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曙光中的假象─檢視醫藥進展的媒體再現 

Hope or Hype: 

Coverage by the News Media of Medical Advances 

 
 

張艾湄 

Amy Ai-Mei Chang 

 
 

指導教授：倪炎元 博士 

Yen-Yuan Ni,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March 2009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壹章  緒論…………………………………………………………………….   1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醫藥新聞的媒體再現……………………………………………..   5 

第二節 醫藥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12 

第參章  研究方法……………………………………………………………….  16 

第一節  樣本選取…………………………………………………………..  16 

第二節 內容分析…………………………………………………………..  17 

第三節 論述分析…………………………………………………………..  23 

第肆章  內容分析結果………………………………………………………….  26 

第一節  各類目整體分析況………………………………………………..  26 

第二節 類目交叉分析結…………………………………………………..  30 

第伍章  論述分析結果………………………………………………………….  39 

第一節  社會文化實踐分析………………………………………………..  39 

第二節 論述實踐分析……………………………………………………..  50 

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55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55 

第二節 研究價值與限制…………………………………………………..  58 

參考文獻…………………………………………………………………….……  62 

附錄一：內容分析編碼表……………………………………………………….  71 



 

 

 
附錄二：編碼須知………………………………………………………….……  74 

附錄三：輝瑞藥廠戒必適公稿………………………………………………….  80 
 
 
 
 
 
 
 
 
 
 



i 

 

 



ii 

 

 

誌  謝 
  一年的醞釀加上一年的產製，以及無數次的嚷嚷著放棄，總算成功地捱到了這一刻。單

靠自己一個人，是絕對無法走到這裡的。於是，我慢慢轉身，盡可能地睜大眼，細細辨認，

一個個陪伴著我的身影。 

     

  謝謝倪炎元老師。還記得一年前，約莫此刻，在冠寶和佳珊的引介之下，魯莽地，我就

殺到中國時報找老師談研究的主題跟架構。當時老師眼神中完全的信任跟肯定，讓空轉了許

久的我，吃了定心丸似地，一步步拾回了自信。寫作的過程中，不論在台北，還是費城，每

每遇到瓶頸、或思緒紊亂的時刻，老師總是在第一時間，為我解惑、替我耙梳脈絡。難怪連

Mark 都要吃老師的醋，因為只有老師的回信，才能給我安定的力量。這些日子以來，跟您學

到的真的很多很多，最令我敬佩的，是老師 embracing 的態度，對於學術與實務的兼容

(all-embracing)，以及對於學生們包容的愛(embracing love)，相信只要上過課、認識老師的同

學們都會同意，倪老師真的是我們生命中的天使。 
 
    謝謝彭文正老師，以深厚的量化分析素養，指引了許多可以補強、改善的方向。也謝謝

老師在我碩一下學期開了醫療新聞學的課，因為這篇論文最初的發想，就是來自於當時課堂

的討論。 
 
    謝謝劉淑瓊老師，醫療社會學領域傑出的前輩，針對論文架構及研究關懷的提點。口試

時老師對這篇論文的肯定，要我將完稿送一份給醫改會參考，就已值得了這些日子以來的努

力。 
 
    謝謝義務編輯佳萱和口試助理郁涵。不論生活上或學業上，當我再怎麼努力也搆不到一

點點快樂的時候，總能及時幫我找到自信和幸福的，是妳們。「我們要做一輩子、一輩子的

好朋友優！」(打勾勾~) 
 
    謝謝前校學長，帶我進入新聞所，認識了 R94 的好同學們。在腦海裡依舊清晰的，是碩

一研究方法初次見面的生疏，是遠企台客跨年趴的瘋狂，是在研究室打盹聊天的隨興，還有

歸寧宴結尾大合照的可愛，謝謝你們豐富了我的回憶。 
 
    謝謝爸爸、媽媽和弟弟，儘管我知道，害羞的你們一定會說：「有什麼好謝的？我們父(母)
女/姐弟一場。」沒有你們無條件的包容、適時的激勵打氣，就算再多給我十個四年，也不會

有這本論文的誕生。 
 
    謝謝 Mark，倪老師口中「艾湄的先天優勢」。從 414、杭州南路到 Castle Hill，滿滿地，

都是我們並肩努力的痕跡。未來的日子，也請多多指教！ 
  
   最後，謹以此獻給我在天堂的外婆 
 

 
                                                 艾湄 2009.03.18 



iii 

 

 
                  

摘 要 

本研究試圖探究媒體報導醫療進展議題時，內容及品質上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進一步

了解作為守門人，媒體傳遞、把關醫療訊息的判準究竟為何，以及媒體論述在文本中對於醫

療進展的建構。為回答上述題旨，本研究以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析相互輔助發掘答案

分析樣本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2003 -2008 年五年

間 1274 則相關報導，發現醫藥進展議題的報導數量儘管逐年成長，但報導品質符合科學言說

標準者非常有限，多數報導詮釋過於誇大、引述過於正面，消息來源也高度重疊，甚至還出

現遊走法律邊緣的廣告化的新聞文類。為避免錯誤的資訊傳布、成為醫藥機構廣告行銷的工

具，我們綜合本研究結果與國外相關經驗，提供醫藥進展相關的參考守則，增進媒體記者與

閱聽眾的健康資訊識讀素養，並建議主管機關重新審視醫藥報導與行銷的分野、規範醫療機

構與媒體間的贊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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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s media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medical advances, but there is 
concern that some coverage may be inaccurate and overly enthusiastic.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print news media represent stories on advances. It is based on a content analysis and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1274 newspaper articles that appeared between 2003 and 2008 from four major 
newspaper outlets in Taiwan. Stories were found to emphasize, and often exaggerate the benefits 
and implications of medical advances without adequate or 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ovelty, 
availability, other treatment options, quality of evidence, risks, complications, costs or the financial 
ties between study groups or experts an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The overly positive vision 
of medical advances is supported by the use of particular metaphors and hyperboles, accompanying 
illustrative material, such as testimonials and human interest stories, and constant reference to 
favorable sources. Stories were also found to be an extensively exploited channel for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among medical institute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e hope through our 
examination of coverage of medical advances will lead all who engag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news to reevaluate their practices to better serve a more informed health care population. 

 
 
 
 
 
 
 
 
 
 
 
 
 
 
 
 
 



第壹章 緒論 
Be careful about reading health books; you may die of a misprint. –Mark Twain1 

 
新聞媒體在傳達健康醫療資訊上，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科學，尤其是醫學

的急速發展，以及媒體對於這些資訊內容的傳播與分析，都創造了所謂「新醫療

對話」時代的來臨。傳統的醫療對話，僅止於病患和醫師之間的資訊交換。但現

在的醫藥進展，透過新聞報導、評論和廣告等不同方式，出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 
 
多數國內外研究顯示，除了醫師和藥師外，新聞媒體已經成為大眾獲得醫療

保健訊息最重要的管道，也是經常引用的消息來源（Freimuth, Greenberg, DeWitt, 
& Romano, 1984; Simpkins & Brenner, 1984; Wallack, 1990; Condit, 2004；藍素

禎，2001；陳婷玉，2002；全嘉莉，2004；徐美苓，2005；謝安安，2005）。這

些報導也成為病患與醫師對話時的依據，藉此提出新的問題和要求。因此，不僅

是病患本身，醫療照護體系、醫病關係、甚至社會的醫療觀，或多或少，也都受

到媒體呈現的醫療新聞報導所影響。Grauer & Pathak （1996）、Paul & Honeycutt 
（1996）的文章都顯示，新聞界的報導對醫院之營運影響甚鉅。 

 
    由於在健康傳播研究發展初期，傳播媒介，特別是大眾傳媒，即被視為是傳

遞正確訊息,、幫助民眾避風險以及改變行為的載具，其所被賦予的權威與道德

價值似乎不容質疑。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健康醫療議題的複雜化以及媒體近用

權的普及，民眾來自大眾傳媒的資訊日益多元化，媒介的使用有時亦成為權力角

逐的場域（徐美苓，2005）。醫療資訊過度商業化與缺乏可信度的情事，更是層

出不窮。 
     
    醫療機構往往以各種公關手法，利用認定上的灰色地帶，以發表醫學研究、

治療成果之名，行促銷之實。特別在醫學快速企業化、商品化及世俗化的時代，

面對每天以醫療科學新知姿態出現的新疾病、新診斷、新藥物以及新療法，民眾

天天猶如洗三溫暖，一下子擔心自己罹病，一下子又過度期待醫學的神效而疲於

求醫（Blech，2003/張志成譯，2004）。 
 
    面對科學證據與專業術語構築起來的醫療領域，當健康醫療議題被過度行銷

時，民眾往往無法具有足夠的健康素養、專業知識及充分的消費者權益意識，予

以判斷或制衡（徐美苓，2005）。德國資深醫藥記者 Jorg Blech 不諱言，現代醫

療產業正在出賣我們的健康（Blech，2003/張志成譯，2004）。大眾傳播媒介，

特別是頗負社會權威與道德意涵的新聞媒體，便成為醫療產業最佳的宣傳行銷工

具。 

                                                        
1
資料來源：Johnson, T. (1998). Shattuck Lecture:Medicine and the media. N Engl J Med, 339,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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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2指出，很多記者、編輯用一堆

沒內容的醫學用語，造成大家對新殺手病的恐慌，再夾帶最新仙丹的消息於其

中。因嚴重的心血管病風險被迫撤離市場暢銷的關節炎藥物偉克適（Vioxx）曾

被譽為患者的「福音」，其「止痛又顧胃」的效果更被廣泛用於其它原因引起的

身體疼痛，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全球一度有超過八千萬人服用這種非類固醇消

炎治療藥物。至今仍具爭議性賀爾蒙替代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也曾被讚為治療更年期症狀上的醫學突破、中年婦女「最佳良藥」。 
 
    由於新聞媒體不僅是大眾健康醫療知識的重要來源，對於大眾的就醫行為及

醫療觀更有顯著的影響，國外對於新療法、新藥物這些醫藥進展在新聞媒體上的

再現和論述，就其正確性、價值、報導背後的權力結構和潛在利益糾葛，都有來

自公衛醫療界、傳播學界與媒體實務工作者跨領域的對話。進一步的，對於醫藥

新聞記者的定位與社會責任，也有廣泛的討論。 
 
    《新英格蘭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刺胳針》（Lancet）
4、《澳洲醫學期刊》（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5及《加拿大醫學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6多項針對特定藥物、篩檢與療法，在新聞媒體上的

呈現所進行的研究顯示，醫藥新聞中屢見不顯的闕漏包括：誤報或誤用科學研究

報告，誇大藥物、療法的效果以及偏好煽情聳動的描述，並對此提出參考守則，

要求醫藥記者應了解研究設計及樣本大小以推斷其普遍及適用性，且應追問研究

結果是否僅止於統計數字上的相關，或在流行病學上也具有顯著的意義。同時呼

籲媒體不應僅呈現有利於研究者的相對風險，應追問其絕對風險並以絕對風險的

報導為主。此外，在新聞媒體對於醫療新知、醫學報告的解讀與詮釋,、公衛醫

療學者與新聞記者間的互動與溝通方式，以及醫藥新知在媒體報導後對於就醫行

為、醫病關係甚至醫療公衛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等面向，也有深入的分析。 
 
    在傳播學界方面，國外健康傳播學者，針對醫藥新聞產製過程的研究顯示，

有些醫療機構、藥廠與特定新聞媒體、記者或是醫學專家，私底下其實存在付費

對價關係，因此記者處理醫藥新聞時，儘管符合產製當下的新聞意理，若忽視醫

藥「事實」背後既有的權力結構及利益衝突，以及在民眾醫療觀、就醫行為等社

會層面的影響，就是沒有善盡媒體的社會責任，有可能對社會大眾造成嚴重的傷

                                                        
2 資料來源：Moynihan, R. & Smith, R. (2002). Too much medicine?. BMJ, 324(7342), 859-860. 
3
 資料來源：Moynihan, R., et al. (2000). Coverage by the news media of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medications, N Engl J Med, 342, 1645-1650. 
4
 資料來源：Anonymous. (2002). A health scare in the mass media. Lancet, 359(9312), 1363-1365. 

5 資料來源：Van Der Weyden, MB. (2002). Making medical news and accountability. MJA, 7, 177(7), 
372-3. 
6 資料來源：Cassels, A., et al. (2003). Drugs in the news: An analysis of Canad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new prescription drugs. CMAJ, 168, 113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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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國外的媒體實務界同樣也出現類似的聲音，認為醫學研究充滿了各種利益，

新聞記者應具備分辨醫學報告中所謂「偽科學」成分的能力（Crossen, 1994），

不應成為醫療機構與藥廠行銷部門的傀儡或啦啦隊。同時也建議醫藥新聞中，屢

見不鮮的「突破」、「福音」和「里程碑」等過度誇大小小貢獻的詞彙，應該避

免使用，才不致使民眾成為藥廠、醫療機構的俎上肉，或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

迷信特定藥物、療法的神效。此外，完整的醫藥進展報導應提及其研究基礎、說

明實驗步驟、提供完整研究數據、詳述醫技、醫藥的適用情境、副作用、風險成

本，並與既有的其他療法加以比較。 
 
    綜觀國外媒體實務界、傳播界與科學醫學社群對醫療新聞報導的討論，對於

醫療新聞品質把關的判準已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因此，「頭條內幕」（Hitting the 
Headlines）、「媒體醫生」（Media Doctor）、「適度存疑」（Healthy Skepticism）、 
「休想不勞而獲」（No Free Lunch）等針對媒體或公衛醫療界的自律、他律機制，

也就應運而生。這些組織提供了媒體記者和民眾相關的資訊與參考守則，同時也

長期監督並評價各大媒體的醫療新聞報導，督促媒體擔負其社會責任。這樣一

來，面對以醫學研究或實驗結果為名，行銷新藥物、新治療、新疾病、新手術、

新檢驗的報導時，民眾就能有足夠的資訊與素養予以制衡。 
 
    相較於國外公衛醫學、傳播學界與媒體實務上，對於醫藥新聞品質判準的跨

領域研究和對話，國內對於此方面的論述則相對有限，且往往散見於醫療新聞內

容分析、醫療公關研究或特定議題的內容分析研究中。 
 
    國內既有的醫療新聞及特定醫療議題研究大多顯示，很多記者面對專業的醫

學，為避免出錯，尤其一些複雜的數據或者專業理論，很容易記錯或聽錯，記者

為了明哲保身，減少不必要的困擾甚至法律訴訟，大多願意採用新聞稿的內容。

多數醫藥記者認為，自己僅能做到「資訊傳布」及「解釋」的角色，能夠仰賴的

消息來源，仍是專業的醫師，或是國外的醫學期刊（徐美苓，2005）。 
     
    在國內的醫療公關研究上，也發現近幾年來，台灣具規模的醫療機構也逐漸

強化醫院行銷公關和媒體宣傳的功能，以因應更強烈的市場競爭。但由於國醫療

法規限制嚴格，醫療行銷活動廣告、直效行銷、公關、銷售促進不易，因此多注

重在公共關係與事件行銷部分，不但能達成廣告目的還可避免落入違反醫療法規

之牢籠，因此造就台灣醫療記者會特別多的特殊現象，例如報紙版面有專屬醫療

專欄、專業醫療雜誌、醫療廣播新聞與節目、電視醫療節目及新聞等等。（徐美

苓，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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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討論的是，醫藥記者的消息來源是專業的醫師或國外的醫學期刊，新療

法新藥的主導權在於醫師的「專業表現」（徐美苓，2005），而專業的醫師對於藥

物的專業知識又有多數來自於藥廠的研究結果時，自然令人憂心媒體會成為醫療

產業行銷新藥物、新療法的打手。 
 

    因此本研究欲檢視國內新藥物、新療法等醫藥進展新聞的媒體再現，在內容

和品質上存在什麼現象？有哪些問題？並進一步了解新聞媒體作為資訊守門

人，在資訊傳遞的把關上的判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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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No disease has been “cured” as repeatedly as cancer has. –Rick Weiss, Washington Post7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國內新聞媒體如何再現醫藥進展議題。綜合美國國家研

究院醫學中心（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8 9、《英國醫學

期刊》10 11對於醫藥進展（medical advances or advances/advancements in medicine）

的定義，所謂醫藥進展，是指醫藥領域在疾病病因的探討、診斷或治療技術上的

進步、創新；因此，醫藥進展報導涵蓋的範圍，包括新檢測技術、療法、藥物，

以及醫學機轉相關研究上的突破。 

 

本章分成兩個部分呈現相關課題的主要文獻，第一部份論及醫藥新聞的媒體

再現，了解報導內容和品質上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探討醫藥進展新聞寫作的謬誤

診斷與專業常規；第二部分，則針對醫藥記者與新聞來源的關係，探討醫藥新聞

的產製過程，藉梳理相關研究文獻結果，發展出本研究分析的主軸。 
 

第一節 醫藥新聞的媒體再現 

一、醫藥新聞的誤現 

    根據多數國內外研究顯示，除了藉人際傳播獲取與個人相關的健康訊息外，

媒體，特別是新聞報導，已成為多數人感知社會文化對健康的認知以及價值觀的

重要管道（Freimuth, Greenberg, DeWitt, & Romano, 1984; Simpkins & Brenner, 
1984; Wallack, 1990; Condit, 2004；藍素禎，2001；陳婷玉，2002；全嘉莉，2004；

徐美苓，2005；謝安安，2005）。根據 2002 年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美國

醫療新聞需求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者密切關注健康醫療新聞。（Mebane, 
2003）。Rodale Press 調查結果更發現，39%的受訪者將電視新聞視為獲得健康醫

療知識的主要來源，比醫藥專業人員的 37%還要多（Ebencamp,1998）。 
 

                                                        
7  資料來源：Shaw, D. (2000). Medicial miracles or misguided media?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3, A1. 
8 資料來源：Institute of Medicine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2007). Educating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the 21st Century. Available: http://www.iom.edu/CMS/3793/4723.aspx. Accessed 11 
May 2008. 
9 資料來源：Halpern, J. (1997).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in service to science and 
society. Proceedings a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America, 94, 5, 
1606-1608. 
10 資料來源：Ferriman, A. (2007). BMJ readers choose the "sanitary revolution" as greatest medical 
advance since 1840. BMJ, 334, 111.  
11 資料來源：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7). Medical Milestones. Available: 
http://www.bmj.comlcgi/contentifull/334/suppl_lIDC3. Accessed 11 Ju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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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對議題的報導方式，對閱聽大眾對訊息的認知及相關的態度、行為

意向的影響，甚至可能發揮比公眾宣導更大的效果（徐美苓，1998）。Grauer & 
Pathak（1996）、Paul & Honeycutt（1996）的研究就發現，新聞報導對醫院的營

運影響甚鉅，長期更會改變健康政策醫療照護體系、醫病關係、甚至形塑社會的

醫療觀（Levi, 2001）。因此，媒體上醫藥新聞的再現，及其正確性、價值觀、

權力結構等議題，自然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醫藥新聞的誤現可歸納為： 
 

1. 誇大、具煽動性（sensationalism） 
 

    Greenberg, Freimuth & Bratic 的研究顯示，新聞記者總把科學、醫藥的發展

描述地過於樂觀（Greenberg, et al., 1981）。徐美苓 （1998）以內容分析法檢視

台灣 1996-1997 年間八家平面媒體的醫藥新聞報導特色，發現其中使用諸如「突

破」、「重大發展」、「里程碑」等字眼者佔兩成以上。徐美苓認為醫藥新聞中仍充

滿未審慎處理的風險問題，甚至有時會對研究結果的適用性做出不合科學的推論

和判斷，這些都是閱聽眾應加以質疑的部分。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暨大眾傳播學院的教授 Schwitzer（2004）研究明尼

蘇達州四家電視台（KARE、KMSP、KSTP、WCCO），2003 年 2 月至 5 月四

個月間播出的 840 條醫藥新聞內容，發現這些報導常常不管證據充不充分，就是

要強調煽情及不恰當的部份。譬如：其一，煽動性的議題沒有數據或佐證。記者

往往將一些還在研究階段、未經證實的醫藥進展或健康風險報導出來。其二，來

自科學卻不切實際的推斷。許多新聞將可能還在老鼠實驗階段的新療法，說成是

將會適用於人類，常不去提一個藥品還在初期研究階段，就大肆地報導，且暗示

它「馬上」、「應該」就會被 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國聯邦食品

藥物管理局）12通過。其三，使用太過誇張的字眼，像是「神奇新藥」、「萬靈丹」、

「奇蹟」、「突破」、「重大發展」、「里程碑」等。Schwitzer 認為這些現象都不符

合科學精神和專業義理，醫藥新聞處理應該要更嚴謹才是。 
     

Dr. EL Tatum 指出，大眾媒體的醫藥報導，容易誇大研究發現的重要性，每

件事都被說成「突破」、「重大發現」、「生命之鑰」，往往強調這些進展是「全新

的」（Friedman, 1965），刻意凸顯大大小貢獻的重要性，卻忽略了科學、醫學

均為眾人日積月累的共同努力所形成（Krieghbaum, 1968 /謝瀛春譯，1994；

Kitzinger & Reilly, 1997）。 
                                                        
12 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即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類似台灣的藥物食品檢驗

局，主管食品與藥物檢驗、上市核准的單位。FDA 認證的產品可以在美國生產及銷售。FDA 認

證書為美國政府的官方證明檔案，其信譽被全世界各國政府所尊重，所以有美國 FDA 自由銷售

認證的產品，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衛生及進口部門其申報手續往往從滅，可節約時間及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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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被期望客觀地寫新聞，提供讀者公正、精確的資訊，然而又必須依賴刺 

激、煽情來獲取閱聽人的興趣（Glynn, 1982）。Tichenor 指出，大眾對專業醫學

的知溝，使得這些新聞先天上缺乏對讀者的吸引力，記者就往往以煽情手法 
包裝科學與醫藥新聞（Tichenor, 1970）。因此重「特殊」、輕「常態」的狀況屢

見不鮮，醫藥報導的焦點往往集中在特殊、罕見疾病的罹患者身上，而一些較不

嚴重的疾病，如感冒、喉嚨痛、骨折等，即便其影響更為普遍，則很少能成為新

聞（Burkett，1986）。 
     

鄭宇君（2003）檢視吃牡蠣易致癌一研究的相關報導發現，研究其實只在一

天吃 139 克，連續吃 30 年的條件下才能成立，但新聞報導卻讓它看起來像是普

遍性的宣稱吃了就易致癌，造成大眾不必要的恐慌與錯誤認知。這種狀況的產

生，主要是因為科學界對正確性的要求，就如專業期刊文章的正確標準，無論是

指研究方法、步驟以及實驗結果等原始數據資料，必須經得起同行的重複檢驗；

但是新聞界認為，只要社會大眾能對報導中的科學發現有正確印象即可或完整圖

像即可（Krieghbaum, 1985∕謝瀛春譯，1996；鄭宇君，2003）。 
     

除了醫療新聞本質難以報導外，記者更須面對截稿時間的壓力、同時也有一

定的體裁和篇幅。電視台常藉由切割如「生活提要」、「健康頭條」的小時段製作

醫藥新聞。超過三分之二的新聞，長度不到一分鐘，而半數以上的新聞，甚至只

有 30 秒或更少，這樣的報導自然會流於誇大、膚淺而不盡理想（江才健 1988；

Schwitzer, 2004）。 
     

Kramer（1988）指出媒體記者尋求極端罕見之例的風氣，往往導致錯誤的資

訊傳佈。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主任 David Satcher 直言，醫藥新聞這種誇大特定醫

