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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通過傳媒提供移民安置資訊項目研究了位於渥太華市、大多倫多地區、溫莎市

以及薩德伯裏市的部分主流、族裔與社鄰傳媒。項目仔細分析了阿富汗裔、西非

裔、阿拉伯裔、加勒比裔、華裔、北印度裔、西班牙裔、索馬里裔、泰米爾裔、葡

萄牙裔以及俄裔社區的族裔傳媒內容。研究人員就以下安置資訊類別考察了電視、

電臺、報紙以及網站的內容：就業、住房、移民、公民、法律服務、教育、醫療健

康、消費者資訊、社區、休閒娛樂以及政治。項目對收集的數據進行了廣泛的量化

分析。此外，本項目還包括在四個城市展開的小組座談研究，以及與傳媒製作方及

編輯進行的深度訪談。 
 
本項目指出了安大略省移民安置資訊中的幾大缺漏。對於新移民而言，他們很

難輕易地獲得有關的資訊。其中主要的障礙包括語言與文化障礙，以及使用媒介技

術方面的問題。此外，主流、族裔與社鄰傳媒有著各自的趨勢特點，這使他們所提

供的移民安置資訊在數量上及類別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位於小型城市的移民很

難獲取有關的資料。 
 
要使安置資訊對移民有用，移民必須能夠獲得這些資訊，同時，資訊內容必須

是可靠的。在資訊設計上，首要的考慮應包括新移民的多元化、移民對資訊的需求

以及他們獲取有關資料的能力。資訊內容設計應考慮到語言、文化、各地具體情

況、移民安置需求以及資訊發佈等方面的問題。需借鑒主流傳媒的政治報道的長

處，族裔傳媒在消費者資訊、住房及社區報道方面的長處，以及社鄰媒體在提供教

育、休閒娛樂及社區資訊方面的長處。 
 
可考慮的試點方案包括： 

• 翻譯重要的移民安置資訊材料 
• 設立族裔傳媒資訊服務，定期發佈有關資訊 
• 隨族裔報紙附送宣傳單張 
• 通過資助的方式在族裔電視與電臺節目中發佈資訊 
• 保證位於小型城鎮地區的傳媒獲得移民安置資訊 
• 與主流傳媒展開對話，加強其爲新移民讀者提供的資訊服務 
• 在資訊內容設計上涵蓋廣泛的資訊類別 
• 強化現有的移民資訊傳媒如 Settlement.org 
• 按不同的移民安置資訊類別製作一份有效的資訊服務聯繫人指南 
• 爲新移民製作手冊，使他們能夠便捷地獲取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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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項目主要目標 
 

1. 協助加拿大公民與移民部（CIC）作出知情的決策，建立新的試點項目，通

過傳媒提供移民安置資訊； 
2. 研究安大略省不同的主流與族裔傳媒中現有的與移民安置有關的資訊內容； 
3. 指出目前傳媒中存在的移民安置資訊方面的缺漏；並且 
4. 向 CIC 提供建議。 

 
傳媒提供的移民安置資訊 
 

爲了在加拿大社會安置下來，適應及融入這一社會，實現自立，並且積極地參

與加拿大的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生活，移民需要各類具體的資訊。CIC 網站

Settlement.Org 爲新移民列出了以下幾大類的移民安置資訊： 
 

• 就業 
• 住房 
• 移民與公民 
• 法律服務 
• 教育 
• 醫療健康 
• 消費者資訊 
• 社區及休閒娛樂1 

 
其他移民安置資訊來源包括部分其他政府網站，使用多種語言的 211 社區資訊

熱線電話，以及加拿大新移民雜誌。本研究項目的方案徵集書指出，移民群體廣泛

地利用主流及族裔傳媒。已有的研究顯示，雖然「原居住國」及族裔文化內容往往

是族裔傳媒的主導內容，但是，加拿大某些南亞族裔報紙中存在大量的有關如何融

入加拿大社會的資訊。2  
 

根據加拿大廣播電視通訊管理局 1999 年的「族裔廣播政策」， 本研究項目將

族裔傳媒定義爲那些「面向除加拿大原住民、不列顛群島及法語人群之外的、具有

文化或種族獨特性的群體」的傳媒。 
 

                                                 
1 安大略省新移民 Settlement.org. http://www.settlement.org。 
2 Karim H. Karim, “Public Sphere and Public Sphericules: Civic Discourse in Ethnic Media,” in S. 
Ferguson and L.R. Shade (Eds.), Civic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anada (Westport, CT: Ablex, 
2002), pp. 230-42 and Karim H. Karim, Ethnic Media and Integ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South Asian 
Media in Canada. Report for the Multiculturalism Program, Canadian Herita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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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內的族裔傳媒正在不斷擴張。由於平面媒體不需獲得加拿大廣播電視

通訊管理局的許可，安省存在大量的族裔報紙。其中部分報紙有著彌久的歷史，而

其他報紙則在創辦幾個月後即銷聲匿迹，並迅速爲新的出版物所取代。省內一小部

分族裔報紙爲日報，但大多數爲周報，另外有些報紙每月出版一期或兩期。族裔 
電臺節目主要存在于南安大略省及渥太華地區。節目通過幾種不同的方式播送，包

括在主流電臺、社鄰電臺及校園電臺中某些特定時段播送，或是在全天 24 小時播

放節目的族裔廣播電臺中播送。副載波頻使幾種使用非官方語言的電臺得以存在。

在省內大部分地區，還存在數量與質量不齊的族裔電視節目。族裔電視節目在社鄰

有線電視、本地或國家電視頻道購買時段，並在 OMNI1 與 OMNI2 中出現。在過

去十年中，也可以通過衛星及有線電視服務收看專門的族裔頻道。 
  

著名的族裔傳媒記者 Ben Viccari 聲稱，「通過族裔傳媒，新移民得以瞭解加

拿大的文化、歷史、社會服務以及其他許多有關加拿大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資

訊。」3 然而，並非所有族裔傳媒都向其讀者或觀衆提供這樣的資訊——越小的平

面傳媒與廣播電視製作，往往越少提供有關加拿大的公共資訊。族裔傳媒希望滿足

少數族裔讀者與觀衆具體的資訊需求，這些需求正是大衆傳媒所沒有滿足的。社會

學與傳播學學者認爲，這些族裔傳媒發揮了兩個看起來相互矛盾的功能——在加強

族裔凝聚力、維護族裔文化的同時，這些傳媒幫助少數族裔融入加拿大社會。一些

觀察家對以上提到的第二種功能表示懷疑，但是，其他研究證明，族裔傳媒的確具

有一定的社會整合功能。4 
 
研究框架 
 

爲達成研究目標，本項目設計了專門的研究框架。這一框架由幾大要素決定：

研究的目標、CIC 移民安置資訊類別、項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以及研究團隊的能

