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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新聞媒體可以如何促進公眾的行動

通訊電磁波相關知識。研究一透過調查法，分析結果顯示社

會上的優勢族群(如男性、年輕、較高學歷、與居住北部地區

者)，顯著偏向「多媒介多品牌」的新聞消費類型，反之社會

上相對較不受重視的族群(如女性、年紀較大、教育程度偏

低、與東部與離島地區居民)，則較偏向「單一媒介單一品

牌」或「單一媒介多品牌」新聞消費類型。女性與專科或大

學學歷者若透過「多媒介多品牌」消費新聞，他們所擁有的

電磁波知識量，會顯著大於透過「單一媒介多品牌」消費新

聞者。整體而言，新聞消費類型對於新聞知識的影響性並不

顯著。社會上的優勢族群雖然透過多個媒介與多個新聞品牌

消費新聞，但他們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相關知識也是十分缺

乏。研究二內容分析法結果顯示，目前我們仍不清楚何種行

動通訊電磁波新聞元素，可以使報紙業者願意提升報紙版

面、讓新聞位於報紙的重要位置、或用較富情感的方式報

導。但若行動通訊電磁波新聞與手機電磁波無關、消息來源

為臺灣、政府組織、與民意代表或匿名消息來源，則該新聞

較可能在電視新聞頻道中有較長時間的報導。此外，若科學

主題與手機電磁波無關，則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較容易富有

情感。因此，若要透過電視新聞提升公眾對行動通訊電磁波

知識的接收機會，日後可以在新聞稿中置入上述新聞元素，

以提升相關資訊在電視新聞中的顯著性。研究三實驗法結果

顯示，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跨媒體情境所造成的新聞再認效果

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平衡報導方式會比不平衡報導方式產

生較佳的新聞理解效果。因此，若要提升新聞閱聽眾的科學

新聞理解力，新聞業者應該多使用平衡報導方式撰寫相關新

聞。 

中文關鍵詞： 內容分析法、新聞消費類型、新聞知識、新聞顯著性、調查

法、實驗法、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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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詞： Content Analysis, News Consumption Typology, News 

Knowledge, News Salience, Survey, Experiment, 

Electromagnetic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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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新聞媒體可以如何促進公眾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相關知識。研究

一透過調查法，分析結果顯示社會上的優勢族群(如男性、年輕、較高學歷、與居住北

部地區者)，顯著偏向「多媒介多品牌」的新聞消費類型，反之社會上相對較不受重視

的族群(如女性、年紀較大、教育程度偏低、與東部與離島地區居民)，則較偏向「單一

媒介單一品牌」或「單一媒介多品牌」新聞消費類型。女性與專科或大學學歷者若透過

「多媒介多品牌」消費新聞，他們所擁有的電磁波知識量，會顯著大於透過「單一媒介

多品牌」消費新聞者。整體而言，新聞消費類型對於新聞知識的影響性並不顯著。社會

上的優勢族群雖然透過多個媒介與多個新聞品牌消費新聞，但他們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相

關知識也是十分缺乏。研究二內容分析法結果顯示，目前我們仍不清楚何種行動通訊電

磁波新聞元素，可以使報紙業者願意提升報紙版面、讓新聞位於報紙的重要位置、或用

較富情感的方式報導。但若行動通訊電磁波新聞與手機電磁波無關、消息來源為臺灣、

政府組織、與民意代表或匿名消息來源，則該新聞較可能在電視新聞頻道中有較長時間

的報導。此外，若科學主題與手機電磁波無關，則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較容易富有情感。

因此，若要透過電視新聞提升公眾對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的接收機會，日後可以在新聞

稿中置入上述新聞元素，以提升相關資訊在電視新聞中的顯著性。研究三實驗法結果顯

示，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跨媒體情境所造成的新聞再認效果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平衡報

導方式會比不平衡報導方式產生較佳的新聞理解效果。因此，若要提升新聞閱聽眾的科

學新聞理解力，新聞業者應該多使用平衡報導方式撰寫相關新聞。 
 

中文關鍵詞：內容分析法、新聞消費類型、新聞知識、新聞顯著性、調查法、實驗法、

電磁波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News Consumption Typology, News Knowledge, News 
Salience, Survey, Experiment, Electromagnetic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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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與研究目的 
本研究鎖定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原因在於目前政府在「數位台灣計畫(e-Taiwan 

Program)」與「行動台灣計畫(M-Taiwan Program)」的基礎上，正朝「無所不在網路(U
化；Ubiquitous Network)」的網路社會發展，並希望在此 U 化環境下積極規劃推動符合