藥或科技進展、小報化的傾向，不僅對民眾培養正確的健康觀有礙，也會損害醫

藥新聞本身的公信力（Tony, 1994）。Schwitzer 則直指，醫藥記者對於煽動性和

誇大的偏好，將使新聞報導淪為藥廠的推手，為廠商開發產品的潛在市場

（Schwitzer, 2004）。    
 

2. 事件取向、缺乏議題廣度 
 
由於科學醫療報導缺乏對讀者的吸引力，Glynn & Tims 指出，記者撰寫新聞

時，重點往往不是事實的收集而是論題的呈現（Glynn, 1982）。也就是說，通常

一則新聞主要觀點的尚未被正確、完整地呈現，媒體就會繞著最能引起話題的事

件打轉。Schwitzer（2004）研究明尼蘇達州四家電視台四個月間播出的 840 條醫

藥新聞內容發現，雖然關於健康政策的事件很多，但新聞媒體卻鮮少報導這些新

聞，倒是著重在醫療美容上，像是如何除皺、控制身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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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hue, Tichenor & Olien 則從社會控制的面向切入，指出由於身為消息來

源的醫藥專業人員受訪的配合度有限，媒體和科學系統間的溝通遠不如媒體和政

治等系統間的溝通，大眾媒體上的科學醫學內容的增加，並不代表分析性、正式

的知識增加，媒體關注的焦點仍不脫特定議題或事件（Donohue, et al., 1973）。     
     

美國醫療照顧記者協會（Association of Health Care Journalists）前理事長的

Andrew Holtz 便指出，大部分媒體都有一個懶情的健康定義（lazy definition）：

即需和病人、實驗、醫生、研究者、藥物或療程有關，或是與生活形態的食物或

運動有關。在此定義下，健康廣義的，與家庭、生活環境、社會行動、法律和 政

策相關的層面往往被忽視。如此僵硬的醫藥新聞呈現，使得公眾對健康決定要素

的討論相當缺乏（Holtz, 2003）。研究媒體報導健康政策的 Mebane（2003）亦指

出，雖然健康是多面向、花費高昂的工業，醫藥新聞仍舊側重報導疾病與生活型

態的議題，至於健康照顧議題，則是未獲得應有的注意。 
 

國內外研究均發現，新聞媒體在呈現複雜且需長期了解的健康或醫療議題

時，基於新聞成規與新聞價值的判斷，往往著重在其即時、較顯著與具事件導向

的層面（Atkins &Arkin, 1990; Kitzinger & Reilly, 1997 ; Krieghbaum, 1968 /謝瀛春

譯，1994；徐美苓，1998）。David Satcher 因而呼籲，有些健康議題雖與特定醫

藥相關事件或科技無關，但攸關民眾生活，應該被報導出來，例如疫苗接種、心

血管疾病的致命率降低等等，才不致轉移民眾對真正重要健康議題注意力的趨勢

（Tony, 1994）。 
 

二、醫藥進展新聞寫作的謬誤診斷與專業常規 

 
國內外有關醫藥新聞的報導內容分析顯示，一方面由於新聞常規的影響，一

方面是對於消息來源的依賴，媒體傾向報導最新發表的研究，特別偏好醫藥技

術、療法或藥物的新發明（Franklin, 1990; Condit, 1996; Daniels & Parrots, 1996; 
Kilgore, 1996; 李絜，2001）。但也因為我們身處於醫學快速企業化、商品化及世

俗化的時代，醫療機構往往以各種公關手法，利用認定上的灰色地帶，以發表新

醫學研究、新療法之名，行行銷之實。面對每天以醫藥進展新聞姿態出現的新藥

物、新療法、新檢驗，民眾往往無法具有足夠的健康素養、專業知識及充分的消

費者權益意識，予以判斷或制衡（徐美苓，2005）。 
     

由於國內相關研究，多以整體醫療保健新聞報導的內容分析為主，將醫療進

展和健康風險新聞報導一同做為研究對象，針對醫藥進展新聞的再現，尚無系統

性的分析整理，故以下的討論仍以介紹國外相關文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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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ynihan（2000）等人認為，媒體在提供新藥治療的資訊上扮演角色非常

要，但有時媒體的報導卻是不正確且過於誇大的。例如，針對藥品的療效、副作

用、價格、專家與藥商之間的利益關係，這些訊息常常交代不清，而這樣不完整

的新聞報導，卻可能讓閱聽人產生誤解。Greenberg, Freimuth & Bratic 表示，新

聞記者總把科學、醫藥的發展說過於樂觀。譬如，在報導癌症新聞時，這者對於

新療法的描述，往往冠以「奇蹟」、「大突破」等高帽子，隔一段時間後，卻往往

出現相關報導宣告其風險、副作用和侷限，嚴重者甚至被迫下架（Greenberg, et al., 
1981）。 
     

根據美國醫藥新聞監督組織─健康新聞評論（Health News Review）13針對

全美 60 幾個新聞媒體一年內 400 多則健康醫療新聞報導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的

新藥物、新療法與新檢測的介紹，都沒有揭露的成本價格、適用情境及可能副作

等風險與利益的評估數據。這種新聞報導再現的醫學觀，就是把醫藥進展形塑成

「救命仙丹」。 
   

Conrad （2001）的研究也指出，在 1965 年至 1994 年 25 年期間美國的五大

主要報紙包括《波士頓全球報》（The Boston Globe）、《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及三大雜誌《新

聞週刊》（Newsweek）、《時代雜誌》（Time）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對於基因與同性戀、勸酒、智商、犯罪或心理疾病之間

的關連，在報導時往往過於樂觀。Conrad（2001）認為，目前人類對於基因如何

影響行為或疾病，仍處於萌芽的階段，而媒體的表現儼然成了販買科學給公眾的

推銷員。 
 
Bubela 與 Caulfield （2004）分析 1995 年 1 月至 2001 年 6 月間，美國、加

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日報對於基因科技進展的報導，也發現雖然只有 11%
的報導使用了過於誇大的詞彙，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紙都過度強調基因科技

所帶來的益處，卻很少呈現其帶來的風險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倫理議題。另外，

醫藥進展新聞敘事中往往過度強調研發者、醫療團隊的個人因素，將其描述成英

雄，而忽略背後實驗證據與推論過程對於科學事實的重要性。 
    

《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於 1998 年將一項仍在動物實驗階段的癌症新藥研

究，在引述重量級科學家背書後發表在該報頭版14，引起各方爭議，新聞同行也

                                                        
13 資料來源：Schwitzer, G. (2008). How Do U.S. Journalists Cover Treatments, Tests, Products, and 
Procedures? An Evaluation of 500 Stories. PLoS Med, 5(5), e95. 
14資料來源：Kolata, G. (1998). Hope in the lab: a special report—cautious awe greets drugs that 
eradicate tumors in mice. New York Times, May 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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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片撻伐。Cooper 與 Yukirnura（2002）對於國家科學記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 NASW）群組信件討論版 News-talk，連續 12 天、

來自美、加、英三國記者 255 則訊息針對此爭議的討論，發現 NASW 的網路討

論對於該報導的評價是負面的，認為對民眾誤解的影響最大、同時給予病患和家

屬都帶來不實際的期待。 
 
資深醫藥記者、健康傳播學者 Schwitzer（2005）直言，這樣的現象，凸顯

了媒體在醫藥進展報導上過於簡化、不夠完整的問題，也正是被迫撤離市場暢銷

的關節炎藥物偉克適（Vioxx）一度被譽為「福音」，賀爾蒙替代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也曾被讚為治療更年期症狀上的醫學突破、中年婦女「最

佳良藥」的原因。Crossen 則認為，醫藥研究充滿了各種利益，醫藥記者卻沒有

分辨所謂新療法、新藥物等醫藥進展中「偽科學」成分的能力（Crossen, 1994∕
張美惠譯，1996），對於醫學研究與疾病治療的過程、細節經常予以省略或簡化，

使醫學與純科學事實不完整，不僅誤導社會大眾，更成為醫療機構與藥廠行銷部

門的傀儡或啦啦隊。 
 
醫學倫理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生命倫理中心主任 Arthur Caplan15提醒，不

要輕信報章雜誌上所謂的醫藥進展、突破。真實世界與好萊塢電影不同，真正的

突破難得一見。根據他的觀察，所謂的頭條新聞上的醫藥突破都不過是噱頭罷

了。這樣的情況相當令人擔憂，畢竟癌症末期等重大疾病的患者和家屬，總會密

切注意這些攸關存活的醫藥進展。他們可能在電視上看到實驗中的神奇新藥，在

報章雜誌上讀到報導，詳述能讓腫瘤縮小的新療法，以為脫離病魔、完全康復已

經指日可待。孰知，絕大多數的實驗都仍在試驗階段，有些連人體實驗都要等上

好幾年，正式上市的時間更是遙遙無期。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一篇由 Moynihan 等人（2000），針對 1994 年到 1998
年間、全美 36 家平面媒體以及 ABC、CBS、 NBC、CNN 這 4 家電視媒體對於

pravastatin、 alendronate、aspirin 三種預防性藥物的醫藥新聞報導所做的研究發

現，40%的報導未提供數據資料佐證藥物所宣稱的療效；有提供數據的 124 份樣

本，83%的報導都提及相對療效，但只有 2%提及絕對療效；將相對療效和絕對

療效兩者均納入報導中的比例只有 15%。另外，53%沒有說明副作用；70%未寫

出價格； 61%對受訪專家和藥品製造商之間的關係隻字未提。 
 

有鑑於上述醫藥進展新聞的誤現，國外傳播及公衛醫藥領域因而日益重視醫

藥進展新聞在媒體上的謬誤，並提出診斷與制定專業規範。Moynihan 等人（2000）

的研究，就提供了閱聽人檢驗醫藥進展新聞的觀察指標，包括：藥物的療效是否

                                                        
15 資料來源：Caplan, A. L. (1998). Due Consideration: Controversy in the Age of Medical Miracle. 
New York :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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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佐證？ 是否只報導藥物的相對療效或絕對療效？報導是否有提及副作

用？報導是否有提及藥品價格？訪問的專家和藥廠之間是否有利益關係？ 
    

《刺胳針》、《澳洲醫學期刊》及《加拿大醫學期刊》分析特定藥物、篩檢與

療法的在媒體上的誤現後，要求醫藥記者應了解研究設計及樣本大小以推斷其普

遍及適用性，且應追問研究結果是否僅止於統計數字上的相關，或在流行病學上

也具有顯著的意義。同時呼籲媒體不應僅呈現有利於研究者的相對風險，應追問

其絕對風險並以絕對風險的報導為主（Moynihan, R., 2000; Anonymous, 2002; 
Cassels, A., et al., 2003; Condit, C. M., 2004）。 

 
媒體實務界所提出的建議與這些醫學社群所提的類似。Levi（2001）指出，

醫藥記者常常得採訪新藥、新手術或新療法的記者會或研究發表，與其全盤接收

記者會提供的內容，更應從比較批判角度去檢視，而不被侷限於新聞來源所設定

的框架中。而要分辨所謂新療法、新藥物等醫藥進展中「偽科學」成分的能力，

記者在報導之前應該提出的問題包括： 
 
1. 對於治療，病患可以充分表達他的意見嗎？ 
2. 是不是所有病患對研究結論都認同？ 
3. 所有病人、健康專家和研究領導人是不是對治療一無所知？還是只有病患不

懂他們所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治療？ 
4.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心的事情是一樣的嗎？ 
5. 是不是所有有意義的結論都被慎重對待？還是研究者只針對某些結論有興

趣？ 
6.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對於研究結論的評價是否完全一樣？ 
7. 後續追蹤的時間是否夠長夠完整？ 
8. 實驗中的樣本真的近似於現實生活中的病患嗎？ 

 
國家科學記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 NASW）255 則

關於癌症新藥報導的網路討論串顯示，記者一致認為，報導醫藥研究進展時，應

該費心了解報導中的數字及科學術語、應該解釋療法目前的實驗階段、以及在發

展成可行的療法之前會經歷的困難、應該報導某一研究領域的趨勢而非單一研

究，同時記者也應該教育、幫助閱聽眾了解相關的基本知識與過程。此外，更應

該詳述其適用情境、副作用、風險成本，並與既有的其他療法加以比較（Cooper& 
Yukimura, 2002）。 
     

Schwitzer（2000）指出，不致使民眾為藥廠、醫療機構所誤導，產生不切實

際的期待、迷信特定療法的神效，醫藥進展報導中的應該避免的禁忌語彙（taboo 
terms）包括「突破」（breakthrough）、「奇蹟」（miracle）、「福音」（hope）、



12 
 

「戲劇性的」（dramatic）、「痊癒」（cure）、「具前景的、充滿希望的」（promising）

和「victim」（受難者）。《美國新聞學研究》（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針

對所謂醫藥突破報導的評論則顯示，一則好的報導必須是理性的、具有科學正確

性的，新聞亦不可超前知識，記者更需對報導主題採取「安全劑量下的懷疑態度」

（healthy dose of skepticism），主動揭露醫藥「事實」背後既有的權力結構及利

益衝突（Aumente, 1995）。 
     

綜觀國外媒體實務界、傳播界與科學醫學社群的討論，對於醫藥進展新聞的

謬誤診斷，以及品質把關的專業常規均已達成相當程度的共識，因此，「頭條內

幕」、「媒體醫生」、「適度存疑」、「休想不勞而獲」等針對媒體或公衛醫療界的自

律、他律機制，也就應運而生。這些組織不但提供媒體記者醫藥研究相關的資訊

與參考守則，民眾也能擁有足夠的資訊、培養素養，制衡並監督各種醫學研究或

實驗結果為名，行銷新藥物、新治療、新疾病、新手術、新檢驗的新聞報導。 
 

第二節 醫藥記者與新聞來源的關係 

 
新聞記者的採訪工作，首先要面對的是選擇消息來源。有關記者與新聞來源

間互動關係的研究文獻可說相當多（Gans, 1979; Turk. 1985; Walters & 
Walters,1994）。Gans（1979）指出，新聞報導是一種例行活動，記者每天都必

須在截稿壓力下，採訪到足夠的新聞，因此必須依賴一群固定可靠的消息來源，

才能迎合日常採訪工作的需要。記者為了採訪方便，會與資訊豐富的內線及專家

接觸；而為了節省時間，記者特別偏好接觸權威人士或具內在市場價值消息來

源，這是一種便利採訪的偏好。從消息來源看，新聞通常過度反映社會頂端與官

方的聲音，記者特別注意政治與社會菁英，因其對社會價值多半具有共識，並支

持社會現狀（McQuail, 1994）。新聞記者也比較偏好某些名人、記者會與公開消

息來觀（Tuchman, 1978; Fishman, 1980）。 
     

在醫藥新聞的報導上，從醫學界專業意見出發的論述光芒，已逐漸蓋過固有

的「王權」統治而成為主控論述（蔡篤堅，2000）。多項針對美國醫藥新聞的研

究顯示，新聞記者多半仰賴醫學專家作為報導內容的主要消息來源（Milio, 
1988）；新聞報導也多將掌控個人健康的權力，加諸在使用高科技的醫學專家身

上（Brown & Walsh-Childers, 1994）。國內多項研究也指出，在呈現醫療資訊時，

絕大多數媒體採用醫學界意見做為消息來源（盛竹玲，2002；徐美苓，2005）。 
     

Hallett & Cannella（1997）針對美國愛滋病新聞報導所做的研究，顯示儘管

新聞的再現被視為消息來源與媒體組織之間的協商過程，受新聞成規的影響，媒

體往往仰賴科層化組鐵（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中的權威消息來源；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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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科學效度 （scientifically valid）的消息來源，亦成為所謂負責新聞報導

（responsible journalism）的前提,。 
     

如此不平衡的關係，與醫藥記者對於醫學的認知和態度有關。醫藥新聞的專

業性強、門檻高，對多數未受過醫藥科學訓練的記者而言，困難度自然提高。

Melinda（2002）針對美國中西部五個州 122 家報社工作的記者進行問卷調查，

發現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對報導醫藥新聞非常有興趣，但大多意識到專業訓練的不

足，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要了解健康訊息主題並能詮釋統計數字有困難。

正因對個別記者來說，不可能充分瞭解所有醫學領域的相關知識，因此高度依賴

有限圈子裡的專家消息，缺乏自己的觀點，不易產生批判能力（馮建三，1995；

Nelkin, 1987）。Moore（1989）也指出，由於科學、醫學充滿了未知的風險和不

確定性，但新聞記者卻往往尋求具即時性而簡單俐落的答案，因此一小部份能提

供這種答案的人士，自然就成為記者仰賴的主要新聞來源。 
     

Schwitzer（2004）針對明尼蘇達州四家電視台四個月間醫藥報導的研究指

出，記者很少主動挖新聞，便利採訪的偏好顯而易見。在 840 則醫藥新聞中，只

有 77 則（9%）是電視台自己去挖掘的。其他的新聞都只是報導一些每日例行性

記者會、醫學期刊、地區醫院的記者會等。Schwitzer 進一步發現，這些醫藥新

聞往往只採訪了一個消息來源，單一消息來源似乎已經成為新聞界的「規則」，

沒有例外。Schwitzer 對這種狀況表示憂心，因為任何了解健康保健、醫學、以

及科學界的人都知道，在醫療產業化的現在，醫藥新聞報導多多少少都含有商業

的元素。當記者只採用一方的說辭，卻沒有平衡報導、採訪其他競爭對手或其他

消息來源的說法時，就容易成為醫療機構與藥廠行銷部門的傀儡或啦啦隊。 
     

徐美苓（1998）針對國內各報醫療保健新聞報導的分析顯示，很多醫藥新聞

是醫院記者會或公關活動所提供的內容，新聞稿、發表的研究成果摘要，則成了

記者寫作的範本。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記者面對醫學專業，尤其一些複雜的數據

或者專業理論往往容易記錯或聽錯，記者為避免出錯、明哲保身，減少不必要的

困擾甚至法律訴訟，大多願意採用新聞稿的內容。 
     

藍素禎（2001）在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口服藥物─威而鋼的新聞分析

中，也以訪談方式探究醫藥記者的角色。結果顯示，多數醫藥記者認為，自己僅

能做到「資訊傳布」及「解釋」的角色。醫藥記者能夠仰賴的消息來源，仍是專

業的醫師、或是國外的醫學期刊，而國外醫學期刊主要的研究人員，還是以醫師

為主。換言之，醫藥新聞的主導權在於醫師的「專業表現」。 
 
全嘉莉（2005）針對荷爾蒙療法的研究發現，醫藥記者的報導只能跟著所謂

的「專業」走，不論是報導荷爾蒙療法可以延緩女性老化、預防多種疾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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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該療法可能的風險、該如何正確使用荷爾蒙療法，都以「醫師說法」為圭臬。

而採訪記者，本質上是仰賴醫師、研究人員科學家的說法，以強而有力的創新傳

播以及兩級傳播，進而影響讀者的就醫行為。 
 
值得討論的是，對於政府衛生單位的發言人、研究人員、大學、醫療機構、

藥廠、醫技公司來說，媒體，尤其是新聞媒體的曝光，不僅使大眾瞭解其研究成

果和專業，提高知名度，與更重要的是可以從其背後政經結構的獲利。特別在醫

學快速企業化、商品化及世俗化的時代，正面的媒體報導往往使股價的飆漲、潛

在消費客源的拓展伴隨而來，就連研究機構也可藉此爭取經費援助（鄭宇君，

1999）。 
 
紐約錫冷山醫學中心主任 Chalmers 認為，進行醫藥研究，要屏除可能的利益

衝突是不可能的（Cohn & Cope , 1994）。李尚仁（2004）指出，專業的醫師對於

藥物的專業知識，多數來自於藥廠的研究結果，而國外的醫學研究有些甚至是藥

廠、醫技公司付錢作研究，也因此記者報導的醫藥新聞最終掌控在出錢研究的公

司手中，而大多數的讀者相信報導中引述醫師的意見。醫療機構也就往往以各種

公關手法，利用認定上的灰色地帶，以發表醫學研究、治療成果之名，行促銷之

實。對於醫療機構、藥廠和醫技公司來說， 即使某些新療法或是新藥發現副作

用，只要藥廠能夠動員醫師的力量勸說病人病患、多半保持信任的態度。有時候

記者無意中就會成為有心研究者或醫師傳播錯誤訊息的傳聲筒（Schwitzer,  
2004）。 
    

 鄭宇君（1999）認為，醫藥新聞的觀點必須在消息來源、媒體與背後政經結

構三方利益的衝突與相互妥協下產生。因此，在這樣的關係網絡下，符合大眾利

益的觀點反而次於這三方各自的利益。當報導的某些特定內容不利於消息來源或

背後政經結構時，像是研究的高風險、不確定性、耗資龐大等負面消息，消息來

源或政經組織通常不會主動公布，而媒體又高度依賴少數消息人士，使得這些負

面消息呈現的機會遠少於同時符合三方利潤的觀點。資深醫藥記者張耀懋則表

示，如果要和藥廠、公關公司等利益團體對抗，媒體絕對是輸家（謝安安，2005）。             
 
謝安安（2005）針對國內電視媒體醫藥新聞產製過程所做深度報導顯示，從

全民健保時代開始，很多醫療機構為了升級，開始和媒體密切接觸，醫院、診所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表一些新的醫學技術或特殊的病例，或藉由炒作議題而吸引

記者採訪。最常見的就是藥廠宣傳新藥，例如威而鋼會發表亞洲男性的性行為滿

意度、減肥豐胸藥就會公布亞洲女性的標準體態，醫療機構、廠商和公關瞭解新

聞運作，會設計一個話題吸引媒體採訪，甚至還常常常撞期，使記者天天都在趕

場。另外，很多醫藥新聞根本不用記者去挖去跑，就會自動送上門，公關會把新

聞稿寫好， 附上磁片檔案，讓記者直接「複製」、「貼上」；更貼心的，還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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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預錄新聞帶（Video News Release, VNR），連畫面都幫記者拍好（Schwitzer, 
2005）。 

 
更令人憂心的，是醫療機構與媒體新聞之間贊助關係。國外醫院與電視台新

聞部維持付費關係的例子時有所聞，例如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一家電視台，便

長期與當地的醫學中心維持贊助關係，由後者付費讓醫院的醫師上新聞，並請全

職的公關專家以及主播訓練將上電視的醫師（Paul, 2000）。國內最常召開記者會

的醫藥公關公司「采風雅集」公關顧問林家瑞不諱言的說：「新聞是可以談價錢。」

（謝安安，2005） 
  
攝影記者劉漢麟也證實，國內醫藥新聞的確也有所謂的「業配」，由付錢的

廠商、機構指定記者採訪的對象，規定提出的問題，還會要求在將這則新聞放在

特定時段。這種營利主義之下，從媒體主管到記者對於新聞的產製完全沒有主導

權，只是負責執行的工具。而處理這種新聞時，記者都會知道如何不至於太像廣

告而被新聞局罰錢，但仍做到讓廠商滿意。這些稱不上新聞的業配、置入性行銷，

每天藉由新聞媒體強力放送，行潛移默化之效（謝安安，2005）。英國醫學史研

究者 Porter（2000；轉載自 Blech，2003/張志成譯，2004）認為，醫學專家、醫

藥產業、媒體、擅於行銷的藥商都可以從中獲利，唯一的受害者，就是無法分辨

醫藥新聞中廣告成分的社會大眾。    
 
上述問題的呈現，正反映了媒體新聞雙重形象的矛盾：新聞工作，一方面被

視為一種建立在倫理原則上的專業，其從業人員的行為受到的新聞專業指導與規

範，肩負傳遞健康、風險管理概念，建立社會大眾醫藥認知的期待；另一方面，

新聞工作又是一種立基在市場經濟邏輯的產業，新聞記者可視為這個產業的勞

工，企業壓力以及銷售量、收視率的追求，在在刺激新聞產業去創造所謂大眾感

興趣的新聞素材，甚至為求營收還可能成為醫療行銷的工具，於是便出現了遊走

在倫理邊緣的媒體報導（Kier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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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檢視國內新藥物、新療法等醫藥進展新聞的媒體再現，分析媒體報