力。 
 
研究地點的選擇 
 

本項目選擇大多倫多地區、渥太華、溫莎及薩德伯裏作爲研究地點，旨在覆蓋

安大略省各地區中既有大量移民、又有族裔傳媒的地域。 
 
移民群體的選擇 
 

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移民與族裔群體。本項目須對如此大量人群的傳媒進行研

究。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本研究採取了目的性取樣的方法，選擇了位於幾個不同地

點的移民群體。選擇時考慮了非白人少數族裔與歐洲裔少數族裔、英裔與法裔、目

                                                 
3 Viccari, Ben. “Canada’s Ethnic Media.” 本論文在 1995 年 4 月於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舉辦的、由加

拿大新聞基金會與國際傳播論壇組織的傳媒與族裔研討會上發表。 
4 詳見之前引用的 Karim, “Public Sphere and Public Sphericu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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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繼續大量或少量地移民至加拿大的族裔群體、在安大略省已有較長的傳媒運作歷

史的族裔（如華裔），以及那些剛剛開始建立傳媒的族裔（如索馬里裔）。 
 

本研究選擇的族裔群體爲：阿富汗裔、西非裔、阿拉伯裔、加勒比裔、華裔、

西班牙裔、北印度裔、索馬里裔、葡萄牙裔、俄裔及泰米爾裔。5 對這些移民群體

的傳媒的選擇並不旨在産生一個「具代表性的」樣本。這一樣本包含各種各樣的族

裔群體，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實際操作性的樣本，使本研究項目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

完成。對這些移民群體的傳媒進行研究，其所産生的知識成果是豐富的，使我們能

夠瞭解安大略省族裔傳媒移民安置資訊的製作方式、展示方式與流通方式，也使我

們能夠進一步瞭解各移民群體如何使用主流媒體。 
 
小組座談討論與訪談 
 

研究人員與四個城市的移民各自進行了小組座談討論。通過這些討論，研究人

員瞭解了移民對安置資訊的需求、他們目前獲得有關資料的方式、他們所認爲的資

訊內容的缺漏，以及他們傾向於使用的獲取資訊的方法與形式。  
 

同時，研究人員與平面傳媒編輯及廣播與網絡傳媒的製作方進行了深度訪談。

研究人員向訪談對象瞭解他們的傳媒在傳播移民安置資訊方面的總體政策（正式的

政策或是未聲明的政策）、他們願意發佈的移民安置資訊類別、資訊發佈的形式與

方法、目標受衆、讀者/觀衆的反饋、發佈移民安置資訊的生産成本、廣告價位、

目前主要的運作資金來源、過去採取過的安置資訊發佈方式以及放棄的原因，以及

將來對生産及發佈移民安置資訊有何規劃。 
 
分析類別的設立 
 

本項目的傳媒內容分析及小組座談討論依照的是 CIC 網站 Settlement.org 上的

移民安置資訊類別列表。爲了瞭解該列表中各類別領域的具體情況，本項目對該列

表作了一定的改變。調整後的列表類別如下： 
 

• 就業 
• 住房 
• 移民 
• 公民 
• 法律服務 
• 教育 
• 醫療健康 
• 消費者資訊 
• 社區 

                                                 
5 這些群體並不完全與加拿大統計局的人口群體分類類別一致。這一樣本的建立需反映傳媒使用的

一致性情況，而不是語言、族裔或是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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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娛樂 
• 政治 
• 其他 （本類別包含其他方面的移民安置資訊） 

 
研究團隊 
 

本項目的研究團隊由項目經理及兩名合作人組建。團隊中的研究人員須具備傳

媒分析技能，並須瞭解安大略省不同的移民群體及其使用的語言。團隊還須包括來

自四個研究地點的人員。 
 

除項目經理與合作人外，研究團隊共由 14 名具備傳媒分析技能的、知識豐富

的研究人員組成。所有研究人員都具備以下資歷：傳播學/傳媒研究或族裔研究的

大學教育、對安大略省移民安置過程的相當的瞭解，以及除英文及/或法文外的其

他的語言能力。他們也具備有關省內不同族裔傳媒的豐富知識。研究人員分別來自

渥太華、大多倫多地區、溫莎及薩德伯裏四個不同地區，熟悉須研究的族裔傳媒。

另外，由於事先未能預料的健康方面的原因，分析北印度裔傳媒內容的研究人員中

途撤出研究團隊。因此，北印度裔傳媒的分析結果是不完整的，無法納入本研究項

目的研究報告。 
 

本項目團隊全部研究人員列表如下： 
 

Karim H. Karim 博士：項目經理及首席研究員。卡爾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

長，副教授。Karim 博士爲國際知名學者，出版過有關族裔群體與傳媒問題研究的

書籍與論文 （包括倫敦 Routledge 出版社於 2003 年出版的《海外族裔傳媒》一

書）。擁有就相關問題爲政府及傳媒客戶進行廣泛研究分析的經驗，並有培訓衆多

學生研究族裔與傳媒問題的經驗。負責統籌各項目合作人及部分研究員的工作，並

主持渥太華及大多倫多地區的小組座談討論。 
 

Mahmoud Eid 博士：項目合作人及項目研究方法設計員。渥太華大學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研究設計專家。曾參與衆多的傳媒研究，包括爲加拿大廣播公司進行的

一個重要的媒體多元化報道研究項目。出版過各種有關傳媒問題的論文，是

Pearson 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傳播學研究方法：定量與定性研究》的叢書編輯。

