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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台灣愛滋新聞報導精要分析

林宜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摘 要

由於媒體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社會教育來源，大眾絕大多數皆於

新聞媒體而知道、探問、和接觸 HIV/AIDS 議題。長久以來，公共部

門和 NGO 一直發起為數眾多的活動，以提高民眾的愛滋意識和減少

民眾感染機率。不同措施已經採取，已消除不利於愛滋感染者的污名。

在這份報告中，新聞片段利用做為主要研究素材，齊備分類為八

大種類並予以統計分析之。總共有 730 則台灣愛滋新聞樣本進行全市

和分析。這份報告主要是為了呈現閱聽眾透過新聞媒體所建構的愛滋

議題的意象，此份報告同時比較正面語氣新聞篇章與負面語氣新聞報

導。

此份報告的結論指出，民眾的感染率或許有機會透過新聞的傳散

教育而減少，然而長期不利愛滋感染者的污名，卻不會因為新聞呈現

而改變。

關鍵字：愛滋/愛滋病、愛滋新聞、新聞分析

前 言

台灣於 1986 年診斷發現第一位本國籍愛滋感染者，迄今累計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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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萬六千餘名；期間適值台灣社會邁入媒體時代，大眾傳播媒體以

潛移默化或集中轟炸的優勢力量，對社會文化的遞嬗造成深遠的影響。 

在愛滋相關報導部分，其疾病本質導致報導長期由醫事專業與公

衛專業領導，再與台灣早期的愛滋防疫政策相結合，形成以「性羞恥

[3]」為中心的防疫策略，絕大多數的愛滋感染者對於「現身(come out)」

充滿畏懼與抗拒[4]，但這並不導致媒體報導缺乏素材，相反的，在主

體缺席的狀況下，出現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愛滋報導反而越來越多，報

導版面由「醫藥/保健/養生/健康生活」延伸至「社會/萬象」、「綜合/

社團公益」、「寰宇/國際」、乃至「副刊」、「評論/民意論壇」等等。 

至 1999 年底間，台灣媒體報導愛滋相關新聞大約可以區分為六個

時期[11]，分別是：西方進口的外來疾病期(1984 年底-1985 年中)、男

同性戀者的疾病(1985 年中-1988 年底)、入侵家庭期(1988 年底-1991

年中)、南亞/東南亞進口的外來疾病期(1991 年中-1993 年初)、認同轉

變期(1993 年初-1996 年底)、爭取人權期(1996 年底-1999 年底)，報導

主題趨勢的變化，映照著愛滋議題的複雜與多元，此後，社會人文學

界逐步出現關於愛滋報導或傳播效益的研究1。 

本研究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權

促會』)主持，以愛滋感染者自身為組織主體，以協助愛滋感染者維護

並爭取應有之基本人權為立會宗旨，協助在醫療、隱私、工作、就學

等權益受損的愛滋感染者，同時投入愛滋議題的法律與政策監督，期

待政策系統能發揮鉅觀層次的效益。 

為更貼近社會大眾所認知的愛滋現實，權促會每日收集媒體愛滋

相關報導，自 2002 年起，每年年底固定邀集民間關懷愛滋組織，共同

票選「年度五大愛滋事件」，以為呈現、檢討、記錄與展望；2008 年，

 
1 按：愛滋研究向來集中於醫學界，此容或立基於其病毒本質，卻造成其他社會層次的觀察發展遭

到限縮的事實，諸如：社會學界、法律界、經濟學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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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促會援引《愛滋病與媒體》(徐美苓，2001)對愛滋報導的分類模式2 

[2]，對 2008 年 01 月 01 日至同年 12 月 10 日間的台灣愛滋報導予以

分類統計，並嘗試對統計結果提出發現與建議，期待媒體在愛滋防治

工作中發揮傳遞正確知識與解構污名的正面力量。 
 

文本選取與分析方法 

一、文本選取 

本研究以權促會收集之台灣地區 2008 年的媒體愛滋報導為分析

材料，材料來源以平面媒體報導為主，共有：中國時報、聯合報、自

由時報、聯合晚報、與蘋果日報，以及公務機關發送之愛滋新聞稿件，

如：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戰情中心、台北縣衛生局

等，另有極少量之電子媒體報導共同計入。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為盡量忠實呈現台灣本地的愛滋事件與報

