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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與長期報導量分析：以國

內外報紙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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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用媒體報導量分析方法剖析報紙新聞，總共分析了 1987-2017 年

國內外五家報紙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經濟日報》、《蘋果日報》與《New 

York Times》)，進行媒體關注與環境議題之探討與比較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核能」、「水資源」以及「氣候變遷」是報紙媒體長期關注的環境議題，最少

被報導的議題為「糧食危機」以及「基因改造」。四家國內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

關注，也不盡相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最關注的議題，分別是「水資源」、

「核能」以及「空氣品質」，《經濟日報》長期以來最為關注的議題則是「節能

減碳」，《蘋果日報》報導的環境議題與其它報紙有著較大的差異，最為關注的

議題是「食品安全」。比對國內媒體《聯合報》與國外媒體《New York Times》

發現，臺灣媒體的報導量明顯少於國外媒體。兩報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亦有所

不同，「氣候變遷」議題長期以來受到國外媒體很大的關注。國內報紙除了「基

因改造」、「塑化劑」、「節能減碳」議題，報導量較國外多，其他議題報導量皆

少於國外媒體。唯一國內外媒體同樣關注的議題，即為「核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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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美國作家卡爾森(Rachel Carson)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

一書指出，本世紀的核心問題，是整個人類的環境被化學物質所汙染；就像核

能戰爭一般，都有可能造成人類的滅亡。這種化學物質，能累積在動植物體內，

甚至進入生殖細胞裡，破壞或改變遺傳物質(Carson, 1962／李文昭譯，2018)。

換言之，現今地球環境受到無情的破壞，人類製造的環境污染也導致各式各樣

的疾病(Denny, 2005／呂奕欣、鄭佩嵐譯，2009)。此經典著作點出了環境風險

無所不在，環境議題更是當代社會、組織、甚至個人都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環境傳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一直是傳播學門下一個非常重要

的分支領域，更是生態實踐中不同參與主體之間的話語生產與意義爭奪行為，

換言之，自然環境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穩定的存在物，而是被置于複雜的政治、

商業、文化與倫理語境中，接受各種話語的暴力改造或隱性收編(劉濤，2011)。

對社會大眾來說，大眾傳播媒體是獲得環境議題資訊及知識的重要管道，有越

來越多的環境教育單位注意到大眾傳播媒體在環境教育扮演的角色(張春炎、楊

樺、葉欣誠，2019)，亦即大眾媒體對於公眾提供環境健康訊息方面，發揮著核

心作用(Mello, 2015)。學者葉欣誠(2017)也提及，環境教育與若干脈絡因子相互

作用才有成效，脈絡因子包括社會規範、民主制度、科學、媒體與資通訊等(p.88)。

因此，媒體如何再現環境風險議題，是否喚起民眾關注環境議題，的確是環境

傳播研究不可忽略的問題。特別是長期以來，環境議題是否受到媒體關切，哪

些環境議題容易躍上媒體版面受到媒體關注，哪些議題卻未受到媒體注意；而

從長期趨勢來看，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報導又有何變化，不同媒體的報導關注

是否有所不同，以上這些多元環境議題與媒體關注的問題，的確值得環境傳播

研究進一步探討。 

報導量理論(quantity of coverage theory)根基於議題設定理論與媒體關注理

論，其藉由探究媒體長期報導，進而了解議題變化與公眾認知，該理論已應驗

在不少環境與社會議題研究(Andrew & Caren, 2010; Brulle, Carmichael, & Jen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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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Corfee-Morlot, Maslin, & Burgess, 2007; Mazur, 2016)。對於環境議題來說，

Mazur (2009, 2016)認為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數量(報導量理論)，亦即其報導的

顯著性，比內容還要重要，因為大多數的閱聽眾較容易被媒體訊息所影響，而

不是被內容影響。這樣的概念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冷門的環境議題若能受到

媒體關注，自然能影響一般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心，形成公眾對環境議題的關

注，於是報導量理論也與媒體關注以及公眾議題關注息息相關。因此，許多研

究都以事件或議題，是否獲得報導來概念化及測量媒體關注的程度。再者，媒

體報導量的分析是從長期時間的觀點探討媒體報導量的變化，更能有效探究議

題的趨勢與變化，對於近年來才稍為受到媒體關注的環境風險議題，則能更有

效地了解環境風險議題如何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 

環境新聞已成為環境風險溝通不可忽視的重要主題，Cox (2013)指出，環

境新聞報導已是環境傳播研究的重要子領域，主題包括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

換句話說，媒體有能力影響公眾該思考甚麼議題；或是新聞的包裝方式會影響

讀者或觀眾的感知建構，以及喚起某些感知和價值觀，也可以影響決策者對該

問題重視程度(Zhuang et al., 2019)。Huang 與 Yang (2019)探討中國民眾暴露於

紀錄片《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之後，不但增加民眾對空污的風險感知、

資訊尋求以及對空污政策的支持，也驗證了媒體具有擴大公眾風險認知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的效果。因此，從媒體報導環境新聞報導量所形

成的媒體關注，即可明瞭環境議題受到公眾關注的程度。 

由於過去對於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探討，傾向侷限在臺灣單一國家的媒體

探究，例如徐美苓(2015)探討臺灣媒體報導替代能源的問題，又或是徐美苓與楊

意菁(2011)探討臺灣媒體全球暖化新聞報導的品質分析等，這些研究不但聚焦

單一環境議題，也未探討不同國家對環境議題與媒體報導之間的問題，缺乏環

境議題的跨國媒體報導比較與分析。Schmidt、Ivanova 與 Schäfer (2013)於研究

中指出，過去有關媒體報導氣候變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社會，因此有必要

進行超越地理範圍的研究分析，故其探討了 27 個國家對於氣候變遷的媒體關

注。而 Li 與 Yang (2018)的研究雖曾聚焦於中國媒體與美國媒體對於《穹頂之

下》新聞報導的論述建構，但並非以臺灣新聞報導為主體，且主要聚焦在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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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議題。然而環境議題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脈絡下，或是不同國家發生

的自然環境事件等，都會影響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產生不同的關注程度。而哪些

環境議題，在不同的國家受到不一樣的媒體關注，又或是哪些環境議題，卻同

樣獲得媒體的大量關注；再者，探討不同國家的媒體報導的問題，亦可從比較

分析中，了解臺灣媒體報導足與不足之處，以及可以改善的問題，以上種種問

題皆點出了跨國媒體的環境議題比較分析的必要性。由於美國媒體已成為西方

媒體的主要代表，因此本研究從跨國的角度比較分析臺灣與美國媒體對於環境

議題關注的異同，確實能補足環境議題與媒體關注在不同國家所呈現的多元面

貌。 

再者，過去研究鮮少從縱貫長期的角度探討新聞與環境議題之間的關連，

近期即便出現一些長期研究，也多侷限於單一環境議題，如氣候變遷議題(如

Boykoff & Boykoff, 2007; Brulle et al., 2012)，因此學者 Djerf-Pierre (2012)即呼籲

應針對環境新聞進行長時間的研究。而臺灣學術界對於環境風險溝通的研究，

也未從縱貫性長時間的角度探討多元環境議題與媒體關注之間的問題，因而無

法理解環境議題在臺灣媒體受到關注的程度與趨勢變化，更缺少跨國性的環境

議題與媒體關注分析。因此，本研究目的即從與媒體關注、公眾議題關注相關

的媒體報導量理論，探討長期以來臺灣主流報紙媒體以及國外主流媒體對於幾

個重要環境風險議題報導趨勢與變化，藉此描繪長期以來環境議題在媒體所受

到的重視程度。 

貳、文獻探討 

一、環境風險、風險傳播以及媒體的環境教育與溝通 

面對八○年代以來，臺灣從傳統工業污染，歷經九○年代之高科技電子廠

污染，到廿一世紀初各種全球化跨境污染或科技風險，一方面有基因改造產品、

環境賀爾蒙、汞魚、戴奧辛鴨(蛋)、狂牛症、近來的大閘蟹抗生素殘餘、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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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鰻等，另一方面則有國民卡、健保 IC 卡、病歷電子化、指紋資料庫、臺灣基

因資料庫等資訊風險，還有新興的電磁場(波)、奈米與光電科技風險等，在在都

顯示出風險制度革新與知識研究累積對我國社會的重要性(周桂田，2007)。 

而科技系統的全球化同時也帶來全面的生態風險，如嚴重的生態破壞、全

球暖化效應、基因改造食品風險、核能幅射、廢水污染、垃圾的掩埋及燃燒等

等(周桂田，2005；黃懿慧，1994)，而此道出了環境風險議題與科技發展息息相

關，也反映了風險社會理論強調科學創造新知雖然為人類解決許多過去視為高

風險的議題，但隨著社會體系的高度分工，知識逐漸走向細密的分殊化、專業

化，人類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卻隨著社會的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以及知識的累積