民眾需求的生活關鍵應用(Life Enhancing Application)，使得任何人都能夠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透過電腦、手機、電視、PDA、遊戲機等新資通設備，享受經濟、方便、安

全及貼心的優質ｅ化生活服務。為了建置「無所不在網路(Ubiquitous Network)」的社會

發展，許多基礎建設因應而生，例如有線網路、行動通訊網路、WiFi/WiMax 無線網路

設備。然而，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所列舉的 2009 年十大重要電磁輻射健康風

險新聞及事件中顯示，行動通訊電磁波與健康間的爭議仍持續造成民眾與政府間

很大的衝突(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 , 2010/01/08)。為避免這樣的衝突持續發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民健康局、與環保署，連合在網路上建置了基地台電磁波知識

服務網(http://www.emfsite.org.tw/)，希望民眾不要再因錯誤資訊而產生不安與誤解。 
在這樣的情境下，新聞媒體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新聞消費行為，

是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相關知識? 新聞媒體如何建構行動通訊電磁波

相關知識? 什麼樣的科學新聞建構方式，較有助於提升公眾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 本
研究的目的便是在於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架構圖請見圖一，各個研究階段與研究目的

間的關係請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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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整體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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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新聞建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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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階段 
研究階段 第一階段 

(2008 年 12 月~ 
2010 年 3 月) 

第二階段 
(2010 年 4 月~ 
2011 年 7 月) 

第三階段 
(2011 年 8 月~ 
2011 年 12 月) 

與徵求議題之相關性 「媒體與科技傳播—媒體對科技

傳播之效果與影響」 
「公眾異質性--不同的社會群體

對於科技的理解」 

「媒體與科技傳播—不同媒體如

何建構科技事實」 
「媒體與科技傳播—媒體對科技

傳播之效果與影響」 
 

研究重心 公眾端 訊息產製端 公眾端 
研究方法 調查法 內容分析法 實驗法 
媒體相關問題 不同社會群體的新聞消費行為，

是否會造成行動通訊電磁知識

程度的不同? 

新聞媒體是如何建構相關科學知

識的呢? 
什麼樣的科學新聞建構方式，較

有助於提升公眾的行動通訊電磁

波相關知識? 
研究目的與 
研究成果之貢獻 

了解不同社會群體的新聞消費

行為與行動通訊電磁知識程度

之間的關係。 

了解新聞媒體如何建構行動通訊

電磁波相關知識 
了解怎麼樣才是新聞媒體較佳建

構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的方式 



 
 

貳、 文獻探討 

一、 社會群體、新聞消費行為、與新聞知識 

(一) 人口統計變項與新聞消費行為 

根據所涉及的新聞媒介與新聞品牌數量，新聞消費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類型：單一媒

介單一品牌、單一媒介多品牌、多媒介單一品牌、以及多媒介多品牌。「單一媒介單一

品牌」是最單純的方式，它指的是閱聽眾只從一個媒介上看某一新聞品牌的新聞，例如

只看聯合報或僅看 TVBS 新聞台。「單一媒介多品牌」消費包含一個新聞媒介與多個新

聞品牌，例如閱聽眾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不斷轉台，以致觀看多個電視新聞台。閱聽眾每

天看多份報紙，也是屬於此種類型。「多媒介單一品牌」指的是閱聽眾先看了某一電視

或報紙主流品牌的新聞，之後又上網閱覽該品牌的新聞網站，例如聯合報+聯合新聞網

的組合。最後一種「多媒介多品牌」消費則是反應閱聽眾不但從多個媒介、也從多個新

聞品牌閱覽新聞，例如早上看聯合報、晚上又從電視觀看 TVBS 新聞台的新聞。值得注

意的是此種類型也可能包含同一新聞品牌多次，例如聯合報+聯合新聞網+TVBS 新聞台

的組合。 
人口統計變項一直是預測新聞媒介消費的有效變項(蘇蘅 & 羅文輝, 2008)。過去

的研究多著眼於比較不同族群在單一新聞媒介(蕭怡靖, 2006; 蘇蘅 & 羅文輝, 2008)或
跨媒介(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10)的消費上是否有所不同。由於尚未有研究探討

人口統計變項與上述四種新聞消費型態的關係，本研究因而將試圖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不同社會群體是否會有不同的新聞消費行為? 
 