導，本研究的樣本不包含同樣材料來源所報導之國際愛滋新聞(按：本

研究將中國港澳劃為國際區域。)，例如：2008 年諾貝爾醫學獎相關

報導3。 

二、文本分析 

本研究以上述方法共收集 20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間，

總計 730 則台灣愛滋新聞報導，參考徐書愛滋新聞分類原則(防治工

作、宣導活動、個案報導、愛滋病相關研究、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

態度、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權益、其他等七類4)，並將徐書中納於「其

他」類之「社會事件」單獨提列為第七類5，以總計八大類為分類原則，

 
2 頁 074 至頁 075。 
3 2008 年諾貝爾醫學獎由巴爾‧席努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蒙塔涅(Luc Montagnier)、楚

爾豪森(Harald zur Hausen)共同獲獎，法國科學家巴爾‧席努西與蒙塔涅兩人在 1980 年代初期

發現愛滋病毒，德國科學家楚爾豪森因為發現子宮頸病毒，共同榮獲 2008 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4 各類別所指涉之具體報導類型，請詳見「2008 年台灣愛滋新聞分類統計表」。 
5 本研究中，徐書之「其他」類順推為第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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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730 則報導一一分類編碼，以基礎描述統計為方法，對統計最多量

的前三類報導類型提出「正/負面報導主題與交互效應」分析，藉以呈

現 2008 年台灣愛滋報導之主要趨勢，以為各界媒體合作計畫與愛滋教

育政策參酌。 

 

研究結果與綜合討論 

一、2008 年台灣愛滋新聞分類統計結果 

表一、2008 年台灣愛滋新聞分類統計表 

新聞分類 累計報導

則數 

1.防治工作(主要分為四種項目)： 150 

(1)愛滋病的防治有關工作，例如：法令政策、經費、獄政管理、

校園管理、提供/宣導使用保險套等。 79 

(2)愛滋病疫情，例如：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人口學變項、感染趨

勢、流行地區及未來演變。 22 

(3)愛滋病的相關義務/責任，例如：一般人/家庭/社區/政府之責任

歸屬、救助落後國家、合作抗愛滋等。 28 

(4)篩檢相關議題，例如：捐血、輸血與篩檢方式。 21 

2.宣導活動：指針對愛滋病防治的宣導活動與相關知名人物的報導，

包括：記者會、研討會、影展、戲劇、比賽、有獎徵答以及抗愛滋

代言人與其他知名人物的報導等。 
170 

3.個案報導：針對與愛滋病議題相關所作的個人或社群報導，例如：

罪犯、同性戀、靜脈毒癮注射者、社會大眾、義工、團體等。 15 

4.愛滋病相關研究：指與愛滋病防治有關的醫學研究，例如：愛滋病

的醫學科技、感染途徑、醫學知識、傳染源、藥品等。 71 

5.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態度：指一般人、醫護人員或親友對愛滋病

患的態度。 17 

6.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權益：例如：就業權、醫療照顧與服務、隱私

及病情保密權、性別差別待遇、接受心理輔導等。 19 

7.社會事件 218 

8.其他：指不適於歸類於前述項目中。 70 
 



 

 第 25 卷／第 3 期 183 

統計結果顯示，2008 年，最常出現在台灣媒體版面的愛滋新聞報

導類型，依序是：社會事件(218 次)、宣導活動(170 次)、防治工作(150

次)、愛滋病相關研究(71 次)、其他(70 次)、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權益

(19 次)、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的態度(17 次)與個案報導(15 次)。 

前三類最大量之報導類型合計共有 538 則，佔總則數的 74%，我

們認為有必要對這幾類報導進行更深入的傳播效果分析，釐析這些報

導究竟提供哪些具體的訊息給閱聽者。 

以下，我們將有兩個特別分析，其一是針對「社會事件」類所報

導者，提出更具體的內容分析；另一部分，則是嘗試對前三類最大量

報導之內容進行「正/負面報導」歸類，列舉報導具體事件，以資檢驗

正、負面報導所傳遞訊息是否得到相互平衡的效果，抑或相互拉扯。 

具體言之，透過前述兩個特別分析，我們希望呈現，媒體同時釋

放之正面與負面的愛滋報導，其具體內容為何，及其所產生的訊息效

果為何。 

防疫工作, 150,
21%

宣導活動, 170,
23%

社會事件, 218,
29%

其他, 70,
10%

民眾態度, 17,
2% 相關研究, 71, 

10%

個案報導, 15,
2% 

權益議題, 19,
3% 

 
圖、2008 年台灣愛滋新聞報導類型統計結果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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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事件」類報導分析 