導醫療進展議題時，內容及品質上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進一步了解作為守門

人，媒體傳遞、把關醫療訊息的判準究竟為何，以及媒體論述在文本中對於醫療

進展的建構。 
 
    為回答上述題旨，本研究以報紙新聞為對象，參考國際醫藥新聞監督組織 
媒體醫生（Media Doctor）16 17與美國的健康新聞評論（Health News Review）18對

於新療法、新藥物與新檢測是否符合「科學言說」的判準，以內容分析及論述分

析法為主，對蒐集到媒體文本進行分析與詮釋。 
 
第一節 樣本選取 
 
    由於國內外多項研究調查均顯示，報紙是大眾獲得醫療相關資訊的重要管道

之一，也是經常引用的消息來源（Condit, 2004；張雅惠，2000；徐美苓，2005； 
韓柏檉，2006）；加上報紙不僅提供讀者重複閱讀的機會，傳遞的訊息深度與廣

度也優於廣電媒體（張華葆，1986；聯合報，1992；轉載自林俶如，2001）特別

是報導報導複雜（complex）或模糊不明（ambiguous）的新聞議題時，比起受制

於即時性、畫面性及播出時間等因素的廣電媒體，報紙的報導內容往往較為深

入、詳盡，因而成為重要消息的公告場域、意見交換的媒介（Nelkin, 1991；Bardhan, 
2002），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報紙為內容分析對象。 
 
    本研究報刊的選擇，是以其發行之普及程度、閱報率及電子檢索資料的完整

性為主。根據 ACNielsen 從 2003 年第 3 季至 2008 年第 2 季的媒體閱讀率調查結

果顯示，《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是台灣民眾閱讀

率最高的四大報，而這四份出版品皆闢有醫藥健康專版與醫藥線記者，囊括國內 
報紙醫藥訊息九成以上的閱讀族群。因此本研究就以《蘋果日報》、《中國時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四大報做為分析的對象。 
 
    為了解醫藥進展相關新聞報導，在上述四大平面媒體上的分布、特色與趨

勢，本研究採取飽和抽樣，即以研究進行的時間點前推五年，蒐集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所有有關醫藥進展新聞的報導都列為樣本，進行分

析。 

                                                        
16 資料來源：http://www.mediadoctor.org.au/content/ratinginformation.jsp 
17 資料來源：http://www.mediadoctor.ca/content/ratinginformation.jsp 
18 資料來源：http://www.healthnewsreview.org/how_we_rat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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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與醫藥進展相關的報導，可能以各種型態出現，本研究樣本搜尋的原

則先以 「新&藥」、「新&療法」、「新&檢驗」、「新&治療」、「新&手術」、「新&
技術」、「新&發現」、「新&進展」、「新&選擇」等聯集名詞，至各新聞網資料庫

中進行關鍵字檢索；再以肉眼方式篩選新聞標題、摘要有關醫藥領域創新的生理

機轉、檢測方式和介入性療法包括手術、 藥物、儀器資訊相關者；最後至新聞

內文中進行進一步的判斷。有關個別醫師專訪、自行撰稿或投稿的文章，均不在

本研究的分析範圍。 
     
    排除不符合研究設定的檢索文本後，本研究共蒐集了1274則樣本，其中《中

國時報》338則，《自由時報》206則，《聯合報》288則，《蘋果日報》442則，進

行內容分析。 

 

第二節 內容分析 
 
    Berelson是最早為內容分析法下定義的學者，他認為內容分析是一種針對傳

播明示內容（manifest content）所進行的客觀、系統與計量描述的研究技術。並

具備下列特性（Berelson, 1952）： 
 
1. 客觀性（objectivity）：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的進行皆須以明確規則為依歸；

所謂客觀，係指對分析的類自加以精確的定義，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分析歸

納時，就能盡量屏除成見，而得到相當一致的結果。也就是說：內容分析法

藉由客觀定義來達成研究結果的信度，不因研究人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2. 系統性（systematicity）：內容與類目的取捨，必須符合始終一致的規則；所

謂系統，是針對如何為訊息訂定類目而言；內容分析法強調，類目的建立應

視訊息內容之特性及研究問題而定，研究者應盡量排除依主觀意願來建構分

析類目。 
3. 定量性（quantitativity）：內容分析可依照規則，對擬定之類目與分析單位加

以計量，以數字來量化「符號」或「特定文字」出現的次數，達到結果準確

之要求。量化就是將分析過程與結果用數量來表示，以提高分析方法的信度

與效度。 
 
    Kerlinger（1973）則指出，內容分析法是種多重目的的研究方法，特別用以

調查傳播內容，作為推論的根據。綜言之，內容分析係針對傳播內容作一客觀、

系統與定量的描述，該研究方法適合大量且長期的資料分析。 
 
    透過內容分析法，研究者可以推論訊息製造者的意圖及其他特徵，洞悉傳播

內容的趨勢；也可度量傳播內容之表現，或測量傳播內容之可讀性、了解傳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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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或型式；同時，研究者更能藉由傳播內容，進一步推測對閱聽人可能造成的影

響，或是傳播內容所強調的議題；由此瞭解閱聽人對各事件的重視程度（王石番，

1992）。 羅文輝（1994）也指出，運用內容分析可達成研究者三種目的：其一，

揭發媒體內容的社會問題；其二，藉由分析媒體內容探討社會的趨勢；其三，藉

由分析媒體內容評估媒體報導的表現。 
      
     本研究欲了解新藥物、新療法等醫藥進展新聞的媒體再現，分析其內容和

品質上存在的現象和問題，與王石番（1992）的「傳播內容本質」及「內容表達

形式」接近，並符合羅文輝（1994）所列的三項目的。加上內容分析的優點在於

其非介入性，因此本研究先採用內容分析法了解醫藥進展在報紙上的分佈情形與

特色。 
 
貳、類目建構 
 
    內容分析法在內容數量化的標準分類稱為「單位」（unit），而針對不同性

質加以分類為「類目」（categories）。類目是將研究的內容加以歸類的標準，建

構的方式，可根據過去研究結果發展、依照習慣或一些特定的標準加以分類，或

由研究者自行研發而定（楊孝濚，1996）。  
 

本研究考量研究問題之需要，衡酌時間、人力，同時為掌握不同型式的報導

資料，故以「則數」作為基本歸類單位。本研究對「則」的定義，則是以具有獨

立標題者為一則。 
 
    內容分析的類目可以分成「說什麼」（what is said）以及「如何說」（how it 
is said），分屬於實質（substance）與形式（form）兩種（王石番，1992）。綜

合整理國內醫藥新聞報紙內容分析的類目，發現相關研究的內容分析，大致著重

於訊息的呈現型態與分佈、消息來源，以及訊息內容的資訊品質這三個面向（徐

美苓、黃淑貞，1998；徐美苓、胡紹嘉，1998；盛竹玲，2001；藍素禎，2001；

陳婷玉，1992；全嘉莉，2004；徐美苓，2005）。 
 

參考上述研究，觀察實際蒐集媒體之文本特質，同時考量研究目的與需要

後，本研究登錄表主要包括三個部分：基本資料、傳播形式類目及傳播內容類目， 
其定義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  

（一） 日期：以年月日來呈現  
（二） 報刊名稱：1. 中國時報；2. 自由時報；3. 聯合報； 4.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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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播形式 
（一）重要性：探討報社處理醫藥新聞的方式。以報導版別、報導的篇幅作     
                  為分析項目。 
 
（1）報導版別  
主要依據剪報上所註明的版面做判斷，研究者將版面類型相近者合併，分類類目

包括：1. 焦點/頭條/要聞/新聞前線/特別報導/話題；2. 政治/社會/財經；3. 國際

/寰宇/大陸/兩岸；4. 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5. 地方/都會萬象；以及 6. 其

他。 
 
（2）報導篇幅 
參考藍素禎（2001）的研究將報導字數分為： 1. 300字以內；2. 301-500字； 3. 
501-700字； 4. 701-900字；以及 5. 901字以上，報導中圖說、表格比較與小檔

案的字數則不採計。 
 
（二）報導呈現：將新聞報導的呈現方式，加以分類如下： 1. 純淨新聞：指記

者採訪之敘述性、事實性稿件，無分析也不解釋或評論的新聞採訪內容，新聞報

導包括人（who）、事件（what）、地點（where）、時間（when）、原因（why）、 
過程（how）等要素中的任何幾項者屬此類；2. 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係以人物

為主軸之稿件，包括由記者採訪撰寫之專訪稿、人物側寫，或是由讀者、患者或

其家屬等消息來源以自身抗病、接受治療或養生之經驗所做的現身陳述；3. 問

答式的稿件：由記者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以回答讀者問題而開設的「醫藥信箱」單

元，或是報導以「問、答」方式書寫呈現者； 4. 醫療短訊；以及 5. 其他。 
 
三、傳播內容  
（一）消息來源  
（1）數量 

指新聞報導中所徵引以為論據或意見反映的訊息提供者之數量，區分為：1. 
單一消息來源； 2. 多重消息來源。 
（2）身分 

指新聞報導中所徵引以為論據或意見反映的訊息提供者之職業、身分類型， 
區分為：1. 醫療機構或其從業人員； 2. 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含醫學期刊、

雜誌〕； 3. 藥品商；4. 病友組織或讀者；5. 記者、媒體；6. 其他。 
     由於分析樣本中，一則報導可能不只包含一個消息來源，故此部份的登錄

分別以各個消息來源是否為報導所引用進行「有、無 」的二選一登錄，藉此探

究醫藥進展新聞報導消息來源之身分的分布情況。  
    本研究不將消息來源之身分作優先登錄的篩選，也不以哪一個消息來源為主

要來源進行登錄，是為了避免將報導的消息來源侷限於特定一項，以全面了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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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進展議題所引用的消息來源身分。 
（3）區域  

指消息來源所在的地區位置，區分為以下類目：1. 國內；2. 國外〔包括中

國大陸〕；3. 國內外均有。 
 
（二）報導主題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公布之《國際疾病分

類系統標準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19做以下之

區分：1. 傳染病及寄生蟲病； 2. 血液腫瘤疾病； 3. 兒科疾病； 4. 婦產科與

女性生殖系統疾病；  5. 呼吸系統疾病； 6. 消化系統疾病；7. 腦及神經系統

疾病； 8. 循環系統疾病；  9. 內分泌、新陳代謝及自體免疫疾病； 10. 泌尿

及男性生殖系統疾病； 11. 肌腱及骨科疾病； 12. 皮膚病； 13. 精神疾病； 14. 
耳鼻喉科疾病； 15. 口腔及牙科疾病； 16. 損傷、中毒與急救； 17. 眼科疾病；

18. 徵候、症狀及診斷欠明之各種病態； 19. 重建與美容； 20. 生物科技。 
 
（三）報導品質 
    本研究參考國際醫藥新聞監督組織媒體醫生（Media Doctor）與美國的健康

新聞評論（Health News Review），對於新療法、新藥物與新檢測對於「科學言

說」標準，每一個類目的定義與說明分述如下： 
 
1. 創新性（Novelty of Treatment）：是否說明新藥物、新療法或新的檢測方式

創新的程度，在報導中解釋此進展究竟是奠基於全新醫學機轉，或只是「換

湯不換藥」。 
2. 可行性（Availability of Treatment）：是否有說明這個進展是否經過核可上市，

或是實驗研究的階段，或距離獲准核可上是實際所需的時程、可能經歷的

審核過程。  
3. 利益衝突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是否完全揭露消息來源背後牽涉

的利益衝突，例如說明研究者發表者是否接受特定組織、廠商的贊助，或

受訪專家是否亦身兼可能影響其公正客觀性的職務。  
4. 與其他療法的比較（Treatment Options）：是否提供與既有其他療法的比較。 
5. 價格、成本（Treatment Costs）：是否說明報導之醫藥進展的價格、成本。 
6. 證據力（Quality of Evidence）：是否說明有說明報導相關之科學研究方法、

實驗步驟、並數量化研究結果 

                                                        
19 國際醫學界之間為了確保溝通的有效性，一般而言以世界衛生組織簽署的國際疾病分類系統

標準(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作為指稱疾病的通則，此標準也是目前國內健康保險

局用來給付醫師診療和通報疾病的依據標準。相關資料可參見維基百科(Wikipedia) : h ttp://en. 
wiki pedia.orglwiki/lntemational_ Classification_of _Disease，以及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2009).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Ed.). Available: 
http://www.who.int/c1assifications/icd/en/. Accessed 11 May 2008.  



21 
 

7. 平衡報導（Media Balance）：是否引用主要消息來源、實驗團隊外的說法以

為平衡。 
8. 絕對風險差（Absolute Risks Reduction）：是否揭露新藥物、新療法或新的

檢測方式的絕對風險差，也就是「將實驗組與對照組產生不良結果的絕對

差」。臨床有用的療效測量是研究的「絕對風險差」，但一般醫藥公關的

操作，往往會強調相對風險差（relative risk reduction，實驗組與對照組相

比可減少的不良結果比率），也就是實驗介入措施組與無介入組相較所減

少的風險比率。由於相對風險差忽略了個案原本的基準風險（baseline risk）

大小，因此無法提供詳盡、真實的資訊，畢竟風險較低的個案其治療效果

不同於風險較高的個案。 
舉例來說，當某研究顯示，一群平均年齡為68歲、偏差值在-2.5以下

的婦女接受為期四年的臨床實驗，在與不服用藥物的對照組相較下，她們

的髖骨折損機率降低了56%。這個數據對患有骨質疏鬆症的婦女而言，儼

然是個天大的好消息。但若將原本個案的基準風險大小考慮進去，就會發

現年長婦女每年碰到髖骨骨折的機率不過0.50%，也就是說，每日服藥的

結果，不過只使骨折的機率從0.50%降到0.20%，其絕對風險差不過0.30%
這麼有限的療效。這麼有限的效果，在只考慮相對風險差時，卻可以得到

危險性降低近六成的顯著結果，嚴重誇大事實，因此新英格蘭期刊、美國

醫學期刊、國際醫藥健康記者協會均將絕對風險差，視為醫藥進展新聞報

導中不可遺漏的一環。 
     

由於分析樣本中，一則報導可能不只包含一個類目，故此部份的登錄分別以

各個類目是否為報導所呈現進行「有、無 」的二選一登錄，藉此觀察醫藥進展

新聞報導中的品質，檢驗其否符合科學言說的標準。  
 

參、信度檢驗  
     
    本研究的編碼工作係依先前所建構的類目定義與內涵進行檢定與修正。應本

研究涉及醫學與健康相關知識，故選取具有專業背景之編碼員共三位，除作者本

身外，另兩位編碼員分別自畢業於醫學系及醫務管理研究所、目前均任職於醫療

機構擔任研究或臨床工作。 
 
    為建立客觀之編碼表，取樣方法乃先將所有樣本依照日期編碼，每位編碼員

再全部看過一次，並於過程中記錄相關主題類目，待全部作業完成後，就歸類原

則、定義進行討論修正，以確定類目之定義、歸類原則以進行實際取樣。而在實

際編碼過程中，編碼員對少部分的訊息產生歸類上的疑問時，則在不違背研究設

計的前提下，由三位編碼員彼此討論，互相修正觀點，達成協議後，再繼續編碼

以提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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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Wimmer 與 Dominick 認為，資料登錄完成後，必須抽取樣本的 10％ 
25％作信度分析（Wimmer & Dominick, 1993）。在信度計算方面，本研究採「評 
分員信度法」，其公式如下（王石番，1992）： 
                     2M 
相互同意度＝ -------------------------------- 
                    N1+ N2 
 
              n × (平均相互同意度) 
信度＝ ---------------------------------------------------- 
           1＋【（n-1）× 平均相互同意度】 
 
M 為完全相同之數目 
N1 為第一位編碼員所有的同意數目 
N2 為第二位編碼員所有的同意數目 
n 為參與編碼工作人員的數目 
 
本研究依上述公式求得相互同意與信度如下： 
 
表 3-1 相互同意與信度 
 
編碼員 

 
重要性類目 

 
方式類目 

 
消息來源 

 
主題類目 

 
品質類目 

 
報導

版別 

 
報導

篇幅 

 
身分

類目 

 
區域

類目 
A VS. B 0.88 0.9 0.88 0.77 0.85 0.68 0.60 
A VS. C 0.85 0.9 0.95 0.80 0.83 0.76 0.63 
B VS. C 0.87 0.82 0.86 0.83 0.85 0.86 0.65 
平均相互

同意度 
0.866 0.87 0.89 0.80 0.84 0.76 0.62 

信度 0.95 0.95 0.96 0.92 0.94 0.90 0.83 
 

平衡總體信度  (0.95+0.95+0.96+0.92+0.94+0.90+0.83) ÷7 =0.921 

 

至於信度係數要多高才合乎水準，此問題眾說紛紜且沒有公認的答案，

Gerbner（1973）所提之文化指標（Cultural indicator）的設立是以0.80為信度係數

標準，本研究之信度係數為0.92，似可謂已合乎信度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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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述分析 

 

    由於內容分析只能處理「誰在說？ 」、「說了什麼？」這種明示的內容，無

法為「為什麼說？」、「在什麼發言位置說？」、「怎麼說？」、「什麼沒說？」、「說

了什麼意在言外的暗示？」、「在什麼社會或歷史脈絡下說？」這些問題解答。因

此以內容分析了解醫藥進展在報紙上的分佈情形與特色後，本研究進一步以論述

分析法分析醫藥進展報導的媒體文本。 

     

    從1970年代開始，語言學、符號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等研

究領域，對「文本」與「論述」的研究產生興趣，注意到語言行動認知與社會 文

化結構間的相關性，研究焦點也就從個別的文字、子句、片語，轉而落在語言使

用的結構與功能形式上（van Dijk, 1986）。語言表述不再被視為一組攜帶意義系

統的符號組合，而是各種勢力交鋒爭執之後的一種體現，這種體現被稱為「論述」

（倪炎元，2003）。因此，論述包含的不再限於語言與符號，也被視為一種約束

與實踐。論述就是特定社會體制下產生出來的一組語言陳述，它是意識型態的物

質存在，由意識型態賦予意涵，而意識型態則由論述來散播流傳（游美惠，2000）。  

 

隨著語言研究的面向日趨寬廣，以「論述」為分析焦點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但論述分析的途徑不同於實證研究，缺乏具有共識的研究步驟，因此批判語言

學、俗民方法論、日常語言分析、言說行動分析、意識型態分析、敘事學分析、

符號學、考古學與系譜學等，儘管立論基礎差異性大，都可屬於「論述分析」的

範疇（倪炎元，2003）。 

 

在論述分析多樣的研究取徑中，多數具有三項共同特性。第一、對人們日常

生活中自然表達的方式感到興趣；第二、除了以個別字句或段落作為分析單位之

下，還認為必須掌控論述的主旨，即整體的文本結構意義；第三、分析焦點在於

語言與權力關係的探討。也就是說，幾乎所有論述分析研究共同欲探討的論點，

都關注權力機制安排運作的方式，並欲藉由語言分析來尋找埋藏於文本中的社會

權力關係（游美惠，2000；陳雪雲，1991）。 

 

本研究認為語言與社會的關係是相互建構而成，論述則是權力運作的情況下

顯現的結果，因此採取以研究論述背後權力操控為主要關懷面向的「批判論述分

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作為檢視媒體文本論述的主要方法，

以下進一步說明批判論述分析的概念主軸與分析策略。 

 

壹、批判論述分析 

 

在眾多研究取徑中，本研究採用批判論述分析法針對不同醫藥進展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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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在語言學的立場上，此學派主要建基於 M. A. K. Halliday 的功能語言

學派，認為語言與社會結構間存有某種功能上的關係，而再現即是語言相對於社

會結構表達意思概念的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在他們看來，所有文本的再現

都是透過深染價值色彩的語言所傳遞、塑造的（Fowler, 1991）。它預設了兩個對

語言與真實世界關係的基本假設，一個是語言在社會結構的運作中發揮了一定的

意識形態功能，其次是主張語言的使用受制於其在社會體系的位置，在這兩個假

定下，批判語言學主張語言的文法、字彙等形式要素的使用，實際上是言說者根

據不同的社會情境所作的選擇，不同的抉擇自然就呈現不同的意義（Fairclough, 
1992），而對文本中涉及人、事、物再現的分析，亦即是對符碼化在語言中的字

彙與文法的分析（Fairclough,1995）。  

 

批判論述分析代表人物之一的 Fairclough 分析理路，除了對字詞、文法結構

與句法層面的關注，更採用 Althusser 的意識型態論、Gramsci 的文化霸權論、

Foucault 及 Bourdieu 的論述理論、Bakhtin 與 Kristeva 的互文性理論（倪炎元，

1999），以批判社會學的視野，強調文本與社會結構間的辯證關係，並指出論述

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建構社會認同、 社會關係、概念形塑等功能上，具有

再製與轉化的效果（Fairclough, 1989）。  

 

在 Fairclough（1992）的概念下，論述分析就是要找出一個特定傳播事件與

論述秩序整體結構間的關係。因此 Fairclough（1995）發展出了一個三面向的分

析架構，以連結相互論述性（interdiscursivity）與霸權（hegemony）的概念。這

個三面向的分析架構包括文本（text）、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以及社會

文化實踐（sociocultural practice）（見表 3-2）： 

 
表 3-2 傳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論述分析框架 

 

 

 

 

 

 

 

 

 
 
 
 

 

社會文化實踐  

論述實踐  

文本 

文本生產 

文本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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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scher 等人（2000）認為 Fairclough 的研究方法等於奠基於描述、詮釋與

解釋三項要素上，從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著手，解釋被權力或意識形態影

響的痕跡。批判論述分析發展至今，目前也以 Fairclough 的研究被認為最為詳盡

周延，建構了最為完整的分析框架（Phillips & Jørgensen, 2002）。因此，本研究

擬以 Fairclough（1995）的分析架構作為論述分析的主要策略，不過由於本研究

文本數量較多，為避免過於瑣碎化，此部分的分析主軸將聚焦 Fairclough 的論述

實踐及社會文化實踐面向，以了解醫藥進展議題的媒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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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內容分析結果 
 
綜合前述，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包括：醫藥進展相關報導的新聞性質、報導

形式與版面分佈情況為何？新聞報導再現醫藥進展的主題科別面向為何？與醫

藥進展相關新聞中，主要的消息來源為何？突顯的多為誰的觀點？醫藥進展相關

新聞的呈現，是否符合「科學言說」的標準？而上述是否因媒體而異？針對上述

研究問題，本章將根據「重要性」、「內容呈現」、「消息來源」、「報導主題」，

以及「報導品質」等主要類目，針對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蘋

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上所有與醫藥進展議題相關的

報導共 1274 則進行內容分析的結果，呈現整體樣本在各個類目的分佈情形： 
  

第一節 各類目整體分佈狀況 
 
由表4-1-1 看出，在這五年中與醫藥進展議題相關的報導， 以2007年7月

到2008年6月底這一年內的325則數量為最多，佔25.51%；而總體來說，除了2003
年初春適逢嚴重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爆發，