Eid 博士主要負責設計定量與定性研究的細節，對負責分析傳媒的研究員進行培

訓，並對數據報告進行整理。同時，負責管理部分研究員的工作，並主持溫莎的小

組座談討論。 
 

Boulou Ebanda de B’béri 博士：項目合作人及研究員。渥太華大學傳播學系助

理教授，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視聽傳媒實驗室創建人。出版過各種有關傳媒問題的

論文，擁有廣泛的移民與族裔研究的經驗。B’béri 博士負責研究分析使用英文與法

文的主流及社鄰傳媒，並管理部分研究員的工作。同時負責主持薩德伯裏的小組座

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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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za Hirj：博士研究生，正在撰寫有關族裔群體與傳媒問題的博士論文，負

責爲本研究項目提供行政支持，並研究分析使用英文的主流及社鄰傳媒。 
 

Dr. Osée Kamga：傳播學博士，薩德伯裏大學公衆傳播系助理教授，海外非裔

研究專家。又爲本項目駐薩德伯裏研究員，負責收集資料並將其發送至其他研究

員。同時爲薩德伯裏的小組座談提供行政協助。 
 

Carmen Poole：非裔加拿大人歷史學碩士，負責分析研究非洲裔群體使用的族

裔傳媒。又爲本項目駐多倫多研究員，負責收集資料並將其發送至其他研究員。同

時爲溫莎的小組座談提供行政協助。 
 

Sagal Ali：新聞學學士，有記者工作經驗，負責分析研究索馬里裔移民使用的

族裔傳媒。又爲本項目駐多倫多研究員，負責收集資料並將其發送至其他研究員。

同時爲多倫多的小組座談提供行政協助。 
 

Dr. Kirsten Kozolanka：傳播學博士，卡爾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負

責研究分析俄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Marie-José Ferreira：傳播學博士，卡爾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負責研究分

析葡萄牙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Aliaa Dakroury：博士研究生，正在撰寫有關傳播與人權問題的博士論文，負

責研究分析使用阿拉伯語的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Ning Du：博士研究生，正在撰寫有關中國傳播問題的博士論文，負責研究分

析華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Serge Elie Banyongen：傳播學碩士，負責研究分析西非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

媒。 
 

Margareth Cormier：傳播學碩士，負責研究分析加勒比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

媒。 
 

Maria Bernard：傳播學學士，目前正在撰寫有關族裔群體與傳媒問題的傳播學

碩士論文，負責研究分析泰米爾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Laila Yalda：新聞學學士，有記者工作經驗，負責研究分析阿富汗裔移民使用

的族裔傳媒。 
 

Virginie Mesana：傳播學學士，負責研究分析西班牙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Huzefa Rashid：傳播學學士，負責研究分析北印度裔移民使用的族裔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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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編碼員間信度 
 

項目對研究人員進行了嚴格的培訓，使他們熟悉項目的研究方案及分析方法。

研究團隊的每一名成員都需清楚地瞭解如何辨識本項目所定義的安置資訊類別，這

一點至關重要。編碼員需觀察、聆聽並閱讀（在適用的情況下）每一個節目或每一

篇文章的全部內容，以在進行實際分析前確定哪些爲相關內容。研究人員討論了移

民安置資訊類別的細則（參見附錄 A），在應該對哪些傳媒內容進行分析及編碼這

一問題上形成全面共識。 
 

爲了確保移民安置資訊條目提取的準確度，研究人員進行了一次試點分析，並

進行了編碼員間信度測試。 
 

當一名以上人員參與編碼時，一致性與可重復性的問題尤其重要。因

爲即使所有編碼員都按照一定的方式系統性地應用分析工具，編碼員

之間仍可能存在數據解釋上的不一致性。6 
 

現有多種編碼員間信度測量工具可供研究人員使用。其中「赫爾斯提法」

（Holsti’s method）廣泛應用於傳播學及傳媒研究領域。7 
 
試點研究項目 
 

在開始研究分析之前，項目進行了一次強化培訓，通過赫爾斯提測試法確保編

碼員的分析方式在統計學上達到可接受的一致性水平。研究人員在兩期編碼員培訓

活動後分別進行了測試。研究人員仔細地提取了一組傳媒內容樣本，確保其中包括

各種類別（主流、族裔及社鄰）的不同傳媒（電視、電臺、報紙及網站）中一系列

的話題。所有編碼員對同一組樣本進行分析，以測試他們在理解移民安置資訊條目

類別上的相互一致性。 
 

在培訓過程中，本項目向編碼員提供了有關辨識移民安置資訊的指導與說明。

由於不同研究人員對資訊類別的理解有所不同，第一次培訓後的編碼員間信度測試

的結果低於預期一致值。因此，第二次培訓目標在於向編碼員提供標準的指導原

則，以達成移民安置資訊與非移民安置資訊辨識上的一致性。通過對各種複雜問題

的解釋以及編碼員與培訓者間的討論， 終達到了高度的編碼員間一致性，因此我

們確認對移民安置資訊的辨識具有編碼員間信度，可以開始研究分析工作。 
 

                                                 
6 David Deacon et al.,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Methods in Media and Cultur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8.  
7 O. R Holsti,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Publication Compan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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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對傳媒資料的分析是依照一定的研究方法進行的。這使研究團隊各成員對不同

來源的傳媒內容的分析方式具有一致性，使我們可以對數據進行具有系統性的、充

分的比較研究，並産生了具有信度的分析結果與結論。 
 
研究樣本的建立 
 

鑒於主流傳媒的大量內容産出，樣本提取旨在提供一組傳媒資料，使我們可以

對公共傳媒及私人資助的傳媒進行有效的分析研究。社鄰或社鄰報紙常被其他研究

者忽視，而這些正是大多數居民在家中廣泛使用的傳媒。各社鄰電視與電臺節目也

納入了研究的傳媒類別。（本研究報告稱這類傳媒爲「社鄰傳媒」，爲的是將其與

族裔社區傳媒區分開來。）樣本包含了主流、族裔及社鄰傳媒，旨在囊括那些極有

可能傳播移民安置資訊的傳媒。同樣重要的是，研究樣本包括了幾家法文主流傳

媒，以反映法裔移民在安省的大量存在。 
 
城市/族裔群體座標 
 
 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阿富汗裔  

 
   

西非裔  
 

   

阿拉伯裔  
 

   

加勒比裔  
 

   

華裔  
 

   

北印度裔  
 

   

西班牙裔  
 

   

索馬里裔  
 

   

泰米爾裔  
 

   

葡萄牙裔  
 

   

俄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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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之始，我們製作了一個研究設計表，以簡單明瞭的方式顯示出不同的研