(二) 新聞消費行為與新聞知識 

消息來源擴大理論(Source Magnification Theory)主要在說明消息來源間不同的關係，

如何影響閱聽眾對於後續(subsequent)訊息的注意與處理程度。消息來源擴大理論發現

閱聽眾若有機會多次接收同一主題的訊息時，他們可能透過單一或多個來源。若來自多

個來源，來源間獨立性越高會讓閱聽眾認為後續的媒體有越高的來源新奇性(source 
novelty)，其中包括外貌(face novelty)與論點新奇性(argument novelty) (Moore & Reardon, 
1987; Moore, Reardon, & Mowen, 1989)，來源新奇性會讓閱聽眾認為後續出現的訊息資

訊效用越高，因而較願意持續的注意與處理其內的訊息內容(Harkins & Petty, 1981a, 
1981b, 1987; Moore & Reardon, 1987; Moore, et al., 1989)。相關研究一致性的指出越多的

來源並不一定導致較好的傳播效果，跨來源導致較佳傳播效果的關鍵，在於在處理訊息

之先或當下，閱聽眾主觀的認為新的來源所要傳遞的訊息，是可能有所幫助的(即高資

訊效用)。若在處理訊息之先或當下，閱聽眾得知新的來源與之前的來源關係密切或說

詞將會類似(即論點新奇性較低)，跨來源便失去其優勢(Harkins & Petty, 1987)，因為低

資訊效用無法引起後續的注意力與訊息處理動機，公眾便無法累積相關的知識。 
上述四種多元新聞消費型態就資訊效用來說，應該以第一種「單一媒介單一品牌」

與「多媒介單一品牌」型態最低，原因在於新聞資訊只來自一個新聞品牌，相關新奇性

與資訊量有限。Pew Research Center (Journalism.Org, 2010/03/15)的最新研究結果支持了

這個說法，研究發現大多數的主流媒體品牌的網站內容是自行撰寫，例如 93%的

CNN.com 的新聞、98%的 NYTimes.com 上的新聞，95%的 WashingtonPost.com 的新聞、



 
 

與 72%的 USAToday.com 的新聞是來自於自己。「單一媒介多品牌」與「多媒介多品牌」

新聞消費型態則較可能產出較高的新聞知識，因為不同新聞品牌所提供不同內容的可能

性較高，例如可能報導不同新聞主題、從不同角度報導、或提供不同的新聞圖片。因此

根據這樣的觀點，本研究將檢視下列假設： 
 
假設一：「單一媒介單一品牌」與「多媒介單一品牌」類型所累積的行動通訊電磁

波知識，會顯著少於「單一媒介多品牌」與「多媒介多品牌」者。 
 

二、 新聞媒體與科學新聞 

(一) 新聞顯著性 
新聞媒體判斷議題的重要性，在學理上稱為新聞的媒體顯著性(media salience)或新

聞顯著性(news salience)。新聞媒體認為一新聞事件的重要性越高，則新聞顯著性愈高。

Kiousis (2004) 歸納出新聞顯著性的三個構面(dimension)，分別是注意(attention)、突出

(prominence)、與向度(valence)。 
注意構面著重於媒體對於該議題的知曉，常常反映在該議題的新聞量(volume)與所

佔之新聞版面(space)或播放時間(time)之多寡。一議題的新聞量與所占版面越多，則表

示該新聞媒體越注意該議題，該議題的新聞顯著性越高。突出指的是一議題或事件在新

聞媒體位置的重要性；若一議題出現在新聞媒體越重要的位置(如頭版)，則表示該議題

或事件越受到新聞媒體重視，新聞顯著性越高。向度強調的是新聞媒體對該議題所彰顯

的情感，在測量上有以下三種作法，包括(一)新聞中的衝突程度；衝突量越多，向度的

分數越高；(二)新聞中對該議題的正負面評價；正負面評價加總數量越多，則向度的分

數越高；(三)新聞中對該議題的有感評價。有感評價是相對於中性的評價，支持此派的

學者認為分辨正負面評價的意義不大，因此主張不需要將新聞評價區分正負向，只要有

感評價數量越多，向度的分數就越高。 
 

(二) 新聞元素與新聞顯著性 
究竟科學新聞中要包含哪些元素，才會引發新聞媒體的興趣，進而將其視為重要的

新聞呢？由於檢視新聞元素與新聞顯著性關係的文獻甚少，在科學新聞的領域裡也未曾

見過，本研究因此改向其他議題之文獻借鏡，藉以找出會影響科學新聞顯著性的新聞元

素。 
Chermak (1998) 與 Chermak & Chapman (2007) 是少數探索新聞顯著性決定因素的

研究，這兩個研究找出重要新聞元素的做法，是從過去新聞內容分析研究結果中，整理

出最常被提及且產生顯著差異的新聞元素。這兩個研究雖然相差了近十年，但研究結果

顯示他們的研究取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這兩個研究在新聞顯著性的測量上，與本

研究所採用的 Kiousis (2004) 的做法相符，因此本研究將參考這兩個研究的作法。在整

理過去科學新聞內容分析結果後，發現科學主題(Clark & Illman, 2006; Hijmans, Pleuter, 
& Wester, 2003; Massarani, Buys, Amorim, & Veneu, 2005)與科學新聞消息來源(包含國家、

機構與個人)(Hijmans, et al., 2003; Logan, Peng, & Wilson, 2000; Massarani, et al., 2005)兩
個重要新聞元素。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二：科學主題與科學新聞消息來源兩者與新聞顯著性的關係為何? 
 