而與日俱增，人們開始了解到「技術-經濟」的決策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周桂田，

2003；顧忠華，2001)，環境風險也因科技發展而日益增加。 

由此可知，環境風險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或由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運動

過程共同作用造成的，透過環境中介傳播，能對人類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發展

的環境產生破壞、損失乃至毀滅性作用等不利後果事件的發生概率(MBA 智庫

百科，2015)。環境風險溝通因而顯得有其重要性。2011 年，相關學者和從業者

成立國際環境傳播協會(http://environmentalcomm.org)，以協調全球的研究和活

動。不僅美國對於環境溝通這方面的興趣增加，甚至在歐洲，環境傳播已成為

一個大幅成長的研究領域(Cox, 2013)。 

環境傳播包涵了一系列相關主題，其中包括環境新聞媒體、在環境決策中

的公眾參與方法、環境修辭、風險溝通、環境衝突解決、宣傳活動、｢綠色｣行

銷方式以及在流行文化中的大自然圖像。於是乎，越來越多學者在溝通、新聞

學、文學、科學傳播以及社會科學中擔任開創性研究的角色，以及探討環境溝

通對公共領域的影響(Cox, 2013)。儘管環境傳播研究涵蓋廣泛的範疇，學者 Cox 

(2013, pp.15-18)將環境溝通研究劃分為以下幾個重要領域：(1)環境修辭學及社

會象徵性的｢建構｣性質，(2)在環境決策中的公眾參與，(3)環保合作和衝突解決，

(4)媒體和環境新聞，(5)在企業廣告及流行文化中的大自然性質，(6)宣傳活動和

訊息建構，以及(7)科學和風險溝通。 

環境新聞報導已是環境傳播研究的重要子領域，主題包括新聞媒體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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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亦即媒體有能力影響公眾思考甚麼議題，而新聞的包裝方式也會影響讀

者或觀眾的感知建構，以及喚起某些感知和價值觀(Cox, 2013)。1977 年在前蘇

聯舉行的世界首屆政府間環境教育會議即提出環境教育的五個主要目的，分別

是意識(awareness)、知識(knowledge)、態度(attitude)、技能(skills)以及參與

(participation)(UNESCO, 1978)，而本研究聚焦於媒體與環境新聞報導面向，並

從報導量角度來探討環境議題長期以來如何受到媒體關注。亦即媒體報導環境

新聞，影響社會大眾意識環境議題、形成知識與態度，即點出了媒體具有作為

非正式環境教育機構、平台之意義與功能。但環境與科學教育應該要培養學生

具備公民素養，擁有關注大眾傳媒中科學報告及討論的能力，並且能夠參與生

活經驗中與科學相關議題的對話(陳映均、李松濤，2017；Polman & Hope, 2014)。 

此外，葉欣誠(2017)探討環境教育的永續發展教育及發展脈絡的文章也指

出，傳播框架理論除了應用在新聞研究之外，環境只要是涉及溝通或傳播的過

程，均可以「框架」視之，而此也是環境教育與溝通的重要概念。由此可知，

環境議題如何透過媒體中介至社會大眾，提升公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是現代

環境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與管道。傳播媒體在環境教育中扮演的重要性，

自然不能在科學教育的各種理論及實務的探討中被忽略(陳映均、李松濤，2017)，

因此媒體溝通環境議題也是環境教育研究必須探討的問題。 

二、環境溝通與媒體報導 

(一)環境報導的媒體關注與議題關注週期理論 

新聞媒體或許無法成功於告訴人們該怎麼思考，但卻成功於告訴人們可以

聯想什麼(McCombs & Shaw, 1972)，而此議題設定理論則說明了新聞媒體對公

眾意見產生的效果。該理論假設議題在媒體報導的數量多寡與公眾對議題重要

性的認知成正比，也就是說，大眾媒體對某議題報導愈多，在閱聽眾心理產生

愈深刻的印象，進而對該議題的重要性認知愈高(左宗宏，2008)。因此，任何議

題若能受到媒體的關注(media attention)以及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才能成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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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心目中(包含了政策制定者)最重要議題。 

Andrew 與 Caren (2010)定義媒體關注為事件所獲得的報導數量和報導的

突出程度，因此不少研究將媒體關注概念化為是否獲得報導；但也有一些傳播

和社會運動學者則透過衡量媒體報導的突出程度以檢驗媒體關注。而媒體關注

的議題，特別是對於那些平常不受矚目的環境議題，不但會影響公眾認知，也

會成為政治家優先考慮的問題，更會影響政府和立法的行動(Schmidt et al., 2013)。

於是乎媒體關注成為學者探討環境議題是否受到媒體重視的理論基礎，例如

Walgrave、Soroka 與 Nuytemans (2008)的研究即發現環境問題受到了政治議程

的影響。Schmidt 等三位學者於 2013 年從媒體關注的角度，探討 27 個國家對

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報導程度，該研究發現媒體關注通常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達

到高峰，氣候變遷議題受到媒體關注上升或下降的狀況會反復發生。而重大氣

候變遷會議，如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會議則會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

媒體關注的研究指出了隨著問題的發生，媒體的關注度通常會上升或下降。在

特定的時間點，某些主題可能成為媒體議程的頭條大事，但不久之後，這些主

題可能不再引人注目，直到一段時間後，它們則有可能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Amber, Boydstun, Hardy, & Walgrave, 2014)。 

媒體關注社會或環境議題，對於公眾是否關心議題有著直接的影響，

Anthony Downs 在 1972 年的文章《生態學的興衰：議題的關注週期》(Up and 

down with ecology─the 'issue-attention cycle')中提出了議題關注週期理論，也是

學者探討環境議題是否受到公眾關注的重要概念。Downs 指出了公眾關注議題

的五個變化階段，包括前問題階段、公眾意識到議題階段(議題的出現)、議題解

決階段(了解到議題發展的代價)、議題興趣的消退階段以及後議題階段(Downs, 

1972; Petersen, 2010)。Downs 以第一代環境議題(空氣與水污染)為例，指出美國

公眾很少持續關注某個重要的國內社會議題，亦即民眾對於議題的關注會經過

上述五個階段，呈現上上下下的認知變化。 

大陸學者邱鴻峰(2015)應用議題關注週期模式探討《紐約時報》、《華盛頓

郵報》與《華爾街日報》於 2000-2013 年間，對於中國環境議題的報導。該研

究指出，視覺上不顯著的環境與生態議題容易被媒體忽視。另外從新聞生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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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來看，媒體喜歡追逐令人興奮的議題，而霧霾本身不但比其它污染更加視覺

化，也是一個令美國媒體興奮的議題，因此該議題容易成為媒體與公眾關注的

問題。更重要的是，霧霾發生的區域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的中國首

都，這樣的環境議題更容易受到關注，因為污染地點具備比污染本身更令媒體

興奮的特質。同樣是大陸學者李永寧、吳曄、張倫(2019)的研究採用公眾關注週

期概念，探討 2010 至 2016 年公眾對 121 個公共議題注意力週期的研究。該研

究發現，公眾對議題的關注週期出現緩慢但顯著地縮短現象，即使在加入了議

題類型、同期熱門議題數等控制變量後，議題關注週期逐漸縮短的變化趨勢仍

然顯著存在。不論是媒體關注或是公眾關注週期理論，皆指出了媒體在環境議

題影響公眾認知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而國內對於環境議題與媒體報導的相關研究，較少從媒體關注的角度分析，

主要都是從媒體框架角度分析單一環境議題的新聞內容。舉例而言，國內傳播

學者徐美苓等人分別探討了中國霧霾、替代能源以及基因改造的新聞報導與框

架建構，其中針對中國霧霾的研究指出，《人民日報》傾向以強調人民行動的環

境及政府作為二框架報導霧霾議題；報導立場多借重官方與專家學者(李子甜、

徐美苓，2020)。替代能源的研究則從媒體建構的角度探討臺灣替代能源在媒體

呈現的樣貌，研究發現媒體報導最多的是核能與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等，再

生能源被報導的比例不到一成(徐美苓，2015)。除了上述環境議題的媒體分析

外，謝君蔚、徐美苓(2011)、陳映均、李松濤(2017)皆關注於基因食品議題的媒

體分析，謝君蔚、徐美苓(2011)指出，臺灣的基因改造報導多凸顯「科學領域專

家」與「政府官員」的觀點；新聞論述中最常見的框架化裝置是科學報告的描

述。而陳映均與李松濤(2017)分析基因改造的新聞框架，研究發現「公共課責」

是基改新聞中最常出現的框架類型，而在框架出現趨勢方面，「公共課責、採取

策略、經濟」框架數量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失控的科學」則呈現下降趨勢，其

他框架類別則會因該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而有不同的趨勢。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在媒體框架以及消息來源分析，較少探討不同媒體在報

