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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欲回答第二章列出的問題，本研究擬選取新聞為分析文本，並以內容分析及

框架分析探討之。內容分析是一種客觀、系統、定量分析大量傳播內容的方法

（Krippendorff, 2004, p. 18），研究者可以利用內容分析研究長時間資料或社會變

遷、了解消息來源及被引述內容的關聯、推知真實世界的情況、評斷社會團體的

媒介形象，以及為後續的媒體效果研究舖路（Wimmer & Dominick, 2003, pp. 

140-143）。 

框架分析則視一則新聞為一種選擇與組合的結果，代表媒介觀察事物的方式

（臧國仁，1998），藉由研究新聞的各種框架可以得知媒體如何看待社會現象，

並以何種策略將其意識型態呈現於閱聽人面前。Reese（2007, p. 149）指出框架

分析有三大優點：（一）如典範所為，框架開啟了以往不被關心的問題，特別是

它促使經驗學者用更詮釋學的觀點去看待問題；（二）對詮釋批判研究而言，框

架開啟運用更明確（explicit）的方法檢視意識型態概念的機會，而非只是假設權

威人士（the powerful）毫無疑問的定義了那些概念；以及（三）作為一個理論概

念，框架一方面幫效果研究加了些許批判味，另一方面則藉由觀察的準確性

（observational precision）馴服媒介霸權觀點。 

在量化內容分析部分，本研究除了呈現統計數據並比較不同媒體與時期的差

異外，亦會描述實際新聞內容呈現的特色；在框架分析部分，本研究同樣除使用

量化數據呈現框架的分佈外，亦希望進一步詮釋隱含於新聞框架下的媒介意識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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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 
 

壹、樣本選取 

 

    如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述，媒體是消費者獲取有機食品資訊的主要消息來源之

一。媒體的類型中，又以電視、報紙為兩大主要獲得資訊的來源（Chinnici, 

D’Amico & Pecorino, 2002；黃璋如，2005）。不過由於本研究欲分析的樣本時間

較長，電視媒體影音資料蒐集不易，因此將以報紙作為分析的主要對象，以檢視

有機食品報導的媒體再現。 

在樣本選取部分，本研究選定《聯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三報。根

據 AC 尼爾森 2006 年第三季閱報率調查結果（趙靜瑜，2006 年 11 月 1 日），《自

由時報》、《蘋果日報》、《聯合報》與《中國時報》為國內閱報率最高的四大報。

然而鑑於《自由時報》並無對外公開的完整線上新聞資料庫，而《蘋果日報》於

2003 年 5 月才於台灣發行第一份報紙，無法獲得 2003 年以前的新聞資料，故上

述兩份報紙皆不納入抽樣範圍。而《民生報》雖然不在主流報紙之列，但是因其

有專業的醫療版面提供醫界及大眾醫療相關資訊（徐美苓、丁志音，2004），本

研究特將其納入分析樣本。 

 

貳、分析範圍 

 

    我們並無正確的資訊得知有機食品何時引入國內消費市場，但是無論是利用

新聞蒐尋、行政院農業委會農糧署有機耕作栽種面積統計、或有機專賣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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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來看，1990 年代末期大約是台灣有機食品風潮開始蓬勃發展之始（齊偉先、