因此2003年7月到2004年6月底媒體對於SARS相關醫藥研究、療法的報導則數量

較多外，由圖4-1-1 年度報導數量分布情形可以得知，2004年7月至2008年6月底

這四年間，媒體針對醫藥進展議題的報導是呈現逐年漸進成長的趨勢。 
 
表4-1-1 醫藥進展議題年度整體報導數量分佈表 

年度 20030701- 
20040630 

20040701- 
20050630 

20050701- 
20060630 

20060701-
20070630 

20070701-
20080630 

總計 
N=1274 

則數 245 186 235 283 325 1274 

百分比 19.24 14.59 18.45 22.21 25.51 100.00 

 
圖4-1-1 年度報導數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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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1-2可知，在四份報紙中，以蘋果日報442則數量為最多，佔34.70%，

其次為中國時報338則，佔26.53%，聯合報288則，佔22.60%，最少的則是自由

時報206則，佔總體報導量16.17%。 
 
表4-1-2醫藥進展議題報導媒體分佈 

報別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蘋果日報 總計 

則數 338 206 288 442 2374 
百分比 26.53 16.17 22.60 34.70 100.00 
 
    從表4-1-3 得知，在報導版面上，主要是以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為主，

計480 則，佔37.68%，其次為地方/都會萬象，共381則，佔29.91%，國際/寰宇/
大陸/兩岸共222則，佔17.43%，而政治/社會/財經、焦點/頭條/要聞/新聞前線/特
別報導/話題這兩個屬性的版面報導相對較少，分別是107則與84則，佔8.39%和

6.59%。 
 
表4-1-3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版面分佈 
報導 
版面 

焦點/頭
條/要聞/
新聞前

線/特別

報導/話
題 

政治/社
會/財經 

國際/寰
宇/大陸/
兩岸 

醫藥/健
康/保健/
生活/綜
合 

地方/都
會萬象 

其他 總計 

則數 84 107 222 480 381 0 1274 
百分比 6.59 8.39 17.43 37.68 29.91 0.00 100.00 
 

從表4-1-4 得知，在報導篇幅上，以301-500字最多，共357則，佔28.02%，

其次為701-900字，共321則，佔25.21%，300字以下也有300則，佔23.55%，501-700
字者較少，共264則，占20.72%，值得注意的是，報導篇幅只有32則占901字以上，

僅佔2.51%。 
 
表4-1-4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篇幅分佈 
報導型態 300 字 

以下 
301-500
字 

501-700
字 

701-900
字 

901 字 
以上 

總計 

則數 300 357 264 321 32 1274 
百分比 23.55 28.02 20.72 25.20 2.51 100.00 
 
    由表4-1-5 可知，媒體報導型態以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最多，計406則，佔 
31.88%，其次為醫療短訊，計375 則，佔29.43%，純淨新聞報導則有323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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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問答式的稿件比例也超過一成以上，而其他僅有30則，占2.35%。 
 
表4-1-5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型態分佈 
報導型態 純淨新聞 人物專訪

或現身說

法 

問答式的

稿件 
醫療短訊 其他 總計 

則數 323 406 140 375 30 1274 
百分比 25.35 31.88 10.99 29.43 2.35 100.00 
 

    從表4-1-6 可得知，針對醫藥進展報導，媒體在消息來源身分數量上，以單

一消息來源的719則數量較多，超過半數以上，占56.44%，多重消息來源報導的

555則佔43.56%。 
 

表4-1-6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消息來源數量分布 
引用消息來源數 單一消息來源 多重消息來源 總計 
則數 719 555 1274 
% 56.44 43.56 100.00 
 

    從表4-1-7 可得知，媒體在消息來源身分引用上，以醫療機構或其從業人員

的639則數量最多，超過半數以上，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的487則佔38.22%，記

者、媒體的451則佔35.40%，病友組織或讀者的103則再其次，佔15.62%，而藥

品商的113則最少，只有8.87%。 
 
表4-1-7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消息來源身分分佈 
來源身

份 
醫療機

構或其

從業人

員 

學者、研

究報告

之結果 

藥品商 病友組

織或讀

者 

記者、媒

體 
其他 總計 

則數 639 487 113 199 451 0 1889 
% 50.16 38.22 8.87 15.62 35.40 0.00 148.27 
註：報導消息來源的分析是以整體分佈的分析（複選），也就是一篇報導可能含有多個消息來源，

所有議題根據「有或無」進行登錄，故登錄結果百分比大於 100％。 

 

從表4-1-8可得知，媒體在消息來源區域分佈上，以國內的637則數量最多，

佔50%，國外的365則居次，佔28.22%，而國內外均有的272則較少，佔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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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醫藥進展議題報導消息來源區域分佈 
報導型態 國內 國外 國內外均有 總計 
則數 637 365 272 1274 
% 50.00 28.65 21.35 100.00 
 
   從表4-1-9得知，在報導主題上，主要是以血液腫瘤疾病為主，計309則，佔

24.25%，其次為內分泌、新陳代謝及自體免疫，共153則，佔12.01%，生物科技

相關報導則有140則，占10.99%，而其他科別除了重建與美容、腦及神經系統疾

病分別有69、65則，分別都占總報導數量的5%以上外，其他的科別均少於5%。 
 
表4-1-9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主題科別分佈 
科別 傳染

病及

寄生

蟲 
 

血液

腫瘤 
 

兒科 婦產

科與

女性

生殖

系統 

呼吸

系統 
消化

系統 
腦及

神經

系統 

循環

系統 
內分

泌、

新陳

代謝

及自

體免

疫 

泌尿

男性

生殖

系統 

則數 14 309 46 58 57 22 65 22 153 115 
% 1.10 24.25 3.61 4.55 4.47 1.73 5.10 1.73 12.01 9.03 
肌腱

及骨

科 

皮膚 精神 耳鼻

喉 
口腔

及牙

科 

損傷

中毒

與急

救 

眼科 徵候

症狀

及診

斷欠

明之

各種

病態 

重建

與美

容 

生物

科技 
總計 

37 43 40 17 20 4 12 31 69 140 1274 
2.90 3.38 3.14 1.33 1.57 0.31 0.94 2.43 5.42 10.99 100 
 
    由表 4-1-10 可以得知，在報導品質上，1274 則醫藥進展報導中涵蓋與其他

療法的比較者共 883 則，佔 69.31%，交代醫藥進展的證據力者共 801 則，佔 62.87
﹪，提及價格成本的 578 則所佔比率為四成五，報導中解釋可行性、兼顧平衡報

導者分別有 451 則，各佔 35.40%，其中交代報導引用消息來源的利益衝突者，

僅有 91 則，佔 7.1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醫藥進展議題相關新聞中，沒有一

則提及報導中醫藥進展的絕對風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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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 醫藥進展議題報導品質分佈 

報導

品質 
創新

性 
可行

性 
與其

他療

法的

比較 

價格

成本 
利益

衝突 
證據

力 
平衡

報導 
絕對

風險

差 

總計 

則數 199 451 883 578 91 801 451 0 3454 
% 15.62 35.40 69.31 45.37 7.14 62.87 35.40 0.00 271.11 
註：報導消息來源的分析是以整體分佈的分析（複選），也就是一篇報導可能含有多個消息來源， 

所有議題根據「有或無」進行登錄，故登錄結果百分比大於 100％。 

 
第二節  類目交叉分析結果 
 
一、 報導數量的分布與媒體差異 

 

根據表4-2-1，針對醫藥進展議題的報導，四家報紙在各年度的報導數量分

布上，其差異未達顯著水準（x =18.183, d.f.= 12, p>.05, n.s.），顯示《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針對醫藥進展新聞報導在數量的分布

上的趨勢大致差不多。從新聞的百分比來看，四大報2003年七月到2008年六月五

年間的醫藥進展新聞則數分布，除了2003年7月到2004年6月一年間，因應大眾對

於SARS疫情的關注，各報的報導量均大於2004下半到2005上半年、2005下半到

2006上半年外，各報醫藥進展新聞則數皆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表4-2-1 醫藥進展新聞之年份與報導媒體交叉分析 

     報別 
時間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2003.07.01- 
2004.06.30 

19.53 
66 

22.33 
46 

19.10 
55 

19.91 
88 

19.23 
245 

2004.07.01- 
2005.06.30 

13.31 
45 

11.65 
24 

12.15 
35 

18.55 
82 

14.60 
186 

2005.07.01- 
2006.06.30 

18.64 
63 

16.99 
35 

14.58 
42 

19.23 
85 

18.45 
235 

2006.07.01- 
2007.06.30 

23.37 
79 

22.33 
46 

23.26 
67 

20.59 
91 

22.21 
283 

2007.07.01- 
2008.06.30 

25.15 
85 

26.70 
55 

30.91 
89 

21.72 
96 

25.51 
325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18.183, d.f.= 12, p>.05,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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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導版面的分布與媒體差異 

 

在新聞報導版面與報別的部分，根據表 4-2-2 的卡方分析所顯示 ， 各報在

報導醫藥進展的版面的差異性有達到顯著水準。《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

合報》以「地方／都會萬象」版面所佔的比例最高，均超過四成，分別為 46.45%、

41.74%與 47.92%。由於《蘋果日報》沒有「地方新聞」版面，而《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三報的地方新聞版主要涵蓋各縣市地方的發生的區域

性事件、生活趣聞等新聞內容的版面， 因此《蘋果日報》醫藥進展新聞的分布

以「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為最，將近五成。《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與《聯合報》三報的「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則是略少於「地方

／都會萬象」，分別以三成左右的則數居次，分別為 32.84%、32.53%與 30.21%。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報醫藥進展議題分布於「國際／寰宇／大陸／兩岸」的

差異性很大，《蘋果日報》高達 36.88%，僅次於「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

合」，其他三報卻都不到一成，《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分別為 7.99%、6.94%，

而《自由時報》醫藥進展議題在「國際／寰宇／大陸／兩岸」上的數量僅占

4.85%，是該報所有報導版面類目中占百分比最少的。 
 

表4-2-2 醫藥進展新聞之版面與報別交叉分析 

     報別 
版面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焦點/頭條/
要聞/新聞

前線/特別

報導/話題 

5.92 
20 

10.68 
22 

7.29 
21 

4.75 
21 

6.59 
84 

政治/社會/
財經 

6.80 
23 

10.19 
21 

7.49 
20 

9.73 
43 

8.39 
107 

國際/寰宇/
大陸/兩岸 

7.99 
27 

4.85 
10 

6.94 
22 

36.88 
163 

17.43 
222 

醫藥/健康/
保健/生活/
綜合 

32.84 
111 

32.53 
67 

30.21 
87 
 

48.64 
215 

37.68 
480 

地方/都會

萬象 
46.45 
157 

41.74 
86 

47.92 
138 

0.00 
0 

29.91 
381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309.826, d.f.= 12, p<.05 
 



32 
 

三、 報導篇幅與媒體差異 

 

在新聞報導篇幅與報別的部分，根據表 4-2-3 的卡方分析所顯示 ， 各報在

醫藥進展報導篇幅多寡上的差異性有達到顯著水準。《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與《聯合報》的報導篇幅以 300 字以下和 301-500 字分居一、二位，《中國時報》

500 字以下共 256 則，占 72.73%，《自由時報》500 字以下有 147 則，占 72.73%，

《聯合報》則有近八成報導篇幅在 500 字以下。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僅

有 7.03%，共 31 則報導篇幅少於 501 字，反而有 256 則，共 57.92%的報導字數

達 701-900 字，501-700 字的報導也以 135 則居次，占 30.53%。而 901 字以上的

報導，在四大報的醫藥進展新聞中，則都在 5%以下。 
 

表4-2-3 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報導篇幅分析表 

報別 

篇幅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蘋果日報 

 

總計 

300 字以下 36.09 
122 

37.86 
78 

34.38 
99 

0.25 
1 

23.55 
300 

301-500 字 39.64 
134 

33.50 
69 

43.06 
124 

6.78 
30 

28.02 
357 

501-700 字 15.68 
53 

16.50 
34 

14.58 
42 

30.53 
135 

20.72 
264 

701-900 字 7.10 
24 

10.19 
21 

6.94 
20 

57.92 
256 

25.20 
321 

901 字以上 1.48 
5 

1.94 
4 

1.04 
3 

4.52 
20 

2.51 
32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550.984, d.f.= 12, p<.05 
 
四、 報導型態的分布與媒體差異 

  
    根據表 4-2-4 的數據，四大報針對醫藥進展議題報導型態上的差異已達顯著

水準。《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以醫療短訊所佔的比例最高，均

在三成五以上，其中以《聯合報》所佔的比例最高，有 49.65%的報導都是以醫

療短訊，其餘也有 27.08%是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而《中國時報》以及《自由

時報》也是以醫療短訊為最，其次則為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蘋果日報》的報

導型態則比較特別，40.95%的報導都是以純淨新聞的型態呈現，居次的人物專訪

或現身說法也有 39.14%，醫療短訊僅占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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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報導型態分析 

     報別 
報導型態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純淨新聞 17.46 
59 

19.90 
41 

14.58 
42 

40.95 
181 

25.35 
323 

人物專訪

或現身說

法 

25.44 
86 

33.50 
69 

27.08 
78 

39.14 
173 

31.88 
406 

問答式的

稿件 
18.64 
63 

7.77 
16 

7.64 
22 

8.82 
39 

10.99 
140 

醫療短訊 36.98 
125 

37.86 
78 

49.65 
143 
 

6.56 
29 

29.43 
375 

其他 1.48 
5 

0.97 
2 

1.05 
3 

4.53 
20 

2.35 
30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238.663, d.f.= 12, p<.05 
 
五、 報導來源的數量與媒體差異 

 
    根據表 4-2-5 顯示，四大報醫藥進展議題的消息來源數量上的差異已達顯著

水準。《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單一消息來源的報導均超過八成，分別為 298
則與 247 則。《自由時報》單一消息來源報導也有 72.33%，共 149 則。值得注

意的是《蘋果日報》，其單一消息來源者僅 25 則，占 5.66%，有 94.34%的報導

均引用多重消息來源，可提供讀者較多元的觀點。 
 
表4-2-5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來源數量分析 

報別 

數量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蘋果日報 

 

總計 

單一消息

來源 

88.17 
298 

72.33 
149 

85.76 
247 

5.66 
25 

56.44 
719 

多重消息

來源 

11.83 
40 

27.67 
57 

14.24 
41 

94.34 
417 

43.56 
555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724.022, d.f.=3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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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導來源的身分與媒體差異 

 

根據表 4-2-6 顯示，四大報醫藥進展議題的消息來源身分上的差異已達顯著

水準。《中國時報》以醫療單位或其從業人員身分的消息來源為最，占 40.21%，

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的居次，占 24.30%，記者、媒體身分的消息來源也有兩

成以上，病友組織或讀者以及藥品商則不到一成。《聯合報》同樣以醫療單位或

其從業人員身分的消息來源為大宗，占 37.95%，居次者稍有不同，為記者、媒

體身分，占 22.50%，略多於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的 22.28%，病友組織或讀者

為消息來源的報導則占 12.27%，而藥品商同樣居末，僅有 5.00%。《自由時報》

的部分，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是最主要的消息來源，占 43.20%，也有 39.78%
的消息來源是醫療單位或其從業人員，來自記者、媒體的報導則占 21.85%，而

病友組織或讀者以及藥品商同樣不到一成，分別是 8.96%、4.48%。《蘋果日報》

的消息來源身分分佈，相對較為平均，均在 10%至 25%之間，可提供讀者較多

元的觀點。 
 
表4-2-6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來源身分分析 

報別 
 
來源身份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蘋果日報 
 

總計 

醫療單位

或其從業

人員 

40.21 
187 

39.78 
142 

37.95 
167 

22.81 
143 

33.83 
639 

學者、研究

報告之結

果 

24.30 
113 

43.20 
89 

22.28 
98 

29.82 
187 

25.78 
487 

藥品商 4.09 
19 

4.48 
16 

5.00 
22 

8.93 
56 

5.98 
113 

病友組織

或讀者 
7.96 
37 

8.96 
32 

12.27 
54 
 

12.12 
76 

10.53 
199 

記者、媒體 23.44 
109 

21.85 
78 

22.50 
99 

26.32 
165 

23.88 
451 

總計 100.00 
N=465 

100.00 
N=357 

100.00 
N=440 

100.00 
N=627 

100.00 
N=1889 

註：報導消息來源身分的分析是以整體分佈的分析（複選），也就是一篇報導可能含有多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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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所有消息來源身分根據「有或無」進行登錄，故登錄結果整體總和數都大於每一家報紙的

報導數量。  

 
七、 報導主題的分布與媒體差異 

 
    在新聞報導主題科別與報別的部分，根據表 4-2-7，各報在報導醫藥進展的

主題科別上大致相符。《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與《蘋果日報》四

大報在報導科別上均以血液腫瘤疾病為大宗，分別占 23.08%、23.30%、23.26%
與 26.24%，反映大眾對於腫瘤，尤其是惡性腫瘤（即癌症）成為國內外死亡主

因的關注，以及對相關醫學機轉與診療技術的強烈需求。四大報分列二、三名的

均為生物科技以及內分泌、新陳代謝和自體免疫疾病，相較其他主題科別，兩者

各占一成左右，顯示基因診斷、基因治療、臍帶血等生物科技主題，以及高膽固

醇、肥胖、代謝失調、痛風等現代富貴病，也是媒體眼中富有新聞價值的領域。 
 
表4-2-7 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主題科別分析表 

報別 
科別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傳染病及

寄生蟲病 
0.60 
2 

2.42 
5 

1.39 
4 

0.68 
3 

1.10 
14 

血液腫瘤

疾病 
23.08 
78 

23.30 
48 

23.26 
67 

26.24 
116 

24.25 
309 

兒科疾病 4.14 
14 

3.40 
7 

4.17 
12 

2.94 
13 

3.61 
46 

婦產科與

女性生殖

系統疾病 

4.73 
16 

4.37 
9 

6.60 
19 

3.17 
14 

4.55 
58 

呼吸系統

疾病 
6.80 
23 

3.40 
7 

3.47 
10 

3.85 
17 

4.47 
57 

消化系統

疾病 
1.78 
6 

1.46 
3 

1.39 
4 

2.04 
9 

1.73 
22 

腦及神經

系統疾病 
5.62 
19 

5.34 
11 

4.51 
13 

4.98 
22 

5.10 
65 

循環系統

疾病 
0.89 
3 

1.46 
3 

1.04 
3 

2.94 
13 

1.73 
22 

內分泌、新

陳代謝及

自體免疫

疾病 

10.06 
34 

12.13 
25 

8.34 
24 

15.83 
70 

12.0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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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男性

生殖系統

疾病 

9.47 
32 

11.65 
24 

6.94 
20 

8.82 
39 

9.03 
115 

肌腱及骨

科疾病 
4.73 
16 

4.37 
9 

2.08 
6 

1.36 
6 

2.90 
37 

皮膚病 2.96 
10 

1.94 
4 

5.21 
15 

3.17 
14 

3.38 
43 

精神疾病 2.66 
9 

0.49 
1 

4.86 
14 

3.62 
16 

3.14 
40 

耳鼻喉科

疾病 
1.18 
4 

0.97 
2 

2.43 
7 

0.90 
4 

1.33 
17 

口腔及牙

科疾病 
1.48 
5 

1.46 
3 

2.43 
7 

1.13 
5 

1.57 
20 

損傷、中毒

與急救 
0.89 
3 

0 
0 

0 
0 

0.23 
1 

0.31 
4 

眼科疾病 1.48 
5 

1.94 
4 

0.35 
1 

0.45 
2 

0.94 
12 

徵候、症狀

及診斷欠

明之各種

病態 

3.25 
11 

2.91 
6 

3.13 
9 

1.13 
5 

2.43 
31 

重建與美

容 
5.03 
17 

5.34 
11 

8.33 
24 

3.85 
17 

5.42 
69 

生物科技 9.17 
31 

11.65 
24 

10.07 
29 

12.67 
56 

10.99 
140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註：表格中有 22.5%的細格 18 cells 的期望值小於 5，因此不適於作卡方分析。 

 
八、 報導消息來源區域與媒體差異 

 

從表4-2-8可得知，四大報醫藥進展議題的消息來源區域上的差異已達顯著

水準。《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三報均有半數以上的醫藥進展新

聞仰賴國內消息來源，《中國時報》178則，《自由時報》104則，《聯合報》181
則。引用國外消息來源的部分，《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各占35.50%、31.55%，

《聯合報》則僅有14.58%。至於國內外均有的部分，《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與《聯合報》分別占17.16%、17.96%與22.57%。相較之下《蘋果日報》的消息

來源區域相對平均，國內、國外各占39.37%、35.29%，而國內外均有的部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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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5.34%。 
 

表4-2-8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消息來源區域分析 

     報別 
地區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國內 52.66 
178 

50.49 
104 

62.85 
181 

39.37 
174 

50.00 
637 

國外 35.50 
102 

31.55 
65 

14.58 
42 

35.29 
156 

28.65 
365 

國內外均有 17.16 
58 

17.96 
37 

22.57 
65 

25.34 
112 

21.35 
272 

總計 100.00 
338 

100.00 
206 

100.00 
288 

100.00 
442 

100.00 
1274 

x =44.898, d.f.=6 , p<.05 
 
九、 報導品質與媒體差異 

 

    根據表 4-2-9 顯示，《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以及《蘋果日報》

四大報 1274 則醫藥進展議題新聞中，沒有一則將絕對風險差納入報導內容，而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三報只有在「證據力」、「與其他療法的

比較」這兩個類目上，有超過五成的報導達到科學言說的要求，報導內容提及可

行性、價格成本者也僅有三成，至於平衡報導的要求，三報各只有一到兩成左右

合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及《聯合報》揭露報導之醫藥進展所牽涉的利

益衝突者，更不到一成。 
    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在「證據力」、「與其他療法的比較」、「價格成

本」、「平衡報導」四項上，均有超過半數的新聞符合科學言說的標準，其中報導

「與其他療法的比較」者達 87.56%，有「證據力」者也有 74.89%，顯示《蘋果

日報》在醫藥進展報導品質較其他三報為完整、豐富。這可能與《蘋果日報》 的

報導方式有關。由於《蘋果日報》擅長以簡單的表格比較或是小檔案、大事紀等

報導方式來整理與歸納資訊，在報導特定醫藥進展時，《蘋果日報》會包含許多

表格比較或小檔案，因此《蘋果日報》在醫藥進展報導品質較其他三報為完整、

豐富。 
 
表4-2-9醫藥進展新聞之報別與報導品質分析 

     報別 
品質 

中國時報 
N=338 

自由時報 
N=206 

聯合報 
N=288 

蘋果日報 
N=442 

總計 
N=1274 

創新性 10.95 
37 

15.53 
32 

18.75 
54 

17.19 
76 

15.62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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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32.25 
109 

37.86 
78 

34.37 
99 

37.33 
165 

35.40 
451 

與其他療

法的比較 
55.33 
187 

68.93 
142 

57.99 
167 

87.56 
387 

69.31 
883 

價格、成本 33.43 
113 

43.20 
89 

34.03 
98 

62.90 
278 

45.37 
578 

利益衝突 5.62 
19 

7.77 
16 

7.64 
22 

7.69 
34 

7.14 
91 

證據力 52.66 
178 

66.51 
137 

53.82 
155 

74.89 
331 

62.87 
801 

平衡報導 19.23 
65 

27.67 
57 

15.62 
45 

64.25 
284 

35.40 
451 

絕對風險

差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總計 209.47 
708 

267.47 
551 

222.22 
640 

351.81 
1555 

271.11 
3454 

註：資訊內容品質的分析是以整體分佈的分析（複選），也就是一篇報導可能含有多個資訊內容，

所有資訊內容根據「有或無」進行登錄，故登錄結果百分比均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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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論述分析結果 
 