導上的差異。楊意菁(2017)的研究探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時發現，《自由時報》

報導傳統能源的比例最高、《蘋果日報》比例最低。而《聯合報》相對於其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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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比較喜歡報導與企業有關的「核能」議題。而不同報紙對於新聞框架的呈

現亦有所不同，雖然不同報紙都以呈現「商業框架」為最多，但《蘋果日報》

比例最高。其他幾份報紙其次皆以「政治綠色」框架為報導角度，唯獨《聯合

報》傾向從「環境綠色」，也就是強調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角度來報導企業

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換言之，「商業框架」的差異並非存在於傳統一般報紙(《中

時》、《聯合》等)與財經報紙(《經濟日報》)之間，反而出現在《蘋果日報》與

其他報紙之間。而該研究也確認了，《蘋果日報》的媒體屬性在報導新聞或是環

境議題方面，的確與傳統一般紙媒有所不同。由此可知，不同媒體長期以來在

報導環境議題方面是否有所差異，的確值得進一步探索。 

從國內環境傳播相關研究可知，過去對於環境議題媒體報導的探討大多聚

焦在單一環境議題，也多從框架分析角度剖析，缺乏從多元環境議題以及長期

報導的角度探討之，因此本文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媒體報導量理論的重要概念及

相關研究。 

(二)媒體報導量理論與環境議題 

報導量理論是根基於議題設定理論與媒體關注理論，藉由探究媒體長期報

導以了解議題變化與公眾認知。媒體報導量多寡形成的媒體關注，會影響政治

議題與政策，也會影響議題倡議組織對於議題宣傳的策略選擇，以及倡議組織

的人員招幕。更重要的是，媒體關注可以影響民意，以及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問

題了解的廣泛論述(Andrew & Caren, 2010)。例如，2010 年英國石油漏油事故或

深水地平線漏油事件，又稱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此事件造成沿岸污染與經濟危

害，經由媒體的大量報導獲得公眾的關注。媒體不僅報導事件，更是承擔各種

消息來源的管道，並試圖影響公眾的態度(Cox, 2013)。 

Mazur (2016)的文章中指出，媒體報導量理論適用於探討能源或環境風險

之議題，其理論認為人們通常不會注意新聞版面的詳細內容，反之，他們會吸

收簡單的災害圖像，像是北極熊站在一個正在融化的浮冰上作為全球暖化的一

個象徵，或是在平流層上臭氧層的一個破洞等。相較於細節內容，人們比較會

受到版面報導量的影響，特別是重複的單一影像勝過詳細內容。而公眾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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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性活動以及政府所採取的防範措施之考量，會隨著新聞版面的報導量以及

顯著性而有所升降。 

Mazur (2016)進一步說明，相較於官方對於科學正確性或危害嚴重程度的

評估，新聞報導環境風險議題的版面報導量，是藉由「外部因素」來決定的，

例如新聞議題本身的顯著性，以及新聞記者與他們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大部

份國內或國際領域的環境風險議題，主要是藉由較大的新聞組織(像是主要報紙

《紐約時報》或是《華盛頓郵報》、通訊社《美聯社》以及電視網絡 ABC、NBC、

CBS 等電視台)向外(中小的、地方的新聞組織)延伸，達到議題共鳴效果。也就

是議題由建制媒介率先報導，爾後流向另類媒體之現象稱為議題「共鳴效果」

(Noelle-Neumann & Mathes, 1987)。並且藉由包含了政府與環境發言人等重要消

息來源，亦即掌握環境話語權的官方及權威訊息，來獲得媒體的廣泛注意。因

此，普遍公眾對議題關心的升降程度，以及政府的動作，皆可以追溯回主要媒

體版面報導量的起伏。當然，美國主要新聞媒體給予高版面報導量的風險議題，

經常會讓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採用，遠大於美國媒體採用其它國家大量報導的

環境議題。Mazur (1998)的研究即指出，在 1987-1990 年期間，美國大眾傳媒特

別關注之重要環境風險，包括：氣候變化、臭氧消耗、雨林破壞和物種滅絕。

這些危害成為美國環境風險議題上的重要問題，並且很快地影響其他國家也認

為這些議題是重要的。 

Andrew 與 Caren (2010)分析兩年來地方媒體對於 187 家地方環境組織社

會運動的大量報導，其研究發現，比較有資源的環境組織長期受到媒體注意，

但對抗性以及倡議新議題的環境組織，較少受到媒體關注。Mazur (2016)探討水

力壓裂法(fracking)爭議在 2010-2012 之間報導量的變化，研究發現該議題的報

導量在幾個重大事件中，如 2010 的災難事件，特別是反對水力壓力法紀錄片在

2011 年獲得奧斯卡提名，推升了該議題在媒體的關注度，獲得了媒體較大量的

報導。Brulle 等(2012)以 2002 年到 2010 年九年期間，從氣候事件、運動倡議以

及媒體報導量等角度探討氣候變遷議題的民意變化，其結果認為媒體報導扮演

影響民意認知最重要因素。同樣的，Corfee-Morlot 等(2007)也從報導量理論探

討氣候變遷議題在媒體公共領域的變化，研究者從 Lexis-Nexis 資料庫搜尋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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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06 年全球媒體對於氣候變遷，以及與氣候變遷相關極端事件的媒體報

導量。研究結果說明氣候變遷的新聞逐年增加，特別是 1997 年京都議定書、

2001 年美國退出議定書以及 2005 年美國卡翠納颶風，皆讓報導量顯著升高。

過去亦有學者從長期報導的角度探討不同國家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媒體關注，

Schmidt 等(2013)探討了 27 個國家從 1996 年到 2010 年對於氣候變遷的媒體報

導。研究指出，這些國家對氣候變遷的報導每年都在增加，不過各國對於氣候

變遷媒體關注度的增加程度還是存在著很大差異，例如對於《京都議定書》做

出承諾的碳依賴國家，其媒體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尤其高。另外該研究也指

出，媒體關注的數量，與其氣候政策有著相對應的關係。 

雖然媒體報導量理論也受到一些批評，比如 Gutteling (2005)認為媒體報導

量理論隱約具有媒體直接效果的思維，忽略公眾面對爭議性科技議題，其實會

用多元及平衡的認知來理解事件。但若從媒體關注角度來看該理論，的確可以

了解爭議性議題或環境科技與媒體關注之間的關聯。Mazur (1998, 2016)認為媒

體報導環境議題的數量，即代表媒體報導的顯著性，而大多數的閱聽人比較容

易被媒體顯著訊息量影響。此外，媒體報導量的分析，亦即從長期時間的觀點

探討媒體報導量的變化，更能有效探究議題的趨勢與變化，對於近年來才稍為

受到媒體關注的環境風險議題，則能更有效地瞭解環境風險議題如何受到社會

脈絡的影響，此乃瞭解環境議題是否受到關注的好方法。由此可知，媒體報導

量的分析實可用來了解環境風險議題在媒體報導的長期趨勢與變化。 

參、研究問題 

本研究從媒體報導量探討環境議題長期以來是否受到媒體關注，哪些議題

容易受到媒體關注？國內外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是否有所不同？據此提出

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1. 長期時間下，媒體再現不同環境風險議題在報導數量的趨勢變化為何？ 

哪些議題較受到媒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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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不同媒體再現環境風險議題在數量上的趨勢與變化為何？不同媒

體關注的環境議題，以及關注的趨勢是否有所差異？ 

3. 國內外媒體再現環境風險議題在數量上的趨勢變化為何？國內外媒體

關注的環境議題，以及關注的趨勢是否有所差異？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重點主要是從縱貫面角度，剖析媒體報導環境風險相關議題的關注

度(重視程度)，因此根據媒體報導量理論，從報紙資料庫搜尋長期新聞報導資

料，進行新聞報導量的趨勢分析。 

一、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研究採用資料庫媒體報導量分析方法剖析報紙新聞，平面媒體將以閱報

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由於本研究焦點在於環境風險議題，

而環境與經濟發展經常位於天平的兩端，許多環境議題經常牽涉到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的兩難，因此除了選定一般報紙外，另增加選擇財經報紙，以便能完

整窺探報紙長期以來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程度。一般媒體的部份，考量到媒體

資料庫的完整性，最後選定國內三家報紙媒體分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

與《蘋果日報》。1財經媒體的部份，根據「潤利艾克曼公司」媒體大調查報告顯

示，《經濟日報》為全臺灣民眾最常閱讀之第 5 名報紙，也是唯一一份進入前 5

名之財經報紙(媒體大調查報告，2020)，因此本研究立意選取《經濟日報》為財

經報紙的代表。最後選定國內四家報紙媒體分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

《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其中《蘋果日報》2003 年開始於臺灣發行，《中

 
1 傳統四大報的《自由時報》於研究期間，未提供資料庫檢索，而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