 
 

參、 研究方法 

一、調查法 

由於研究目的之一是為了廣泛瞭解公眾的新聞消費行為，與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間

的關係，因此問卷調查法為較適合的研究方式。本研究進行全省隨機抽樣，並透過電訪

的方式進行調查。本研究委託專業市調公司執行，執行期間為 2010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9 日之間，母體設為「18 歲以上中華民國國民」，根據訪問地區、年齡、與性別進行

隨機分層抽樣。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傳播研究中經常用來探索媒體訊息與訊息呈現方式的研究方法，其中

不乏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報導科學的研究。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新聞媒體如

何建構行動通訊電磁波相關知識，因此使用內容分析法是適切的。由於行動通訊電

磁波相關新聞並不多，因此本研究分析臺灣四大報(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與蘋果日報) 與六個電視新聞台(包括中視、公視、東森、民視、三立、與 TVBS-N) ，
在 2009 年 8 月 1 日到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間，不包含廣告與讀者投書的所有電磁波相

關新聞。本研究編碼員均為傳播所碩士生或已獲得碩士學位者，歷經數次編碼員訓練會

議，確定編碼員都清楚了解科學新聞篩選方式與各類目定義後，整個編碼工作才開始進

行。報紙與電視新聞的編碼源信度皆通過標準(報紙：Holsti = .92；電視： 
  

三、 實驗法 

 本研究第三個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怎麼樣才是新聞媒體較佳建構行動通訊電磁波

知識的方式，為達到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 2 (報導方式：平衡與不平衡報導) x 3 (跨
媒體情境：聚合、互補、與分岐)受試者間實驗室實驗法。 
 根據 InsightXplorer (6/11/2010) 的研究結果，Yahoo!新聞網為台灣地區民眾最常

閱覽的索引新聞網站，而聯合新聞網、NOWnews、與中時電子報為前三名的主流新聞

網站。由於 NOWnews 新聞不會出現在 Yahoo!新聞網中，所以本研究實驗物為出現於

Yahoo!新聞首頁的聯合新聞網與中時電子報的兩則與電磁波相關的新聞。 
 本研究平衡報導操弄方式為在一則新聞中納入其他科學家對報導中新聞研究結

果限制的論述，而非平衡報導則是納入該研究科學家本身對研究結果限制的論述；兩者

研究限制論述的內容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論述的消息來源，也就是與該研究無關的科學

家或研究者本身(Corbett & Durfee, 2004; Jensen, 2008; Jensen & Hurley, 2010)。 
 聚合情境的操弄為聯合新聞網與中時電子報對同一個電磁波科學研究，提供相同

的科學新聞內容與圖片。互補情境的操弄方式為後出現的新聞品牌對同一個電磁波科學

研究，提供較豐富的科學新聞內容與圖片。最後，分岐情境的操弄方式為聯合新聞網與

中時電子報對同一個電磁波科學研究，提供衝突的科學新聞內容與圖片(Jensen & Hurley, 
2010)。 
 
 
 
 
 



 
 

肆、 結果分析 

一、 調查法結果分析 

(一) 受訪者輪廓 

本研究共收集到 1092 份有效樣本，男女比例各半、年齡介於 18 到 69 歲、地區

包含台灣與離島地區。卡方契合度分析顯示抽樣樣本與母體分佈相當，顯示此次有效樣

本十分具代表性。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分析 

1. 研究問題一：不同社會群體是否會有不同的新聞消費行為? 
研究問題一想要檢測不同的社會群體是否會有不同的新聞消費型態。卡方分析顯示

總的來說，社會上的優勢族群(如男性、年輕、較高學歷、與居住北部地區者)似乎較顯

著偏向「多媒介多品牌」的新聞消費類型，反之社會上相對較不受重視的族群(如女性、

年紀較大、教育程度偏低、與東部與離島地區居民)似乎較偏向「單一媒介單一品牌」

或「單一媒介多品牌」類型。各人口統計變項與新聞消費類型的關係請詳見表二。 
 
表二：人口統計變項 vs. 新聞消費類型 

人口統計變項 新聞消費類型 χ2 

單一媒介單一品牌 
N (%) 