溫惠貞，2006）。研究者根據上述資料實地蒐尋新聞則數後發現，1990 年至 1995

年間，只有零星幾篇關於有機食品的報導，無法看出有機食品全貌，故改選取

1995 年 1 月 1 日至 2006 年 11 月 30 日，共 11 年 11 個月的相關報導或文章進行

分析；選擇 2006 年 11 月 30 日作為分析迄點，乃因樣本之一的《民生報》於 2006

年 12 月 1 日起停刊，為求抽樣一致性，故分析至 11 月底前的相關報導為止。

本研究使用聯合知識庫與中時新聞檢索（知識贏家）兩種搜尋系統。 

在關鍵字方面，由於有機食品名目甚多，有機牛肉、有機芒果、有機牛奶、

有機葡萄乾等，只要有冠上「有機」的產品出現都可能出現在新聞報導中。本研

究曾嘗試只以「有機」兩個字進行搜尋，結果發現與有機食品無關的新聞佔大部

分，且樣本過於龐大，無法進行挑選。最後將範圍濃縮，以「有機食品」、「生機

飲食」、「有機蔬菜」等三個名詞進行檢索。 

除了「有機食品」外，另加入兩個關鍵詞的原因在於只以「有機食品」搜尋

出的樣本過於稀少，而前一章曾提及「有機」與「生機」雖有本質上的差異（如

生機比有機更強調「生食」的概念），但是絕大部分的生機飲食素材採用有機耕

種方法，因此本研究不區分兩者；選用「有機蔬菜」的原因則是國內消費者仍以

生鮮蔬果為主要消費品，但以「有機水果」為關鍵詞所搜尋到的樣本數過少，因

此只選取「有機蔬菜」作為檢索用之關鍵詞。 

文章篩選的原則是，凡出現：（一）重複文章；（二）新聞內容雖出現關鍵字，

但卻沒有進一步相關介紹的新聞；以及（三）介紹有機食品相關內容不到全文章

的一半篇幅者，皆刪除之。經研究整理後共得到 914 則新聞，其中《中國時報》

318 則、《聯合報》333 則、《民生報》26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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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類目建構 
 

本研究除了一般描述性的報導來源、日期、報導版面、新聞屬性等類目外，

亦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建構報導語氣、消息來源、報導主題、議題框架等分析類

別的類目。 

本研究依類目的性質初分為單選及複選兩種選法。首先，報導來源、日期、

報導版面、新聞形式、報導語氣、新聞框架等四個類目屬於單選題。除了前二者

可直接登錄資訊外，其餘類別皆由編碼員依據編碼原則，選取最適當之類目。此

外，由於一則新聞可能不只出現一種消息來源、報導主題，因此這兩個類目歸屬

複選題。以下進一步列出各分析類目所包含的項目： 

 

壹、 報導形式類目  

 

一、 新聞來源及日期 

本研究希望以此類目回答：（一）不同媒體有機食品再現的異同，以及（二）

有機食品報導的歷時性變化等兩個研究問題。來源及日期的類目呈現方式如下： 

  （1）新聞來源的部分包括《聯合報》、《中國時報》與《民生報》等三家新聞

平面媒體。 

  （2）日期的部分按照西元年、月、日的順序排列，如 1995 年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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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面 

報紙版面9可約略分為硬性新聞以及軟性新聞版面兩種。研究者初步觀察有機

食品新聞的分佈情形，發現相關報導在軟性新聞佔的比例較多，在參考報紙既定

之版面分類原則後，整理出以下幾個類別： 

   （一）焦點/綜合；（二）健康/醫療；（三）地方/都會；（四）演藝/文教；（五）

旅遊/消費/生活/家庭；（六）週末/節慶專刊；以及(七) 其他。 

 

三、 新聞形式 

    

以下分類方式參考新聞學中新聞屬性的分類原則，並對新聞樣本做初步的整

理，整合出以下幾種類別： 

（一）純淨新聞：只描述事實，未加以分析，也不嘗試做作解釋及評論記者

採訪內容。 

（二）專題報導/專訪/系列：報社記者自行規劃之一系列新聞報導。 

（三）專欄/評論：由特定作家或專業人士所撰寫之文章，言論與報社無關，

亦不代表報社立場。 

（四）讀者投書：由讀者或是一般大眾針對有機食品相關議題投稿表達意見

的文章。 

（五）其他：包含上述報導形式以外的所有類型。 

                                                 
9 在報紙版面分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新聞並非分析的類目之一。雖然亦有一些有機食品新聞

出現於國際新聞版，然而本研究主要關注有機食品對國內社會的影響，若納入國外報導恐將影響

結果，因此不將國外的情形列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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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導語氣 

   Tankard（2003）指出新聞媒體可以透過一連串框架的選擇來表達它對事件的

支持反對與否。本研究綜合其看法與樣本，擬將報導語氣分為以下三個分析類別： 

（一）肯定：整篇報導呈現一種較為積極正面的氛圍。 

（二）否定/質疑：整篇報導呈現出否定或質疑的氛圍，相對於肯定語氣而

言。 

（三）中立/混合：報導對有機食品功效持中立態度，或正反意見並陳者。 

 

