標，加上

又是不容易理解的抽象／文字新聞，他們對地標內容最為注意，因此對他們而言



在看過新聞後立即進行內容辨識測試比在兩天後回憶新聞內容應該是更加容易

的。 

  

參、 性別對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度的影響 

 

不少心理學研究發現，女性的情節記憶比男性好，男性在處理與空間 

（spatial）這類概念性相關的記憶比女性好。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收看

具體／圖像新聞，無論是高程度或低程度字幕組的男女受試者之間的新聞內容辨

識及回憶程度都沒有顯著的差異。收看抽象／文字新聞，低程度字幕組的男受試

者與女受試者的回憶程度有顯著差異，男受試者比女受試者好，但兩者的新聞內

容辨識程度卻未達顯著水準。至於高程度字幕組的男女受試者之間的新聞內容辨

識及回憶程度都沒有顯著的差異。這樣的結果再次突顯了新聞屬性對閱聽人的影

響。抽象／文字新聞比具體／圖像新聞難理解，受試者需要較多資源處理資訊是

合乎邏輯的。男性回憶抽象新聞效果比女性好，一方面可能因為男性較注意政治

經濟新聞，使他們擁有更多這方面的背景知識，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男性比較

善於處理抽象概念。這樣的差異僅顯現在低程度字幕組，這顯示字幕數量在某程

度上仍具有影響，而且高程度字幕組的男女受試者在兩項記憶程度的平均得分都

比低程度字幕組的低。美國 Pew 研究中心從 1989 年之 1995 之間針對七萬五千

名成年男女進行的調查顯示，男性比女性更注意政治與經濟新聞，女性則對災

難、法庭、罪案、及明星醜聞等新聞較感興趣。這項調查是年代有點久遠，不過

卻突顯了性別與新聞興趣之間確實有關聯的一項實證研究。閱聽人本身對不同類

型新聞的興趣，某程度上決定了他們在收看電視新聞時會對哪些新聞特別注意，

無形中也影響他們處理資訊的策略。而更重要的是，當他們對某類新聞特別感興

趣，對於這些新聞的背景知識也會更多，一旦碰到新的消息，認知處理過程的效

率會更好，這也就是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不斷強調先前知識對新聞資訊處理的影



響。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未來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研究者或許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 在上一節的討論中，研究者提出本研究只考慮字幕當中的跑馬燈、天空

標、及地標，將其餘字幕及電腦圖像排除，這不但無法比擬真實新聞鏡

面設計，可能也無法引導受試者認知超載，使實驗結果呈現顯著。研究

者建議在未來的研究可以將所有元素一併考慮，以電視圖像為基本單

位，比較不同鏡面設計組合對閱聽人處理新聞資訊的影響。 

 

2. 另外，未來研究也許可以考慮將實驗對象擴大到年長群眾，測試字幕對

他們處理新聞資訊的影響。 

 

3. 本研究僅測量字幕對受試者的新聞內容辨識及回憶程度的影響，未來的

研究或許可以加入新聞理解這個變項。 

 

4. 本研究僅針對字幕的數量進行研究，字幕內容對閱聽人認知的影響，及

對新聞的評價或許也值得探索。 

 

5. 本研究忽略了字幕的大小也可能影響受試者閱讀的方便性，以及對他們

的吸引，因此未來的研究必須將之納入考量。 

 

6. 本研究以政治大學的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並假設他們的時事常識水準



一致，這可能造成研究結果偏頗，在此建議未來實驗者可在施測前進行

先前知識測試。 

 

7. 本研究以自我評分的方式讓受試者評估個人對字幕的注意程度，研究者

認為若可以應以更精確的儀器設備測量受試者在這方面的表現，例如讓

受試者進行次級任務反應測試（secondary task reaction），或是測量他們

的心跳頻率。 

 

第三節 結論 

 

