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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orting direction of the mass media will have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on the 

reception of messages, it is worth digging what the related news reports ar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and under-covered problems and revelation. In this study,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new information of 386 domestic Apple Daily from 2011 to 2017,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reports related to the Sympathetic disorder, and to 

analyze and integrate the collected new information data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reports, the 

layout of the main issues, the reports, the way of presentation, the source of the news, and the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porting language。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have been discovered: 

（1） It is felt that the number of reporting guidelines published every year is not very variable and 

stable, and the number of reported guideline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2016. it is found from 

the annual analysis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rul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violence attacks .  

After throughing the low of Mental Health Act modified and b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s 

correction, the report phrases of discrimination have been decreased gradually ; （2）The main 

theme of the news report is "social news edition ", which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ges ; （3）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new reports are "violent harm", and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education 

related issues" to those wh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 of maladjustment ; （4） The pesentation of the 

news reports are in the "general news " form on the most of the part ; （5）The source of the news of 

the new and the new type is mainly from the "judicial／ police" up to the most ; （6） The new 

type of 「neutral／ mixe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is to make a point 

of view, and put forward a phase of construction.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and findings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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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相關新聞報導內容之分析：以蘋果日報為例 
 

吳宏茂 1、蔡明富 2 

1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師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摘要 

由於新聞媒體的報導對社會大眾接收訊息有很大影響力，有關思覺失調症相關新聞內容

報導為何，值得探討，以利瞭解其現象與隱含的問題與啟發。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國

內《蘋果日報》從 2011 年至 2017 年共 386 則有關「思覺失調症」報導新聞，探討思覺失調

症相關新聞報導之內容，將所蒐集新聞資料依報導則數、報導主題版面、報導議題、報導呈

現方式、消息來源、報導語氣進行分析與統整。本研究歸納發現：（1）思覺失調症在每年刊

登報導則數變化不大且趨於穩定，在 2016 年後報導則數有明顯增加趨勢，由年度分析得知刊

登則數與社會暴力攻擊事件有密切關係。另經歷精神衛生法修法及衛福部正名後，新聞媒體

報導上歧視用語，有減少趨勢；（2）新聞報導主題版面以「社會新聞版」最多；（3）新聞報

導議題類型以「暴力傷害行為」佔最多，與思覺失調症者之「教育相關議題」報導甚少，另

有少數篇幅報導思覺失調症患者之優勢，均值得我們加以關注；（4）新聞報導呈現方式以「一

般新聞報導」最多；（5）新聞報導消息來源主要來自「司法／警察」最多；（6）新聞報導語

氣以「中性／混合」語氣最多。最後根據研究結論與發現，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思覺失調症、新聞報導、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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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精神疾病 最擔心社會標籤化與污名化」 

「近日沸沸揚揚討論小燈泡案件中的王姓犯嫌因為被鑑定為思覺失調症（舊名為精神分

裂症）患者，法庭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不得判處死刑，引起社會大眾嘩然。正反兩極的議論似乎都涉及對特定

精神疾病的誤解與渲染，最常見與最嚴重的是對思覺失調症的標籤化與污名化。社會對精神

疾患普遍會貼上標籤…」（引自蘋果日報 2018 年 6 月 1 日） 

女版《鋼琴師》 戰勝病魔重展琴藝 

36 歲王小姐從小是完美主義者，不但功課要棒、琴更要彈得好，10 年前卻因工作與感情

雙重壓力，罹患「思覺失調症」，成為醫院常客也無法就業，幸好兩年前戰勝病魔，重拾彈鋼

琴的興趣與專長，如今不但常公開演奏樂曲，今年還收了兩個學生教授琴藝，今天音樂會更

獻樂給一路陪伴支持她的父母與病友，鼓勵大家「勇敢走向人群，人生一樣美好。」今天她

在台中教育大學演奏會上展現琴藝，演奏《祝你幸福》、《小黑人》等樂曲…走出自己人生方

向」。（引自蘋果日報 2014 年 8 月 16 日） 

以上為兩則與思覺失調症者相關的新聞：第一則雖呼籲大眾精神疾病最擔心社會標籤化

與污名化，對思覺失調症的正視與治療，但所描述卻強調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暴力事件，引起