單一媒介多品牌 
N (%) 

多媒介多品牌 
N (%) 

性別 男 18 (3.3%) 34 (6.2%)a 495 (90.5%)a 10.25** 
 女 18 (3.3%) 64 (11.7%)a 463 (85.0%)a 

年齡 18~29 5 (1.9%) 8 (3.0%)a 256 (95.2%)a 38.75*** 
 30~39 7 (3.2%) 14 (6.3%) 200 (90.5%) 
 40~49 7 (2.7%) 27 (10.4%) 225 (86.9%) 
 50~59 9 (3.9%) 28 (12.2%) 192 (83.8%)a 
 60+ 8 (7.0%)a 21 (18.4%)a 85 (74.6%)a 

教育 
程度 

國小及以下 5 (8.9%) 19 (33.9%)a 32 (57.1%)a 94.51*** 
國(初)中 3 (4.2%) 17 (23.9%)a 51 (71.8%)a  

高中（職） 13 (3.8%) 38 (11.0%) 293 (85.2%)  
專科或大學 13 (2.3%) 21 (3.8%)a 520 (93.9%)a  
研究所及以上 2 (3.0%) 3 (4.5%) 62 (92.5%)  

地區 北部 8 (1.7%)a 35 (7.6%) 420 (90.7%)a 17.84** 

中部 10 (3.8%) 22 (8.4%) 229 (87.7%)  
南部 15 (5.0%) 28 (9.3%) 259 (85.8%)  

東部及離島 3 (4.5%) 13 (19.7%)a 50 (75.8%)a  
Note: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a = 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 > 1.96 
 
  



 
 

2. 假設一：「單一媒介單一品牌」與「多媒介單一品牌」類型所累積的行動通訊電磁

波知識，會顯著少於「單一媒介多品牌」與「多媒介多品牌」者。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女性若透過「多媒介多品牌(M = 7.04, SD = 2.16)」消費新聞，

她們所擁有的電磁波知識量會顯著大於透過「單一媒介多品牌(M = 6.09, SD = 2.39)」消

費新聞者，F(2, 542) = 5.77, p < .01；相同的傾向也發現在專科或大學學歷者身上，F(2, 
551) = 3.52, p < .05 (請見表三)，這兩個發現結果與預期的不同，因此假設一未獲支持。

總的來說，新聞消費類型對於新聞知識的影響性並不顯著。 
 
表三：人口統計變項、新聞消費類型與新聞知識 

人口統計變項 新聞消費類型 F 
η2 

單一媒介 
單一品牌 
M (SD) 

單一媒介 
多品牌 
M (SD) 

多媒介 
多品牌 
M (SD) 

整體  6.78 (2.36) 6.80 (2.51) 7.13 (2.20) 1.38 .00 
性別 男 7.17 (2.60) 8.12 (2.12) 7.22 (2.24) 2.55 .01 

 女 6.39 (2.09) 6.09 (2.39)a 7.04 (2.16)a 5.77** .02 
年齡 18~29 7.60 (2.19) 6.88 (2.36) 7.46 (1.92) .37 .00 

 30~39 8.29 (2.63) 6.71 (2.92) 7.41 (2.13) 1.26 .01 
 40~49 6.43 (2.51) 7.15 (1.98) 7.29 (2.00) .66 .01 
 50~59 6.56 (2.30) 7.18 (2.68) 6.71 (2.32) .52 .01 
 60+ 5.50 (1.69) 5.86 (2.65) 6.02 (2.84) .15 .00 

教育 
程度 

國小及以下 6.40 (2.88) 6.16 (3.04) 5.63 (2.94) .28 .01 
國(初)中 6.67 (2.52) 7.59 (2.72) 6.37 (2.50) 1.45 .04 

高中（職） 6.69 (2.39) 6.97 (2.43) 6.91 (2.28) .07 .00 
專科或大學 7.15 (2.48) 6.19 (1.91)a 7.38 (2.02)a 3.52* .01 
研究所及以上 6.00 (1.41) 8.33 (.58) 7.50 (2.05) .82 .03 

地區 北部 6.63 (2.83) 7.09 (2.45) 7.16 (2.09) .26 .00 

中部 7.40 (2.55) 6.73 (2.47) 7.21 (2.29) .49 .00 
南部 6.20 (2.08) 7.11 (2.46) 7.07 (2.26) 1.07 .01 

東部及離島 8.00 (1.73) 5.46 (2.70) 6.84 (2.37) 2.19 .07 
Note: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a = Scheffe檢測顯示同列中兩者呈顯著差異(p < .05) 

 

 
 
 

  



 
 