環境議題，並非政治議題，因此是否納入不同意識形態的媒體並非必要考量。再加上新

聞的分析以「量」為主，並未探討新聞實質內容，故媒體意識形態的不同在本研究並非

重點，因此最後未將其納入。 



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與長期報導量分析 

13 

國時報》的資料庫資料起始於 1995 年，因此這兩家報紙的分析起始年度與他報

不同。Eyck 與 Williment (2003)探討記者報導與食物和醫學有關的遺傳學問題，

他們分析了《紐約時報》(1971-2001)和《華盛頓郵報》(1977-2001)的 2700 多篇

文章，其中《華盛頓郵報》的部份也因資料庫未收錄 1971-1976 之間的資料，

因而兩份報紙為不同的起始點。再加上雖然資料庫的起始年份不同，本研究於

資料分析時，是以各家報紙本身對環境議題報導量的排序來進行分析，因此年

份的不同不會影響資料分析的意義。 

另為了瞭解國內外媒體對於環境議題報導是否有所差異，另外選擇美國主

流媒體報紙《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進行國內外報紙與環境議題媒體關

注之比較。國內外新聞比較的部份，由於中文綜合性報紙資料庫，以《聯合報》

最為完整，再加上《聯合報》向來對於環境議題的報導較為重視，因此選擇臺

灣《聯合報》以及美國報紙《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兩大報進行比較分析。 

二、樣本搜尋與期間 

新聞樣本的搜尋方式，將先確定搜索之環境議題，再進行媒體報導量搜尋。

本文根據李美慧(2017, p. 95)對於新興環境議題的討論，整理出新興環境議題包

括：(1)根據科學理論與證據，提出環境可能發生的變化；(2)廣泛被探討的問題，

但仍未有明確的政策因應此問題；(3)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意外災害或損失，例如

工業意外或化學物質的影響；(4)新科技或新產業，以及新的社會文化變遷影響

下所造成的環境問題。由此可知，環境議題泛指人類過度利用環境的結果往往

衍生出許多環境問題，其中有一些問題具有爭議性，並無一致的看法，以上皆

可稱之為環境議題或環境論題(黃朝恩，1995)。因此本研究認為環境議題包括環

境自然、人為以及科技造成的各種問題。除了根據環境議題的內涵外，本研究

亦參考各環境機構對於重大環境議題的認定與整理，做為本研究選擇環境議題

的基礎。 

環境議題的確認透過以下幾個方式：(1)與環境相關文獻的檢閱，整理出重

大的環境議題；(2)環境資訊中心成立以來，每年皆會進行十大環境議題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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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3)地球公民通訊、綠色和平年度報告、世界地球日報告以及 CSR 永續報

告平台，每年都會整理重大環境議題。本研究搜集上述相關資料再進行彙整後，

整理出 10 大環境議題，中英文關鍵字包括「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基因

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核能」(nuclear energy)、「塑化劑」

(plasticizer)、「節能減碳」(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水資源」(water 

resources)、「水污染」(water pollution)、「食品安全」(food safety)、「糧食危機」

(food crisis)、「空氣品質」(air quality)等十大環境議題。接著再以其關鍵字，從

報紙資料庫輸入關鍵字，例如以「氣候變遷」、「核能」、「空氣品質」或是「塑

化劑」等幾個重要環境議題關鍵字，尋找這些關鍵字每年新聞報導的數量，臺

灣報紙資料庫輸入中文關鍵字，美國報紙則輸入英文關鍵字。此部份將單純進

行報導量分析，不進行深度的內容分析，其目的是為了系統性地了解與環境有

關的風險議題，在媒體報導的長期趨勢與數量變化。 

雖然環境議題，恐無法單純以某一個關鍵字來代表，例如氣候變遷過去經

常被稱為「全球暖化」，抑或是食品安全亦與食安危機有關，但考量輸入多重類

似意涵的關鍵字反而容易找出太多相同或是重覆的新聞報導量(例如同一篇新

聞同時提到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這時這一篇新聞反而被代表了二次新聞量)，

以及考量過去媒體報導量的學術研究即以議題的單一關鍵字進行樣本搜尋，因

此本研究只能依據較常使用的議題關鍵字(如上述相關環境組織較常使用的議

題名稱)做為本研究的關鍵字探討。 

至於搜尋的時間，由於媒體報導量分析之重點在於長期趨勢意涵，例如楊

意菁(2017)的研究探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即考量 1997 年京都議定書奠定了限

制排碳減緩全球暖化的論述基礎，以及氣候變遷議題在經歷卡翠納颶風、高爾

《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的發行、國際氣候會議的宣示之下，氣候變遷議題

開始受到媒體以及社會的關注(Boykoff, 2007)，因此該文以 1997 至 2017 年之

間 20 年的時間，做為報導量搜尋期間。參考楊意菁(2017)的研究期間外，本研

究特別回推 10 年，亦即從 1987 開始至 2017 為止，每兩年抽取一年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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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選取 16 年樣本2，進行橫跨 30 年的報導量分析，本研究總共搜尋到 113,232

篇新聞量。 

伍、研究發現 

一、媒體再現不同環境風險議題在長期時間下的趨勢

變化 

Djerf-Pierre (2012)指出環境新聞報導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它的波動，在

過去的 50 年中(1961-2000 年)，新聞對環境的關注產生了很大的變化。1960 年

代，環境新聞的數量很低，但此後卻呈現出典型的波浪狀模式。1979、1986 和

2007 年是歷來最高點，而 1982、1991 和 1999 年則是注意力曲線的最低點。本

研究的研究期程與該研究不同，但的確也看出環境議題的高低起伏與變化。 

從 1987 年至 2017 年，四家國內媒體與一家國外媒體，以整體報導數量來

看(表 1)，「核能」議題獲得最大的媒體報導量，共有 20136 則新聞。其次依序

是「水資源」(18567 則)、「氣候變遷」(15317 則)、「空氣品質」(14671 則)、以

及「食品安全」(14406 則)，以上這些議題都獲得了 1 萬則以上的報導量。相反

的，最少被報導的議題則依序是「基因改造」(1265 則)、「塑化劑」(3788 則)、

「糧食危機」(7305 則)、「節能減碳」(7989 則)以及「水污染」議題(9788 則)。 

「核能」議題從 1987 年以來，每個年代出現的報導量皆不少，其中 2011

年獲得最高的報導量，共有 2482 則新聞量。該年 3 月 11 日正好發生福島核災

事件，全球各地皆關注此一議題，因此將報導量推到了高峰。「水資源」議題於

1987 至 1993 年間報導量未超過 1000 則，1995 年開始報導量增多，於 2015 年

 
2 國外報導量相關研究或許因為環境事件或是資料呈現的考量，大多選取 20 年內期間

進行研究，例如 Brulle et al. (2012)分析 2002 年到 2010 年間(9 年)，Corfee-Morlot et al. 

(2007)分析時間為 2003-2016(13 年)，Boykoff (2007)的研究期間為 1997 至 2017 年之間

共 20 年。而本研究希望此次多元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析能將時間拉得更長，以便能夠

窺探出較多的趨勢變化，但考量資料整理的呈現宜簡潔有力，以及考量以系統兩年抽一

年的方式即可看出報導量的變化與趨勢，因此決定以兩年抽取一年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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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高峰，這一年剛好臺灣發生旱災缺水危機。「氣候變遷」議題很明顯的，在

2007 年之後明顯增多，2017 年達到了高峰，達到了 3024 則新聞量。「空氣品

質」一直都是媒體報導的焦點，但是 2015 年來更受到媒體關注，2017 年則是

達到了最高峰。其實 2010 年台中空污就已經「紫爆」，但當時「媒體、官員、

社會大眾都認為這些只是『霧』，完全沒思考霧霾的可能性，」(蘋果日報，2018)。

換言之，臺灣的空氣汙染早已存在，然而在早期 PM2.5 懸浮微粒常被當成霧，

直到 2015 年左右，民眾才逐漸意識其問題與嚴重性。「食品安全」 

 
表 1 不同年代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析 

 
氣候

變遷 

基

因

改

造 

核能 

塑

化

劑 

節

能

減

碳 

水資

源 

水

污

染 

食品

安全 

糧

食

危

機 

空氣

品質 

1987 246 10 886 0 17 377 544 336 243 398 

1989 312 2 1164 2 45 464 964 391 299 847 

1991 260 1 1318 6 26 633 804 399 436 651 

1993 200 3 1139 0 22 681 517 393 283 637 

1995 258 4 1203 6 18 1172 552 459 241 1224 

1997 340 8 1135 4 39 936 551 494 288 997 

1999 290 60 1056 7 9 1297 584 588 493 872 

2001 431 171 1336 4 32 1603 822 670 396 1057 

2003 378 130 1271 3 22 1629 604 697 365 923 

2005 540 130 1045 12 27 1394 629 827 450 894 

2007 1600 94 1218 8 122 1526 672 1071 387 1147 

2009 2404 92 977 12 2433 1242 386 955 743 710 

2011 1450 72 2482 2718 2047 1333 499 1340 779 630 

2013 1346 160 1881 659 1347 1246 591 2347 538 791 

2015 2238 249 1061 243 1082 1742 598 2167 647 1423 

2017 3024 79 964 104 701 1292 471 1272 717 1470 

總

數 
15317 1265 20136 3788 7989 18567 9788 14406 7305 1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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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早期較少受到媒體關注，受到近期多件食品安全事件影響，2013 年大受媒