究地點及需研究的 11 個族裔群體的傳媒。以上的城市/族裔群體座標顯示了這一研

究設計。另外，我們還添加了另一個傳媒研究維度，以嵌入上表每一個單元格中： 
 

• 一個族裔電視節目 
• 一個族裔電臺節目 
• 一份族裔報紙 
• 一家族裔網站 
 
將此在上表中複製 44 次，産生的是 4 個城市中所有 11 個族裔群體的傳媒研究

對象。我們將對每一族裔群體的 16 家傳媒進行分析研究。本項目需研究的族裔傳

媒個數總計爲 16 X 11 =176。 
 
此外，在每個城市（總計 4 個城市）中，將分別研究以下傳媒內容： 

 
• 一個主流電視節目 
• 一個主流電臺節目 
• 一份主流報紙 
• 一個社鄰電視節目 
• 一個社鄰電臺節目 
• 一份社鄰報紙 
 
研究分析的主流與社鄰傳媒總計爲 24 （4X6）家。 

 
本項目的主流、族裔及社鄰傳媒樣本提取首先考慮的是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所

提到的傳媒，因爲這些傳媒 有可能包含移民安置資訊。研究團隊所瞭解的傳媒被

視爲補充性樣本的考慮對象。研究人員對電臺及電視節目表進行了仔細的審察，以

找出相關性 高的節目。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不存在全面的族裔平面傳媒列表。 
 

在主流與社鄰傳媒方面，在每個城市，每份報紙提取 3 期內容，每個電臺節目

及電視節目提取 3 個小時的內容進行分析。族裔傳媒方面的研究方案是，在每個城

市，對每個族裔群體，每份報紙提取 3 期內容，每個電臺節目及電視節目提取 3 個

小時的內容，並提取 1 家網站的內容進行分析——樣本提取也決定於傳媒的可獲得

性。優先選擇 4 個研究地點的本地傳媒。如果不存在本地族裔傳媒——在渥太華、

溫莎及薩德伯裏，情況經常如此——會在傳媒豐富的大多倫多地區進行替代性樣本

提取。但是，這些替代性樣本不能與原爲大多倫多地區選擇的傳媒樣本重合。 
 

傳媒內容研究人員在相當的時間跨度內提取傳媒內容，以避免因重要社會或政

治新聞事件而引起的樣本失真。對每天播放或出版的的節目與出版物，研究人員對

三個不同星期的內容進行了分析。對每周或每月播出/出版的傳媒內容，研究人員

提取分佈于三個月的內容。由於網站內容的非周期性，這一研究體例不適用於網站

內容樣本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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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內容的獲取 
 

在必要的情況下，本項目訂購需研究的報紙與專門電視節目。由於許多族裔傳

媒可在族裔商店找到，研究人員在這些地方獲取有關傳媒內容。許多安省地區的電

臺節目可在互聯網上收聽。研究人員對這些節目進行錄音，再進行分析。研究人員

也錄下了需研究的不同地點的電視節目。在必要的情況下，研究人員打印了網站內

容。 
 
編碼與數據收集 
 

研究人員嚴格遵照編碼製表，對電視、電臺、報紙及網站內容進行了系統性的

分析研究（參見附錄 B）。研究人員將所有通過編碼産生的數據輸入至不同的統計

學分析數據庫。研究人員依照編碼製表輸入 14 項不同的數據條目。這是本研究項

目中耗時 長的工作。 
 
運用 SPSS 進行分析 

 
在完成數據收集後，本項目運用 SPSS 數據分析高級軟件進行數據輸入。這使

數據編碼更爲便捷，對數據統計學分析之前的數據整理工作也有所幫助。本項目深

度運用 SPSS，産生了所有分析參數的分佈/頻率圖表。 重要的是，本項目運用

SPSS 在不同的主要參數間進行交互性製錶。 
 
 
定性研究結果報告 
 

本項目使用了兩種定性研究方法：小組座談討論與深度訪談。這些方法使研究

人員能夠直接與傳媒使用者及族裔傳媒內容製作方進行溝通，因而對需研究的有關

問題形成深度認識。這些研究産生了對本項目非常有用的資訊。 
 
小組座談討論 
 
小組座談討論的目標 
 

小組座談討論使研究人員得以直接瞭解各種特定人群的意見。小組座談中獲得

的資訊可以補充其他來源的資訊。同時，通過小組座談的互動形式，研究人員可以

瞭解參加者在各個具體問題方面具備的知識。由於討論的動態性，參加者能夠向研

究人員提供一些拘謹正式的調查問卷或一對一的訪談所不能提供的資訊。小組座談

成員的選擇須十分謹慎，以確保調查對象的構成在人口特徵上具有代表性，保證參

加者具備研究人員所尋求的知識，並確保參加者有意願及能力分享他們的知識。小

組座談不應超過 10 人，這樣，小組中每一個人才會有充分的機會發言。小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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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持者的責任在於保持討論的活躍性，並確保參加者討論的是需要研究的問

題。 
 

本項目所進行的小組座談討論的具體目標在於，鼓勵參加者提供以下方面的資

訊： 
 

• 他們自身及其族裔群體中其他人對移民安置資訊的需求 
• 他們目前獲取有關資料的方式 
• 他們認爲移民安置資訊中有何內容缺漏 
• 他們認爲較佳的獲取資訊的方法與形式 

 
同時，小組座談提供了一個發現各研究地點其他有關傳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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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26.5%

32.4%

17.6%

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的年齡

50 - 59

40 - 49

30 - 39

18 - 29

n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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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32.4%

38.2%

8.8%

11.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拒絕透露

$10,000 - <40,000

$40,000 - <75,000

$75,000 - <100,000

$100,000 及以上

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的家庭收入

n = 34

 
 
 

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的教育水平

32.4%

44.1%

23.5%高中

大學本科

研究生

n = 34

 
 
 
 