二、 內容分析法結果分析 

(一) 基本資料分析 
在研究期間，各報紙與電視新聞頻道所報導的電磁波新聞數量如表四所示。其中

報紙(n = 260)的相關報導則數多過電視新聞頻道(n = 196)，報紙以自由時報報導則數最

多(n = 73, 28.1%)，聯合報緊追在後(n = 71, 27.3%)，而電視頻道以東森電視台為最多(n = 
68, 34.7%)。 
 
表四：新聞媒體與電磁波相關新聞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報紙   

中國時報 56 21.5 
聯合報 71 27.3 
自由時報 73 28.1 
蘋果日報 60 23.1 
總和 260 100.0 

電視   
中視 14 7.1 
公視 10 5.1 
東森 68 34.7 
民視 37 18.9 
三立 17 8.7 
TVBS-N 50 25.5 
總和 196 100.0 

 
  



 
 

(二) 研究問題檢定 
研究問題二欲檢視科學主題與科學新聞消息來源(包括國家、機構、與個人)兩者

與新聞顯著性的關係。就注意構面來說，報紙新聞中的科學主題與新聞消息來源都與新

聞顯著性無關。但電視新聞中若與手機電磁波無關、且消息來源來自於臺灣本土，則播

出的時間會顯著較長。此外，消息來源若為政府組織，其播出時間也顯著較無機構消息

來源較長。最後，消息來源若為民意代表，則播出時間為最長，且與科學家/研究人員/
學者、民間組織相關人士、一般民眾、匿名消息來源、與無個人消息來源者呈現顯著差

異。其他詳細顯著差異請參見表五。 
 

表五：新聞元素與新聞顯著性：注意 

 報紙 電視 
 M 

 
SD t 

F 
M 
 

SD t 
F 

科學主題       
與手機電磁波相關 14.36 12.41 -.59 75.81 22.43 -3.97*** 

與手機電磁波無關 
 

16.64 15.26  97.31 22.43  

與基地台電磁波相關 14.62 7.81 -.28 101.28 19.91 1.54 

與基地台電磁波無關 
 

16.22 15.10  91.92 24.31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相關 17.68 17.18 1.06 95.56 22.50 1.55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無關 
 

14.16 10.54  87.97 26.48  

科學消息來源(國家)       

臺灣 16.01 11.73 -.38 96.60 21.23 3.29*** 

非臺灣 
 

17.62 22.96  78.10 29.70  

科學消息來源(機構)       

研究機構 33.05 7.86 .82 --- --- 5.05*** 

教育機構 12.27 9.03  83.50 4.95  

醫療相關機構 20.70 14.57  --- ---  

政府組織 14.97 10.58  111.32 a 13.70  

商業機構 20.58 17.58  106.60 14.88  

民間組織 15.48 7.30  96.28 19.20  

無機構消息來源 
 

16.45 23.76  87.20 a 25.13  

科學消息來源(個人)       

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 14.17 11.88 .99 82.00a 4.36 17.91*** 

民意代表 12.53 10.32  113.50ab 10.14  

民間組織相關人士 15.48 7.30  92.53bc 18.88  

一般民眾 18.67 11.18  98.05abd 13.49  

匿名消息來源 6.77 1.50  101.88ae 15.94  

無個人消息來源 9.36 5.16  63.50abcde 23.44  

其他 20.58 19.69  105.67 29.37  

Note: *** = p ≦ .001 
同欄中相同字母，表示該變項事後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異。 



 
 

研究資料顯示報紙新聞中的科學主題與新聞消息來源，都與新聞顯著性突出構面

無顯著關係，詳細資料請參見表六。 
 
表六：新聞元素與新聞顯著性：突出(報紙) 
 低突出 

N (%) 
中突出 
N (%) 

高突出 
N (%) 

χ2 

科學主題     
與手機電磁波相關 6 (31.6%) 8 (42.1%) 5 (26.3%) 2.66 
與手機電磁波無關 
 

19 (32.8%) 14 (24.1%) 25 (43.1%)  

與基地台電磁波相關 3 (42.9%) 2 (28.6%) 2 (28.6%) .47+ 
與基地台電磁波無關 
 

22 (31.4%) 20 (28.6%) 28 (40.0%)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相關 12 (28.6%) 10 (23.8%) 20 (47.6%) 2.94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無關 
 

13 (37.1%) 12 (34.3%) 10 (28.6%)  

科學消息來源(國家)     
臺灣 19 (34.5%) 16 (29.1%) 20 (36.4%) 1.52 
非臺灣 
 

4 (23.5%) 4 (23.5%) 9 (52.9%)  