體關注。「水污染」議題在媒體出現的報導量，長期以來保持持平。 

至於較少受到關注的議題中，「基因改造」議題長期以來都不是媒體版面

的寵兒，即便 2015 年最多的報導量也只有 249 篇；「糧食危機」與「水污染」

議題在媒體出現的報導量，長期以來保持持平；「塑化劑」議題早期報導量較少，

其後媒體報導稍多，不過「塑化劑」議題只有在 2011 年獲得較大量的報導；「節

能減碳」早期報導量較少，在 2009 年以後開始較大量的報導，該議題受到重視

也與前述氣候變遷議題有著連動的關係，因此近十年來成為媒體主要關注的議

題，不過這兩年關注度又有下降之趨勢。 

二、國內不同媒體再現環境風險議題的趨勢與變化 

國內四家報紙，雖然《蘋果日報》的資料只從 2003 年開始，《中國時報》

則是從 1995 年開始，但整體來看，《聯合報》仍是四家臺灣報紙媒體中，報導

環境議題最多的紙媒，共有 22210 則新聞，《中國時報》次之(16803 則)，接下

來是《經濟日報》(14720 則)以及《蘋果日報》(4979 則)(詳見表 2)。  

若以國內各媒體長期以來較注重之環境議題來看，考量報紙分析的年限不

同，故本研究以排序方式整理關注度（詳見表 3），亦即單純整理該報長期以來

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度（議題的排序），並非進行報紙之間的數量比較。其中最

受到矚目的前三大議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分別是「水資源」、「核

能」以及「空氣品質」，最少關注的最後二個議題都是「基因改造」與「糧食

危機」，倒數第三個受到關注的議題，《聯合報》是「塑化劑」，《中國時報》

則是「水污染」；商業報紙《經濟日報》長期以來最為關注的議題是「節能減

碳」，其次依序是「核能」以及「水資源」，比較少報導的議題則是「基因改

造」、「糧食危機」以及「塑化劑」。《蘋果日報》報導的環境議題與其它報

紙有著較大的差異，最多的議題是「食品安全」，其次是「空氣品質」、「核

能」與「塑化劑」，較少報導的議題則與他報差不多。由此結果看來，以商業

經濟為導向之《經濟日報》，其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主要扣連與產業有直接關

連的「節能減碳」議題，而《蘋果日報》則呼應社會大眾消費取向與民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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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安全」與「空氣品質」，與《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兩家報紙媒體

關注的議題稍有不同。 

 

表 2 國內不同報紙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析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氣候變遷 1661(7.5%) 1164(6.9%) 455(9.2%) 1280(8.7%) 

基因改造 397(1.8%) 351(2.1%) 185(3.7%) 180(1.2%) 

核能 4235(19.1%) 3057(18.2%) 763(15.4%) 2933(19.9%) 

塑化劑 1382(6.2%) 986(5.9%) 566(11.4%) 541(3.7%) 

節能減碳 2215(10.0%) 1318(7.8%) 562(11.4%) 3074(20.9%) 

水資源 4582(20.6%) 4618(27.5%) 505(10.2%) 2286(15.5%) 

水污染 2568(11.6%) 837(5.0%) 11(0.2%) 946(6.4%) 

食品安全 2036(9.2%) 1582(9.4%) 1038(21.0%) 1338(9.1%) 

糧食危機 156(0.7%) 98(0.6%) 31(0.6%) 109(0.7%) 

空氣品質 2978(13.4%) 2792(16.6%) 831(16.8%) 2033(13.8%) 

總數 
22210 

(100%) 

16803 

(100%) 

4947 

(100%) 

14720 

(100%) 

 

表 3 國內報紙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度排序 

關注的議

題順序 

《聯合報》 《中國時報》 《經濟日報》 《蘋果日報》 

第 1 水資源 水資源 節能減碳 食品安全 

第 2 核能 核能 核能 空氣品質 

第 3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水資源 核能 

第 4 水污染 食品安全 空氣品質 塑化劑 

第 5 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 食品安全 節能減碳 

第 6 食品安全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水資源 

第 7 氣候變遷 塑化劑 水污染 氣候變遷 

第 8 塑化劑 水污染 塑化劑 基因改造 

第 9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 

第 10 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 基因改造 水污染 

 

 

 



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與長期報導量分析 

19 

三、國內外媒體再現環境風險議題上的趨勢變化 

由於綜合性報紙只有《聯合報》報紙資料庫訊息最完整，因此本研究選取

《聯合報》與《New York Times》兩報進行比較，藉此了解國內外媒體報導環

境議題的異同(表 4)。 

即便《聯合報》已是國內報導環境議題最多的紙媒，但與《New York Times》

相比，整體的報導量明顯少於國外媒體(《聯合報》為 22210 則新聞、《New York 

Times》為 53887 則)(詳見表四)，由此可知，國外媒體較為關注環境議題。兩報

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長期以來的確有所不同。由表四可知，「氣候變遷」議題

長期以來受到國外媒體很大的關注，報導量最高。即便臺灣近幾年來，對於該

議題已多加報導，但是與國外相比，以及多元議題相互比較之下，「氣候變遷」

議題在臺灣媒體報導量排序到第七。另外，《New York Times》相對較重視「糧

食危機」議題，排序第四，《聯合報》的報導量則敬陪末座。相反的，「水資源」、

「空氣品質」與「水汙染」議題在臺灣受到較大的關注，排序分別是第一、第

三與第四，國外媒體排序則為第五、第六與第七。唯一國內外媒體同樣關注的 

 

表 4 不同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報導量 

 聯合報 排序 New York Times 排序 

氣候變遷 1661(7.5%) 7 10705(19.9%) 1 

基因改造 397(1.8%) 9 144(0.3%) 9 

核能 4235(19.1%) 2 9064(16.8%) 2 

塑化劑 1382(6.2%) 8 16(0.0%) 10 

節能減碳 2215(10.0%) 5 780(1.4%) 8 

水資源 4582(20.6%) 1 6483(12.0%) 5 

水污染 2568(11.6%) 4 5378(10.0%) 7 

食品安全 2036(9.2%) 6 8379(15.5%) 3 

糧食危機 156(0.7%) 10 6901(12.8%) 4 

空氣品質 2978(13.4%) 3 6037(11.2%) 6 

各報報導總數 22210(100%)  538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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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即為「核能」議題，皆排序第二，由此可知，「核能」為國內外媒體普遍

認為重要的環境議題。 

另外兩報從 1987 年到 2017 年各別議題的趨勢圖來看(圖 1)，除了「基因

改造」、「塑化劑」、「節能減碳」議題外，《New York Times》對於其它議

題的報導量皆多於《聯合報》。趨勢變化除了「氣候變遷」與「基因改造」二

議題，國內外媒體報導量的趨勢較為類似外，其它議題的報導趨勢則較不相同。

但「氣候變遷」議題的報導量明顯多於「基因改造」許多，而「氣候變遷」則

是美國報紙報導量最多的環境議題。Mazur (2009)的研究指出，1986 年到 2007

年間有關全球暖化的報導，所有國家同時出現報導量的高峰時期有三個時期，

首先是 1988 年至 1992 年，第二次是在 1997 年，最後一個明顯的上升幅度出現

在 2006 年和 2007 年，比對本研究結果與過去 Mazur 的研究結果差異不大。而

Boykoff 與 Luedeck (2016)的研究則指出，美國菁英媒體如《New York Times》

或《The Guardian》等引領潮流的報紙，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在 2009 年達到迄今

為止的最高水平。當年歐巴馬(Barack Obama)上任，將氣候變化作為美國政治的

中心問題，並參加了 2009 年底的哥本哈根峰會，都讓該議題受到美國媒體大量

的關注，而本研究結果同樣指出了「氣候變遷」於 2009 年在美國媒體的報導量

達到第一次小高峰，2017 年達到最高峰。 

「核能」議題，《聯合報》在 2005 年至 2009 年之間的報導量較低，直到

2011 才爬上高峰，但國外媒體對於該議題的報導一直處於高點，分別於 2007 年

以及 2011 呈現兩個高峰；「塑化劑」議題一直不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但是臺灣