 17

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的特點 
 

調查參加者涵蓋了需要研究的傳媒所面向的 10 個族裔。總計 34 人參加座談討

論。50%爲男性，50%爲女性。其中有 18 至 59 歲各個年齡段及各種家庭收入水平

的人士。也有各種不同教育水平的參加者，但大多數有大學教育經歷。 
 
研究報告 

 
所有小組座談皆於 2007 年 3 月間、在展開傳媒內容分析之前進行。座談以學

術模式展開，其目的在於向參加者表明，座談所收集的資訊將用於正式的學術研

究。在開始討論之前，座談會主持者向參加者說明了本研究項目的性質，並向他們

告知，在其他城市也進行類似的討論。主持者向調查參加者確認，他們以匿名的形

式參與討論，並且鼓勵參加者在討論各種不同的問題時充分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主

持者向調查參加者告知本項目所使用的安置資訊類別。每一座談討論時長約 2 小

時，並産生了重要的成果。 
 

不同城市與不同族裔的調查對象有許多類似的反饋，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一

名調查對象指出，族裔傳媒的內容主要是文化上的，並且與一個族裔群體所喜歡的

東西有關，但這些傳媒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告訴移民如何才能在加拿大生存的資訊。

另一名調查參加者聲稱，傳媒有責任盡力向新移民提供資訊。所有調查參加者都提

到人際網絡與人際傳播對學習如何在加拿大安頓下來的重要性。甚至在那些基本於

同一時期內移民的人士之間，他們的經歷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資訊需求 
 

小組座談參加者提及幾項對移民安置資訊的具體需求，主要包括： 
 
• 新移民面臨的 大的困難是，很難獲取就業資訊，且因英文水平不高，難以

適應加拿大社會。 
• 就業廣告中提供的資訊經常「沒有說明是否需要進行更多教育培訓」。 
• 大多數族裔群體視心理疾病爲恥辱，因此，他們的傳媒及其他資訊源不願觸

及這一話題。 
• 需要瞭解那些涉及耆老人士的問題，許多族裔群體不能接受讓其年長人士加

入退休養老設施。 
• 人們覺得老年收入保障計劃（OAS）與加拿大退休金計劃（CPP）不易理

解。 
• 渥太華一位小組座談的調查對象指出，「消費者資訊可能是新移民主要關注

的資訊」 （即哪里可以獲得具體的商品與服務）。 
 

問題及缺漏 
 



 18

• 部分人認爲語言是 主要的障礙，另外還有不同的文化教育水平。 
• 「主要的障礙在於語言，另外是文化方面的障礙。」 
• 數名調查參加者指出，他們自身有獲取資訊的能力，但並非所有族裔社區成

員有相同的能力，同時需要具備理解複雜資訊的能力。 
• 數名調查參加者指出，如果其界面更加友好，政府網站將很有潛力成爲十分

有用的網站。 
• 就移民安置資訊而言，新移民面臨的 大的問題之一爲，他們不清楚何處可

以獲得有關某些基本問題的資訊（如他們的權利與義務等等）。在試圖瞭解

加拿大法律時，他們易受到社區內某些成員的欺騙及利用。 
• 一名調查對象抱怨，由於難以獲取移民安置資訊，人們爲得到這些資訊需自

行進行研究搜索。 
• 另一名調查對象指出，她的家人很幸運，因爲她的父親的英文水平很好，否

則他們到達加拿大時會碰到很多困難。  
• 許多人——尤其是年長人士——不喜歡通過上互聯網獲取資訊，他們喜歡通

過面對面的人際交往獲取資訊。 
• 大多倫多地區外的族裔傳媒中非常缺乏當地適用的移民安置資訊。 
• 渥太華的泰米爾裔調查參加者指出，「大多數人使用的是來自多倫多的傳媒

服務」。 
• 渥太華的移民群體同時也使用蒙特利爾的族裔傳媒服務。 
• 溫莎群體使用多倫多的傳媒服務，且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底特律的傳媒服務。 
• 薩德伯裏的移民基本上使用的是基於大多倫多地區的傳媒。 
• 各小組座談中極少人聽說過 Settlement.org 或是 211.ca 這些資訊來源。 
• 部分調查對象對政府提供的資訊服務有所抱怨，其中包括： 

- 總體來說，客戶服務水平有待提高 
- 對不使用英文或法文的人士來說，他們面臨著語言障礙；兩名調查參

加者針對 Settlement.org 提出了這一問題 
- 有時資訊不夠規範化；有調查對象指出，就同一個問題打三次熱線電

話進行咨詢，有可能會得到三個不同的答案，造成理解上的混亂與困

難  
- 自動資訊系統幫助不大，因爲功能選擇項可能不夠明確，某些咨詢事

項與功能選擇項無法搭配 
- 有時咨詢者十分希望直接與客戶服務代表對話，自動資訊系統使這一

願望難以實現 
- 咨詢者希望能夠知道自己在與哪位客戶服務代表對話，以便將來能夠

繼續向該人咨詢，或是以後能夠指出資訊來源 
- 移民熱線電話的等待時間過長，需 15 至 20 分鐘 

• 一名調查對象指出，薩德伯裏有一個很小的移民服務辦公室，「這個辦公室

的資源很少，辦公時間很短，因此工作效率極低」；另一名調查對象則指

出，他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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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 小組座談參加者指出，他們既收看加拿大主流電視節目，也收看族裔電視與

衛星電視節目。 
• 許多調查參加者提到 OMNI TV I 及 CITY TV 上的族裔節目。 
• 渥太華、溫莎及薩德伯裏的本地電視節目有相當高的變更率，主要原因在於

缺乏商家廣告支持。 
• 甚至連在加拿大全國範圍內運作的族裔專門頻道，似乎亦未作出努力，提供

面向小型城市社區的節目內容：溫莎一名華裔調查參加者不無遺憾地指出，

「Fairchild 電視報道香港新聞、粵語及國語新聞，以及國際新聞——但沒有

涉及溫莎華裔的內容。」 
• 溫莎的葡萄牙裔社區似乎是唯一一個能收看到「本地」電視節目的社區，

Channel 11 及 Cogeco Cable 節目內容涉及安大略省西南部的葡萄牙社區。 
• 渥太華的泰米爾裔調查參加者指出，「60%至 70%的人通過 Rogers/Bell 訂

購 24 小時的網絡電視服務：多倫多的 Tamil Television （TVI）。」 
• 除了收看多倫多的電視節目外，越來越多人通過衛星服務收看來自原居住國

