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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全球化研究重鎮 John Tomlinson （2001）認為：全球化「指涉全球

各地域的相互關聯和依賴，…全球化削弱了所有民族國家的文化向心力，…全

球化的文化經驗蔓延到了所有國家，…對於文化全球化理論家來說，最重要的

概念是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與雜揉 （hybridity）」（唐士哲、魏玓，

2014：116-117； Robertson, 1995）。本研究根據國際傳播與全球化理論研究取

徑，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方法，探討客家電視「國際新聞-客觀世

界」如何馴化（domesticate）全球新聞並再現與建構客家視角的全球化與在地

化世界觀。有關台灣族群媒體的國際新聞再現與產製研究相當稀少，本研究的

執行將有助於累積族群媒體研究與客家新聞傳播領域的系統性研究成果，希冀

對於全球傳播與國際新聞領域的理論紮根與研究發展有所助益，並盼望提供客

家族群媒體國際新聞產製之實務應用參考。 

本研究採用量化內容分析與質性文本分析方法探討客家電視台所製播之

「國際新聞-客觀世界」節目如何採用馴化策略再現全球新聞之客家觀點，探討

其所再現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同質性與多樣化。本研究第一階段蒐集客家電視

台「國際新聞-客觀世界」2021 年三月份的完整節目內容，透過量化內容分析

法，分析「國際新聞-客觀世界」所產製的「說甚麼」以及「如何說」的國際新

聞故事。量化內容分析類目包括：報導長度、主播、配音、腔調、1性別、新聞

類型、報導類型、報導區域、報導國別、報導語氣、馴化層次、馴化策略、事

件導向策略、情境導向策略、地理距離、經濟接近性、文化接近性、自由程

度、自由分數、G20 國家特質。 

本研究第二階段使用質性文本分析法，透過立意抽樣選取內容分析結果

之國際新聞馴化策略相關報導進行文本分析，探討應用馴化策略所再現之全球

化 （同質性） 與在地化 （多樣化） 之客家視野。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研究

問題： 

 

1. 客家電視「國際新聞-客觀世界」節目內容的報導長度、主播、腔調、性

別、類型、區域、國別、語氣、馴化層次、馴化策略、事件導向、地理

接近性、文化接近性、經濟接近性、自由程度、自由分數、G20 國家特

質之分析類目的表現如何？ 

2. 客家電視「國際新聞-客觀世界」的報導文本如何透過不同層次的馴化策

略再現全球同質性與在地多樣化？ 

 

客家電視「國際新聞–客觀世界」國際新聞節目的播映時間為每星期一到星

期五的晚上 23：00 到 23：25，本研究分析 2021 年 3 月 1 日（一）到 3 月 31

日（三），總共一個月，23 天，共 23 集節目的節目內容。本研究首先以隨機抽

樣方式選取兩集節目，2共計 17 則報導（總樣本的十分之一），作為信度檢測樣

 
1 腔調類目： (1) 四縣 (2) 海陸 (3) 詔安 (4) 饒平 (5) 大埔 (6) 南四縣 (7) 其他 
2
 3 月 9 日（二）、3 月 26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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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三位編碼員針對 17 則抽樣報導進行 25 個分析類目的信度檢測，總平均信

度為 0.823，符合信度標準。其中：「新聞類型」（Krippendorff’s 

Alpha=0.836）、「報導語氣」（Krippendorff’s Alpha =0.724）、「馴化層次」

（Krippendorff’s Alpha= 0.719）、「馴化策略」（Krippendorff’s Alpha= 

0.818）、「事件導向策略」（Krippendorff’s Alpha= 0.697）等五個類目的平均

信度為 0.759，每個類目均超過 0.667 的標準（Hayes & Krippendorff, 2007; 