科學消息來源(機構)     
研究機構 0 (0%) 1 (50%) 1 (50%) 10.64+ 
教育機構 6 (40%) 3 (20%) 6 (40%)  
醫療相關機構 1 (14.3%) 3 (42.9%) 3 (42.9%)  

政府組織 11 (40.7%) 7 (25.9%) 9 (33.3%)  
商業機構 2 (50%) 0 (0%) 2 (50%)  
民間組織 0 (0%) 4 (66.7%) 2 (33.3%)  
無機構消息來源 
 

5 (31.3%) 4 (25.0%) 7 (43.8%)  

科學消息來源(個人)     
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 9 (40.9%) 6 (27.3%) 7 (31.8%) 18.64+ 
民意代表 1 (20%) 2 (40%) 2 (40%)  
民間組織相關人士 0 (0%) 4 (66.7%) 2 (33.3%)  
一般民眾 0 (0%) 1 (20%) 4 (80%)  
匿名消息來源 0 (0%) 1 (50%) 1 (50%)  
無個人消息來源 6 (75%) 1 (12.5%) 1 (12.5%)  
其他 8 (28.6%) 7 (25.0%) 13 (46.4%)  

Note: * = p ≦ .05 
+ = 超過 20%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 

 
  



 
 

研究資料顯示報紙新聞中的科學主題與新聞消息來源，都與新聞顯著性向度構面

無顯著關係。電視新聞中若科學主題與手機電磁波相關，則電視新聞報導方式顯著較不

富有感情。反之，若科學主題與手機電磁波無關，電視新聞報導方式則顯著較富有感情。

詳細資料請參見表七。 
 
表七：新聞元素與新聞顯著性：向度 
 報紙 電視 
 無感 

N (%) 
有感 
N (%) 

χ2 無感 
N (%) 

有感 
N (%) 

χ2 

科學主題       
與手機電磁波相關 1 (5.3%) 18 (94.7%) 1.00+ 12 (57.1%)a 9 (42.9%)a 4.71* 
與手機電磁波無關 
 

8 (13.8%) 50 (86.2%)  30 (31.9%)a 64 (68.1%)a  

與基地台電磁波相關 1 (14.3%) 6 (85.7%) .05+ 6 (33.3%) 12 (66.7%) .09 
與基地台電磁波無關 
 

8 (11.4%) 62 (88.6%)  36 (37.1%) 61 (62.9%)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相關 6 (14.3%) 36 (85.7%) .60+ 6 (33.3%) 12 (66.7%) .09 
與其他設備電磁波無關 
 

3 (8.6%) 32 (91.4%)  36 (37.1%) 61 (62.9%)  

科學消息來源(國家)       
臺灣 7 (12.7%) 48 (87.3%) .01+ 32 (33.7%) 63 (66.3%) 1.90 
非臺灣 
 

2 (11.8%) 15 (88.2%)  10 (50.0%) 10 (50.0%)  

科學消息來源(機構)       
研究機構 0 (0%) 2 (100%) 2.22+ --- --- 21.20+ 
教育機構 1 (6.7%) 14 (93.3%)  0 (0%) 2 (100%)  
醫療相關機構 1 (14.3%) 6 (85.7%)  --- ---  

政府組織 4 (14.8%) 23 (85.2%)  0 (0%) 19 (100%)  
商業機構 1 (25.0%) 3 (75.0%)  0 (0%) 5 (100%)  
民間組織 1 (16.7%) 5 (83.3%)  6 (33.3%) 12 (66.7%)  
無機構消息來源 
 

1 (6.3%) 15 (93.8%)  36 (50.7%) 35 (49.3%)  

科學消息來源(個人)       
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 1 (4.5%) 21 (95.5%) 7.59+ 1 (33.3%) 2 (66.7%) 41.17+ 
民意代表 0 (0%) 5 (100%)  0 (0%) 18 (100%)  
民間組織相關人士 1 (16.7%) 5 (83.3%)  3 (20%) 12 (80%)  
一般民眾 1 (20.0%) 4 (80.0%)  7 (35%) 13 (65%)  
匿名消息來源 0 (0%) 2 (100%)  10 (31.3%) 22 (68.8%)  
無個人消息來源 3 (37.5%) 5 (62.5%)  21 (87.5%) 3 (12.5%)  
其他 3 (10.7%) 25 (89.3%)  0 (0%) 3 (100%)  

Note: * = p ≦ .05 
+ = 超過 20%的細格期望值小於 5 
a = 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 > 1.96 
 
  



 
 