    藉由內容分析了解醫藥進展議題在四大平面媒體上的分佈情形與特色後，本

研究進一步以論述分析法檢視醫藥進展報導相關的媒體文本。本研究以

Fairclough（1995）分析架構中的論述實踐及社會文化實踐面向，針對《蘋果日

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四大報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有關醫藥進展議題的新聞報導，選擇特定有代表性的文本，依每篇

樣本意涵的豐富程度，選取最適合的原則做細緻分析。 
 

第一節  社會文化實踐分析 

 
一、  過於誇大的媒體詮釋 

 

由本研究蒐集的研究文本可以看出，媒體再現的醫藥進展，尤其關注醫藥研

究及科技發展的成效，試驗、見證以及療效往往是重要的傳播事件

（communicative events）。對照醫學科學實務脈絡，媒體針對試驗事件的報導往

往將一些還在實驗階段、未經核准的醫藥進展報導出來，對於醫藥進展療效的詮

釋，也充滿誇大、煽情的推斷，同時媒體往往以重「特殊」、輕「常態」的方式

處理見證事件，著眼於成功個案敘事性的報導，顯示「新聞性」主宰媒體對於醫

藥進展議題的處理。 

 

    從媒體對於試驗事件的再現來看，媒體報導往往刻意淡化了其研發階段尚未

成熟的科學真實，僅由白鼠實驗的結果直接推斷新藥、新療法未來的實用價值與

療效。就醫學科學實務而言，新藥物、新療法的實證過程涵括三個層次：試管（in 
vitro）實驗20、活體（in vivo）動物試驗21，以及人體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

因此，要藥物的確認療效，第一步先是基礎科學家進行試管實驗，然後是活體動

物試驗，而這兩個階段的結果，均止於初步檢驗藥物的療效與安全性，並不能確

保對於人體也能發揮期待的療效。唯有進一步進行人體臨床試驗，才能較為精確

的驗證藥物的療效與安全性。 
     
    人體臨床實驗共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體毒性實驗，以健康人體為對

象，了解藥物在人體的代謝狀態、有無毒性反應等。第二階段則是療效驗證實驗，

                                                        
20 in vitro 是拉丁語中「在玻璃裡」的意思，意指進行或發生於試管內的實驗與實驗技術。更廣

義的意思，則指活生物體之外的環境中的操作。在細胞生物學等領域中，由於此類實驗的環境與

生物體內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可能與實際發生於生物體內的結果也不同。 
21 in vivo 為拉丁文「在活體內」之意，也就是「此乃進行於活體內」的意思 。在科學領域裡，

in vivo 常指進行於完整且存活的個體內的組織的實驗，而不是一部分組織，或死亡的個體。例

如動物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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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數病人為研究對象，分別使用藥物及安慰劑，如果藥物療效達到統計學上的

意義，就會繼續進行大規模的第三階段的治療確認實驗，一切都沒問題後，才有

上市的可能。而新藥物大規模上市後的實際應用過程中，仍須進行第四階段的研

究，監測其療效及不良反應。如果上市之後的第四階段研究發現有強烈副作用，

只好忍痛回收。在媒體對於試驗事件的報導中，卻往往可以看下列典型的例子： 

 

「抗癌藥將可用口服 口腔癌胃癌注射劑 可縮腫瘤三分之二 國家衛生研究院昨

公布新藥研發成果：口服抗癌新藥『BPR0I』與靜脈注射抗癌新藥『BPR0L』，
療效顯著……預計最快明年底、後年初可向衛生署申請進行人體臨床實驗。 
病患福音 
國衛院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副研究員謝興邦昨說，……新藥『BPR0I』是口服

藥，在抗癌藥物研發上是一大突破；動物實驗顯示，注入癌細胞的小老鼠經連續

給藥五十天，體內腫瘤大小，比不給藥的對照組縮小三分之二。 
……另一個靜脈注射抗癌藥物『BPR0L』則是對施打口腔癌與胃癌細胞的老鼠進

行實驗，經過四十五天，老鼠惡性腫瘤大小比對照組小了一半；若與目前臨床治

癌藥物 cisplatin 合併使用，效果更好，可縮小三分之二。謝興邦說，此藥物除

可抑制癌細胞及病毒複製外，還能降低腫瘤附近的血管增生，對癌症治療相當有

效。」（蘋果日報醫藥新聞版，2003 年 7 月 27 日） 
 
「男性避孕藥雄風不減啦 新藥實驗 不影響荷爾蒙 美國科學家正在研發一種男

性避孕藥，可直接阻斷精子的生成，而不影響男性荷爾蒙，初步實驗顯示並無副

作用，停藥後生殖能力即可恢復。……實驗發現，老鼠在注射（新藥 Adjudin）6
周後即無法讓母老鼠懷孕，停藥 20 周生殖力即可恢復，而且老鼠的腦、肝、腎、

心臟等主要器官，以及睾丸內其他細胞都沒有受到藥物影響。研究小組希望盡快

展開人體試驗，並研究把新藥改為貼片，方便男性使用。 
」（聯合報醫藥健康版，2006 年 11 月 01 日） 
 
  上述兩則針對新藥的報導，若只閱讀標題，容易讓閱聽眾認為報導中提到的

新藥不僅均已上市，同時在人體臨床試驗第四階段的監測下沒有發現強烈副作

用，療效與安全性已通過實證醫學的檢驗。口服抗癌新藥「BPR0I」與靜脈注射

抗癌新藥「BPR0L」的報導，標題直斷「抗癌藥『將可』用口服」、「『可』縮腫

瘤三分二」，副標譽之為「病患福音」，細看內文才現這兩種被媒體報導為「療效

顯著」、「抗癌藥物研發上一大突破」的新藥，目前僅進行到白鼠實驗階段，最樂

觀的情況下，「明年底、後年初（才）可向衛生署申請進行人體臨床實驗」。而第

二則男性避孕藥的報導，標題「男性避孕藥雄風不減啦 新藥實驗 不影響荷爾

蒙」，事實上報導末段也指出，目前相關實驗僅進行至活體動物試驗階段，初步

檢驗了藥物的療效與安全性，並不能確保對於人體也能發揮期待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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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針對醫藥進展試驗事件的再現，也往往減縮淡化、甚至刪除醫藥進展研

發過程中牽涉的風險及不確定性。歐盟製藥協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nd Associations, EFPIA）副總裁 Tom McKillop 指出，一

般來說需要 5,000 到 10,000 個新藥研發的構想，才能篩選出一個可能上市的藥

品。因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大部分構想將被淘汰，很少的藥物可能進入到人體臨

床試驗階段，並得到追加的研發費用。在經歷人體試驗階段的進一步淘汰之後，

最終研發成功並被獲准上市的藥品已是鳳毛麟角。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台灣癌

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銘也以癌症新藥為例，表示僅有 1％的治癌藥物，能夠通過

檢驗確認對病症「有效」，並經過藥廠的成本評估，取得專利上市。根據健康經

濟學期刊 2003 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平均而言，一種新藥的問世代表 12 到 15 年

間的研究試驗，與 8 億美元的左右研發成本。然而，新藥物、新療法的媒體再現

卻不乏「中研院新藥 零流感 5年後可望上市」 （聯合報醫藥健康版，2008 年 7 

月 12 日）、「阿滋海默症疫苗 8年內可望上市」（自由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6月 24 日）等過度樂觀的新聞標題及報導： 
 

「國產失智症疫苗 年底人體試驗 五年內可望上市 失智症中最常見的阿茲海默

症治療又有新進展，台灣預計今年底展開一項國產治療性失智症疫苗的人體臨床

試驗，第一與第二期試驗將同步進行，醫師估計，若三階段試驗均順利完成，可

望在五到八年後上市。」（自由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8 月 31 日） 
 
    以上幾篇醫藥進展的再現文本，報導當時均仍未進入人體實驗階段，也就是

說，媒體在標題中所稱的「可望」上市，就科學真實而言，代表的大約是百分之

一左右的機會，但媒體報導時並非以「由於此種藥物或療法，尚未展開人體實驗，

最快可能要 5 年後『才能』上市」呈現，而是選用「可望」一詞，同時通篇未提

及醫藥進展研發過程中牽涉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並將研究團隊的評估作為報導的

重點，選為標題，暗示媒體報導的醫藥進展，未來可以順利通過所有臨床試驗的

檢驗、順利上市。 
 

    媒體針對特定醫藥進展療效的詮釋，多半選用誇大聳動的標題和修辭，使用

諸如「首見」、「首例」等語言，如「TG-0054 將會是全球首例進行這兩個重症臨

床試驗的第一個新穎藥物」（中國時報焦點新聞版，2008 年 5 月 8 日）、「SUTENT
是國內第一個多重標靶口服腎癌藥物，可延長患者無病存活期且保有生活品質，

對患者無異是一線曙光」（中國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5 月 22 日），並且譽

之為「曙光」、「希望」、「福音」、「重大突破」、「神奇新藥」或「救命仙丹」，如： 

 

「中研院成果領先全球 新醣脂質抗癌 新藥十年內問世 我國抗癌新藥研究又有

領先全球的突破性發展！……」 （中國時報社會脈動版，2007 年 6 月 13 日） 
「國衛院研發 防子宮頸癌 新藥大突破」 （聯合報話題版，2004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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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延命 末期肝癌治療大突破」 （中國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8 月 30 日） 
「（台大醫學院發現癌細胞移轉的關鍵性受體分子），治療癌症醫藥界有重大突

破！」（中國時報社會脈動版，2006 年 3 月 28 日） 
「日研究團隊 老鼠實驗成功 肝硬化 有救命新藥」（自由時報國際新聞版，2008
年 4 月 1 日） 
「多重標靶新藥 腎癌患者新救星！」（中國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5 月 22
日） 
「中藥何首烏，可望成為失智症的新救星」 （蘋果日報醫藥新聞版，2005年9
月15日） 
「『得舒緩』是肺癌患者的新救星，有效率達 6 成」（聯合報高市澎縣新聞版，

2007 年 9 月 28 日） 
「女性福音 新藥物助性慾降食慾」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版，2007 年 5 月 1 日） 
「全球女性福音 子宮頸癌疫苗上市」（自由時報國際新聞版，2006 年 6 月 10
日） 
「瘦腰新藥 代謝症患福音」（中國時報焦點新聞版，2005 年 8 月 19 日） 
「男人福音 女人福氣啦 犀利士 將在台上市」（中國時報南台灣生活版，2003
年 7 月 24 日） 
「胰島素新劑型 糖尿病控制露曙光」（中國時報醫藥健康版，2003 年 6 月 18
日） 
「殺死「癌幹細胞」 治癌新藥希望 」（中國時報焦點新聞版，2007年12月22
日） 
「搶救快槍俠 新藥一點靈」（自由時報醫藥健康版，2005年5月25日） 
「大腸直腸癌晚期患者有新希望了！」（中國時報焦點新聞版，2007年04月19 
日）   
「神奇新藥 能戒菸也能戒酒」（中國時報話題版，2007 年 7 月 11 日） 
 

    被誇大、扭曲了的醫學真實，在媒體對於新藥物、新療法的再現中也就屢見

不鮮： 

 

「老藥新用 數分鐘反轉阿滋海默症 美國加州一民間醫學組織的科學家，率先以

類風濕性關節炎用藥「恩博」（Enbrel）治療阿滋海默症患者，結果部分受試病

患的症狀在數分鐘內大幅改善，效果令人訝異。……」（自由時報國際新聞版，

2008 年 4 月 13 日） 
 
「好神！老年失智新藥 一針就清醒 馬文．米勒老先生現年 82 歲，多年前罹患

老年失智症(阿滋海默氏症)，不用說妻子兒女，連一支鉛筆都認不出來。後來他

到加州洛杉磯的「神經醫學研究中心」(INR)接受治療並拍攝影片，醫師在他的

頸椎注射一劑藥物，短短 5 分鐘之後，他竟然像大夢初醒一樣，站起來擁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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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見」的愛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版，2008 年 4 月 13 日） 
 

值得注意的是，此名為「恩博」（Enbrel）的阿滋海默症新藥，真是如此具

神效、真能『數分鐘內』『反轉』阿滋海默症嗎？事實上，根據 UpToDate 線上

醫學資料庫22，哈佛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Daniel Press 與 Michael Alexander 指出23，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因「類澱粉蛋白」堆積引發腦神經退化死亡的疾病，儘管我們

對於阿茲海默症的瞭解與日俱增，有助於日後直接針對疾病的成因做有效的治

療，現代醫學目前對於阿茲海默症的主要治療方針仍是症狀治療，以抑制類澱粉

蛋白沈積或清除腦部類澱粉斑塊的藥物及疫苗紓解阿滋海默病患的症狀，不能反

轉病情。而聯合報同日的報導針對恩博的報導也指出，「（恩博）注射到阿茲海

默症患者的頸部脊柱，可在數分鐘內『紓解病患記憶及溝通能力受損的症狀』受

測病患對這種治療方式產生反應，許多病人的症狀甚至在幾分鐘內就獲得改

善，」，並不能逆轉病情、使病人「清醒」、恢復至具備常人無異的神智。 

 
事實上，主持該研究的托比尼克（Edward Tobinick）教授接受英國國家廣播

電視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採訪時是持相對保守的態度24，

「我們看到的是（受試患者）思考、計算能力的進步，同時記憶與說話能力也改

善，患者發現說話容易了，似乎也較快樂了，我們也常觀察到，步態受到影響的

病患，他們的步伐也有進步……有些病患再度開始開車，他們沒有回到正常，但

改善情形好到讓患者想繼續治療」，同時也指出，儘管受試病患病情隨每周注射

進步，但到三個月後會達到高原期。 

 

然而當研究團隊的意見被間接融入媒體的論述時，媒體為製造新聞賣點、攫

取閱聽眾目光，便不顧恩博無法使受試患者回到正常、無法逆轉阿茲海默症的事

實，誇大其療效與適用性，以煽情化、戲劇化手法，扭曲醫學真實。至於醫藥進

展本身的真實與否，牽涉的風險、不確定性、副作用與侷限性，以及醫學科學所

關切的嚴格程序要求、能否被經驗檢證、是否具普遍性等等檢驗標準，也就常常

                                                        
22 UpToDate 是一個以實證醫學、同儕稽查(peer-reviewed)研究為本的線上醫學資料庫，編輯群是

由超過 3,800 名的醫師、醫藥學者組成，針對超過 7,400 個臨床醫學相關主題，每四個月更新一

次，同時為了提供無偏見且真實的資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商業捐助。 UpToDate 是美國醫學繼

續教育評鑑委員會授權的醫學繼續教育組織，同時受到美國家庭醫學會、美國小兒科醫學會、美

國婦產科醫學會、美國風濕免疫科醫學會、美國內科醫學會、美國胸腔醫學會等醫學機構的推薦

和合作。新英格蘭期刊對 UpToDate 讚譽有加，認為「要跟得上日新月異的醫藥資訊、臨床技術，

是種持續的挑戰……而很幸運地，UpToDate 線上資料庫的存在，使這個挑戰容易多了」，而華爾

街日報也指出，「由於 UpToDate 線上資料庫能夠及時提供正確的治療方針與資訊，因此廣受醫

師好評」。研究顯示 UpToDate 不但是醫師和醫學生常用的臨床治療方針參考資料，使用 UpToDate
也可以幫助提高臨床診療的品質。 
23 資料來源：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topic.do?topicKey=nuroegen/2315#1 
24 資料來源：Brimelow, A. (2008, April 11). Hope over US Alzheimer's therapy. BBC News. Available: 
http://news.bbc.co.uk/1/hi/health/7341368.stm. Accessed 23 Nov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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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減縮淡化，以「少數」、「少見」或「部分」等修辭為其定調，甚或在醫藥進展

的媒體再現中全然缺席。 

 

像中國時報對於恩博的報導，即未將其他專家學者呼籲對其成效謹慎以對的

論述納入報導中，聯合報同日報導則指出，「（僅有）部分專家警告，這個研究

計畫受測患者太少，還無法從中獲得真正的結論」；針對臨床樣本太少的質疑，

中國時報也以「初步人體臨床試驗只限於 15 個病例，未來可望擴大規模進行」

的敘述，將研究設計的缺漏淡化為科學實驗必經的步驟，對於研究方法上的問

題，像未在隨機臨床試驗中與安慰劑進行對照測試的事實，則在中國時報的報導

中通篇未提、全然缺席。 

 

    從媒體對於見證事件的再現來看，媒體記者尋求極端罕見之例的風氣，使成

功個案當事人成了醫藥進展媒體再現的主角，卻也導致錯誤的資訊傳佈

（Kramer，1988）。由於醫藥進展所牽涉的不確定性、風險、適用性、成本等多

半在轉換為敘事後消失，因此閱聽眾往往無法看到醫藥進展的全貌。以下即為媒

體對於見證事件的典型報導： 

 

「艾瑞莎模範生 肺癌控制良好 林蘇梅：我是最幸運的白老鼠  
『這一包藥要好多錢呢！』今年七十八歲的林蘇梅阿嬤拿起用鎖鍊袋包好、

十幾顆像巧克力的藥丸，邊說邊笑，一九九八年發現罹患肺癌後，動過兩次手術、

做過二次化療，二○○二年再度復發而參加艾瑞莎試驗計畫。吃藥到現在快五

年，林阿嬤病情控制良好，且因參加試驗，有藥廠供應藥物，不必擔憂龐大藥費

壓垮經濟。  

  當初與林阿嬤同在台北榮總接受人體試驗的三十幾位病人，包括她在內，只

有二人存活至今，成為國內艾瑞莎用藥控制時間最久、效果最好的病人。  

  林阿嬤年輕時身體勇健，喜歡遊山玩水、趴趴走，九年前與家人到日本遊覽

回來，『開始覺得容易累、爬五樓會喘』，到醫院檢查好幾回發現是肺癌。  

  『我看到片子上的東西才小小的一點，還覺得沒什麼好擔心，但醫師很緊張，

馬上安排住院開刀』。手術後接受第一次化療，控制病情；二○○一年追蹤發現

復發，又開刀並接受第二線化療，控制了病情卻有肺炎副作用。一年多後又復發，

才參加艾瑞莎新藥試驗。  

  『我當時覺得，得這個病早晚都會走，給人當白老鼠也無所謂』，簽下同意

書之後開始吃藥，抽血檢驗發現，腫瘤指標一下子就降下來，一天一顆，吃到現

在都還能有效控制。  

  用藥期間阿嬤身上常會發膿包，有時一夜間，頭皮上冒出上百顆發膿的疹

子，又癢又痛，疹子還跑到腰上、腿上。  

  如今，曾被預測生命『只剩六個月』的林阿嬤靠艾瑞莎把肺癌控制得這麼好，

不但被醫師當成模範，也引來其他病人問阿嬤的三餐吃什麼？是不是還有另類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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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是有秘方補藥。甚至有病人打電話到家裡，拜託阿嬤『分幾顆藥吃吃看』。

阿嬤有點緊張：『我也沒辦法分給別人，我只夠自己吃』。 

  算算阿嬤快五年下來吃掉的艾瑞莎達三、四百萬元之譜，她笑說，『沒想到

我有這麼好的身價』。  

  這幾年，她有機會就跟家人出國到處玩，過得很悠閒。對自己的幸運，阿嬤

很隨緣，『我只要今天還活著就很高興了』。」（中國時報焦點新聞版，2007 年 7

月 9日） 

 

    上述這則放在焦點新聞版的專訪，以肺癌標靶新藥艾瑞莎人體試驗受試者林

蘇梅成功控制肺癌為再現主題，形構閱聽眾對於艾瑞莎此一醫藥進展的認知。儘

管報導內文提及「當初與林阿嬤同在台北榮總接受人體試驗的三十幾位病人，包

括她在內，只有二人存活至今」，而且林蘇梅是「國內艾瑞莎用藥控制時間最久、

效果最好的病人」，也就是說，艾瑞莎作為肺癌標靶治療新藥，事實上有其侷限

性，並非人人適用，其他三十幾位病人都無法達到跟林蘇梅一樣好的效果。 

 

    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銘與馬偕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謝瑞坤均指出，肺癌治

療須依病患臨床分期、肺癌細胞病理類型，決定適合什麼樣的治療準則，目前已

知對於有上皮生長因子基因突變的肺癌患者，或是女性、不吸菸的肺腺癌患者，

艾瑞莎的臨床療效才能比既有的化學治療好。但媒體卻以「艾瑞莎『模範生』 肺

癌控制良好」為標題，連結服用艾瑞莎期間「表現良好」與肺癌「控制良好」間

的因果關係，巧妙地避開了艾瑞莎療效侷限性的議題，將治療的成敗責任轉嫁給

病人，暗示病人要像林蘇梅一樣懂得珍惜新藥，「拿起用鎖鍊袋包好十幾顆像巧

克力的藥丸」，才能「腫瘤指標一下子就降下來，一天一顆，吃到現在都還能有

效控制」、「靠艾瑞莎把肺癌控制得這麼好」。 

 

    而其他使用了艾瑞莎卻沒有獲得此種療效的病人，在媒體所再現的文本中，

以「在台北榮總接受人體試驗的三十幾位病人」轉化為去人性的物件，使閱聽眾

無從理解這些艾瑞莎受試病人可能面臨的苦境與實際的經驗，通篇找不到這些病

人對於艾瑞莎的看法，唯一被重視、被看見的只有「模範生」林蘇梅的論述與觀

點。 

     

    除此之外，由於林蘇梅是藉由參加人體試驗計畫接觸到新藥艾瑞莎，媒體以

「林蘇梅：我是最幸運的白老鼠」作為標題，強調「算算阿嬤快五年下來吃掉的

艾瑞莎達三、四百萬元之譜，她（林蘇梅）笑說，『沒想到我有這麼好的身價』」、

「『這一包藥要好多錢呢！』」，暗示閱聽眾可以藉參加人體臨床試驗的方式免去

高成本新藥的沉重負擔，卻沒有將試驗的風險揭露，賴基銘表示，傳統化療已經

有數十年的經驗，還是一種可靠有效的治癌方式；最近熱門的標靶藥物並非萬

能。以目前來說，標靶藥物的優勢，在於副作用比較小；但是，癌細胞也會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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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細胞突破了標靶藥物，回頭可能連化療都無效。同時，一般進行臨床實驗時，

研究計畫及受試對象，尤其是免費實驗者，均需送衛生署與健保局審核，畢竟人

體試驗是為了證實檢驗新藥的療效，並不是每個病人都可以藉此省去幾百萬，同

時獲得良好的治療成效。 

 

二、  消息來源的高度重疊 
 

本研究針對醫藥進展報導消息來源類目的內容分析指出，有 43.56%的報導

是引用多重消息來源，但若進一步檢視報導中各個消息來源的背後的社會經濟脈

絡，卻發現重疊性很高，甚至發現隸屬於同一研發機構或團隊，媒體所做到的僅

止於「形式」上的公正客觀、平衡報導，。例如： 

 