社會大眾嘩然。第二則以強調思覺失調症優勢能力為起點，談論思覺失調症者在家人鼓勵及

規律服藥，並藉由自己優勢能力，發揮音樂專長，找到生活目標，走出自己人生方向。 

從新聞中可明辨出一般新聞標題或內容的報導都易置入對思覺失調症者的標籤及污名

化，以致社會大眾對於思覺失調症者感知其與生俱有的負面特質，甚至產生該對象即是「具

暴力傾向」的負向思維，漸而形成刻板印象；同樣是探討思覺失覺症事件，新聞報導可能著

重於思覺失覺症負面行為面向報導，亦可能著重於思覺失覺症的優勢能力面向報導。換言之，

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上除了污名化，其實思覺失覺症者有時候也代表著充滿智慧與想像力的藝

術家或數學家的象徵，像是美國的數學家約翰 納許（John Nash）等人，都曾經被診斷患有

思覺失覺症，這類新聞的呈現更是提供了對此疾病報導的正面模範。 

Lippman（1992）指出人們必須經由大眾傳播媒介來瞭解外在的世界，傳播媒介不斷將外

在世界塑造成個人腦海中的圖畫。因此新聞媒體報導內容對社會形象的塑造與形成有不可忽

視的重要性，尤其是針對人們無法經歷的事物而言更為重要。綜上所述，社會大眾對於思覺

失調症者的印象大部分是來自新聞媒體報導，新聞媒體的功能可載舟亦可覆舟，當新聞媒體

正面報導思覺失調症新聞時，能有助於發掘問題、解決問題，若媒體的報導是偏向負面消息

的呈現時，則易造成社會大眾的刻板且負面印象，近而影響思覺失調症者的治療與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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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中第九條指出「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

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者…。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

性疾患…」其中精神性疾患指思覺失調症，所以不管是從精神醫學及特殊教育的角度而言，

思覺失調症議題都是我們關注的議題，因此思覺失調症在新聞媒體中如何被呈現，以及對其

在社會的處境及影響，實在需要更多深入瞭解及探討。 

我國於 2007 年 7 月第二次修訂精神衛生法，其中第廿三條規定「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

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歧

視之報導」，及衛生福利部於 2014 年 7 月將精神分裂症正名為「思覺失調症」，其目的皆希

望提升國人對精神疾病的正確觀念及拒絕汙名化的現象，也給予精神疾患者一個健康、友善

的治療與照護環境。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歷經精神衛生法的修訂及衛福部正名後新聞媒體對

思覺失調症報導的情況，針對報紙中有關思覺失調症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除了探討在刊

登數量趨勢變化外，更希望能了解在思覺失調症議題中的新聞主題版面、議題、型態呈現、

報導語氣、消息來源及相互間的關係為何，以探究思覺失調症議題在報紙新聞中所呈現現象

與隱含的問題與啟發。 

貳、文獻探討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傳播媒體已成為社會大眾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且傳播媒體具備了

普遍與多元兩項特性，所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就可以從報章雜誌中取得一些與生活相

關的新訊息（Dimopoulos＆Koulaidis, 2002）。在眾多的大眾傳播媒體中，報紙是最早出現的

大眾媒體，雖然傳播速度不及網路、電視，但其存在的歷史悠久，容易取得、可長期保存的

優點，對事情的探究也較其他傳播媒體深入。因此報紙仍是社會大眾獲取資訊不可或缺的重

要來源，而各種不同的新聞媒體所散播及傳遞的訊息都將會影響形象的塑造。 

新聞媒體在議題的呈現與形象的塑造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與態

度。Lippmann（1922）指出人們往往依據新聞傳播媒體的資訊，建構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

知與圖像，形成我們對於許多議題的意見，進而決策和處裡外在世界的事務。傳播訊息確實

是個體塑造形象的決定性因素，傳播並不直接影響受播者的外在行為，但傳播的內容卻直接

影響受播者對外在環境的形象塑造。因此新聞傳播媒體對形象的塑造與形成有不可忽略的重

要性，尤其針對人們無法直接經驗的事物而言更是重要。大眾媒體所呈現的訊息會影響大眾

對於社會的認知，大眾媒體對於事件或人物的報導也會影響閱聽人的觀念及價值觀（Hafferty 

& Fost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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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隨著新興科技與媒體的演進，新聞媒體成為大眾接收新知與了解外在世界主要