貳、 報導主題及消息來源 

 

報導主題及消息來源皆為複選題，編碼方式略有不同。報導主題方面，以至

多選取兩個項目為限，由編碼員判斷哪一主題描述較多，所佔比例較多者填入第

一欄；如果兩個主題篇幅差不多，則以先被提及的主題為優先；消息來源方面，

至多三個項目為限，但若編碼員發現多個消息來源皆屬同一類別，則選擇一次即

可；優先順序方面，整篇報導引述最多的消息來源選入第一欄，以此類推，如果

引述份量差不多則以越早出現的消息來源為優先。 

 

一、報導主題 

以下主題綜合有機市場概況（潘子明，2005；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

山田玄，2004 年 5 月 18 日）、有機食品相關法規（Harper & Makatouni, 2002；

Dimitri & Oberholtzer, 2006）文獻，以及王念綺（2004）對芳香療法健康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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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再加上研究者本身的觀察，整理出以下幾個主題類別： 

（一）有機食品制度：文本單純介紹、討論有機食品制度，或指出關於有機食

品管理之爭議。 

（二）食品安全：描述有機食品可能隱含的風險、品質有所瑕疵，或真偽產品

充斥市面的狀況。 

（三）有機市場概況：文本描述有機食品目前市場情形或推測將來可能的成長

情形。 

（四）有機食品資訊：文本旨在讓讀者認識有機食品，教導實行有機飲食的

方式，或描述烹調美味有機菜餚的方法。 

（五）活動或優惠：有機食品相關之各種不同類型的活動（包含公益及非公    

益），或任何與消費訊息相關之訊息及優惠。 

（六）個案抗病經驗：個人採用有機相關產品進而達到抗病效果的經驗分     

享。 

（七）其他：無法歸類於上述任何一項報導主題的新聞文本。 

 

二、 消息來源 

本研究消息來源內容分析的類別，乃參照市場行銷（王建文，2005；林子維、

李明聰，2005；Foster & Padel, 2005）及人際傳播（吳品賢，2005；齊偉先、溫

惠貞，2006；楊婷婷，1997）等方面的文獻，外加研究者自行參閱新聞樣本後所

得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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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有機議題相關之專業人士：指擁有健康、環境方面專業知識背景的

人士，如醫護人員、專家學者等。 

（二）與有機議題無直接相關之專業人士：指除上述專業人士以外，社會上

一般所認為具有專業背景的人物，如老師、律師、工程師等。 

（三）食品業者：包含賣場、有機食品專賣店、商店、餐廳等以販售食品為

主之機構人員，如「里仁有機食品販賣店店長」、「君悅飯店主廚」

等。 

（四）公益/社團人員：包含環保聯盟、宗教團體等不以販賣食品為生之相

關組織人員。 

（五）病患/病患家屬及親友：包括病患本身以及其家屬或親友等。 

（六）演藝人員/藝文人士：指從事演藝相關產業的人員以及書籍雜誌相關

產業的人員等。 

（七）政府組織、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  

（八）一般大眾：包含上述七項身份以外的一般民眾。 

（九）無列出消息來源或其他：新聞無引述任何消息來源、未歸類於上述消

息來源或未註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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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新聞議題框架 