媒體在 2011 年出現了大量報導；同樣的，「節能減碳」議題，《聯合報》於 2009

年大量關注此一議題，然後再逐年下降，但是《New York Times》一直持平報

導此一議題；「水污染」議題早年受到國外報紙的大量關注，但隨著時間的推

演，關注度也漸漸減少。「食品安全」議題，美國報紙的報導高點在 2007 年，

臺灣報紙則是從 2007 年開始報導量大幅度往上爬升，2013 年到達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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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美兩報對十大環境議題報導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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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與結論 

環境傳播與媒體之間的探討，雖然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投入，但較少從媒體

報導量理論觀點加以探索。國外已有多位學者專家以媒體報導量理論探討環境

議題(如 Mazur 等人)，而過去臺灣曾有學者探索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報導量分

析(楊意菁，2017)，但該研究並未探討重大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析。因此這次研

究探討重大環境議題的媒體報導量，必能提供學術研究了解整體環境議題在臺

灣與國外媒體長期以來的變化，以及關注程度的消長，提供學術研究、新聞實

務者以及環境教育者了解環境議題在傳播報導方面足與不足之處。以下說明本

研究的重要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重要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核能」議題獲得最大的媒體關注、「基因改造」則獲得

較少關注 

不少研究早已證實，新聞媒體不僅是民眾獲得環境風險資訊的主要來源， 

也是建構公眾對環境風險感知的重要管道，特別是災難風險發生時，媒體扮演

著訊息提供的重要角色(徐美苓，2015；Wilkins & Patterson, 1987)。以整體報導

數量來看，「核能」議題獲得最大的媒體報導量，其次依序是「水資源」、「氣候

變遷」、「空氣品質」、以及「食品安全」，以上這些議題都獲得了一萬則以上的

報導量。相反的，「基因改造」議題受到最小的關注，其次則是「塑化劑」、「糧

食危機」、「節能減碳」以及「水污染」。由此可知，臺灣媒體對於「核能」議題

從 1987 年以來，每個年代出現的報導量皆不少，其中 2011 年獲得最高的報導

量，共有 2482 則新聞量。該年 3 月 11 日正好發生福島核災事件，全球各地皆

關注此一議題，因此將報導量推到了高峰。易言之，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關注

度，隨著時間的不同，以及當年發生的重大環境議題，而有所變化。 

「核能」議題已成為媒體最為關注的議題，在臺灣，核四計畫自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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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開始籌建，並選定貢寮為最適合興建廠址至今，已歷經多年。期間社會各

界對於興建與否紛擾不斷，從 1985 年貢寮居民抗爭，政府決定暫時停建，到

1992 年解凍，1999 年正式動工興建，接著 2000 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宣布停建

核四，核四爭議再度浮上檯面。而在 2001 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 520 號解釋

後，核四又再度復工。以上的紛擾都讓「核能」議題變成媒體的焦點(鄭安授，

2019)。但鄭安授進一步指出，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 9.0 超級大地震之前，

反核聲浪曾經沉寂的十年之久(p. 30)。而從本次國內報紙對「核能」議題關注的

研究結果亦可看出，2001 年至 2011 年這段期間，的確是核能議題較少受到關

注的時期。 

2011 年日本大地震引發大海嘯，並引發福島核災後，媒體大篇幅的報導，

引發了國人對核電問題的普遍注意，也激起國人對國家整體核電政策的關心(鄭

安授，2019)，反核聲浪與運動再起。由此可知，核能議題長久以來從興建、廢

除以及重啟的爭議，以及日本大地震核災，皆推升了「核能」議題在媒體的可

見度，但反核運動也扮演核能議題受到媒體關注推波助瀾的角色。因此環境議

題若要引起媒體注意，環保運動或是倡議行動也是不可或缺的推手。 

另一個受到媒體注意的「水資源」議題，本研究與過去的研究有著類似的

發現，國內研究者林義晃(2003)針對《聯合》、《中時》、《自由》三大報進行內容

分析，研究結果指出環境新聞最主要的四項主題依序為「自然生態、景觀保育

與生態旅遊」、「垃圾與事業廢棄物」、「水資源及水污染」、「環境衛生與食品衛

生」。而該研究另外對民眾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最常看到的環境新聞報

導主題依序是「自然生態、景觀保育與生態旅遊」、「環境衛生與食品衛生」、「垃

圾與事業廢棄物污染及防治」、以及「空氣污染及防治」，「水資源保育及水污染

防治」主題則排序第五。雖然該研究為十多年前之研究，但仍可窺探得知，水

資源一直都是新聞媒體關注的環境議題，但是否同樣是人們關注的議題則有待

商榷。換言之，媒體關注的環境議題是否皆能成為人們心中的公眾議題，的確

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至於媒體最少報導之「基因改造」議題，將於下列

國內外媒體的比較中說明。 

而不同環境議題也可能在同樣的時間受到媒體關注，或是受到冷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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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節能減碳」、「水資源」以及「空氣污染」等議題，

都是近年來同時受到關注的環境議題。Djerf-Pierre (2012)分析 1961 年至 2010

年瑞典電視台公共服務新聞節目中所有環境問題的新聞報導，研究分析顯示，

不同環境議題的關注程度之間呈現正相關，媒體集中關注某一類環境問題，並

不會在新聞中排擠其他環境問題。相反的，媒體對某一類環境問題的興趣激增，

也引起了對其他環境問題的關注，比如最近十年來關於氣候變遷的辯論，即引

發了許多相關的環境問題，例如：節能、消費者選擇、交通和運輸、糧食生產、

農業和可再生能源。而 Quesnel 與 Ajami (2017)探討水資源與媒體報導的研究則

指出， 新聞媒體對 2005 年至 2015 年加州兩次旱災的報導即有所不同，較早的

旱災未受到媒體關注，後來的旱災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媒體關注。該研究

分析指出，由於較早的旱災正經歷美國歷史性的總統大選與經濟衰退，以致於

媒體並未將報導焦點關注於旱災及水資源。由此可知，環境議題與其它相關議

題具有共生拉抬，亦即獲得媒體同時關注的可能，也有可能受到其它重要社會

議題競逐，而無法受到媒體關注。  

(二)環境議題受到媒體關注與重大自然、社會事件有關 

「水資源」議題於 1987 至 1993 年間報導量未超過 1000 則，1995 年開始

報導量增多，於 2015 年達到高峰，這一年剛好臺灣發生旱災缺水危機。根據高

玉馨與王御風(2015)指出，2015 年上半年的缺水問題持續引起全國人民的關切

與注意，缺水危機近因為 2014 年臺灣各地秋冬以來降雨不佳，為自 1947 年以

來最嚴重旱災，因此「水資源」成為當年的重要環境議題(郭文平，2017)。「氣

候變遷」議題很明顯的，在 2005 年之前都不是媒體關注的環境議題，2006 年

高爾拍攝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影片引發大家對此議題的

關心，讓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議題成為美國繼人權運動、反戰運動之後的第三

大社會運動(Green, 2007)，因此 2007 年之後，該議題明顯增多，2017 年達到了

高峰，有 3024 則新聞量。 

「空氣品質」一直都是媒體報導的焦點，2011 年臺灣環保署發布「空氣品

質標準修正草案」(江盛，2012)，2016 年 12 月實施空氣品質新指標，以及臺灣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Quesnel%20K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Quesnel%20K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Ajami%20N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Ajami%20N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Ajami%20N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Ajami%20N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07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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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在 2017 年發起「反空污找藍天大遊行」活動(陳香蘭，2017)