或其他海外族裔定居點的節目。這種電視節目中極少存在與加拿大有關的移

民安置資訊。 
• 一名調查對象提到，甚至在加拿大的專門頻道如 Telelatino 上，有「許多視

像，沒有（移民安置）資訊，（只有）肥皂劇，（又）或者西班牙語的

CNN 節目。」 
• 但是，一名葡萄牙裔調查對象提到 Gente da Nossa 節目，通過衛星播放，討

論如教育、住房及法律服務及移民安置問題。 
• 同 樣 地 ， 一 名 非 裔 調 查 參 加 者 也 指 出 ， BET （ 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一個來自美國的專門頻道服務）「有時有對可延伸至加拿大的

問題（的討論），如對艾滋病的認識及 BET 宗教節目報道的一些其他問

題。」 
• 一名有阿富汗背景的調查對象指出，「70%的阿富汗裔有工作，我們主要使

用電視新聞及網站。衛星電視……每天有新聞，配有圖像。因爲他們非常希

望瞭解原居住國的波斯語新聞資訊。」 
• 他說，他在「找工作，但英文不好」。他指出，許多阿富汗裔通過反復收看

（主流）電視節目學到一些英文。 
• 另一名阿富汗裔調查對象指出，一些阿富汗裔節目中包含住房與就業資訊。 
• Afghan Hindar 是一個由阿富汗裔婦女創辦的節目，定期討論移民安置問

題。 
• 阿富汗裔電視觀衆能夠在 Hindara 及 Ghage 的英文節目中獲得資訊。 
• 一名西非裔調查參加者提到，他從來沒有在電視上看到過提醒人們應該到哪

個網站獲取移民安置資訊的廣告。 
 

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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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參加者指出，相對電視節目而言，當地電臺節目選擇更多。 
• 大多倫多地區調查參加者提到 CHIN、CIRB、CMR 及 CHKT 電臺上的不同

族裔節目。 
• 渥太華的 CHIN（Ottawa）、CKCU 及 CHUO 上有族裔節目，溫莎的 CJAM

上有族裔節目，薩德伯裏的選擇項 少，CKLU 上有族裔節目。 
• 在較小的城市，電臺節目有一定的變更率，主要原因是缺乏資金及志願者。 
• 溫莎數名調查對象投訴，CJAM 的節目時間表有所變更，這使他們不再收聽

其節目。其中問題在於，節目在一些不方便的時間段播出。例如，加勒比裔

調查參加者提到，「Island Vibes 以前的播出時間是星期四下午 2 點至 5
點，現在移至中午 12 點至 2 點，在這個時間段沒有人收聽節目。」 

• 在較小的城市，電臺節目有限，主要爲音樂及其他娛樂內容。唯一存在的移

民安置資訊是社區活動通訊與/或社區新聞。 
• 葡萄牙裔調查對象指出，「Café De Manha 的節目是溫莎唯一的節目，主要

內容是音樂，如果社區中有新聞事件，則節目中有一些當地社區新聞報

道。」 
• 阿拉伯裔調查參加者提到，CJAM 爲阿拉伯社區提供的節目主要有「訪談節

目，討論政治與宗教問題」。 
• 對岸的底特律提供了更多的選擇，WNZK 680 AM 每天播放 5 小時的阿拉伯

語節目，有伊拉克、約旦、巴勒斯坦等方面的內容，但沒有有關加拿大的內

容。 
• 俄裔調查參加者也提到 WNZK，「提供就業方面的 新資訊及移民資訊，

但不報道溫莎新聞。」 
• 大多倫多地區的泰米爾裔社區有很好的資訊服務。起碼有兩個 24 小時播放

節目的 SCMO 電臺，但需要有特定的收聽裝置。爲該社區服務的 大的免

費電臺是 Canadian Multicultural Radio（CMR），其中 60%的節目爲泰米爾

語節目。 
• 資訊內容主要與斯里蘭卡相關，也有一些移民安置資訊（在廣告中）。 
• 其他地區的泰米爾裔居民也通過互聯網收聽 CMR，但渥太華一名調查參加

者提到，節目內容「不是非常完整」。 
• CMR 也播放其他族裔群體的節目。 
• CHIN 和 CIRB 上的葡萄牙裔節目內容包括「體育、社區活動等等。兩個電

臺都有每小時播出的新聞節目以及電話連線節目，經常有移民安置資訊。」 
• 阿富汗裔調查對象提到 CHKT （Fairchild International） 1430 AM 上的節

目，  Tartaza 青少年節目播放音樂，並討論時事，Sabnoon 每周有一個

「Canada and Us」節目，討論加拿大移民安置問題。 
• 加勒比裔調查參加者提到，Flow 93.5 城市電臺有晚間訪談節目，有時討論

移民安置問題。 
• 華裔調查對象指出，大多倫多地區有幾個電臺播放華裔節目，「包含所有類

別的移民安置資訊，但醫療健康資訊除外。由於文化上的不同，許多與醫療

健康有關的問題未被涉及（如自殺、心理健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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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裔調查對象提到 1610 Voces Latinas （CHHA），一家西班牙語電