「減緩 C 肝治療後遺症 研發中草藥  
肝若不好，人生變黑白；工研院生醫研究所利用中草藥的多樣性，開發出植

物新藥，可解決 C 型肝炎治療中引發的噁心、嘔吐，甚至想要自殺的憂鬱症，

同時有效抗病毒。  
  生醫所研發團隊以中草藥為基礎研發的「C 型肝炎新藥 BEL-CATC70 1」，

昨天獲得院內傑出研究獎。院長李鍾熙表示，這是一個跨國內、外專家合作的研

究型計畫，擔心民眾聽到中草藥名稱出現「病急亂投藥」現象，使用的相關草藥

暫時不對外公布。可以確定的是，目前已移轉懷特新藥科技公司，後續將由工研

院協助進行新藥人體臨床試驗。  
  生醫所主任潘一紅表示，技術團隊利用 TLRs(Toll-Like Receptors) 免疫治療

法，建立一套完整且具國際化的植物新藥技術平台，利用中草藥多成分、多靶點

的多樣化特性，開發出可以治療 C 型肝炎新藥。該藥特色，可增加動物體內天

然干擾素(INF,interferon)及在細胞模式中誘導 TLRs 活化的免疫調控，以及與抑

制 C 肝病毒功效。研發過程意外發現，該藥單獨使用時，具有抗發炎及抗肝纖

維化潛力。 
目前已有 6 案發明專利已納入國際標準規格草案，成為關鍵智財權。包括全

球首創的高增益天線，以特殊金屬結構，利用類似凸透鏡原理，讓電磁波經過天

線罩後產生集波效果，放大訊號聚波，體積卻只有傳統的一半。」（中國時報竹

市新聞版，2008 年 6 月 27 日） 

 
「心衰竭福音  幹細胞也育出類心臟細胞  

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陳信孚說，該院研究團隊最近也從人類胚胎幹細胞

培育出類心臟細胞，初步發現有協調收縮及跳動能力，將來罹患心臟衰竭的病患

可採用自體的幹細胞治療，取代心臟移植。 

    陳信孚指出，國際科學界非常期待幹細胞可以有效分化為各種終端產物，例

如心臟細胞、胰臟細胞、神經細胞與卵子等，進而作為治療心臟衰竭、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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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損傷、不孕症等各種疾病的工具。 

    以心臟細胞為例，台大醫院最近以該院培育出來的人類胚胎幹細胞株，經由

體細胞核轉殖方式，先發育成囊胚，再分化成類似心臟細胞，初期細胞是各跳各

的，但經過研究人員修正後，收縮、跳動能力已更為協調，且細胞形成的效率也

更佳，未來的發展潛力可期。 

    台大醫院幹細胞研究團隊召集人、台大醫院副院長何弘能表示，該院在幹細

胞的研究領域極廣，包括中風、視網膜病變、猛爆性肝炎、膝蓋軟骨病變，都試

圖透過幹細胞的研究，希望能找出治療契機。 

    何弘能和陳信孚都強調，屆時經由幹細胞所培育出來的心臟細胞、神經細胞

或骨髓細胞等，植入體內皆可免除排斥的問題。……」（聯合報焦點新聞版，2007
年 3 月 10 日） 

 
以上兩篇報導雖均引用了兩個的消息來源，但若細究其引用來源的背景及立

場，會發現受訪者均出自同樣的研究、醫療機構，「減緩 C肝治療後遺症 研發中

草藥」文中李鍾熙與潘一紅均來自工研究院，「心衰竭福音 幹細胞也育出類心

臟細胞」引述的陳信孚與何弘能兩位醫師也均隸屬於台大醫院。此外，儘管媒體

報導以「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為陳信孚定位，事實上台大醫院幹細胞團隊

就是由醫師謝豐舟、何弘能及陳信孚率領的婦產科團隊組成，陳信孚即為此研究

的主要研究者。媒體報導乍看之下引用了多重消息來源，事實上通篇引述內容均

來自於同一個研發團隊。 

 
此外，「看似」完整客觀、引用多重消息來源的醫藥進展報導，也可能是以

醫院記者會公關稿或研究發表的摘要為寫作範本而成。2007 年 10 月 16 日聯合

報針對戒菸新藥戒必適（CHAMPIX）的報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戒菸新藥『戒必適』沒尼古丁 有補助 

因泡麵廣告知名度大開的『張君雅』（本名簡嘉芸）小妹妹擔任『戒菸 88』

宣導計畫代言人。她的爸爸有廿年菸齡，很希望爸爸不要抽菸，因為抽菸的肺會

黑掉！癮君子戒菸又有新選擇，非尼古丁戒菸新藥『戒必適』已納入衛生署戒菸

門診補助。醫師指出，戒菸首重意志力，但適度用藥可幫助戒菸者度過注意力不

足、心悸、發抖等不適時刻，提高戒菸成功率。 

有心戒菸，但缺乏尼古丁後的戒斷症狀難熬，台大醫院家醫部主治醫師郭斐

然昨天指出，過去的戒菸輔助用藥多以尼古丁替代療法為主，貼片或口嚼錠都在

補充尼古丁，改善坐立難安、渴求香菸等戒斷症狀，新藥『戒必適』屬非尼古丁

取代療法，直接作用於尼古丁接受體，可模擬吸食尼古丁的效果，但並沒吸進尼

古丁。 

高雄榮總家醫科主治醫師薛光傑說明，菸品中的尼古丁和人腦中的尼古丁接

受體結合後，會釋放出大量的多巴胺，讓吸菸者感到快感；戒必適和尼古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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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結合後，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根據台灣與韓國進行的臨床研究顯示，服用戒

必適十二周後，戒菸成功率高達六成，經過半年追蹤，仍可維持四成七的成功率。 

藥師洪長流即是使用戒必適成功擺脫菸癮的案例，五十二歲的他從十八歲開

始吸菸，一直把菸品視為比老婆資深的生活伴侶，但兩年前立誓戒菸。洪長流戒

菸的原因有三，一是看到老菸槍爸爸老來受肺氣腫所苦，二是他打球老是輸給薛

光傑，三是他發現朋友和他說話時，老是不由自主倒退，原來是他身上菸味不好

聞。 

趁著戒必適臨床試驗的機會，洪長流開始戒菸，由於用藥過程並沒有特別不

適，他一度懷疑自己用的是安慰劑，後來證實有用到真藥，已兩年沒有抽菸了。

郭斐然表示，國健局已將戒必適納入門診戒菸治療藥物的補助範圍，每周門診補

助藥費二百五十元，使用戒必適約再自費八百元左右，建議至少連續用藥三個月。 

因泡麵廣告走紅的『張君雅』小妹妹則受邀『戒菸 88』活動代言人，民眾

只要參加戒菸門診，就有衛教護士每八天前來關懷戒菸進度，若能忍住不抽菸，

還有小禮物。張君雅的爸爸有廿年菸齡，她也要爸爸加入此項計畫，她說：『很

希望爸爸不要抽菸，因為抽菸的肺會黑掉！』她會努力支持爸爸戒菸。」（聯合

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10 月 16 日） 

     

以上醫藥進展新聞，不僅引用了高雄榮總家醫科主治醫師薛光傑及台大醫院

家醫科主治醫師郭斐然作為報導中的專家意見，也引用藥師洪長流作為戒必適的

受試案例，同時採訪了「戒菸八八」活動和活動代言人泡麵廣告童星簡嘉芸，做

為新聞主要的內容。巧合的是，同日《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

對於戒必適的報導內容與《聯合報》十分相似，所引用的消息來源更是如出一轍： 
 
「戒菸藥納健保 成功率達 6 成「張君雅」號召全台爸爸一起來 

全台四百五十萬名吸菸族戒菸將更有助力！衛生署本月起將新一代戒菸藥

物戒必適（Champix），納入戒菸門診的補助範圍。據國內臨床經驗，癮君子服

戒必適十二周，戒菸成功率高達六成，而泡麵廣告童星簡嘉芸（廣告名為張君雅）

昨天更擔任『戒菸八八』的代言人，呼籲全台爸爸共同來戒菸。 
戒必適標準療程為十二周、一周藥費約一千零五十元。衛生署衛生教育中心

主任游伯村表示，這個月起民眾在戒菸門診使用戒必適，可獲每周二百五十元的

藥費補助。 
高雄榮民總醫院戒菸門診醫師薛光傑表示，依臨床經驗，使用戒必適戒菸的

國人，用藥起半年內，戒菸成功率高達四成七。台大醫院家醫科醫師郭斐然表

示 ，據研究靠意志力戒菸成功率僅一成，輔以戒菸藥，成功率會更高。 
五十歲的藥師洪長流昨出席『戒菸八八』活動時表示，他本是個菸癮三十多

年的老菸槍，「抽過的菸疊起來可能有三十七座台北一○一那麼高」，兩年前加入

戒必適國內臨床試驗，三個月內就戒掉菸癮。而簡嘉芸說，自己爸爸常在家中抽

菸，此次擔任戒菸代言人，最大的願望就是爸爸戒菸成功。（蘋果日報醫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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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2007 年 10 月 16 日）」 

 

「戒菸新藥效果高 1倍 門診有補助  

國際第一個為戒菸研發出來的新藥『Varenicline』（中文商品名『戒必適』），

今夏獲得衛生署上市核准，十月並納入門診戒菸，每周有二五○元藥費補助。臨

床發現，使用該藥物配合行為治療，有六成可以撐三個月，近五成達八個 月，

戒菸成效佳，但卻會出現發胖、噁心等副作用。 
台大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郭斐然說，台灣有四百五十萬癮君子，傳統的尼古

丁替代療法對部分癮君子有效，而新藥讓醫師與想戒菸的民眾多一種選擇。 
高雄榮總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薛光傑說，現有戒菸藥物分尼古丁替代療法與

非尼古丁藥物。新藥『戒必適』屬不含尼古丁的戒菸藥物，可緩解對尼古丁的渴

望，同時減少吸菸帶來的快感、降低身體的「期待」，達成避免再度吸菸的目標。 
台灣與韓國的臨床研究顯示，服用新藥六個月後，有近半數受試者能維持不抽

菸，持續戒菸效果很好，是現有戒菸效果最好的藥品。 
不過，薛光傑與郭斐然都提醒，藥物有助戒菸，但不代表戒菸只靠藥物就可

以。堅定的意志力、決心與規律運動等健康生活形態才是徹底擺脫菸癮的長久之

計。 
依台灣、韓國共十個醫學中心，二五○位每天吸廿五根菸、平均菸齡達十九

年的受試者實驗結果顯示，給予『戒必適』三個月並配合行為治療，六成癮君子

通過一氧化碳吹氣測試，確定沒有偷抽菸；持續服用廿四周，可以『撐住』不抽

菸的有四七％，是現有藥物的一到二倍。 
薛光傑指出，研究發現，國內使用安慰劑組的受試癮君子，雖然沒有用藥，

但三個月的戒菸成功率也有三十％，顯示行為治療也很重要。不過，『戒必適』

也有副作用，包括噁心、肚脹等，且與其他戒菸藥物相同，使用這項藥物戒菸者

會稍胖二、三公斤。 
『戒必適』是醫師處方戒菸藥，自費一周藥費約一千到一千二百元，如果在

衛生署有補助的戒菸門診，有二五○元藥費補助。『戒必適』是第一個針對戒菸而

研發的新藥。（中國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10 月 16 日）」 

 
「口服戒必適 近半菸槍繳械 

   號稱目前效果最強的戒菸口服藥『戒必適』正式在台上市，是繼威而鋼後再

度在全球引發話題的『藍色小藥丸』，在台臨床試驗顯示，半年戒菸成功率可達

四成七，優於現有口服戒菸藥與尼古丁替代療法的兩成。 

12 週療程 國健局補助三千元 

  台灣六百萬吸菸者中，七成五曾想戒菸，但幾乎都戒不掉，在家人排斥下，

只能躲在陽台、廁所吸菸，成為『陽台爸爸』、『廁所爸爸』，此戒菸藥上市後引

發高度詢問，國健局十月起已納入補助，一週補助藥費兩百五十元，另自費八百

元，標準療程為十二週。 



50 
 

  高雄榮總家醫部醫師薛光傑表示，根據台灣與韓國兩地針對平均菸齡十九

年、每天吸二十五根菸受試者之臨床實驗顯示，服用戒必適完整療程十二週後，

成功戒菸率高達六成；此外，半年的追蹤結果，長期持續戒菸率亦有四成七。 

現有戒菸藥成功率僅兩成 

  台大醫院家醫部醫師郭斐然表示，相較之下，單靠意志力成功率只有一成，

而主流的尼古丁替代療法（如尼古丁嚼錠、貼片等）不但心血管患者不適用，且

因不能徹底解決尼古丁成癮問題，成功率也只有兩成。 

  薛光傑表示，戒必適是第一個純粹為戒菸所開發出的新藥，不含尼古丁成

分，但卻會與腦內尼古丁受體結合，進而降低吸菸所帶來快感，使人不想吸菸；

同時也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緩解對尼古丁的渴望與不舒服的戒斷症狀，但部分人

服藥後可能有噁心、失眠、作夢等副作用。 

  不過郭斐然坦言，雖然戒菸藥推陳出新，但效果只是暫時的，要永久戒菸必

須同時改變生活形態，例如多運動、培養其他興趣嗜好、強化抗壓與抗焦慮能力

等，否則難保菸癮不會復發。根據臨床經驗，獨居、單身、工作環境吸菸者的戒

菸難度最高。 

  為協助戒菸者，董氏基金會華文戒菸網（http://www.e-quit.org）提供豐

富相關資訊，並將在今年底由十位醫師提供線上即時的戒菸諮詢服務。知名泡麵

廣告童星張君雅小妹妹（本名簡嘉芸）則代言藥廠相關戒菸活動，她將扮演小小

糾察隊，要『爸爸們快點戒菸』。 

  郭斐然表示，吸菸的危害是全身性的，吸菸者平均少活十三至十四年，每五

個死亡者中就有一人和菸害有關，而台灣每年死於菸害的人數，相當於每週摔一

架載有兩百五十名乘客的波音客機。（自由時報醫藥健康版，2007 年 10 月 16

日）」 

 

    本研究進一步對照輝瑞藥廠官方網站針對新藥戒必適所做的公關稿（附錄

三）25發現，四大報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完全與公關稿一致，醫師薛光傑及郭斐然

均為戒必適台灣人體臨床試驗的主持人，藥師洪長流則是藥廠欽點的成功案例，

「戒菸八八」活動與代言人泡麵廣告童星簡嘉芸則是輝瑞藥廠為推廣戒菸新藥、

吸引媒體採訪所設計的通路宣導計劃，媒體再現的文本乍看之下引用了多重消息

來源，事實上通篇引述內容均來自於藥廠公關。 

 
第二節   論述實踐分析 

 

一、  過於正面的媒體引述 

     

    從本研究蒐集之研究文本可以看出，醫藥進展的媒體再現，多以正面、肯定

                                                        
25 資料來源：輝瑞藥廠(2007)。〈目前醫界成功率最高之非尼古丁戒菸新藥 Varenicline 上市〉。線

上檢索日期：2008 年 11 月 3 日。網址：http://www.pfizer.com.tw/story/story_detail.asp?NID=0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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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作為論述主體。觀察文本中的被報導者之立場與意見，被報導者出現的頻

率、順序、與所占篇幅，以及新聞段落的分配、敘事內容和背景的重組，可以發

現對於醫藥進展持正面態度的消息來源，尤其是來自於研究或發表新療法、新技

術的醫療機構、醫師、研究人員、科學家的支持說法，往往是媒體再現特定醫藥

進展時的優先論述，以下針對腦晶片植入手術的報導即為一例： 
     

「腦植晶片 帕金森氏病患會走了 

    帕金森氏病有新療法，在患者大腦植入晶片，讓原本全身僵直，無法行動的

蔬菜商，揮別憂寡，還可以自己走路上課。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神經外科主任邱尚明說，帕金森發生在 40 至 50

歲以後，每 10萬人就出現 150 人以上會罹患此症，隨著老年化社會來臨，這種

病也會愈來愈多，一旦罹病，就無法正常工作，被迫離開職場，也要投入很大家

庭照顧，不能妥善處理，會變成社會問題。 

邱尚明指出，帕金森雖可用藥控制，但半數病人或因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

或因治療不再有效，必須尋求另外幫助。 帕金森患者有手腳發抖、四肢僵硬、

動作遲緩 3大症狀，雖然意識清楚，心智也正常，卻因行動困難而心有餘力不足；

目前最好的治療方式是腦晶片植入手術。 

自 93年 5月起，已為 10名病患提供這項療法。邱尚明說，這項較先進的腦

立體定位微創手術，同時在兩邊大腦植入晶片，傷口小，出血亦少，只須做局部

麻醉，適合身體較虛弱的老人家。 

住在草屯的 61歲患者葉東漢表示，原從事蔬菜批發工作，15年前突然覺得

手腳無力，連 30公斤蔬菜都搬不動，6、7年前最嚴重，全身僵硬，像植物人般，

家人帶他看遍全省各地，93年 6月在中國附醫開刀，大腦植入晶片後次日，就

可以走路了。葉太太說，手術完全自費並不便宜，約 8、90 萬元，未來換電池還

要再 50萬元，她直呼太貴了。」（中國時報中部新聞版，2007 年 3 月 15 日） 

 

    觀察上述文本中媒體針對帕金森氏症新療法的再現，就不同立場被報導者的

順序配置可以發現，首先出場的是提供此療法的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神經

外科主任邱尚明，以及其對於腦晶片植入手術的肯定，譽之為「較先進的腦立體

定位微創手術」，同時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療方式」；接著，則是患者葉東漢手

術成功的案例，表示他在植入晶片後次日，「就可以走路了」，進一步為腦晶片

植入手術的療效做見證。直到文本最後一句，才提到葉太太認為此療法價格過於

昂貴的意見。就篇幅的配置而言，媒體引用醫師邱尚明、患者葉東漢兩人正面意

見的部分幾乎佔滿文本，患者妻子對於療法價格過高的疑慮，文本中只以一句話

帶過。此外，從標題「腦植晶片 帕金森氏病患會走了」及導言「帕金森氏病有

新療法，在患者大腦植入晶片，讓原本全身僵直，無法行動的蔬菜商，揮別憂寡，

還可以自己走路上課」也可看出，此篇報導的敘事主軸是腦晶片植入手術的先

進、療效以及患者葉東和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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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對於戒菸新藥 varenicline 的報導，也是媒體以正面、肯定觀點作為醫藥

進展再現主軸的典型： 

「神奇新藥 能戒菸也能戒酒   
  最新一項研究顯示，去年在美國和歐洲核可上市的戒菸藥品 varenicline(在美

國商品名為 Chantix)不但可幫助戒菸，也有戒除酒癮的功效。研究人員甚至認

為，未來 varenicline 可能被用來治療賭癮、止痛藥癮等所有成癮症狀。 
  輝瑞藥廠生產的 varenicline 錠劑作用是針對腦部的愉悅中樞，當香菸被吸入

人體時，尼古丁會與腦部某些受器結合，從而刺激愉悅中心釋放多巴胺；

varenicline 也會與同樣的接受器結合，並阻斷多巴胺釋出，達到戒斷成癮的目的。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一個研究團隊想到，既然菸酒不分家，不妨用實驗

室小鼠測試 varenicline 的戒酒功效，研究團隊以五個月訓練小鼠飲用酒精，養成

喝酒習慣，再讓小鼠服用 varenicline，之後減少鼠隻喝酒份量，即使停藥也不會

再酗酒。 
  這項研究業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北德州大學健康醫學中心助理

教授狄非柏說，菸與酒關係非常密切，希望透過這項研究，能說服學術贊助機構，

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檢視尼古丁與酒精之間的互動關係。  
  事實上，舊金山分校的研究團隊已與「全國酗酒暨酒精中毒研究所」合作，

計畫就 varenicline 戒除酒癮功效展開初步人體試驗。研究主持人巴雷特教授說，

varenicline 經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批准上市，試驗腳步可望加速進行。  
  但也有學者指出，治療菸癮或酒癮沒有這麼簡單。科羅拉多州大學藥劑學教

授科林斯說，varenicline 不會對所有人奏效，不管是治療菸癮或酒癮都不可能。

這兩種症狀都不是單一目標或單一遺傳問題就可以解決。」（中國時報話題版，

2007 年 7 月 11 日） 
 
    觀察以上針對戒菸新藥 varenicline 的報導可以發現，持正面觀點的被報導者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團隊、以及北德州大學健康醫學中心助理教授

狄非柏，在文本再現的順序上，是被凸顯、優先處理的，所佔篇幅也長，對於

varenicline 有所保留的科羅拉多州大學藥劑學教授科林斯，則被安排在報導的最

後一段。觀察文本中標題、導言、主要段落及附屬段落與結論的配置，也可以發

現，儘管有學者指出「菸癮或酒癮這兩種症狀都不是單一目標或單一遺傳問題就

可以解決」，此篇報導仍以 varenicline 具有戒斷成癮症狀的療效作為論述主軸。 

 

二、  廣告化的新聞文類 
  

    就文類而言，新聞屬於實事類〈actualities〉，與廣告所屬的勸服類

〈persuasions〉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於客觀性的重視，然而從蒐集到的研究文本

中，本研究也觀察到部分醫藥進展的媒體再現，混合了廣告文類的成分。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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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新聞的表面形式上，仍以新療法、新檢驗為報導主題，通篇不僅以正面的觀

點為主要論述，更以特定醫院作為報導對象，並且將其連絡電話詳細登列其中，

例如： 

 

「童醫院治菜花用新藥 

  疣是一種擾人的皮膚病，也就是俗稱的魚鱗刺、菜花或足部疣，過去治療方

式常讓患者覺得很痛苦，梧棲童綜合醫院引進衛生署核准之最新藥膏「樂得美」

Aldara，是免疫療法，僅需在患者部位塗抹治療即可，但健保局不給付，需自費，

諮詢電話：26581919 轉 656 皮膚科。 

    童綜合醫院皮膚科醫師李俊諒指出，「樂得美」是一種外用膏藥，可加強患

者先天與後天免疫系統，它的療效是透過刺激局部免疫反應，促進病人自然防禦

能力達到治療效果，優點是不會傷害皮膚、造成疼痛與疤痕，可隨意的塗抹病灶

及周圍潛伏病毒的皮膚。（聯合報中部新聞版，2005 年 1 月 6 日）」 
 

「老年失智症 早治有療效 新藥可延緩惡化 重症才就醫難見效  

  衛生署嘉南療養院高年精神科主治醫師余謝昭昨天表示，根據調查 80歲以

上的老人，有四分之一罹患老年失智症，醫藥學界已開發新藥物，但只能延緩病

情惡化。台灣多數患者重症時才就醫，因此療效有限。 

    民眾若發覺家中 65歲以上的長者，會經常忘記剛才說過的話，或放置的東

西等輕度症狀，必須儘快規勸就醫，也可用簡單量表檢測長者，早期發現。 

    余謝昭說，新研發的藥物對輕中度症有一定療效，主要不在恢復記憶力，而

是減緩或停止病程進行。 

    余謝昭說，嘉南療養院有檢測輕度症狀的ＭＭＳＥ量表，可供民眾自行檢

測，總分 33分，若受過教育者得分在 26分以下、未受教育者得分 22以下，就

需立即就醫。查詢電話：（06）2795019。（聯合報南部新聞版，2004 年 8 月 11

日）」 
 

另外，從文本中我們也發現，部分醫藥進展新聞會直接以新藥成果發表會訊

息做為報導內容： 

 

「抗癌蛋白藥 成果發表會  

  抗癌新藥的發展是目前全球熱門的癌症治療產品，由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

工業發展推動小組與台灣醣聯生技醫藥(股)公司共合主辦的「癌症醣抗原免疫療

法～抗癌蛋白藥」成果發表會將於本月28日上午 9：00起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G