等等，皆影響了空氣品質議題在臺灣媒體的曝光度。根據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

盟(2017/01/17)新聞稿指出，臺灣濁水溪以南的空氣品質與北臺灣的差距在

2008-2016 年持續擴大，並在 2017 年達到了差距最大的時刻，而這些社會脈絡

與政策制定，也造成了「空氣品質」在 2017 年成為媒體關注的重要環境議題。

「食品安全」議題早期較少受到媒體關注，但從 2008 年的毒奶粉、2011 年的

塑化劑、2012 年的瘦肉精、到 2013 年 5 月的毒醬油與毒澱粉事件，食安事件

讓全臺灣 22 處衛生局 357 人疲於奔命，8 月又爆發標榜天然酵母發酵、不添加

人工材料的「パン達人手感烘焙」麵包店，被踢爆廣告不實，使用多樣人工香

料等多件食品安全事件影響(關鍵評論，2014)，使得食品安全在 2013 年之大受

媒體關注。 

從媒體長期報導量的變化可以得知，重大自然事件、社會事件、重大環境

會議以及媒體倡議，都會影響新聞報導量的消減或增長，如同 Mazur (2014)的

研究指出，美國主要的新聞組織早期對於水力壓裂法議題只付諸少量的關心，

但發生在 2010 年 4 月的離岸深水地平線災難，促使紐約時報大量報導，並指出

用來提取頁岩層天然氣的水力壓裂法所存在之潛在風險。而隨著反水力壓裂法

的紀錄片《天然氣之國》宣傳成功，伴隨名人效應，使其在 2010 上半年的日舞

(Sundance)電影節贏得了影展獎項，接著於 2011 年獲得奧斯卡提名。這些事件

成功建構了水力壓裂法危害環境的有效形象，也讓該爭議在 2012 年獲得了所

有美國新聞組織之廣泛注意，更激起公眾高度關注水力壓裂法的潛在風險與利

益。 

國外學者探討瑞士地熱能源與媒體長期報導量分析指出，該風險議題受到

地震事件以及政治選舉投票而提升了報導量，反對地熱能源的聲量也因此提高，

因此媒體對於地熱能源議題報導量的多寡以及正反意見的消長，影響了民眾對

於議題重要性以及贊成與否的認知(Stauffacher, Muggli, Scolobig, & Moser, 2015)。

媒體關注以及報導量分析並非是要探討競爭論述的有效性，而是藉由聚焦於不

同面向的議題，如何在主要新聞媒體獲得大量報導，造成議題設定的效果，進

而解釋公眾對於風險訊息關心程度的起伏(Mazur, 2016)。因此，本研究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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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量的角度說明了幾個重大環境議題，除了瞭解議題受到關注的趨勢變化，

亦能瞭解環境議題、社會環境脈絡以及媒體關注之間關聯。 

(三)媒體屬性、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以及環境較育 

國內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不盡相同，其中最受到囑目的前三大議題，

《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分別是「水資源」、「核能」以及「空氣品質」，最少

關注的最後兩個議題都是「基因改造」與「糧食危機」；商業報紙《經濟日報》

長期以來最為關注的議題是「節能減碳」，其次依序是「核能」以及「水資源」，

比較少報導的議題則是「糧食危機」與「基因改造」。「食品安全」議題則是《蘋

果日報》報導最多的環境議題，其次則是關注「空氣品質」、「核能」與「塑化

劑」，較少報導的議題則與他報差不多。由此結果看來，以商業經濟為導向之《經

濟日報》，其對環境議題的關注，主要扣連與產業有直接關連的「節能減碳」議

題。根據楊意菁(2017)探討媒體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研究結果，《經濟

日報》不論是對企業溝通「能源」、「減碳」、以及「氣候變遷」的新聞量，明顯

都多於其它報紙，由此可知，《經濟日報》與企業及產業的關連較大。而近年來

因應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不少企業投入環境永續與節能減碳作為，或許因此

造就不少相關新聞出現在《經濟日報》。而《蘋果日報》則呼應社會大眾消費取

向與大眾生活有關的「食品安全」及「空氣品質」議題。 

媒體的不同屬性會影響報紙對於哪類環境議題的關注，「讀者是消費者」

這句話，經常出現在香港《蘋果》及臺灣《蘋果》創辦人黎智英的口中。黎智

英認為《蘋果》賣給讀者的新聞，必須是讀者「用得著」的新聞；新聞就是給

讀者消費的資訊，必須極度重視資訊的「實用性」，貼近讀者的生活(何旭初，

2007，p.256)。由上述結果可知，未來不同的組織若要透過媒體傳遞環境議題或

是進行環境教育，即可視所要傳遞的環境議題為何，尋找合適的媒體曝光。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環境議題框架成媒體感興趣的問題，Nisbet 與 Huge 

(2006)的研究指出，由於政治報導的空間比科學報導更大，因此當一個問題被定

義為與政治相關時，有關該議題的報導量隨之增加，換言之，當一個問題被成

功定義為具有政治意義時，政治記者更容易將該議題納入具有清晰爭議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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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中，自然較能受到媒體關注。因此相關組織(如企業)想要倡議與其經濟或是

產業具有密切關聯的環境議題，或是政府組織希望推動與經濟相關之環境議題

政策，則可框架其為產業經濟問題，即可受到《經濟日報》較大的媒體關注度；

但若希望該議題受到大眾關注時，則可將其框架為政治或是民生等有關之環境

議題，則可受到《蘋果日報》等一般媒體的關注。由此可知，雖然了解不同媒

體的屬性，有利於組織扣連環境議題與媒體曝光，但如何讓媒體認為該環境議

題具備新聞報導的價值，例如氣候變遷議題為何早期不受重視，但在高爾倡議

後即大幅提升其新聞報導價值，因此如何論述、框架以及倡議環境議題，或許

是環境傳播與教育未來更需要思考的問題。 

另外，Polman 與 Hope (2014)從「邊界對象」(boundary objects)的概念，也

就是讓互動雙方能夠直接對話與溝通的對象(類似中介的意涵)，指出媒介可以

扮演科學教育中介的角色。該研究並以行動(參與新聞寫作的行動)、興趣(目前

情境式的興趣以及長期一致的興趣)以及認同(認同自己為科學人)三個面向，探

討青年人參與協作 SciJourner 的科學新聞，可以培養青年人對科學的興趣、行

動力以及對科學的認同。雖然兩位學者研究的對象並非一般傳統媒體，在運作

科學教育上顯得較為容易，但大眾傳播媒體或是新聞報導除了扮演告知、改變

態度的環境教育角色外，的確可以思考如何扮演民眾對於環境議題的興趣、行

動、以及認同的中介角色，例如開闢專欄或是特闢環境專題，邀請社會大眾、

學生參與討論或是共同協作，即可提升民眾對於環境議題的參與及行動，跳脫

大眾媒體只能扮演告知的教育角色。 

(四)國內外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有所不同 

《聯合報》與《New York Times》兩大媒體比較，臺灣媒體《聯合報》整

體的報導量明顯少於美國媒體《New York Times》。兩報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

長期以來亦有所不同，「氣候變遷」議題長期以來受到國外媒體很大的關注，但

「氣候變遷」議題在《聯合報》報導量排序到第七。另外，《New York Times》

相對較重視「糧食危機」議題，排序第四，《聯合報》的報導量則相當稀少，兩

報之間的報導量差距頗大。相反的，「水資源」、「空氣品質」與「水汙染」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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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受到較大的關注，排序分別是第一、第三與第四。「核能」議題則是唯一

國內外媒體同樣關注的議題，皆排序第二，由此可知，「核能」為國內外媒體普

遍認為重要的環境議題。從兩報趨勢變化來看，除了「氣候變遷」與「基因改

造」二議題，國內外媒體報導量的趨勢與波動頗為類似外，其它議題的報導趨

勢則不相同。 

而「空氣品質」的議題，早期在美國較受到關注，臺灣卻是這幾年越來越

關注此問題。臺灣空污的問題雖然存在已久，但早期並未受到媒體關注，直到

2015 年左右，民眾才逐漸意識其問題與嚴重性。特別是中國知名記者及主持人

柴靜拍攝的紀錄片《穹頂之下》於 2015 年 3 月播出，討論中國空污問題，該

片播出後即遭中國政府封殺，但卻已在社交媒體上大量傳散，隨即在全世界及

臺灣發酵，也讓空污與 PM2.5 所造成的危害及因應防制措施引發關注，成為媒

體報導焦點(徐美苓，2019；Huang & Yang , 2019)。但為何美國媒體未如臺灣媒

體呈現大幅度的新聞增長，或許與該片討論的主要是中國霧霾問題，而臺灣地

理位置或是文化上與中國的相近性，以及中國霧霾對臺灣空污的實質影響，都

讓空污議題成為近幾年《聯合報》關注的焦點。 

而美國的《New York Times》長期以來一直相當關注「糧食危機」議題，

臺灣《聯合報》相對不重視。Djerf-Pierre (2012)分析 1961-2010 年間，總共 50

年的環境新聞議題，其研究指出新聞報導環境議題的三個高點分別是 1979 年、

1986 年、以及 1997 年。環境議題的變化則從 1960 年代對環境保護和殺生物劑

的關注，轉變到 1970 年代對工業污染和核電的關注；而 1980 年代初關注酸雨

問題，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則關注於糧食生產對環境的影響。由此可知，

糧食議題的確是國外媒體相對較為重視之環境議題。而糧食危機近年更是國際

上重大的環境議題，也是聯合國長期以來關心的議題，近期聯合國轄下的「世

界糧食計畫署」(WFP)也嚴正警告，我們的世界，正因瘟疫蕭條而觸發了「聖經

規模的糧食危機」。根據聯合國宣布全球十大饑餓之國，包括葉門、剛果民主共

和國、阿富、委內瑞拉、衣索比亞等國家(udn 轉角國際，2020)，這些國家主要

位在非洲或是中東，因此即有文章指出，除了氣候變遷加劇極端天氣導致糧食

危機外，他們發現地緣政治危機也是近年來糧食危機上升的主要因素(環境資訊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8%81%AF%E5%90%88%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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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電，2019)。但這些國家的新聞向來不是臺灣媒體關注的焦點，再加上臺