Krippendorff, 2004）。 

「國際新聞-客觀世界」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首先是一分鐘的「關鍵頭

條 即時掌握世界脈動」，包括美國《華盛頓郵報》、美國《華爾街日報》、英國

《泰晤士報》、英國《衛報》、日本《讀賣新聞》或韓國《東亞日報》。節目最後

是一分半鐘左右的「天氣預報、氣象時間」，依序報導台灣、中國大陸、亞洲、

歐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國家的天氣預報。「國際新聞-客觀世界」

於 2021 年 3 月總共播映 23 集節目，共計 189 則報導，報導的平均長度為 138

秒 （SD=33.72 秒），最長的報導為 240 秒（3 月 5 日，標題：「爭兩性平等 投

票權 38 婦女節成立 110 年」），最短的報導為 46 秒 （3 月 4 日，標題：「瑞典

南部小鎮持刀攻擊案 至少 8 傷」）。 

在 198 則報導中，配音記者主要（約五分之四）是女性 （79%），男性記

者的配音比例為 21%。配音腔調比例最高的是四縣腔（44.2%），其次是大埔腔

（28.2%），第三是海陸腔（16%），第四是南四縣腔（6.1%），第五是詔安腔

（5.5%），缺少饒平腔的配音（0%）。在報導類型方面，以「純淨新聞」的比例

最高（77.3%），其次是「關鍵頭條（國際版頭版消息）即時掌握世界脈動」

（11.6%），「深度報導」（11.1%）為第三。新聞類型以政治（軍事外交）新聞比

例最高（51 次，29.1%），其次是 Covid-19 疫情（48 次，27.4%），第三是社會

新聞（27 次，15.4）。報導語氣以負面的比例最高（54.9%），其次是正面

（23.4%），第三是中立（21.7%）。報導區域以亞洲比例最高（49 %），其次

是歐洲（25.2%），第三是美洲（20.4%），第四是大洋洲（3%），第五是非洲

（2.4%），無南極洲與北極洲的相關報導。 

在報導國家方面，比例最高的是美國（14.86%），其次是中國（9.14%），

第三是緬甸（8.57%），第四是日本（8%），第五是南、北韓（6.86%），第六是

英國（5.71%），第七是法國（4.57%），第八是印度、比利時、澳洲（2.29%），

第九是西班牙（1.71%）。在國際新聞馴化層次方面，以國家（national）馴化層

次比例最高（34.62%），其次是全球（global）層次（22.08%）， 第三是組織

（organizational）層次與個人專業（personal professional）層次（21.65%）。在

國際新聞馴化策略方面，以「在地多樣化」策略的比例最高 （52.24%），其次

是「全球同質性」策略（36.19%），第三是「區域特性」策略 （11.57%）。 

在事件導向策略方面，以自然與人為災難的比例最高（43.56%），其次是

政治或軍事動盪 （29.45%），第三是社會事件（22.09%），第四是經濟問題 

（4.9%）。在情境導向策略：地理接近性方面，以報導國家是屬於不同（五

大）州的國家比例最高 （52.6%），第二是同屬亞州的國家（28.32%），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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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鄰近（共享邊界）國家（19.08%）。報導國家屬於CPTPP或RCEP國家的比例

（37.1%）低於非CPTPP或RCEP國家的比例（62.9%）。 

在情境導向策略：語言文化方面，報導國家使用的語言以英文比例最高

（24.5%），其次是中文（9.7%），第三是日文（8%），第四是韓文（6.8%），第

五是法文（4.5%）。在報導國家的文化接近性：宗教方面，以基督教的比例最高

（31.4%），其次是天主教（21.9%），第三是佛教（21.3%），第四是伊斯蘭

（7.7%）。 在情境導向策略-文化接近性：自由程度3 方面，報導國家的一般自

由分數以「自由」（free）國家的比例最高（59.2），其次是「不自由」（not 

free）國家 （29.6%），第三是「部分自由」（partly free）國家 （11.2%）。 

在情境導向策略-文化接近性：平均自由分數4方面，報導國家的平均自由

分數為 64.5 （SD=33.02），自由分數最低的是 1 分（敘利亞，Syria），自由分

數最高的是 100 分（瑞典，Sweden；芬蘭，Finland）。在情境導向策略-地理距

離5方面，台灣與報導國家首都的平均距離為 7,440.23 公里，距離最遠的是

18,973 公里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Argentina），距離

最近的是 769 公里（香港）。在是否為 G20 國家6方面，亦即報導國家屬於世界

系統的中心或邊陲，整體報導量以 G20 國家的報導為大宗（72%），比例高於非

G20 國家（28%）。 

本研究以質性文本分析方法，檢視國家、全球、組織、個人專業等四個馴化

層次的報導；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展現在地多樣化、全球同質性以及區域特性馴

化策略的國際新聞報導樣本 12 則，進行文本分析（表 1）。 

 

表1 文本分析之報導日期、長度、主標題、馴化層次/策略、國家自由分數 

編

號 

日期 長度 

（秒） 

主標題 馴化層次/策略 國家  

（自由分數） 

N1 3/2 126 敘利亞内戰持續  

孩童失學拾荒養家 

國家/在地多樣化 敘利亞（1） 

N2 3/3 121 駱駝奶被譽 沙漠白

金 營養成分豐富 

國家/在地多樣化 索馬利亞（7） 

N3 3/4 46 瑞典南部小鎮持刀

攻擊案 至少 8 傷 

國家/在地多樣化 瑞典（100） 

G1 3/8 140 婦女節 女權團體爭

平權 消除歧視  

反暴力 

全球/全球同質性 法國（90） 

墨西哥（61） 

阿富汗（27） 

 
3 取自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4
 取自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5 搜尋 www.indo.com/distance 
6 G20 由七國集團（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金磚五國（巴西、俄