棟舉行。 

  本次發表會除中研院王惠鈞副院長、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

組陳啟祥博士蒞臨指導外，將由張東玄博士發表研發成果。  

  台灣醣聯董事長張東玄指出，使用可產生人源抗體的基因轉殖老鼠，在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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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醣質抗原與人源抗體之研開，這是全球首例，而在日本麒麟啤酒公司與美國華

盛頓大學(TBI)的支持，及經濟部業界科專三年計畫，此研發成果將有助於提升

癌症病患存活率及藥品副作用的痛苦。（中國時報北部新聞版，200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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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Formerly, when religion was strong and science weak, men mistook magic for medicine; 
now when science is strong and religion weak, men mistake medicine for magic.–Thomas     
Szasz, MD26 
No one benefits from putting the cart (new treatment) before the horse (goodscience). –Jose  
A. Bufill, MD27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蘋果日報》、《中國時

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所有與醫藥進展議題相關的報導進行分析，試圖

探究媒體報導醫療進展議題時，內容及品質上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進一步了解

作為守門人，媒體傳遞、把關醫療訊息的判準究竟為何，以及媒體論述在文本中

對於醫療進展的建構。本研究為回答上述題旨，兼以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

析相互輔助發掘答案，以下將依兩種分析方法分別提出說明。 
 
壹、內容分析 
 

整體而言，除了 2003 年初春適逢 SARS 爆發，因此 2003 年 7 月到 2004 年

6 月底因應社會大眾對於 SARS 疫情的關注，媒體對相關醫藥研究、療法的報導

則數量略多外，四大報針對醫藥進展議題的報導均呈現逐年漸進成長的趨勢，似

可反映近年來醫藥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民眾對於健康醫藥新知需求的成長。而

此一趨勢也多少呼應謝安安（2005）針對國內電視媒體醫藥新聞產製過程所的觀

察，即從全民健保時代開始，很多醫療院所、研究機構為了升級、提高知名度，

密集發表新的醫學技術或特殊的病例，或藉由炒作議題吸引記者採訪，與媒體接

觸日益密切的現象。 
 
    總體來說，媒體針對醫藥進展新聞的配置均以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為

主，政治/社會/財經、焦點/頭條/要聞/新聞前線/特別報導/話題這兩個屬性的版面

報導最少，顯示醫藥進展議題呈現廣度的不足，即必須和病人、實驗、醫生、研

究者、藥物或療程有關，但特定醫藥進展在生活環境、社會行動、政治經濟及法

律政策相關層面的討論，仍十分缺乏。 
 
    在新聞報導版面與報別的部分，《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聯合報》以

                                                        
26 Szasz, T. (1974). The Second Sin. London: Routledge Kegan and Paul, 1974. 
27 Bufill, J.A. (2000). Patients need patience rather than the latest technology. St. Louis Post-Dispatch, 
March 20, 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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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會萬象版面所佔的比例最高，在質化論述分析中，本研究也觀察到醫藥

進展報導廣告化的文本，大多來自地方/都會萬象版面，此現象是否與地方新聞

報導多以區域性事件、社會趣聞型態出現，版面重要性低，對於新聞義理的要求

相對鬆散有關，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四大報醫藥進展議題分布於「國際／寰宇／大陸／兩岸」的差異性很

大，《蘋果日報》高達近四成，其他三報卻都不到一成，與三報均有半數以上的

醫藥進展新聞仰賴國內消息來源的現象相呼應，而《蘋果日報》在醫藥進展新聞

議題的選材上則相對豐富多元、較能與國際接軌。 

 
整體而言，媒體針對醫藥進展議題在篇幅上多為301-500字左右，共357則，

報導篇幅在901字以上，僅佔2.51%，似可顯示儘管醫藥進展新聞涉及的知識體系

龐雜、專業門檻較高，大篇幅、詳盡的論述不見得符合記者心目中民眾的需求與

知的權利，新聞性不足，甚至對記者本身來說，了解特定醫藥進展主題也相當困

難，因此，媒體往往將其背景、方法及過程予以省略、簡化後呈現，篇幅自然不

長。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有超過八成以上的醫藥進展新聞，報導篇幅在

501-900字間，能呈現較完整的醫學科學事實，教育、幫助閱聽眾了解相關的基

本知識與過程。 
 
    在報導主題上，各報在報導醫藥進展的主題科別上大致相符，均以血液腫瘤

疾病為大宗，似可反映大眾對於腫瘤，尤其是惡性腫瘤（即癌症）成為國內外死

亡主因的關注，以及對相關醫學機轉與診療技術的強烈需求。分列二、三名的均

為生物科技、以及內分泌、新陳代謝和自體免疫疾病，相較其他主題科別，兩者

各占一成左右，顯示基因診斷、基因治療、臍帶血等生物科技主題，以及高膽固

醇、肥胖、代謝失調、痛風等現代富貴病，也是媒體眼中富有新聞價值的領域。 
 

總體來說，媒體報導型態以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最多，純淨新聞報導僅占四

分之一，此現象與與本研究在質化論述的觀察—見證事件往往是媒體再現醫藥進

展中重要的傳播事件相呼應，似可顯示媒體報導醫藥進展新聞時忽略背後實驗證

據對於科學事實的重要性，仰賴個人軼事、易流於極端、罕見之例的傾向。四大

報中，只有《蘋果日報》的報導型態以純淨新聞的型態為首，不過該報人物專訪

或現身說法的報導型態也占近四成。 
 

    整體而言，在消息來源數量上，一如 Schwitzer（2004）、徐美苓（2005）的

研究結果，單一消息來源的報導超過半數以上，沒有平衡報導、採訪其他競爭對

手或其他消息來源的說法，便利採訪的偏好顯而易見，四大報中僅有《蘋果日報》

其單一消息來源者僅 25 則，有超過九成的報導均引用多重消息來源，可提供讀

者較平衡、多元的觀點。就消息來源身分而言，本研究分析結果亦與國內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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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並無異，在呈現醫藥進展新聞時，絕大多數媒體會採用醫學界意見〈包 
括醫療機構或其從業人員及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做為消息來源。值得注意的

是，媒體報導中引用消息來源為藥品商者最少，僅 8.87%，此結果或許與大多數 

閱聽眾都認定「醫師說法」是中立、客觀而可信的專家知識，因此藥廠或生技公

司往往隱身幕後，透過醫師、專家學者和研發團隊以權威專業角色所進行的評論

及意見，做為勸說閱聽人的中介維護、鞏固其政經結構的利益的現象有關。 

     
在報導品質上，所有醫藥進展議題相關新聞中，沒有一則提及報導中醫藥進

展的絕對風險差，而各媒體針對醫藥進展新聞的報導在「證據力」、「與其他療法

的比較」這兩個類目上，有超過六成的報導達到科學言說的要求，報導內容提及

可行性、價格成本者不到五成，至於平衡報導的要求，也僅有三成五，揭露報導

之醫藥進展所牽涉的利益衝突者，更不到一成，似可顯示儘管醫藥進展議題的報

導逐年增加，並不表示報導品質高且值得閱讀，甚至可能導致錯誤的資訊傳布。

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在「證據力」、「與其他療法的比較」、「價格成本」、

「平衡報導」四項上，均有超過半數的新聞符合科學言說的標準，顯示《蘋果日

報》在醫藥進展報導品質較其他三報為完整、豐富。 
 

貳、論述分析 

     

    除了藉由內容分析了解醫藥進展議題在媒體上的分佈情形與特色，本研究也

進一步檢視醫藥進展報導相關媒體文本的論述結構與社會文化脈絡，一窺媒體論

述對於醫療進展的建構。主要發現包括：過於誇大的媒體詮釋、消息來源的高度

重疊、過於正面的媒體引述，以及廣告化的新聞文類，分述如下： 
 

一、過於誇大的媒體詮釋 

 

    媒體再現的醫藥進展，尤其關注醫藥研究及科技發展的成效，試驗、見證以

及療效往往是重要的傳播事件。對照醫藥研究的脈絡，本研究發現，由於媒體對

確定性的堅持及強調結果的新聞價值判斷，同時迎合閱聽眾對於新療法等醫藥進

展的期待，媒體針對醫藥進展的報導往往將一些還在實驗階段、未經核准的醫藥

進展報導出來；對於醫藥進展療效的詮釋，也充滿誇大、煽情的推斷，使用諸如

「首見」、「首例」等語言，並且譽之為「曙光」、「希望」、「福音」、「重大突破」、

「神奇新藥」或「救命仙丹」；此外，媒體往往以重「特殊」、輕「常態」的方式

處理見證事件，著眼於成功個案，並以敘事性的報導，取代專業的醫學論述，因

此閱聽眾往往無法看到醫藥進展的全貌。 

 
二、消息來源的高度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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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針對醫藥進展的報導，即便引用多重消息來源，所做到的往往止於「形

式」上的公正客觀、平衡報導。報導文本中各個消息來源的背後的社會經濟脈絡，

不僅重疊性高，甚至隸屬於同一研發機構或團隊，或是以醫院記者會公關稿、研

究發表的摘要為寫作範本而成，媒體便利採訪的偏好顯而易見。而在醫療產業化

的現在，當媒體只採用一方的說辭，自然容易成為醫療機構與藥廠行銷部門的傀

儡或啦啦隊。 
 
三、過於正面的媒體引述 

 

    醫藥進展的媒體再現，多以正面、肯定的觀點作為論述主體。觀察文本中的

被報導者之立場與意見，被報導者出現的頻率、順序、與所占篇幅，以及新聞段

落的分配、敘事內容和背景的重組，可以發現對於醫藥進展持正面態度的消息來

源，尤其是來自於研究或發表新療法、新技術的醫療機構、醫師、研究人員、科

學家的支持說法，往往是媒體再現特定醫藥進展時的優先論述，至於針對醫藥進

展持保留或反對的聲音，例如對價格成本、牽涉的風險、不確定性、副作用與侷

限性的討論，則不被重視。 
 
四、 廣告化的新聞文類 
 
    本研究觀察到部分醫藥進展的媒體再現，混合了廣告文類的成分。這些文本

在新聞的表面形式上，仍以新療法、新檢驗為報導主題，通篇不僅以正面的觀點

為主要論述，更以特定醫院作為報導對象，並且將其連絡電話詳細登列其中，部

分醫藥進展新聞甚至會直接以新藥成果發表會訊息做為報導內容。這種新聞廣告

化的現象，使閱聽眾難以區分文章報導及公關新聞之界線，成為媒體與醫療機構

的利益共生結構下的犧牲者。 

 

 

第二節 研究價值與限制 

 

壹、 研究價值 

 

    有鑑於國內外有關醫藥新聞的報導內容分析顯示，媒體傾向報導最新發表的

研究，特別偏好醫藥技術、療法或藥物的新發明，不同於以往針對特定醫療議題

事件、或以醫藥保健新聞版為主總括性的研究，本研究以醫藥保健新聞中的醫藥

進展的媒體再現為研究主題，試圖兼以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析相互輔助，

描繪媒體報導醫療進展議題時，內容及品質上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進一步了解

作為守門人，媒體傳遞、把關醫療訊息的判準究竟為何，以及媒體論述在文本中

對於醫療進展的建構。 



59 
 

 
     同時，為避開受訪者為自身利益辯護的機會，不同於過去以深度訪談醫藥

記者了解媒體產製邏輯的研究，本研究藉由 Fairclough（1995）的論述實踐與社

會文化實踐分析，探究媒體論述在文本中對於醫療進展的建構，並揭露其背後的

牽涉的論述秩序，一窺媒體產製醫藥進展新聞的過程和邏輯。 

 

 此外，本研究參考國際醫藥新聞監督組織媒體醫生（Media Doctor）與美國

的健康新聞評論（Health News Review）對於新療法、新藥物與新檢測是否符合

「科學言說」的判準，分別由創新性、與其他療法的比較、價格成本、利益衝突、

證據力、平衡報導、絕對風險差檢視醫藥進展新聞的內容品質，提供新聞實務工

作者一套分辨其中「偽科學」成分的檢驗工具，面對新藥、新手術或新療法的研

究發表記者會時，報導內容也就不致侷限於消息來源所設定的框架中。 
     
貳、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樣本與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僅分析報紙再現醫療進展議題的現象及對於醫療進展的

建構，以文字的解讀為主，未涵蓋電視媒體或網路等電子媒體、以及其他類型的

平面媒體（如雜誌）。儘管相較於電子媒體，報紙的資訊豐富性更高且內容更具

深度，但電子媒體具影像畫面特性，比起文字報導可能更容易為一般大眾接受。

徐美苓（2005）研究指出，雜誌媒體的議題選擇與產製過程也與報紙不同。由於

資料蒐集的困難及研究時間的限制，因此本研究並未將電視、網路以及雜誌納入

分析範疇中，故研究結果也無法推論至所有大眾媒體。未來相關研究則可考慮分

析不同傳播管道所呈現的醫藥進展議題，並比較其異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媒體報導為分析樣本，在進行分析時力圖配合社會文化的背景發展

與結構因素。至於在新聞媒體機制部分，雖曾考量新聞價值與媒體作業程序等因

素，但缺乏關注媒體實務結構對報導內容的影響，沒有討論到新聞室社會控制的

部分。由於新聞組織中的守門行為，對於新聞產製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因此，

本研究結果僅能描繪出現在版面上被過濾、編輯甚至更動的訊息內容，但其原貌

為何，我們無法推知。其次，由於媒體與醫療機構、研究團隊間存在利益合作之

關係，因此，媒體內容產製過程之結構因素，例如媒體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過程，

也是相當值得探究的，這些有關媒體內部、外部機制的部分，是未來相關研究可

多所著墨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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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研究也並未涵蓋閱聽人研究的層面，因此無法得知醫藥進展新聞報

導對於閱聽眾產生的影響，探究閱聽眾在解讀與使用此類媒體醫藥進展資訊的情

形與問題。建議未來後續研究，也可以從閱聽眾的角度出發，進一步了解醫藥進

展報導接收端的狀況。 

 

參、後續報導建議 

    
  首先，根據國際醫藥新聞監督組織媒體醫生（Media Doctor）與美國的健康

新聞評論（Health News Review）對於新療法、新藥物與新檢測是否符合「科學

言說」的判準，一則完整的醫藥進展報導，內容應該解釋其研究基礎、說明實驗

步驟、提供完整研究數據（包含絕對風險差）、詳述醫技、醫藥的適用情境、價

格成本、利益衝突、證據力、平衡報導、副作用，並與既有的其他療法加以比較。

因此，媒體及閱聽眾面對新藥、新手術或新療法時，可以藉由上述檢驗工具，辨

認醫藥進展資訊中的「偽科學」成分，予以判斷、制衡。 

  同時，儘管不尋常性（unusualness）是新聞的要素之一，由於醫藥進展所牽

涉的不確定性、風險、適用性、成本等多半在轉換為敘事後消失，為避免錯誤的

資訊傳佈，媒體不應以專訪成功個案作為醫藥進展報導呈現的方式，閱聽眾面對

成功案例的報導，也應抱持「安全劑量下的懷疑態度」（healthy dose of 
skepticism）。 

  媒體報導醫藥進展時，用字遣詞必須謹慎，應避免誇大聳動的標題和修辭，

不該強調「首見」、「首例」，或使用「曙光」、「希望」、「福音」、「重大突破」、「神

奇新藥」或「救命仙丹」等與背離醫學事實的字眼，才不會誤導閱聽眾，使其對

於醫藥進展的療效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therapeutic misconceptions），或使媒體

自己淪為醫藥機構提高知名度、廣告行銷的工具。 

  針對活體動物實驗以及前臨床試管實驗（pre-clinical or in-vitro studies）階段

的醫藥進展報導，媒體應真實呈現其研發階段尚未成熟的事實，在報導中標明，

此實驗階段的結果無法推斷新藥、新療法未來的實用價值與療效，也不能確保應

用於人體時，可以能發揮期待的療效。至於已經進入人體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
的醫藥進展，媒體應了解試驗階段的差異、並清楚告知閱聽眾，報導中提及的醫

藥進展，目前進行到試驗階段中的哪個部分，並進一步解釋其代表意義為何。舉

例來說，媒體若以人體臨床試驗第一階段的結果，作為醫藥進展療效的依據，這

樣的報導即有欠周密，因為第一階段人體毒性實驗，是以健康人體為對象，了解

藥物在人體的代謝狀態、有無毒性反應等，主要在衡量藥物的安全性，而非療效。 

  此外，每項醫藥進展研究的進行，要屏除可能的利害衝突是不可能的， 因

此媒體跟閱聽眾都應覺察其背後的權力結構及利益衝突，不應依賴單一消息來

源，或使用高度重疊的消息來源。面對新藥、新手術或新療法的研究發表或記者

會時，媒體必須主動了解並揭露看似客觀中立的「醫師說法」、「專家知識」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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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助廠商、主協辦單位，使閱聽眾能清楚了解該研究與利益團體間的關係、覺

察可能的利益衝突，同時尋求未參與該研究、沒有利益衝突的獨立

（independent）、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對於未標明主動醫藥進展利益衝突

的研究報導，閱聽眾應認知消息來源、媒體與背後政經結構可能存在系統性偏

誤，應主動要求媒體揭露。 

  至於在內容的深度與廣度上，媒體報導醫藥進展時，討論面向不應只侷限於

與病人、實驗、醫生、研究者、藥物或療程有關，可以整合法律、政策、社會、

產業、經濟、宗教與倫理等相關領域的記者組成專案小組，讓閱聽眾能對醫藥進

展的能有更全面性的了解。 

最後，由於醫藥進展報導，每每出現廣告化新聞文類、置入性行銷（即業配）

以及醫療機構、藥商以為避免落入違反醫療法規之牢籠，以發表醫學新知、成功

案例、研究報告或公共衛生教育為名，藉媒體的採訪和報導，行宣傳廣告、招徠

醫藥業務之實的現象，反映醫藥進展新聞與廣告間的界定含混未明，及主管單位

（衛生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規制定上的死角與管制執行面的消極，建議

主管機關審視醫藥進展報導與行銷的分野、規範醫療機構與媒體間的贊助關係，

並結合民間醫藥、媒體監督機構（醫改會、媒體觀察基金會等）的力量，提供醫

藥進展相關的資訊與參考守則，增進媒體記者與閱聽眾的健康資訊識讀素養，制

衡並監督各種醫學研究或實驗結果為名，行銷新藥物、新療法的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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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內容分析編碼表 
新聞編號： _____ 
編碼者：   _____ 
 
一、 基本資料  
 
_____1. 新聞出現日期：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如2004年4月5日即20040405) 
 
_____2. 報刊名稱：(1) 中國時報 (2) 自由時報 (3) 聯合報 (4) 蘋果日報 
 
二、傳播形式 
 
_____1. 新聞出現的版面類型，分類項目包括： 
        (1) 焦點/頭條/要聞/新聞前線/特別報導/話題 
        (2) 政治/社會/財經 
        (3) 國際/寰宇/大陸/兩岸 
        (4) 醫藥/健康/保健/生活/綜合 
        (5) 地方/都會萬象 
        (6) 其他 (註明：_____) 
 
_____2. 新聞篇幅(報導中圖說、表格比較與小檔案的字數則不採計)： 
        (1) 300字以內 
        (2) 301-500字 
        (3) 501-700字  
        (4) 701-900字 

(5) 901字以上 
 

_____3. 新聞的呈現性質：  
        (1) 純淨新聞 
        (2) 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 
        (3) 問答式的稿件 
        (4) 醫療短訊 
        (5) 其他 
 
二、 傳播內容  
_____1. 新聞引用消息來源數量： 
        (1) 單一消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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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重消息來源 
_____2. 新聞報導中引用訊息來源之職業、身分類型(此部份的登錄分別以各個消    
        息來源是否為報導所引用進行「有、無 」的二選一登錄)： 
        (1) 醫療機構或其從業人員 
        (2) 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含醫學期刊、雜誌〕  
        (3) 藥品商 
        (4) 病友組織或讀者 
        (5) 記者、媒體 
        (6) 其他 
 
_____3. 新聞報導中引用訊息來源之所在的地區位置： 

(1) 國內  
(2) 國外〔中國大陸〕 
(3) 國內外均有 
 

_____4. 新聞報導主題(主題選取判斷標準以在正文中討論或強調者為主)：                                                     
        (1) 傳染病及寄生蟲病 
        (2) 血液腫瘤疾病  
        (3) 兒科疾病 
        (4) 婦產科與女性生殖系統疾病 
        (5) 呼吸系統疾病 
        (6) 消化系統疾病 
        (7) 腦及神經系統疾病 
        (8) 循環系統疾病 
        (9) 內分泌、新陳代謝及自體免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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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口腔及牙科疾病 
        (16) 損傷、中毒與急救 
        (17) 眼科疾病 
        (18) 徵候、症狀及診斷欠明之各種病態 
        (19) 重建與美容 
        (20) 生物科技 
 
_____5. 新聞報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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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性（Novelty of Treatment） 
(2) 可行性（Availability of Treatment） 
(3) 利益衝突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4) 與其他療法的比較（Treatment Options） 
(5) 價格、成本（Treatment Costs） 
(6) 證據力（Quality of Evidence） 
(7) 平衡報導（Media Balance） 
(8) 絕對風險差（Absolute Risks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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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編碼須知 
（一）一般原則 
      1. 本研究對於所蒐集到的新聞報導是以則數或篇數作為分析單位，每一

則新聞或每一篇文章視為一個分析的單位。 
      2. 登錄判斷以新聞報導上文字或明確記載或呈現為主，不做過度聯想或

推論。 
      3. 選「其他」類別者，儘量在編碼表上註明原因。 
 
（二）編碼細目說明 
      1. 新聞出現日期：依剪報上所註明的日期登錄。 
      2. 報刊名稱：依剪報上所註明的報名登錄。 
      3. 新聞出現版面：主要依據剪報上所註明的版面做判斷。 
      4. 新聞篇幅：依剪報字數登陸，報導中圖說、表格比較與小檔案的字數 

則不採計 
      5. 新聞的呈現性質：  
        (1) 純淨新聞：指記者採訪之敘述性、事實性稿件，無分析也不解釋或

評論的新聞採訪內容，新聞報導包括人（who）、事件（what）、

地點（where）、時間（when）、原因（why）、 過程（how）等要

素中的任何幾項者屬此類。 
        (2) 人物專訪或現身說法：係以人物為主軸之稿件，包括由記者採訪撰  
           寫之專訪稿、人物側寫，或是由讀者、患者或其家屬等消息來源以          
           自身抗病、接受治療或養生之經驗所做的現身陳述。 
        (3) 問答式的稿件：由記者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以回答讀者問題而開設的    
          「醫藥信箱」單元，或是報導以「問、答」方式書寫呈現者。 
        (4) 醫療短訊：義診、病友會及其他健康促進活動之預告。 
        (5) 其他：包含上述報導形式以外所有類型。 
      6. 新聞引用消息來源數量： 
        (1) 單一消息來源 
        (2) 多重消息來源 
      7. 消息來源之身分：新聞報導中引用消息來源之職業、身分類型，此部       
         份的登錄分別以各個消息來源是否為報導所引用進行「有、無 」的二     
         選一登錄： 

  (1) 醫療機構或其從業人員 
        (2) 學者、研究報告之結果〔含醫學期刊、雜誌〕  
        (3) 藥品商 
        (4) 病友組織或讀者 
        (5) 記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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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或無明顯消息來源：包含上述身分以外所有類型。 
      8. 新聞報導中引用訊息來源之所在的地區位置： 