一、 新聞框架類目 

本研究之議題框架類目是參考 Lockie（2006）、Thogerson（2006）、Marks 與 

Kalaitzandonakes（2001）等人對於食品科技領域之框架研究，輔以市場消費方面

的文獻，加上研究者自行整理新聞文本後的發現，整理歸納後共得出以下幾種議

題框架： 

（一）個人身心價值：文本試圖描繪有機食品與個人快樂（美味食物）、個

人幸福安寧（健康促進）之間的正向關係。 

例：使用化學肥料、農藥，是提高了農作物的產量，不過，嚴重

的環境汙染與健康意識的抬頭，讓耕作型態開始重回老祖母

時代；穿上「有機」新衣的傳統農作物，因應現代人的忙碌，

以粉狀或顆粒的即食面貌出現，讓現代人可以在最短時間內

吃到不受汙染的健康食物。（聯合報，1996.7.8: 34）  

（二） 風險論述：文本描述有機食品之於個人體魄、 自然環境、社會關係

或動物福利等可能產生的一種負向結果。 

例：……近年幾年刮起生機飲食風潮，蔬菜務必清洗乾淨，以免沾染到

蝸牛下的蛋，不慎病從口入。5 年前，中部地區就曾發現生機飲食

引起廣東住血線蟲的病例。（民生報，2005.01.05: A14） 

（三）非科學（另類療法）v.s 科學（主流醫學）論述：對疾病治療方式採

用主流醫學與非主流醫學兩派醫學起源理念不同之論述。. 

例：……沒想到五年前妻子罹患肝癌，醫師沒有把握，他四處尋覓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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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比較沒有傷害性的生機飲食，搭配姜淑惠醫師宣揚簡樸生活，

從此人生變回彩色的。（中國時報，2000.6.6: 無列出版面） 

（四）利他主義：如使用動物福利、關懷弱勢團體、宗教不殺生、促進環境

永續發展等關心他者福利之字眼。 

例：為鼓勵身心障礙者設立庇護工廠，台中市政府特別無償題供第二大

樓辦公室的一樓角落，給領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開設生

機食品店，其中，店長陳金福是聽障，兩名店員分別是視障和腦性

麻痺。（民生報，2005.11.11: CR1） 

（五）其他或無法歸類者：無法歸類於上述任何一項議題框架的新聞文本，

便納入此類目。 

 

二、 實例分析說明 

由於新聞框架並非明顯出現於文本的論述中，本研究實際選取 2001

年 5 月 6 日《民生報》於地方綜合新聞版的報導作為樣本，並運用上述

提及之議題框架說明分析方式：  

 

綠色關懷  李秋涼談生機飲食  

【記者沈尚良／台南報導】 

生機飲食一直被認為是抗癌利器，講究以純天然的食材為

飲食的重點，攝取最完整的營養成分，由於生機飲食食材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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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用化肥及農藥，因此，以綠色生活為主張的台南市綠的關懷

協會，昨天邀請抗癌知名的李秋涼介紹她的生機飲食。  

綠的關懷協會理事長董雅坋表示，李秋涼曾因罹患癌症，

在治療之餘，同時藉由生機飲食照顧身體，讓癌血氣未定獲得

控制，但是病情穩定後她停了生機飲食，結果病情再發，又有

多個器官罹癌，連醫師都判定她的生命所剩不多，結果死馬當

活馬醫，生機飲食不斷，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  

李秋涼的生機飲食觀念是崇尚自然，除了食物選擇有  

機的外，能夠生食的儘量生食，只有必須加熱熟食的食物才烹

調，並且注意洗滌和烹調過程中保住營養，避免營養流失。像

香菇、海帶等乾貨，只要在水龍頭底下沖洗乾淨就好，千萬不

要長時間泡水。  

李秋涼也介紹幾項簡單的生機飲食，像精力湯，要包含最

少一種芽菜及一、二種蔬菜，再加入鳳梨、蘋果、香蕉等水果

去調味，調出香味及甜味。全豆奶則是使用食品級的黃豆，經

過催芽後，再經過煮熟後，打成豆奶即可飲用（民生報，

2001.05.06：CR2 地方綜合新聞）。 

 

上述報導包含了兩種不同的新聞框架。文本第一段描述生機飲食是「…以

純天然…最完整的營養」，表示生機飲食對人體的機能有所裨益，其中天然、

營養等名詞強調有機食品對於人身體健康的貢獻，而「…強調不用化肥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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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等字眼則主要強調有機食品的安全性，食用有機食品不會有所問