的資訊來源，媒體的觸角已深入民眾生活，加上從新聞媒體接收訊息的便利性，民眾對於思

覺失調症的感知及訊息，大多從新聞報導中獲知，新聞媒體已成為民眾對思覺失調症形象認

知的主要來源。然而，新聞媒體在產製新聞時，有其取材的原則與價值，而這些原則與價值

則受到媒體新聞價值的影響，進而造成新聞媒體無法客觀地反映真實的一面，我們所感知的

社會真實往往是新聞媒體選擇的結果。 

過去許多文獻提及社會大眾易對精神疾病患者形成污名化知覺（管中祥，2011；Ben-zeev, 

Young & Corrigan, 2010；Overton & Medina, 2008）。從大眾媒體方面，研究指出大眾媒體對於

身心障礙者的描述帶有負面的刻板印象（Auslander & Gold, 1999 ; Page, 2005），其中特別是對

精神障礙者的負面描述最嚴重（Wahl, 2003），而此種負面形象在透過新聞媒體傳播之後，會

在社會大眾的心中呈現出身心障礙者是負面、刻板的印象。而新聞媒體報導常將「患有精神

疾病者」形塑成「高危險犯罪者」等形象，但多數並非是真實的（管中祥，2012）。從上述的

文獻中可以看出新聞媒體造成精神疾病者烙印、標籤的效果；不過新聞媒體的功能並非一無

可取，當它的功能有正向發揮的時候，不啻為推動精神健康及心理衛生工作的好助手。所以

新聞媒體在建構民眾正向或負向觀念的上，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也因此凸顯本研究所探索

新聞媒體報導的現況是有其價值及重要性。 

在國內外針對身心障礙新聞報紙報導的研究有王晴美（2002）、王美珍（2004）研究精神

障礙汙名化與歧視；李怡芳（2017）研究身心障礙者形象議題；蔡欣哲（2005）研究有關視

障者形象；薛詩慧（2013）研究身心障礙形象再現；吳孟津與徐美苓（2011）、Wahl（2003）

研究憂鬱症新聞再現；潘炳光（2011）研究精神衛生法修訂前後精神障礙在報紙媒體的差異；

Blood, Putnis 與 Pirkis（2002）研究報紙和廣播對精神病的報導。目前針對思覺失調症之於

新聞媒體的研究則較缺乏。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思覺失調症新聞報導，透過內容分析法，探

討媒體如何呈現與詮釋思覺失調症議題。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針對「思覺失調症」報導之新聞屬性進行分析。Neuendorf（2002）

指出內容分析，係指以客觀且有系統的方式，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分析，藉以綜合質與量的

資料，推論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意義的方法，採用內容分析可透過系統化的分類過程，透過

統計數字來敘述性解說，以了解思覺失調症新聞報導內容，研究過程依據（王石番，1992）

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步驟：界定母群體、抽取樣本、界定分析單位、建構類目、信度檢驗及編

碼等，依序進行分析，研究架構如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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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母群體 

本研究母群以蘋果日報網路資料庫，以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等關鍵字搜索，排除非

主題、重複報導及廣告之報導篩選整理後共得 386 則新聞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採用「蘋果日

報」原因為：（一）建有完整資料庫且常居尼爾森公司（AC Nielsen Net Watch）媒體調查的閱

讀率排行榜第一名；（二）為國內報界唯一接受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稽核銷售量、而且每日銷

售量超過 50 萬份，市佔率高及具有穩定性，在資料蒐集上的完整性較其他報紙高。而且蘋果

日報亦是報界公認為龍頭大報（謝其濬，2005）。 

 

二、抽取樣本 

本研究利用蘋果日報之新聞電子資料庫進行分析搜尋，關鍵字運用思覺失調症、精神分

裂症，並非每則含有思覺失調症或精神分裂症的新聞文本可以進行分析，需經過資料排除後

才對資料進行分析，排除原則如下：（一）非思覺失調症主題報導；（二）重複報導；（三）廣

告議題，經排除篩選整理後共得 386 則新聞作為研究樣本。 

 