灣本身目前並未遭遇過嚴重的糧食危機問題，因此在媒體報導上相對較少，而

此也看出臺灣與美國對環境議題關注的視野差異。不過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推升了全球對糧食危機的擔憂(蔡語嫣，2020)，而這股全球關注的力量，是否可

以影響臺灣媒體未來對於糧食危機的議題多加關注，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索。 

另外從兩報自 1987 年到 2017 年的議題趨勢圖來看(圖 1)，除了「基因改

造」、「塑化劑」、「節能減碳」議題外，《New York Times》對於其它議題的報導

量皆多於《聯合報》。《紐約時報》的每週科學版塊―《科學時報》，向來即是科

學新聞界具有重要性和影響力的媒體(Clark & Illman, 2006)。《聯合報》雖然對

於環境與科學新聞的投入亦不遺餘力，例如 2009 年 12 月舉行的哥本哈根峰會，

《聯合報》便是平面媒體中唯一特別派記者前往進行第一手採訪的媒體(徐美苓、

楊意菁，2011)，但仍不及《紐約時報》擁有每週出刊的科學新聞內容，或許上

述的版性差異，仍會影響環境新聞出現的多寡。 

若從報導趨勢來看，「氣候變遷」以及「核能」議題，較符合 Mazur (2016)

提出美國主要新聞媒體給予高版面報導量的風險議題，經常會讓其他國家的新

聞媒體採用的論點，但「基因改造」、「塑化劑」、「節能減碳」以上三個議題則

呈現較為不同的樣貌。但為何這三個環境議題在美國報紙得到的關注較小，也

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塑化劑」議題在美國報紙出現較少關注，可能與本研究只

單純輸入「塑化劑」(plasticizer)關鍵字，並未輸入與其有關的 PVC 等關鍵字有

關，以致於搜出的樣本較少。但也可能跟國外社會對此一議題的關注較少有關，

畢竟臺灣於 2011 年曾爆發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而此與社會大眾食品安全有

關，因此受到媒體大量關注(食力網站，2019)。「節能減碳」議題在臺灣受到關

注，可能與臺灣將「節能減碳」議題構連氣候變遷有關，林子倫(2008)進行氣候

變遷論述分析即指出，氣候變遷論述在 2005 年到 2008 年期間主要是「節能減

碳論述」，因此臺灣媒體比起美國媒體更關注「節能減碳」。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則是「基因改造」議題，自 2000 年以來，科學家們透

過基因改造來提高作物的營養價值，並運用基改技術來降低病蟲害對農作物的

影響，例如基改玉米與基改黃豆等，相對地也造成社會大眾開始重視基改食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action/doSearch?target=default&ContribAuthorStored=Illman%2C+Debor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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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健康或生態環境所可能造成的風險與危害，因此國內、外的新聞媒體中，

常常可以見到針對基因改造食品安全問題的相關報導(陳映均、李松濤，2017)。 

但本研究結果卻發現，「基因改造」在眾多環境議題當中卻顯得相對最少，

特別是美國報紙的報導量明顯少於臺灣報紙。有趣的是，基改食品與美國本身

的關係密切，《關鍵評論》於 2017 年 07 月 13 日的一篇文章即指出，生技產業

的四大巨頭：孟山都、陶氏(Dow)、杜邦和諾華(現為先正達 Syngenta)，從 1995

到 2000 年間，給予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政黨軟性捐

款(soft money)，以及大額個人捐款等，總額超過三百五十萬美元，占了共和黨

政治獻金的四分之三，由此可知基因改造與美國的關係密切。而近幾年歐洲及

臺灣報導基改的新聞，不少是對基改的批判與質疑，例如陳映均、李松濤(2017)

指出基改新聞具有固定的論述模式，並以「進步、危害、問題解決」等三項框

架包裹呈現論述的核心，基改新聞最常使用 「公共課責」作為論述的開頭。但

這樣密切的關係卻讓基改食品在美國新聞獲得少量關注，或許是反基改行動在

美國並未如歐洲及臺灣受到關注，以及《紐約時報》較為偏保守及資本菁英的

立場，媒體較少扮演主動批判角色，於是媒體報導的聲量並不突出。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環境傳播與媒體之間的探討，雖然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投入，但較少從媒體

報導量理論探索多元環境議題，因此這次研究聚焦於多元環境議題的媒體報導

量，必能提供學術研究了解環境議題在臺灣與國外媒體長期以來的變化，以及

關注程度的消長。然而本研究亦有力有未逮之處，以下說明研究限制以及未來

研究建議： 

1. 環境議題相當多元，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以及資料整理出來的十大環

境議題，無法涵蓋所有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難免遺漏一些重要環境議

題。首先，有些環境議題可能包含不同的關鍵字，也就是說單一「關鍵

字」或許無法含納該議題的所有新聞，因此以主要關鍵字搜尋的結果，

難免忽略一些與該議題相似概念的新聞報導；再者，某些關鍵字可能可

以探討不同面向的問題，或是與關鍵字本身無太大關聯，前者例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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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造」關鍵字搜出來的新聞，可以討論基因改造作物或是醫學問題，

又或是以「核能」關鍵字搜出來的新聞，可說明某「核能」單位發生了

某些社會事件(非環境事件)，因此關鍵字搜尋方式，無法區別由關鍵字

搜出新聞的內容差異；第三，本研究是針對主要的環境議題進行分析，

但每一個環境議題仍有與其相關的重要字詞，如「氣候變遷」與「全球

暖化」、「暖化」等字相關，未來研究可針對這些相關字詞進行深度分析。

最後，由於英文的關鍵字主要以中文關鍵字翻譯而來，因此環境議題的

代表性稍有限制。 

2. 本次研究有些媒體的資料庫並不完整，例如《中國時報》，早期的資料

不完整，以及《蘋果日報》發行時間較晚，以致於無法列入中外媒體的

比較分析，只有《聯合報》資料庫提供長期完整的資料量可供分析，因

此國內外比較，只能以《聯合報》為代表。而《聯合報》與《經濟日報》

屬同一集團，其新聞選擇角度與立場或許較為雷同。再者，跨國的比較

探討，本研究只選擇美國一個國家，恐無法深度了解台美媒體報導的差

異，究竟是「媒體文化」差異所致，還是台美「環境文化」差異所致，

因此建議未來可以進行較多國內外媒體的比較，或是納入不同亞洲國

家媒體，探討不同國家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媒體關注，深入探討跨文化

在環境報導可能產生的問題。 

3. 媒體關注環境議題對於環境教育具有正面影響，而葉欣誠(2017)探討環

境教育以及環境永續教育的文章指出，傳統框架將氣候變遷視為一種

環境議題，並且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注意，基本上已經假設大家都關心環

境議題，但其實不見得如此。若能使用新式框架來表達氣候變遷，譬如

將其框架為一公共衛生(個人 健康)議題、安全議題、宗教/道德議題，

或經濟議題，則拉進環境議題與人們的直接利害關係，人們對於環境議

題的接受可能性變大(葉欣誠，2017，p. 82)。因此，本研究只就媒體報

導量層面來說明該現象，無法深度了解媒體如何報導環境議題以及建

構環境論述。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從內容分析或是論述建構的角度，探討

多元環境議題在媒體所呈現的異同。或是以某一環境議題為例，探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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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媒體報導的關注度及媒體再現論述的問題。 

4. 本研究探討傳統紙媒對環境議題的報導，的確可以了解長期以來媒體

對環境議題關注的變化，不過目前是新媒體時代，社會大眾對於媒體的

使用習慣已不再是報紙媒體，因此本研究的結果無法推及現代新媒體

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內容。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網路出現後，新

媒體或社交媒體對於環境議題關注的變化及趨勢，應能補足本研究的

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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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quantity of coverage theory was applied for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reported by print media. A total of five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spapers from 1987 to 2017 (United Daily News, China Times, Economic Daily News, 

Apple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were analyzed for discussing about media 

at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uclear energy”, “water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were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have long been the 

focus of newspaper media. The least reported issues were “food crisis” and “genetic 

modification”. The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by the four domestic newspapers 

was also different. United Daily News and China Times focused more on “water 

resources”, “nuclear energy” and “air quality” related issues, while the Economic Daily 

News focused more o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focu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reported by Apple Daily was “food safety”,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Comparing the domestic media, United Daily News, with the foreign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it was found that Taiwan press had significantly less coverage than 

foreign press. The two newspapers also differed in their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receiving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from foreign media 

for a long time. Except for “genetic modification”, “plasticizer” and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which received more coverage in the domestic newspapers, all other 

issues received less coverage than in the foreign media. The only issue of equal interest 

to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was related to “nucle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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