題，所以這兩段敘述應皆屬於「個人身心價值」的框架。 

文本第二個框架則顯現於以下的敘述中：「李秋涼曾因罹患癌症，在治療

之餘，同時藉由生機飲食照顧身體，讓癌血氣未定獲得控制…結果死馬當

活馬醫，生機飲食不斷，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以上的文字敘述讓人感

覺到生機飲食擁有一股神奇的力量，病患可以藉由生機飲食來治療主流

醫學尚難根治的癌症；然而此種飲食方式非一朝見效，必須持續不懈才

會對病情有大改善「…但是病情穩定後她停了生機飲食，結果病情再發，

又有多個器官罹癌，連醫師都判定她的生命所剩不多…」，這裡的敘述則

是運用了「非科學（非主流醫學）奇蹟 vs.科學（主流醫學）論述」框架。  

   此篇新聞報導分別使用了兩種新聞框架。然而觀察其分佈情形，可發現李秋

涼的抗癌經驗［非科學（主流醫學）奇蹟 vs.科學（主流醫學）論述］幾乎佔了

整篇報導的一半，因此應比「個人身心價值」列為優先選擇框架。 

 

 

第三節 信度檢驗與資料分析方式 
 

壹、前測信度檢驗 

在有機食品新聞分析的前測中，本研究隨機選取了總樣本十分之一左右的新

聞（92 則），並由兩位編碼員負責登錄結果。編碼員之一為研究者本人，另一亦

為新聞研究所學生，兩人均了解新聞報導之體例並接受過相關研究方法的訓練。

在登錄工作完成後，隨後就兩人的登錄結果進行信度檢驗，計算方式如下（王石

番，1989: 3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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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同意度 =  2M 

N1+N2 

信度 =  N ×（平均相互同意度） 

     1+［（N-1）× 平均相互同意度］  

由於新聞日期及報導來源等類目編碼幾乎不會有相異之結果，因而不列入信

度檢驗之範圍，其餘各題項信度之如表 3-1 所示： 

 

表 3-1：有機食品報導內容分析前測信度檢驗（N=92） 

 

編碼題項 信度 總信度 

報導版面 α=.98 

新聞屬性 α=.97 

消息來源 α=.89 複

選 報導主題 α=.82 

議題框架 α=.87 

報導語氣 α=.90 

 

 

α=.90 

 

以上數據顯示，無論是題項個別信度或是總題項之信度，結果皆達到研究者

所能接受之最低標準.80。 

 

貳、資料分析方式 

 

本研究使用 SPSS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由於研究類目皆為名目變項，因

此使用卡方分析作為主要統計方法。本研究針對每個研究問題所使用的變項整理

M  為完全同意之數目 

N1 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N2 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N  為參與編碼人員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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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表格分列如下。每個表格代表交叉分析的方式，以研究問題【一】為例（詳見

表 3-2），共有四種分析組合，分別是： 

（一）報導版面與報紙類別。將報導版面（綜合版、地方版、生活版等）與三

家報紙（聯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進行交叉分析，並求出卡方值。 

（二）報導形式與報紙類別。將報紙形式（純淨新聞、專題、讀者投書等）與

三家報紙（聯合報、中國時報、民生報）進行交叉分析，並求出卡方值。 

（三）報導版面與時間。將報導版面（綜合、地方、生活等）與時間進行交叉

分析，並求出卡方值。 

（四）報導形式與時間。將報紙形式（純淨新聞、專題、讀者投書等）與時間

進行交叉分析，並求出卡方值。 

研究問題（二）至研究問題（五）的計算方式將比照上述形式求出卡方值，

列入計算之類目同樣參考表 3-2 所列出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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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有機食品報導之交叉分析計算表 

 

媒體以何種型態與敘事再現有機食品議題？是否因媒體而異？

是否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報導版面 

研究問題

【一】 

 

報導形式 

報紙類別 時間 

媒體再現的有機食品面向為何？是否因媒體而異？是否隨著時

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研究問題

【二】 

 報導主題（複選） 報紙類別 時間 

媒體文本所再現的有機食品內容中，凸顯了誰的觀點？是否因媒

體而異？又，是否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研究問題

【三】 

 消息來源（複選） 報紙類別 時間 

媒體文本所再現的有機食品內容中，隱含了哪些框架？是否因媒

體而異？又，是否因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研究問題

【四】 

 議題框架（複選） 報紙類別 時間 

媒體以何種語氣再現有機食品（例如肯定或質疑）？是否依有機

食品各面向性質而異？  

研究問題

【五】 

 報導主題 報導語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