臺，其節目內容含社區活動資訊，也有其他非官方語言節目。 
• 大多數電臺有網站，數名調查參加者指出，他們通過網站瞭解節目內容。 

報紙 
 

• 正如其他傳媒，大多倫多地區的族裔報紙數量 多。 
• 大多倫多地區一名阿富汗裔調查參加者本人就是渥太華及多倫多一家阿富汗

裔報紙的創辦人。他指出，他關注的是加拿大國內的社區，經常刊登有關社

區活動與移民安置的文章。他有意不刊登原居住國的政治資訊與新聞。他的

報紙使用三種語言（兩種阿富汗裔語言加上英文）。 
• 據另外一名阿富汗裔調查對象，阿富汗裔報紙有住房與就業資訊，主要出現

在廣告中。 
• 據稱，阿富汗裔報紙 Ashian 報道移民安置資訊分類列表中大部分類別的內

容。 
• Share Magazine 被認爲是大多倫多地區 大的加勒比裔報紙，「並不定期報

道移民安置問題，但有一些專門面向新移民的文章。」 
• El Popular 是一家多倫多的西班牙語日報，「已有 40 多年歷史，是國內

大的報紙。有專門報道加拿大與移民安置資訊的版面。」 
• Ulaga Thamilar 和 Muzhakkam 是「多倫多 大的泰米爾裔報紙。他們報道

一系列的問題，從就業服務到斯里蘭卡新聞。他們報道了本項目資訊類別列

表中大多數類別的內容。」 
• 星島日報和明報「是多倫多 大的日報。他們有一些移民安置資訊，但不如

小報中的多。還有一些免費報紙，有更多的移民安置資訊。這些通常是周報

或月報，更加貼近移民。在商店、圖書館和社區服務中心可以找到這些報

紙。」 
• 其他城市許多社區缺乏足夠的廣告來維持報紙的發行。 
• 渥太華許多族裔群體使用的是來自多倫多或蒙特利爾的平面傳媒。有些報紙

會附有專門面向渥太華讀者的資訊單張，上面有文章及廣告。 
• 溫莎的華裔調查對象指出，「大多數報紙來自多倫多，溫莎有少量的報紙，

但主要刊登廣告，並不包含新聞或時事資訊；也報道中國新聞，但很少報道

加拿大新聞。」 
• Sankofa News 仍在溫莎出版，該報報道非裔/加勒比裔社區的新聞。 
• 溫莎的加勒比裔調查參加者指出，沒有任何專門面向加勒比社區的報紙，加

勒比裔從 The Windsor Star 中獲得新聞資訊。他補充說，社區教堂出版一些

時事通訊，有時這些通訊中會有一些社區服務廣告。 
• 溫莎一名阿拉伯裔調查對象說，他曾辦過一份報紙，其中內容包括「訪談、

婚禮消息還有訃告。」「報紙從 2002 年辦到 2005 年，後來因爲資金不足，

所以停刊了。」  
• 另有一名阿拉伯裔調查對象指出，「可以在阿拉伯裔商店買到幾份阿拉伯裔

報紙，其中兩至三份來自蒙特利爾，兩至三份來自多倫多，一些來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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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紙會報道有關加拿大移民的一般性新聞，但並不報道具體有關溫莎的

新聞。」 
• 溫莎市的葡萄牙裔調查參加者指出，「曾有一份小型的葡萄牙裔報紙，是

17 至 18 年前創辦的，主要由當地一家小型的葡萄牙裔俱樂部提供資金並進

行運作。這份報紙維持了兩年， 後因缺乏資金而停止出版。」 
• 「The Portugese News 出版於安大略省倫敦市，報道安大略省西南部葡萄牙

裔社區的新聞。每個城市都有一名通訊員，他們向位於倫敦市總部的編輯報

告消息。」 
• 俄裔調查對象指出，「溫莎沒有任何提供移民安置資訊的俄裔報紙。多倫多

有一家，但這份報紙更關注的是語言與翻譯，而不是時事或社區移民安置資

訊。」 
• 渥太華西班牙裔的調查對象指出，他曾在墨西哥從事新聞記者工作，但他

「不使用渥太華本地的西班牙語報紙，因爲這些報紙的文字水平很差，也沒

有提供有用的資訊。」 
• 他接著談論「來自墨西哥城的資訊」。 
• 渥太華的加勒比裔調查對象指出，「牙買加婦女通常是在髮廊找到報紙。」

她提到牙買加的京斯頓市出版的 The Gleaner Newspaper。當研究人員問及

渥太華當地的報紙時，她想不起本地有任何報紙。 
• 四個地區中數名小組座談參加者提到，他們各自的社區報紙中存在大量的廣

告。 
• 對於主流報紙是否向移民提供了有用的安置幫助這一問題，調查對象意見不

一。 
• 大多倫多地區一位泰米爾裔調查對象指出，主流傳媒並不報道移民話題， 

「除非你的社區出了問題。」 
• 數名調查對象提到，他們不喜歡 The Toronto Sun 對移民問題的報道。 
• 調查對象對 The Toronto Star 評價較高。總體來看，大多倫多地區的調查對

象認爲該報使他們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主流社會的一員，因爲該報經常討論與

移民有關的問題，而且並非總是從負面的角度報道這些問題。  
• 數名溫莎居民提到，他們閱讀 The Windsor Star ，並從中獲得一般性的新聞

消息。 
• 薩德伯裏調查對象提到的主流資訊來源包括：Northern Life、Le Voyageur、

The Sudbury Star。 
 
網站 
 

• 許多不同的網站爲安省的族裔群體提供服務，包括那些廣播傳媒與平面傳媒

的網站以及那些由族裔商人、協會及俱樂部建立的網站。 
• 許多人通過互聯網收聽電臺節目。 
• 一名西班牙裔調查對象提到，他並不經常收聽電臺節目，他的所有資訊來自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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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座談討論的數名調查對象指出，他們通過互聯網與原居住國及其他海外

族裔群體保持聯繫。例如，我們被告知，「阿富汗裔經常訪問 BBC 的波斯

語網站。」 
• 多倫多一名索馬里裔新移民指出，他不熟悉加拿大的索馬里裔傳媒，他通過

互聯網與衛星電視瞭解原居住國新聞。 
• 然而，其他許多調查參加者使用在加拿大建立的爲族裔群體提供服務的網

站。 
• 渥太華一家阿富汗裔網站嘗試提高人們對在阿富汗發生的事情的認知度，並

試圖爭取加拿大阿富汗裔的幫助。網站也有專門面向新移民的網頁。 
• 一名加勒比裔調查對象提到一家網站，「爲加勒比裔/非裔人提供很多如就

業、社區活動等方面的資訊。」 
• 一名西班牙裔調查對象提到一個西班牙語門戶網站，有「不同加拿大傳媒的

鏈接，還有從政府材料翻譯過來的（西班牙語）移民安置資訊。」 
• 一名泰米爾裔調查參加者如此形容一家網站，「談論政治及斯里蘭卡的情

況；也提供一些移民安置資訊。」 
• 一名俄裔調查對象說，當她對加拿大生活有任何疑問時，她會訪問渥太華一

家俄裔網站的論壇，「只要寫下一些問題，人們就會回答你。」該網站還有

「許多商店廣告與醫療健康廣告，非常有用。」 
• 一名阿拉伯裔學生說，如果他需要尋找具體的如有關教育及住房的資訊，他

不會使用傳統意義上的傳媒，而會到某些大學的網站上。 
• 一名加勒比裔調查參加者表示，當她需要法律服務或消費者資訊時，她 有

可能會「上網搜索或向朋友詢問。」 
• 一名俄裔調查對象聲稱，「很容易從互聯網上獲得資訊，無論要找什麽，只

須用 Google 搜索即可。」 
• 數名小組座談參加者習慣通過主流資訊源獲得移民安置資訊。 
• 我們被告知，「www.211.ca 及 www.51.ca 上面有很多機構鏈接，在移民安