(1) 國內  
(2) 國外〔包括中國大陸〕 
(3) 國內外均有 

      9. 新聞報導主題：選取判斷標準以在正文中討論或強調者為主 
        (1) 傳染病及寄生蟲病：含霍亂、傷寒及副傷寒、沙門菌感染、桿菌性  
           痢疾、細菌性食物中毒、阿米巴病、其他病原體所致之腸道感染、                 
           大腸桿菌感染、 細菌性腸炎、傳染性腹瀉、肺結核、結核性腦膜炎、 
           骨及關節結核病、生殖泌尿系結核病、鼠疫、鼠咬熱、麻瘋、白喉、  
           百日咳、鏈球菌性咽喉炎、猩紅熱、丹毒、腦膜炎球菌腦膜炎、破 
           傷風、急性脊髓灰白質炎、天花、單純性疱疹、水痘、麻疹、德國 
           麻疹、傳染性紅斑症、黃熱病、登革熱、日本腦炎、狂犬病、流行 
           性腮腺炎、克沙奇病毒所致之特殊疾病（如疱疹、咽峽炎、心肌炎）、 
           手足口病、傳染性單核球過多症、蝨蟲媒介斑疹傷寒、 瘧疾、Q 熱 
           病、回歸熱、先天性梅毒、淋球菌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 
           滋病）、軟性下疳、鉤端螺旋體病、血吸蟲病、條蟲感染、蛔蟲病、 
           蟯蟲病、疥癬等。 
        (2) 血液腫瘤疾病：含舌惡性腫瘤、口咽惡性腫瘤、鼻咽惡性腫瘤、膽    
           囊與肝外膽管惡性腫瘤、鼻腔惡性腫瘤、喉惡性腫瘤、氣管及支氣      
           管與肺之惡性腫瘤、骨及軟骨之惡性腫瘤、乳房惡性腫瘤、子宮頸  
           惡性腫瘤、陰莖及其他男性生殖器官之惡性腫瘤、膀胱惡性腫瘤、 
           腦惡性腫瘤、甲狀腺惡性腫瘤、 淋巴病瘤及組織肉瘤、何杰金病、 
           淋巴及組織細胞之其他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及免疫增生性腫 
           瘤、唇及口腔與咽部之良性腫瘤、喉之良性腫瘤、骨骼及關節 
           軟骨之良性腫瘤、甲狀腺良性腫瘤、血管瘤及淋巴管瘤等；以及鐵 
           質缺乏性貧血、維生素 B12 缺乏性貧血、葉酸缺乏性貧血、海洋性 
           貧血、自體免疫溶血性貧血、非自體免疫溶血性貧血、再生不良性 
           貧血、血液凝固缺陷、先天性第八凝血因子異常、先天性第九凝血 
           因子異常、紫斑症及其他出血性病態等血液疾病。  
        (3) 兒科疾病：一般兒科疾病及十八歲以下之呼吸道疾病、感冒、發燒 
           與感染、哮喘、過敏、腸胃道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癲癇、抽搐、 
           不自主運動等，以及新生兒疾病與問題，如新生兒破傷風、新生兒 
           念珠菌感染、周產期黃疸、新生兒重症肌無力、新生兒甲狀腺毒症、 
           新生兒低血糖症、新生兒出血疾病、新生兒或新生兒壞死性大小腸 
           炎、新生兒痙攣、新生兒餵食問題、先天性水腦症、先天性白內障、 
           法洛氏四重症、顎裂及唇裂、大腸或直腸及肛門管之閉鎖及狹窄、 
           腎缺失症及形成異常、頭顱及面骨畸形、先天性脊椎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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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婦產科與女性生殖系統疾病：卵巢或輸卵管、骨盆蜂窩組織及腹膜 
之炎症、女性骨盆腔炎、子宮頸炎、子宮內膜炎、陰道炎及陰唇陰 
道炎、陰唇潰瘍、子宮內膜異位症、生殖器脫出症、子宮頸糜爛及 
外翻、白帶、經痛、經前症候群、無月經、月經量或次數減少或 
過多、月經週期不規則、排卵出血、子宮出血、性交後出血、停經 
或女性更年期之病態等、葡萄胎、流產、子宮外孕、早期姙娠出血、 
產前出血、胎盤早脫及前置胎盤、胎盤早期剝離、姙娠高血壓、子 
癲前症、姙娠期之過度嘔吐、過期姙娠、習慣性流產、姙娠水腫或 
體重過度增加；姙娠合併淋病或結核病、德國麻疹、糖尿病、精神 
疾患、心臟血管疾病；正常生產、雙胞胎姙娠、胎位異常、先露異 
常、骨盆狹窄、子宮內胎兒死亡、胎兒生長不良、羊水過多、早期 
破水、難產、急產、臍帶繞頸、子宮外孕、多胎性懷孕、分娩前之 
胎位不正、前置胎盤、胎兒生長遲緩及胎兒營養不良、窒息或缺氧 
所致之胎兒死亡、生產時陰部之創傷、產後出血、分娩及產後之出 
血或急性腎衰竭、羊水柱塞、產褥期之腦血管疾患、 與生產有關 
之乳房及乳頭感染、泌乳不良、乳漏、產前檢查、診斷等技術；乳

房纖維腺病、乳腺管擴張、乳房之炎症、乳房肥大症、乳房之症狀 
及徵候。  

        (5) 呼吸系統疾病：感冒、急性或慢性咽炎、急性或慢性扁桃腺炎、急 
            性或慢性喉炎、急性氣管炎、急性會厭炎、急性咽喉炎、急性支氣 

管炎、慢性咽炎及鼻咽炎扁桃腺周圍膿瘍、喉部麻痺、病毒性肺炎、 
肺炎球菌性肺炎、細菌性肺炎、流行性感冒及伴有肺炎、單純性慢 
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氣喘、外因或內因性氣喘、支氣管擴張症、 
胸肋膜炎、氣胸、肺膿瘍、縱膈膿瘍、肺萎縮等。 

        (6) 消化系統疾病：食道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炎及十二指腸  
            炎、急性胃炎、酒精性胃炎、習慣性嘔吐、消化不良及其他胃機能 
            之疾患、胃下垂、 胃穿孔、急性闌尾炎、其他闌尾炎、腹股溝疝 
            氣、腹腔之其他疝氣、腸血管 供應不足、腸套疊、腸憩室、便秘、 
            功能性腹瀉、肛門裂、肛門及直腸膿瘍、腹膜炎、肛門及直腸息肉、 
            脫肛直腸及肛門狹窄、病毒性肝炎、急性及亞急性肝壞死、脂肪肝、 
            肝硬化、肝膿瘍、慢性肝病之後遺症、膽石病、膽囊之其他疾患如 
            膽囊息肉、積水、穿孔、切除後徵候群、急性或慢性胰臟炎、胰臟 
            囊腫及假囊腫、胃腸出血、吐血、黑便、腸吸收不良等。  
        (7) 腦及神經系統疾病：:嗜血桿菌性腦膜炎、肺炎球菌性腦膜炎、鏈球 
            菌性腦膜炎、其他病原體所致之腦膜炎、腦炎、脊髓炎及腦脊髓炎、 
            脊髓灰白質炎、 阿茲海默疾病、巴金森氏病、巴金森氏病之震顫 
            麻痺、脊髓空洞病及延髓空洞病、多發性硬化症、半身麻痺、四肢 
            麻痺、下身麻痺、攤、痛、偏頭痛、三 叉神經疾患、面神經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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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神經叢病灶、神經痛性肌萎縮症、糖尿病所致之多發神經疾病、 
            重症肌無力、肌營養不良性退化及其他肌病變。  

(8) 循環系統疾病：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狹窄、三尖瓣疾病、肺動脈

瓣之風濕性疾病、高血壓（含原發及續發性高血壓）、高血壓性心

臟病、高血壓性腎臟病、急性心肌梗塞、心絞痛、急性及慢性肺源

性心臟病、心包膜炎、急性及亞急性心內膜炎、急性心肌炎、心臟

性節律不整、心臟衰竭、心肌炎、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內出血、

腦前動脈阻塞及狹窄、腦動脈阻塞、腦血栓症、暫時性腦部缺氧、

腦血管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性腦病變、動脈粥樣硬化、雷諾氏症

候群、靜脈炎及血本栓性靜脈炎（含下肢表面、深部血管）、痔瘡、

食道靜脈曲張、低血壓等。 
(9) 內分泌、新陳代謝及自體免疫疾病：全身紅斑性狼瘡、全身性硬化

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化膿性或痛風性關節炎、侵及內臟或全

身之其他類風濕性關節炎、含單純性及未明示之甲狀腺腫、甲狀腺

炎、糖尿病（未提及併發症或伴有昏迷、腎病表徵、自良表徵、神

經表徵、末梢血管循環疾病）、尿崩症、營養性清瘦、其他重度蛋

白質或卡路里營養不良、病態性肥胖、維生素 C 缺乏、維生素 D 缺

乏、胺基酸移轉與代謝之失調、類脂質代謝失調、單純性高膽固醇

血症、痛風、涉及免疫機轉之疾患等。  
(10) 泌尿及男性生殖系統疾病：含急性或慢性絲球腎炎、腎徵候群、腎

炎及腎病變、急性或慢性腎衰竭、腎感染、急性或慢性腎孟腎炎、

腎或輸尿管結石、膀胱尿管逆流、下泌尿道結石、急性或慢性膀胱

炎、尿道及尿道症候群（非性接觸成染者）、尿道膿瘍、尿道炎、

尿道狹窄或感染、尿道憩室、血尿、 攝護腺增生、攝護腺炎、攝護

腺膀胱炎、攝護腺充血或出血、陰囊水腫、睪丸炎及副睪丸炎、男

性不孕症、異常勃起、男性生殖器官之其他疾患、精囊炎。  
(11) 肌腱及骨科疾病：顱骨、臉骨骨折、脊柱骨折未提及脊髓病灶、 

肋骨或胸骨之骨折、骨盆骨折、鎖骨骨折、肩胛骨骨折、撓骨及尺

骨骨折、腕骨骨折、掌骨骨折、一或多個手指腳趾骨骨折、髖骨骨

折、脛骨骨折、踝骨折等；肩脫臼、肘脫臼、腕脫臼、指脫臼、髖

脫臼、 足脫臼；扭傷及拉傷、多發性關節炎、關節粘連性脊椎炎、

腰痛、坐骨神經痛、背痛、局部粘連囊炎（或稱冰凍肩、五十肩）、

局部旋轉環膜徵候群及有關疾病、滑膜炎及肌腱滑膜炎（腱鞘炎）、

急性或慢性骨髓炎、脊椎或肢骨結核病、骨質疏鬆症、病理性骨折、

骨囊腫、無菌性骨壞死。  
(12) 皮膚病：蜂窩組織炎及膿瘍、急性淋巴腺炎、膿疱病、化膿性肉芽 

腫、特異性皮膚炎及有關病態、衛生棉疹、接觸性皮膚炎及其他濕

疹、疱疹、狀膿疱病、天疱瘡、多形性紅斑、酒渣癬、牛皮癬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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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疾患、玫瑰糠皮疹、苔癬、扁平苔癬、皮膚癢及有關病態、肛門

搔癢、癢疹、雞眼及胼胝、侷限性硬皮症、禿髮及其他毛髮及毛囊

疾病、耨瘡、蕁麻疹、狐臭等。 
        (13) 精神疾病：酒精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礙、憂鬱 

症、厭食症、 暴食症、躁鬱精神病、妄想狀態、戀童癖、恐慌症、 
心因性陽萎、酒癢症候群、藥物濫用、未明示之智能不足。 

(14) 耳鼻喉科疾病：過敏性鼻炎、流鼻血、鼻中膈彎曲、鼻涕倒流、 
急慢性鼻炎、耳翼軟骨膜炎、傳染性外耳炎、堵塞性耳垢、非化膜

性中耳炎及耳咽管疾患、耳咽管阻塞、急性化膿性中耳炎、慢性耳

咽管及鼓室化膿性中耳炎、急性乳突炎、眩暈症候群及其他前庭系

統之疾患、梅尼爾氏病、耳硬化症、耳鳴、耳漏、耳痛、重聽、耳

聾等。  
(15) 口腔及牙科疾病：齲齒、牙垠炎、掉牙、咬合不正、牙周病、唾液 

 腺炎、口瘡、口臭、舌炎等。  
        (16) 損傷、中毒與急救： 
        (17) 眼科疾病：化膿性內眼炎、視網膜剝離及缺損、視網膜血管閉塞、  
            視網膜色素變性等其他疾患、脈絡視網膜發炎及疤痕與其他脈絡    
            膜疾病、急性及亞急性虹膜睫狀體炎、慢性虹膜睫狀體炎、青光眼、  
            原發閉鎖角性青光眼、副腎皮質素誘發之青光眼、先天性青光眼、  
            白內障、遠視、近視、散光、老花、廢用性弱視、複視、夜盲、失 
            明及低視力、角膜炎、角膜血管新形成、角膜疤痕及混濁、角膜水 
            腫、急性結膜炎、慢性結膜炎、眼瞼緣結膜炎、翼狀贅肉、麥粒腫、 
            眼瞼炎、眼瞼外翻或下垂、淚腺炎、淚溢、淚道急慢性炎症、眼窩 

急慢性炎症、眼窩穿入性創傷後之異位存留、 視神經萎縮、視神 
經炎、共同內聚斜視、共同性外散斜視、隱斜視、麻痺性斜視、鞏

膜炎及鞏膜表面炎、玻璃體疾患等。 
        (18) 徵候、症狀及診斷欠明之各種病態：痙攣、眩暈、睡眠障礙、不 

明熱、皮膚感覺障礙、水腫、發粓、原因不明之頭痛或腹痛、咽喉 
痛、心悸、 喘嗚、咳嗽、呃逆打呃、噁心及嘔吐、吞嚥困難、噯 
氣及脹痛、大便失禁、小便困難、頻尿及多尿、腹水、呼吸衰竭等。  

        (19) 重建與美容：割雙眼皮、隆胸、拉皮、肉毒桿菌注射、磨皮、抽 
脂、雷射除斑、果酸換膚、皮膚美白、豐臀、縮乳、牙齒美白等。  

        (20) 生物科技：指以基因改造食品、基因圖譜破解、基因診斷、基因 
晶片研發、基因治療及其相關研究、基因轉植技術、臍帶血等生物 
科技為主題之訊息。  

 
10. 新聞報導品質：由於分析樣本中，一則報導可能不只包含一個類目，故 

此部份的登錄分別以各個類目是否為報導所呈現進行「有、無 」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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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登錄，藉此觀察醫藥進展新聞報導中的品質，檢驗其否符合科學言 
說的標準。  
(1) 創新性（Novelty of Treatment）：是否說明新藥物、新療法或新的檢

測方式創新的程度，在報導中解釋此進展究竟是奠基於全新醫學機

轉，或只是「換湯不換藥」。 
(2) 可行性（Availability of Treatment）：是否有說明這個進展是否經過

核可上市，或是實驗研究的階段，或距離獲准核可上是實際所需的

時程、可能經歷的審核過程。  
(3) 利益衝突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是否完全揭露消息來源

背後牽涉的利益衝突，例如說明研究者發表者是否接受特定組織、

廠商的贊助，或受訪專家是否亦身兼可能影響其公正客觀性的職務。 
(4) 與其他療法的比較（Treatment Options）：是否提供與既有其他療法

的比較。 
(5) 價格、成本（Treatment Costs）：是否說明報導之醫藥進展的價格、

成本。 
(6) 證據力（Quality of Evidence）：是否說明有說明報導相關之科學研

究方法、實驗步驟、並數量化研究結果 
(7) 平衡報導（Media Balance）：是否引用主要消息來源、實驗團隊外

的說法以為平衡。 
(8) 絕對風險差（Absolute Risks Reduction）：是否揭露新藥物、新療法

或新的檢測方式的絕對風險差，也就是「將實驗組與對照組產生不

良結果的絕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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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輝瑞藥廠戒必適公關稿 
 

目前醫界成功率最高之非尼古丁戒菸新藥：Varenicline 上市 
 

全新作用機轉戒菸新藥 成功率達六成 半年長期成功率亦近五成 
 

張君雅小妹妹擔任戒菸 88 成功支持計劃活動代言人 呼籲陽台爸爸們一同戒菸 
  
    全台共有 450 萬名吸菸者，其中又以男性、爸爸族群居多，這些吸菸爸爸在

家中常因為二手菸問題被驅逐在外，大多數的「陽台爸爸」都嘗試過戒菸，但根

據統計，如果單靠自我意志力，成功率不到 1 成，使用常見的尼古丁替代療法，

其成功率平均也只有 2 成，想戒菸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不過現在，「陽台爸

爸」再也不必將菸苦往自己肚裡吞了！輝瑞藥廠所研發的非尼古丁戒菸新藥

-Varenicline，有別於過去常見的尼古丁替代療法，Varenicline 是一種不含尼古丁

的戒菸藥物，可與腦內尼古丁接受器結合，減低對尼古丁的需求，但仍可保有吸

菸時的快感，更減少戒菸容易產生的戒斷症狀。根據台灣與韓國所進行的臨床研

究顯示，服用 Varenicline 12 週後，戒菸成功率高達 60%，經過半年追蹤結果，

仍可維持 47%之成功率，是目前醫界戒菸效果最好、成功率最高的藥品。 
  
菸齡 30 年 從未戒過菸 但服用戒菸新藥 Varenicline 一次就成功 
  
  任職於醫院藥劑部的洪長流藥師，是兩年前參加戒菸新藥 Varenicline 國內臨

床實驗的受試者， 菸齡達 30 多年，將這些年來抽過的菸堆疊起來，高度有可比

37 座 101 大樓，即使是菸盒也將近 2 座 101 高，吸入的焦油量逼近 2.5 公斤，購

菸的花費更超過 45 萬元以上。雖然曾因抽菸時旁人的眼光而感到困擾，但洪藥

師從沒想過戒菸，不過兩年前因為咳嗽、走路易喘等症狀，才意識到吸菸已為身

體帶來了健康警訊，才因此下定決心戒菸，沒想到才戒一次就成功了。目前戒菸

已經 2 年的洪藥師笑說：「戒菸之後感觸很深，現在對菸味的排斥感相當強烈，

現在才了解過去對這個社會的傷害有多大。」嚐試到戒菸的好處，現在洪藥師也

不停地勸說週遭抽菸的親友，目前已有不少親友願意加入戒菸的行列。 
  
戒菸不能單靠自我意志力 現行尼古丁替代療法又無法解決尼古丁成癮問題 戒
菸治療陷瓶頸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郭斐然醫師表示，對很多人而言，戒菸並不是件容易的

事，主要是因為吸菸是一種慢性成癮性疾病，涉及對尼古丁的生理性及心理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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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因此戒菸不只要戒習慣，更重要是戒掉對尼古丁成癮的程度。如果單靠自我

意志力，體內長久存在的高濃度尼古丁瞬間消失，生理上將難以適應，就會出現

精神不濟、注意力無法集中、心悸或發抖…等等戒斷症狀，形成戒菸的障礙，導

致幾乎九成的人會失敗。 
  
  郭斐然醫師指出，為了減輕尼古丁戒斷症狀、降低戒菸的痛苦，過去醫界普

遍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如尼古丁嚼錠、貼片等）搭配行為療法來輔助戒菸，但

由於無法解決對尼古丁成癮的問題、完全解除菸癮，因此失敗率還是高達 8 成。

此外，尼古丁替代療法的禁忌症較多，尤其特別需要戒菸的心臟血管疾病患者等

就不適合使用，若使用貼片期間抽菸，還可能造成尼古丁過量。以目前來看，整

體的戒菸治療環境及成功率還是不甚理想。郭斐然醫師表示，戒菸是一場辛苦的

長期抗戰，除了戒菸者的決心之外，如果能有醫師的專業醫療協助、有效的戒菸

輔助藥物，加上週遭朋友及家人的支持鼓勵力量等條件，將能大幅提升戒菸成功

的機會。 
  
口服戒菸新藥鎖定尼古丁成癮關鍵 有效抑制菸癮 減緩戒斷症狀 成功率高達

60% 
  
高雄榮民總醫院薛光傑醫師表示，戒菸最重要的就是要戒除尼古丁成癮，而

人腦內有一種名為 α4β2 的尼古丁接受器，掌管感官強化作用，同時也是尼古丁

成癮的重要關鍵，尼古丁與其結合後，刺激大量多巴胺（Dopamine）分泌，使

吸菸者感到快感，新一代的戒菸藥物 Varenicline，就是鎖定此一關鍵，以達到戒

除菸癮的效果。 
  
薛光傑醫師表示，Varenicline 具有刺激及阻斷尼古丁接受器的雙重作用：1. 

藥物成分 varenicline 能與 α4β2 尼古丁接受器結合，產生部份刺激多巴胺釋放的

效果，緩解對尼古丁的渴望與戒斷症狀；2. Varenicline 也可阻斷尼古丁與接受器

的結合，減少吸菸的快感，降低對吸菸的期待，避免再度吸菸的機會。 
  

薛光傑醫師指出，根據台灣與韓國，針對平均菸齡 19 年、每天吸 25 根菸受

試者之臨床實驗(1)顯示，服用 Varenicline 完整療程 12 週後，成功戒菸率高達

60%；此外，半年（24 週）之追蹤結果，長期持續戒菸率亦仍有 47%。試驗期

間，戒菸者的戒斷症狀及對吸菸的渴望皆明顯下降，效果比過去的尼古丁替代療

法更加顯著。治療期間比較常見的副作用是噁心，但這些反應通常都是輕微且隨

著時間會逐漸緩解。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更公佈於今（96）年度 10 月 1 日

起，將新藥 Varenicline 納入門診戒菸治療服務之補助範圍，每次補助藥費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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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 88 成功支持計劃 專業戒菸衛教輔助提升及確保戒菸成功率 讓張君雅的爸

爸也想戒 
  

根據研究顯示，接受專業戒菸衛教輔助的戒菸者，其戒菸成功率將比一般戒

菸者高出許多，也有調查指出(2)，除了有效、安全、簡易的治療方式(藥物)可以

提高吸菸者接受戒菸治療的意願之外，吸菸者更相信，戒菸過程中，若能有配偶、

家人朋友及醫師的支持，更能幫助他們堅定戒菸的信心，往無菸的健康生活邁進。 
  

有鑑於此，特別規劃「戒菸 88」戒菸者成功支持及通路宣導計劃，透過手

機簡訊、手冊、戒菸加油團等等輕鬆有趣的方式，同時邀請廣告明星-張君雅小

妹妹(本名簡嘉芸)擔任活動代言人，一同呼籲抽菸的爸爸們加入戒菸的行列。張

君雅小妹妹的爸爸也是 20 年菸齡的「陽台爸爸一族」，為了爸爸能戒菸，她還曾

經想過在家裡貼滿禁菸的貼紙，趁著今天出席記者會，張君雅小妹妹也特別發出

溫情攻勢，她表示：「很希望爸爸不要再抽菸，因為抽菸肺部會黑掉」「如果爸爸

可以成功戒菸，我願意做個聽話的乖寶寶！爸爸加油我支持你！」。 
  
(1)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varenicline, a selective alpha4beta2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partial agonist, as a new therapy for smoking cessation in Asian smokers.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7 
Jun;29(6):1027-39 
(2) Pfizer Survey: “SUPPORT”- Smoking: Understanding People’s Perceptions opinions and Reactions to Tobacco 

【Varenicline 小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