三、 實驗法結果分析 

(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招募 181 人，各實驗組別人數請參見表八。 
 

表八：實驗設計與人數 

 
平衡報導 

總和 不平衡報導 平衡報導 
跨媒體情境 聚合 30 31 61 

互補 29 31 60 
分歧 30 30 60 

 總和 89 92 181 
 
(二) 操弄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顯示，不管是聯合新聞網或中時電子報，平衡報導都顯著比不平

衡報導在平衡報導指標的得分高，顯示本研究在報導方式上的操弄成功(請參見表九)。 
在跨媒體情境部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聚合情境的聚合指標分數顯著高於分

岐情境，但與互補情境並未呈現顯著的差異。有鑑於互補情境是聚合情境的延伸，因此

聚合情境的操弄是成功的。此外，互補情境的互補指標分數顯著高於聚合與分岐情境，

且分岐情境的分岐指標分數顯著高於聚合與互補情境。由此可知，本研究在跨媒體情境

部份的操弄也是成功的(請參見表九)。 
 
表九：操弄檢定 

 M 
 

SD t 
F 

報導方式：聯合新聞網    
平衡報導 4.52 0.88 6.76* 
不平衡報導 3.35 1.40  

報導方式：中時電子報    
平衡報導 4.74 1.05 6.55* 
不平衡報導 3.54 1.39  

跨媒體情境：聚合指標    
聚合 5.68a .91 207.95*** 
互補 5.68b .91  
分岐 2.52ab 1.12  

跨媒體情境：互補指標    
聚合 3.95a 1.36 24.95*** 
互補 5.50a 1.105  
分岐 4.75a 1.14  

跨媒體情境：分岐指標    
聚合 2.45a .90 88.04*** 
互補 2.38b .98  
分岐 4.73ab 1.38  

Note: * = p ≦ .05； *** = p ≦ .001 
同欄中相同字母，表示該變項事後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異。 
 



 
 

(三) 研究問題分析 
本研究第三個研究主要想了解怎麼樣才是新聞媒體較佳建構行動通訊電磁波知

識的方式。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跨媒體情境所造成的新聞再

認效果都未呈現顯著的差異，但平衡報導方式會比不平衡報導方式產生較佳的新聞理解

效果(請見表十)。 
 

表十：實驗結果分析 

 M SD F 

新聞再認    
報導方式   .01 

平衡報導 .83 .02  
不平衡報導 .82 .02  

跨媒體情境   2.63 
聚合 .84 .03  
互補 .86 .03  
分岐 .78 .03  

報導方式 × 跨媒體情境 
 

  .96 

新聞理解    
報導方式   7.45** 

平衡報導 .54 .04  
不平衡報導 .40 .04  

跨媒體情境   2.00 
聚合 .48 .05  
互補 .53 .05  
分岐 .40 .05  

報導方式 × 跨媒體情境   1.14 
Note: ** = p ≦ .01 

 
  



 
 

伍、 綜合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新聞媒體可以如何促進公眾的行動通訊電磁波相關知

識。研究一透過調查法，分析結果顯示社會上的優勢族群(如男性、年輕、較高學歷、

與居住北部地區者)，顯著偏向「多媒介多品牌」的新聞消費類型，反之社會上相對較

不受重視的族群(如女性、年紀較大、教育程度偏低、與東部與離島地區居民)，則較偏

向「單一媒介單一品牌」或「單一媒介多品牌」新聞消費類型。女性與專科或大學學歷

者若透過「多媒介多品牌」消費新聞，他們所擁有的電磁波知識量，會顯著大於透過「單

一媒介多品牌」消費新聞者。整體而言，新聞消費類型對於新聞知識的影響性並不顯著。

社會上的優勢族群雖然透過多個媒介與多個新聞品牌消費新聞，但他們的行動通訊電磁

波相關知識也是十分缺乏。 

研究二內容分析法結果顯示，目前我們仍不清楚何種行動通訊電磁波新聞元素，

可以使報紙業者願意提升報紙版面、讓新聞位於報紙的重要位置、或用較富情感的方式

報導。但若行動通訊電磁波新聞與手機電磁波無關、消息來源為臺灣、政府組織、與民

意代表或匿名消息來源，則該新聞較可能在電視新聞頻道中有較長時間的報導。此外，

若科學主題與手機電磁波無關，則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較容易富有情感。因此，若要透

過電視新聞提升公眾對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的接收機會，日後可以在新聞稿中置入上述

新聞元素，以提升相關資訊在電視新聞中的顯著性。 

研究三實驗法結果顯示，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跨媒體情境所造成的新聞再認效果並

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平衡報導方式會比不平衡報導方式產生較佳的新聞理解效果。因此，

若要提升新聞閱聽眾的科學新聞理解力，新聞業者應該多使用平衡報導方式撰寫相關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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