 電視新聞雙重文本對閱聽人處理資訊的影響一直以來深受重視，學者們進行

了很多研究，孰優孰劣，截止目前似乎沒有定論。要斬釘截鐵的指出兩者何者對

閱聽人處理資訊最有幫助似乎不太可能，因為許多研究也指出，影響閱聽人處理

電視新聞資訊的原因並非單一的，單單媒介訊息的屬性即包含了影音結構、新聞

屬性、後製工作三方面（Graber, 1986）。以今日台灣電視新聞，包裝手法是產製

過程中十分受重視的一環，有研究指出，超過半數新聞在全部或部份報導打上醒

目標題，97.1℅的電視新聞有旁側或底側說明標題（牛隆光，2005）、新聞標題

及跑馬燈是多數觀眾在收看電視新聞時視線停留的位置，兩者是眾多鏡面設計元

素中最常被運用的元素（鄧佩珊，2004）。不過，新聞製作人坦承他們不知道這

樣的鏡面設計對閱聽人認知有怎樣的影響（位明宇，2005）。正是因為幾乎每一

家電視台在鏡面設計上都費盡心思，卻沒有研究探討這樣的呈現形式對閱聽人學

習電視新聞的影響，本研究希望能填補這不足之處。於此同時，研究也對受試著

在收看新聞是對不同字幕的注意程度有何不同，而不同程度的注意會否影響他們

處理新聞資訊的效率。由於過去不少研究都指出男女對不同性質事物的記憶有

別，研究因此也嘗試探討兩者對不同屬性新聞，在配上不同程度字幕的情況下有



何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收看低程度字幕的具體／圖像新聞受試者之辨識程度比收看

低程度字幕的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好。後者在收看電視新聞時，對新聞字幕

的注意程度是所有實驗組中最高的，而且收看抽象／文字新聞的受試者對不同類

型字幕的注意程度也與他們的新聞辨識及回憶程度呈現相關性結果。高程度字幕

的實驗組的受試者對跑馬燈越注意，新聞辨識效果越好；對地標越注意，回憶效

果卻越差。而低程度字幕的實驗組的受試者對地標越注意，他們的內容辨識效果

越好。性別對不同屬性及不同程度字幕的新聞的影響一樣在低程度字幕的抽象／

文字新聞組發生顯著差異，男生對這組新聞的回憶效果比女生好。 

 

從各項研究結果的呈現足以發現，在統計上有顯著差異的都涉及抽象／文字

新聞，無論是針對新聞屬性、對字幕的注意程度、或者性別，這顯示或許字幕的

數量並不是影響閱聽人記憶的充分條件，新聞屬性才是關鍵。換言之，電視新聞

製作人在製作字幕，或者設計鏡面上，美學不應該是唯一考量的因素，必須將新

聞屬性納入考慮，配合不同的設計，對閱聽人學習電視新聞才能達到正面幫助。

抽象／文字新聞本質上就不易理解，如果再配合複雜的視覺效果，無形加重閱聽

人認知系統的負擔。至於具體／圖像新聞，閱聽人可從影像大致瞭解新聞的意

義，因此所需的認知資源相對減少。不過，這並不表示處理具體／圖像新聞即可

大量加入視覺元素，因為資源有限，龐雜的視覺刺激最終也可能導致資源耗盡。

當然，研究者不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因素，比如個人的興趣、收視環境、年齡、

新聞後製元素等，而且這些元素必定交互作用，進而影響閱聽人的記憶。 

 

花俏的包裝手法固然能提高閱聽人的注意力，但對他們的辨識記憶及自由回

憶根本沒有實際幫助（Grabe, Zhou, Lang, & Bolls, 2000）。將新聞包裝成讓閱聽

人易於處理的方式，才能提升他們對新聞的記憶及理解（Lang, Potter, & Grabe, 



2003）。總得來說，新聞包裝與新聞內容不因該被視為兩個獨立的層面，過去的

這些研究一再提醒我們，新聞包裝手法不應該只是為了吸引閱聽人注意，提高收

視率招攬廣告主，而是應該要讓閱聽人更容易吸取資訊，完美扮演大眾傳播媒介

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