「社會事件」報導的高比例，是否代表這類新聞的被閱聽機率也

偏高，本研究因無針對閱聽群眾進行調查，不能予以評論。然而，就

閱聽者而言，確有較多機會、且能夠較頻繁接收的愛滋訊息屬此類。 

針對「社會事件」類報導，我們發現，相較於其他類別的愛滋新

聞，這類報導的方式側重單一事件本身(what happened / daily routine)

的描寫，較多採用描寫故事情節的報導手法，報導內容包含較多對話

(conversation)，較常強調事件人物有愛滋(無論愛滋是否有關事件本

身)，但並不提供正確愛滋知識，通常也不釐清引用對話所涉及的錯誤

愛滋訊息，(有時候甚至是特別予以強調的)，其效果便是加深或強化

民眾對愛滋的負面印象，我們認為，這與此類報導呈現的共同性有關： 

1.「戴帽式報導」：強迫連結事件/主角人物與愛滋的關係，或放大/強

調事件主角為愛滋感染者。 

例：「衰事連連 愛滋病患當眾自殘」(聯合報，2008 年 01 月 04 日)；

「偷車出車禍 愛滋男被逮」(中國時報，2008 年 01 月 12 日)；「破

電纜竊案 三賊全染愛滋」(自由時報，2008 年 01 月 22 日)；「矽利

康封門 愛滋男燒炭亡」(中國時報，2008 年 02 月 27 日)；「竊嫌罹

愛滋 嚇壞警員」(中國時報，2008 年 04 月 06 日)；「愛滋毒販 搶超

商」(中國時報，2008 年 04 月 26 日)；「愛滋男女車禍 嚇壞處理員

警」(聯合報，2008 年 08 月 27 日)。 

2.「針扎/咬人/口水類報導」：傳遞錯誤的愛滋知識，以不正確的連結

方式將愛滋與非適當的行為劃上等號；或未說明某些行為事實上不

會相互傳染愛滋病毒。 

例：「毒販使愛滋口水功 警鳴槍制服」(聯合報，2008 年 06 月 16

日)；「愛滋護體 毒蟲吐口水嚇警察」(Upaper，2008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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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毒販口含美沙東外賣 勒戒大漏洞」(中國時報，2008 年 06

月 27 日)；「毒販針毒 愛滋口水功 員警練閃功」(聯合報，2008 年

07 月 26 日)；「捉賊被咬 聽有愛滋臉嚇白」(聯合報，2008 年 12 月

01 日)。 

 
歸納結果發現，「社會事件」類報導中，「戴上愛滋帽類型」與「針

扎/咬人/口水事件」為最多，分別有 41 則與 45 則，各式情節情境不

勝枚舉。 

我們的電話諮詢工作經驗顯示，媒體出現「針扎/咬人/口水事件」

報導當日，民眾來電諮詢內容總會提及是因此而擔心；而「戴上愛滋

帽類型」報導，雖非立即使民眾感到恐慌，卻長期累積出「有愛滋的

都是壞人」的刻板印象。 

三、正面訊息量多於負面訊息；但到底是哪些訊息？ 

如果「社會事件」類的報導，呈現出愛滋的負面形象，「防治工作」

與「宣導活動」所報導內容，應可歸類為嘗試導正或平衡的力量。 

檢視 2008 年的統計結果，後兩者的報導總和遠多於前者(320：

218)，亦即，民眾接觸到的正面愛滋訊息「量」是多於負面訊息的。

然而，我們進一步檢視訊息具體內容時，單單是正面訊息的數量多，

可能並不表示媒體報導有助於提升民眾的愛滋認知，因為當正面訊息

內容與負面訊息內容不能相互對應時，就不會有相互平衡的效果。 

我們嘗試以下表呈現負面報導(以『社會事件』類為代表)與正面

報導(以『防治工作』與『宣導活動』)中較多的報導主題，提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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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正面報導與負面報導具體內容對照表 