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七個重要經濟體（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韓

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以及歐洲聯盟（為一整個單位，不分國家）組成。上網日期：

2021-01-01，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4%BA%8C%E5%8D%81%E5%9C%8B%E9%9B%86%E5%9C%98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http://www.indo.com/distance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A%8C%E5%8D%81%E5%9C%8B%E9%9B%86%E5%9C%9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A%8C%E5%8D%81%E5%9C%8B%E9%9B%86%E5%9C%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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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32） 

N4 3/9 145 賽普勒斯鹽湖  

火鶴頻誤食鉛彈枉

死 

國家/在地多樣化 賽普勒斯

（94） 

G2 3/10 161 打過疫苗卻仍感

染？南韓.澳洲出現

案例 

泰總理拒媒體尖銳

提問 以酒精狂噴記

者 

全球/全球同質性 南韓（83） 

澳洲（97） 

泰國（30） 

G3 3/18 155 AZ 疫苗傳血栓疑慮  

WHO 發聲明挺疫苗 

英國 AZ 疫苗遲未

出貨 歐盟不滿嗆抵

制 

全球/全球同質性 歐盟 

比利時（96） 

南韓（83） 

G4 3/19 82 全球水資源危機  

聯合國：40 億人缺

水 1 個月 

全球/全球同質性 英國（93） 

N5 3/22 141 被疫情悶壞的美國

人擠爆邁阿密海灘 

英人反警察擴權 布

里斯托爾示威變暴

動 

國家/在地多樣化 美國（83） 

英國（93） 

N6 3/25 128 瓜地馬拉火山爆發  

國際機場暫時關閉  

冰島獨特岩漿  

觀遊客用岩漿烤食

物 

國家/在地多樣化 瓜地馬拉

（52） 

冰島（94） 

G5 3/29 165 貨運業基因疫翻紅  

海運人員飽受隔離

之苦  

靠港不上岸 親人難

團聚 船員自嘲像坐

牢 

全球/全球同質性 印度（67） 

N7 3/31 154 UN 世界快樂報告  

芬蘭連續四年排名

第一 

國家/在地多樣化 芬蘭（100） 

 

國際新聞馴化研究學者 Gurevitch, Levy, & Roeh（1991：206）指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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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之馴化研究傳統主要探討傳播媒體如何將外國新聞事件轉譯為在地觀眾更

熟悉、更容易理解以及更能接受的敘事策略」，包括設計國際新聞以符合報導國

家的國家文化」。Cohen （2002）將馴化定義為新聞記者創造有關外國新聞的

敘事，以建構關於新聞敘事與觀眾認知真實之間的有意義連結。客家電視台

「國際新聞-客觀世界」報導全球、國家、組織、個人之新聞事件，採用國際新

聞馴化手法，以與本地的歷史、文化、政策、社會建立關聯，並與全球與地方

性的自然與人為災難相關（例如：Covid-19 疫情）。從個別國家馴化層次出發的

報導包括：敘利亞、索馬利亞、瑞典、賽普勒斯、美國、英國、瓜地馬拉、冰

島、芬蘭；從全球馴化層次報導的新聞包括：歐盟、聯合國、法國、墨西哥、

阿富汗、土耳其、南韓、澳洲、泰國、比利時、英國、印度。從國家馴化層次

出發的新聞議題呈現在地多樣性的新聞價值與事件導向策略，包括：內戰、經

濟問題、恐攻、社會運動、Covid-19 防疫、觀光旅遊。全球層次的馴化報導主

題呈現新聞議題的全球同質性，包括：聯合國、Covid-19 疫情、疫苗、女權運

動、環保（水資源）、航運。 

在政策建議方面，未來國際新聞報導可採用全球同質化與在地多樣化的馴

化策略，包括所報導的全球、國家、區域、組織、個人與本地歷史、文化、政

策、社會面向的連結，手法包括：1）直接或間接比較本國與外國的差異；2）

建立外國及本國的歷史或文化連結；3）報導發生在國外的新聞事件對於本國的

影響或對於本國旅居該國民眾的影響。未來並可採用反向馴化（reversed 

domestication）的手法，從媒體來源國的視角出發，針對其他國家的閱聽人報

導國際新聞。此外，本研究的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國際新聞的消息來源包括

VOA（美國之音），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等，但研究者並不能觀見使

用外電及其他新聞來源的全貌，建議未來報導補充加註標示新聞來源（權威類

目）。此外，在配音腔調的使用方面，本研究的內容分析（2021 年 3 月 1 日到

31 日）的結果發現，配音腔調缺乏饒平腔。此外，報導國家屬於世界系統中心

的整體報導量（G20 國家）的報導為大宗，可增加有關非 G20 國家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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