二、界定分析單位 

內容分析最主要的部分，是類目的建構與分析單位的決定。本研究分析單位部分，抽樣

及記錄皆以「則」做為單位。研究之抽樣範圍從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蘋

果日報》進行分析，採用時間範圍原因為衛生福利部於 2014 年 7 月將「精神分裂症」正名為

「思覺失調症」，故以其時間點為切結點，前後各取三年六個月為之。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63



三、類目建構 

內容分析最主要工作就是類目建構，即將新聞媒體內容進行分類。內容分析的成敗決定

於內容的類目，類目是內容分類建構的基本原則；類目的分類，必須符合研究目的、反映研

究問題，也要達到窮盡、互斥、獨立、單一分類、功能性、可操控性、合乎信度及效度等原

則（王石番，1992）。本研究依類目建構原則，並參考健康醫療與身心障礙者等相關的研究，

包括精神病患烙印（王美珍，2004）、身心障礙者形象（李怡芳，2017）、憂鬱症新聞再現（吳

孟津，徐美苓，2011）、視障者社會形象（蔡欣哲，2005），分析歸類出以下類目： 

（一）報導主題版面類目： 

新聞報導主題版面，區分如下：1.政治／要聞，新聞主軸在報導有關政治事件、人物的

版面；2.社會／新聞，新聞主軸在報導有關社會案件的版面；3.地方／文化，新聞主軸報導有

關地區性發展、活動的版面；4.醫療／健康，新聞主軸在報導有關醫療及健康知識傳播的版

面；5.影藝／休閒，新聞主軸在報導有關影視消息、影星人物消息的版面；6.國際／兩岸，新

聞主軸在報導有關國際、兩岸傳播版面；7.副刊／論壇，新聞主軸在報導有關讀者投書、民

意論壇傳播的版面。 

（二）報導議題類目： 

新聞報導的議題從標題和報導內文中分析統整，區分如下：1.暴力／傷害：出現口頭攻

擊、人身攻擊等攻擊與傷害性行為；滋擾他人、偷竊、搶劫，或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有自殺或自我傷害行為；2.被害事件：思覺失調症者為被害人；3.權益／倡導：探討思覺失調

症的權益或人權議題，如就醫、就業、就養，或汙名化等；4.醫療／政策：政府政策與法規

的公布、制訂，或檢討等；新藥發明、醫療服務、長期照護資訊，或關於思覺失調症介紹；

5.教育議題：探討思覺失調症者教育及輔導相關議題；6.其他：指不適於前述類目者。 

（三）報導呈現性質類目： 

新聞報導呈現性質，區分如下：1.一般新聞：由記者蒐集、整理、撰寫為主僅報導事實，

未加以任何評論；2.專欄／特稿：記者依事實加以解釋和深入的報導、特稿由記者針對新聞

事件作深入的分析和評論；3.人物專訪／專題介紹：專訪係新聞報導為記者採訪單一人物訪

談內容為主，在經由記者整理、撰寫而成、專題介紹指針對思覺失調症議題報導；4.讀者投

書／民意論壇：指讀者投至報社或民意論壇。 

（四）消息來源類目： 

分析的消息人物來源，區分如下：1.醫療人員／學者專家，指醫療單位、學術單位和學

者專家，或相關專業人士等具有公信力者；2.政府單位／官員，包括中央政府單位、地方政

府單位官員；3.司法／警察單位，指法官或檢察官、警察人員或俗稱「警方」；4.社工／社福

團體，包括政府單位或民間社福單位之社工或慈善團體等；5.精障者／精障者家屬，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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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精神障礙者（思覺失調症者）」或其家屬或親人；6.記者／媒體，報導或文章的內容主

要是表達記者、媒體或作者本身的看法者，通常出現在專欄、特稿或評論性文章；7.外電，

指翻譯或取材國外通訊社或媒體報導；8.其他，指不適於前述類目者。 

（五）報導語氣類目： 

分析報導內容描述語氣，區分如下：1.正面報導：新聞報導內容給人正面感覺者，包含

關懷、鼓勵、讚美、或肯定等語氣；2.中性／混合報導：新聞或文章在描述語氣上無明顯傾

向而偏向中立者，或同時夾雜正面、負面或其他一種以上不同之語氣者；3.負面報導：新聞

或文章充滿負面的措辭，如威脅、恐懼、罪惡、醜化、貼標籤，或使用負面用語等。 

最後，茲將上述類目摘要如下。 

 

表1 內容分析類目簡表 

類目 向度 

（一）報導主題版面 1.政治／要聞版、2.社會／新聞版、3. 地方／文化版、

4.醫療／健康版、5.影藝／休閒版、6.國際／兩岸版、7.