 負面報導 正面報導 

報導分類 社會事件類 防治工作類與宣導活動類 

具體報導 
內容列舉 

針扎事件(23 則) 
咬人/口水事件(22 則) 
強盜搶劫事件(36 則) 
戴上愛滋帽事件(5 則) 

藥癮愛滋減害政策(27 則) 
宣導使用保險套(29 則) 
鼓勵愛滋篩檢(19 則) 
烏干達愛滋遺孤演唱會活動(43 則)
何大一博士校園教育活動(11 則) 
關懷愛滋寶寶活動(24 則) 

 

我們發現，「防治工作」主要以「保險套使用推廣、藥癮愛滋減害

計畫、愛滋篩檢」等為主，傳遞的訊息核心在於宣導社會大眾「如何

避免感染愛滋」；而「社會事件」中較多被報導者(諸如：針扎事件、

咬人/口水事件、強盜搶劫事件等)，報導主角都是已確認之成年愛滋

感染者，或是不具有社會正面形象的毒品施打者、更生人、失業人或

犯罪嫌疑人等6，而其所被報導之事件俱為不符合社會規範的違法行

為，例如：搶劫、竊盜、吸毒等。 

然而，宣導民眾「如何避免感染愛滋」，與社會事件所呈現的「愛

滋感染者是破壞社會安定的壞份子」之間，似乎並不產生回應關係，

反而是隱晦傳遞出「不要感染愛滋，一旦感染了愛滋，就會變成壞人」

的潛在連結。 

另一方面，「如何避免感染愛滋」的具體內容，諸如「保險套使用

推廣、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愛滋篩檢」，亦不回應「針扎/咬人/被吐口

水，是否使人感染愛滋」的疑慮，我們認為，這具體呈現出愛滋報導

的一大問題：媒體傳遞的愛滋知識，無法解除民眾的愛滋傳染疑慮；

 
6 作者按：此處的文句敘述方式，可能造成愛滋感染者等同犯罪嫌疑人的陳列效果，然於媒體報導

是否也造成同等效果，尚待進一步檢驗。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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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在未來繼續推行愛滋社會教育時，應該予以考量。 

在「宣導活動」具體內容的檢視結果部分，發現以關懷活動居多，

且集中在關懷疑似/愛滋寶寶部分，我們認為，「喚起同情」為最可能

達到的效果。這同情是否如若干評論所稱，是針對「天真爛漫的兒童

的善意」，以及「對可能無辜受感染者的同情」，而並不延伸至「成年

感染者」與「因自我不當行為而受感染者」，同樣的，需要更多對社會

大眾愛滋態度調查的介入。 

整體而言，當民眾在新聞紙左頁看到關懷愛滋的活動報導，右頁

卻是愛滋慣竊搶劫路人的消息，對閱聽者而言，訊息因為存在認知歸

納上的不一致，只好分別納入不同的認知系統(cognition system)，才不

致出現認知不協調的衝突[1]。 

 

結  語 

有鑑於媒體絕對是不可忽視的社會教育力量，幾乎是絕大多數民

眾賴以接觸與瞭解愛滋/感染者的主要管道，長期以來，政府部門與相

關民間機構不斷透過宣導教育[5-10]，希望可以降低愛滋傳染率，以及

改變社會大眾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排斥態度，透過 2008 年的新聞報導統

計分析，我們發現，前者的確有可能透過媒體力量產生助益，但後者

則不大可能。 

因應現階段台灣社會現況，對應本研究所得到的民眾需求(以知識

類為基礎)，我們嘗試提出以下建議，期許在政府與民間的持續努力

下，媒體力量能夠成為愛滋工作的最大助力： 

一、針對造成民眾恐慌的社會事件，由具有知識權威者或主管機關提

供正式、主動且即時的回應，協助民眾第一時間取得正確知識。

例如：針扎事件、咬人事件、吐口水事件。 

二、即時更正報導中的錯誤愛滋知識，尤其是有關傳染途徑者，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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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民眾的愛滋恐慌。 

三、發展策略，回應愛滋報導所呈現的社會需求，以及衍生的社會不

良觀感。 

四、提供媒體工作者基本愛滋教育，提升報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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