副刊／論壇版 

（二）報導議題類型 1.暴力／傷害、2.被害事件、3權益／倡導、4.醫療／政

策、5.教育議題、6.其他 

（三）報導呈現方式 1.一般新聞、2. 專欄／特稿、3專訪／專題、4.投書

／論壇 

（四）消息來源 1. 醫療／專家、2.政府／官員、3.司法／警察、4. 社

工／社福5.精障者／家屬、6.記者／媒體、7.外電、8.

其他 

（五）報導語氣 1.正面語氣、2.中性／混合語氣、3.負面語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信度檢驗 

Wimmer 與 Dominick（2010）指出信度分析，須在編碼資料登錄後，擷取樣本 10%~25%

進行信度分析。因此本研究將所蒐集有效樣本 386 則報導中，依隨機抽樣方式抽出 10%數量

的新聞，共抽出 38 則進行信度檢驗，編碼員則由研究者與同儕擔任，該同儕具備研究學歷為

中學教師，修習過研究法並曾接受編碼員訓練，以熟稔編碼要領且在編碼前，充分地討論並取

得共識，針對編碼主題類目與向度類目進行討論，取得共識後，依下列公式計算信度係數（王

石番，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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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同意度＝  

信度＝   

M為完全相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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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與編碼工作的人員數目  

 

經上述公式計算後，統計編碼者信度，相互同意度為 .918 ，信度為 .957 。根據 Kassarjian 

（1997） 研究認為信度要達到 .85 以上，而 Neuendorf （2002） 則提出達 .90 的係數通常

會是被完全接受的信度標準，因此，本研究信度符合標準。 

 

五、內容編碼 

研究樣本收集期間自 2011 年至 2017 年底為止共七年，共收集 386 則報導。資料經二位

編碼員編碼後，再次計算編碼員間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931，信度為 .964，達到可接受的信度

水準。 

肆、結果與討論 

一、新聞報導之報導年份則數 

本研究旨在瞭解蘋果日報報導則數的情形，蒐集時間自西元 2011 年起至西元 2017 年止，

共計七年時間，樣本總計 386 則。新聞報導報導則數分析以「2017」年（123 則，31.86%）

為最多，其次為「2016」年（71 則，18.39%）、「2015」年（55 則，14.08%）、「2014」

年（32 則，8.29%）、「2013」年（31 則，8.03%）、「2012」年（38 則，9.84%）、「2011」

年（36 則，9.32%），依據年度報導整理如圖 1 所示。 

新聞報導量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報導量穩定且差異不太，但在 2016 年後報導則數有明

顯增加趨勢，經年度分析得知，除刊登報導則數與年度社會暴力攻擊事件有密切關係外，於報

紙內容發現，2017 年對「小燈泡案件」及「北投女童割喉事件」相關議題衍生報導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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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聞報導之報導年份則數分析 

 

二、新聞報導之主題版面型態分析 

新聞報導主題版面分析，依序為「社會新聞」版（271 則，70.20%）最高，其次為「醫

療健康」版（68 則，17.61%）、「副刊論壇」版（33 則，8.54%）、「地方文化」版（7 則，1.81%）、

「政治要聞」版（4 則，1.03%）、「國際兩岸」版（2 則，0.51%）、「影藝休閒」版（1 則，0.25%），

依據新聞報導主題版面分析整理如圖 2 所示。 

本研究結果與陳若宇（2013）研究媒體對於精障者報導之結果相同；與王美珍（2004）、

潘炳光（2012）研究精神障礙新聞版面呈現之結果相似，其結果以「地方新聞」最多，「社會

新聞」版面次之。本研究中「社會新聞」版最高，探究原因主要是報導與思覺失調症者有關

的社會事件，其中包括犯罪、社會治安、自殺案件；其次是「醫療健康」版則為思覺失調症

者生活保健層面資訊，包括醫療、保健、安養及病患及家屬支持心路歷程。 

 

 

 

 

 

 

 

 

圖 2 新聞報導之主題版面型態分析 

 

三、新聞報導之議題型態分析 

新聞報導議題類目分析，依序為「暴力／傷害」議題（263 則，68.13%）最高、其次為

「權益／倡導」議題（53 則，13.73%）、「政策／醫療」議題（45 則，11.65%）、「其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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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則，3.10%）、「教育」議題（8 則，2.07%），以及「被害事件」議題（5 則，1.29%），依

據新聞報導議題類目分析整理如圖 3 所示。 

本研究結果與王美珍（2004）、陳若宇（2013）、潘炳光（2011）所稱「暴力／傷害」議

題報導的比例最高，其結果相同。由此可觀察到，暴力犯罪與其他報導議題的比例極為懸殊，

而暴力犯罪的高比例呈現，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認為思覺失調症者是具暴力傷人傾向的刻板及

負面印象；在協助社會大眾了解精神衛生政策及疾病資訊的「政策／醫療」議題，僅佔了整

體比例的 11.65%，整體比例偏低，顯示國內報紙在報導議題上偏重強調思覺失調症的負面行

為，卻顯少平衡地提供使社會大眾認識疾病的資訊。其中在「教育」議題的報導上，僅佔整

體比例的 2.07%，整體比例仍嫌偏低，顯示在報導上對於思覺失調症「教育議題」較不被重

視。在「其他」議題的報導，發現有 4 則新聞，針對思覺失調症者優勢能力報導，報導其在

文學創作、陶藝、琉璃、琴藝等專長，顯示正向報導的內容相當欠缺。 

 

 

 

 

 

 

 

 

圖 3 新聞報導之議題型態分析 

 

四、新聞報導之呈現型態分析 

新聞報導呈現型態分析，依序為「一般新聞」（294 則，76.16%）為最高、其次為「專訪

／專題介紹」（37 則，9.58%）、「專欄／特稿」（34 則，8.8%）、「讀者投書／民意論壇」（21

則，5.44%），依據新聞報導呈現型態分析整理如圖 4 所示。。 

本研究結果與王美珍（2004）、潘炳光（2011）、陳若宇（2013）等人在新聞報導呈現之

研究結果一致，皆以「一般新聞」最為高。由此可觀察到，新聞報導呈現型態以「一般新聞」

為最高，可見報紙在新聞報導呈現型態較偏向敘述事實取向而非評論取向，這顯示媒體對於

思覺失調症新聞報導的意見交流與探討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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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新聞報導呈現型態分析 

 

五、新聞報導之消息來源分析 

新聞報導消息來源分析，依序為「司法／警察」（247 則，63.98%）、「醫療／專家」（54

則，13.98%）、「記者／媒體」（30 則，7.77%）、「外電」（11 則，2.85%）、「社工／社福」（17

則，4.4%）、「精障者／家屬」（14 則，3.62%）、「其他」（9 則，2.33%）、「政府／官員」（6 則，

1.55%），依據新聞報導呈現型態分析整理如圖 5 所示。 

本研究結果與王美珍（2004）、潘炳光（2011）研究精神障礙新聞之消息來源以來自「警

察單位」居多之結果相同。探究原因，可能與蘋果日報媒體為能確保蒐集大量新聞且快速報

導，因而成立資訊統籌中心（法庭、地方、突發等中心），而由記者將警局、法庭等新聞消息

蒐集，以致司法或警察單位的新聞大量曝光。 

 

 

 

 

 

 

 

 

圖 5 新聞報導消息來源分析 

 

六、新聞報導之報導語氣方式分析 

新聞報導語氣方式分析，依序為「中性／混合」語氣（170 則，44.04%）、「負面」語氣

（126 則，32.64%），和「正面」語氣（90 則，23.31%），依據新聞報導語氣方式分析整理如

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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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則與潘炳光（2011）研究精神障礙新聞報導語氣之結果一致，而王美珍（2004）

的研究而言，則以負面語氣最多。整體而言以「中性／混和」語氣最高，可能是因為歷經精

神衛生法修正後及衛福部正名後，牽涉對健康議題及政令宣導影響，因此「中性及混合」語

氣的報導會較提升許多；其次為「負面」語氣報導，推究原因，可能是新聞媒體在報導犯罪

的新聞上，特別關注思覺失調症者的負面特質，再加上缺乏精神健康知能，不過大致上新聞

媒體對於思覺失調症者的「暴力／傷害」議題報導上，帶有歧視性字眼及用詞，有減少趨勢。 

 

 

 

 

 

 

 

 

圖 6 新聞報導之報導語氣方式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從報導量而言，在 2016 年後有明顯增加趨勢，其新聞報導則數增加原因與社會暴力攻

擊事件有密切關係。 

（二）從新聞報導主題版面以「社會新聞」版面佔七成為最多、其次是「醫療／健康」版面

佔一成七、其他主題版面不到一成。 

（三）從新聞報導議題分析得知，以「暴力／傷害」議題，佔六成八為最多。 

（四）從新聞報導呈現型態分析得知，以「一般新聞」型態，佔七成六為最多、其他報導呈

現型態不到一成。 

（五）從新聞報導消息來源分析得知，以「司法／警察」來源佔六成三為最多、「醫療／專家」

來源佔一成三、其他報導消息來源不到一成。 

（六）從新聞報導語氣分析得知，以「中性／混合」語氣佔四成四為最多、其次為「負面」

語氣佔三成二、「正面」語氣佔二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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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重視思覺失調症者優勢能力報導 

研究發現新聞報導議題以「暴力／傷害」佔最高，其中關於「教育議題」報導的新聞有

限。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它」議題中，僅有四則新聞報導思覺失調症者的優勢專長，建議未

來報導可著重在思覺失調症者的優勢及專長，讓大眾瞭解其優勢及潛在能力發展，將有助改

善大眾對思覺失調症者的觀感。 

（二）加強新聞媒體在評論性議題之交流探討 

研究發現「一般新聞」報導最高，「專訪／專題介紹」、「專欄／特稿」等報導不到一成，

代表多數新聞報導在呈現型態以偏向敘述事實取向，這顯示新聞媒體對於思覺失調症新聞報

導之意見交流與深入探討的模式較為少見。建議未來宜強化思覺失調症深入、評論性議題報

導。 

（三）提升新聞報導消息來源多元化 

研究結果顯示在消息來源以「司法／警察單位」居多；新聞報導主題版面以「社會新聞」

版面佔最多，其中報導消息來源與報導主題版面，若明顯的偏向單一來源時，新聞將無法公

正報導，也難以展現社會真實面。建議未來可從醫療單位、教育單位、思覺失調症者及其家

屬等多元管道，進行平衡報導，以達多元來源報導思覺失調症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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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身體上的轉變，則是因為引導以及練習的關係，逐漸打開身體的感受力，進而將指令轉換為肢體的動作，並且能夠想像自己在接收引導當下，變換身體力量的質地上，產生出的不同感受，研究者以創造想像力的故事引導方式進行課程，正是試圖讓孩童能夠意會到自己的身體與空間上的關係，雖然與一般孩童建立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因孩童有重複練習的機會，嘗試發展動作上的可能性，在正式課程的後半期以及暑期課程，特殊孩童在基本的指令上也能夠理解，並且對應身體需要運作的部位，透過身體感知，孩童在未來並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也能從中逐漸學習身體...
	二、 唐氏症孩童人際關係的轉變
	研究者在藝術統合課程尚未進行時，觀察體制內的特殊教育的現行狀況，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制式的指令無法快速地理解，故需要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練習多次，而在過程當中，限制孩童對於想像及創意的開發，研究者在實施課程當中讓孩童在接收指令時能夠在以玩的方式瞭解，孩童便能夠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學習指令，而喪失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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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統合課程與體制內的特殊教育最大的差異則是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孩童擁有自我的創意與想像，而特殊教育因為需要讓孩童不斷練習的目標，而減少孩童自我發展的機會，引導式的教學方式是能夠進入並且改變特殊教育的教學模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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