置方面提供幫助。」 
• 一名西班牙裔調查參加者說，他的大多數安置資訊來自一家政府網站。 
• 薩 德 伯 裏 小 組 座 談 大 多 數 成 員 似 乎 知 道 www.cic.gc.ca ， 但 是 不 知 道

Settlement.org。 
• 薩德伯裏一名阿拉伯裔調查對象說，他定期訪問 CIC 網站，「有時是爲了

瞭解新任官員，但主要是爲了查看我的移民申請的進展情況。」 
• 另外一名西班牙裔調查對象在一個國際留學生辦公室工作，她說，因爲她的

工作，她知道 Settlement.org 這個網站。 
• 數名溫莎居民提到，他們在消息板上尋找社區資訊及順風搭車資訊。 
• 然而，互聯網的使用也存在一些問題。 
• 溫莎一名西非裔調查對象聲稱，他會訪問 www.canada.ca 這樣的政府網站，

以獲得移民安置資訊。「這是一個一般性的網站，就滿足溫莎社區西非裔的

具體需求而言，提供的幫助很少。」同樣，溫莎的加勒比裔調查參加者「不

知道溫莎有任何爲加勒比裔社區服務的網站資源。」阿拉伯裔調查對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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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org 提供有用的移民安置資訊，但沒有具體有關溫莎的資訊。現

有的（溫莎的）網站主要在刊登廣告，並且，網頁經常處於正在建設中的狀

態，資訊並非時時可得。」 
• 「 要使用政府網站，你必須有特別的技能。他們有一些很好的項目，但你

必須努力讀出其中的意思來。」 
• 「加拿大政府的網站有用，但你需要找經驗相當豐富的人來解釋其中的內

容。」 
• 「我有時會用網站，但你必須有能力解讀上面的內容，否則你必須找人來解

釋給你聽。」 
• 「很多人用互聯網，但如果你不懂英文怎麽辦？」 
• 一名 50 多歲的葡萄牙裔調查參加者說，雖然他知道「有很多網站」，但他

不使用網站。 
• 一名西非裔調查對象說，她主要從親友處獲得資訊，極少使用政府網站。 
• 討論中提及的主流網站有 Workopolis 及 Jobbank.gc.ca。 
 

其他移民安置資訊來源 
 

• 所有小組座談中，參加者強調，親友是首要的移民安置資訊來源。 
• 社區協會、俱樂部、教堂、清真寺、房地産商及族裔商店（尤其是蔬果店）

是其他主要的資訊來源。調查參加者沒有提及平面傳媒及其他族裔傳媒。 
• 「俱樂部在葡萄牙裔社區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人們聚集在一起，通常開展

體育活動。俱樂部也成爲新移民的支持系統，在這裏，人們可以交流想法、

向他人提供建議。」 
• 「政府資助的阿拉伯裔社區中心提供移民安置方面的協助。中心提供翻譯服

務、表格填寫服務、納稅服務等。」 
• 「渥太華的阿拉伯裔社區相當大，所以他們提供幫助。」 
• 在薩德伯裏，各族裔群體似乎沒有很強的協會組織，多元文化社區中心與移

民服務中心被認爲是相當重要的。  
• 服務于移民的法律公司「提供的資訊很有限，但是這些資訊很有用。」 
• 渥太華一名葡萄牙裔調查對象提到，「人們到咖啡廳去交流小道消息、新

聞、文化活動資訊，這是一種瞭解時事的方式——這些地方播放葡萄牙語電

視節目。」 
• 一位阿拉伯裔調查對象評論說，「薩德伯裏資訊非常匱乏」，同時又說「新

移民在入境時獲得一些資訊，包括一份提供有用資訊的材料，譬如如何找律

師及醫生。」 
• 渥太華一名阿拉伯裔調查對象在兒童時期移民加拿大，她說，「傳媒資訊一

開始不是很容易獲得，我父親使用黃頁與白頁。」 
• 她接著說，「對於那些沒有融入加拿大社會、不使用英文的人來說，是非常

困難的。他們可以做的是，到阿拉伯裔的蔬果店去——他們會在那裏向他人

尋求資訊。」在這個問題上，她也提到敍利亞駐渥太華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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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渥太華其他幾名調查對象提到依賴母國大使館的幫助。  
• 西班牙裔調查對象聲稱，墨西哥大使館「的網站上有有關渥太華社區的資

訊」。 
• 但是，使館網站似乎沒有太多關於安省較小城市的資訊。 
• 無論在哪個城市，都只有很少小組座談成員聽說過多元文化的 211 社區資訊

熱線或是加拿大新移民雜誌（The Canadian Newcomer Magazine）。 
•  「許多華裔新移民到政府辦公室去尋找資訊。辦公室有許多座談會，幫助

人們撰寫簡歷，有懂粵語的人也有懂國語的人。」  
• 一 名 調 查 對 象 從 朋 友 處 聽 說 聯 邦 政 府 的 加 拿 大 新 移 民 語 言 培 訓 項 目

（LINC），並接受過項目的服務。 
• 「對於新移民來說，大學裏的實習項目也是很有用的。」 
• 有些社區有他們自己的目錄指南。大多倫多地區一名泰米爾裔調查對象提到

Thamilar Mathiyil——一份多倫多泰米爾裔社區頻繁使用的「黃頁」。「其

中有所有有關移民安置及其他方面資訊的列表。」 
 

改善移民安置資訊的發佈 
 

• 對於改善移民安置資訊的發佈這一問題，各地小組座談成員提出多項建議。 
• 薩德伯裏的華裔調查對象感覺到，如果政府對 Settlement.org 網站進行推

廣，資訊匱乏的問題可能能夠得到解決。  
• 該組其他成員都認爲需通過其他傳媒推廣 Settlement.org 網站。 
• 西班牙裔調查對象指出，既然這類網站主要是爲新移民設計的，就應該使用

多種語言。 
• 薩德伯裏小組對技能評估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討論。一名西非裔調查參加者

建議，應該建立一個中心，有專業技術的移民可以到那裏去評估自身技能。 
• 若要通過傳媒發佈移民安置資訊，則需在多家傳媒上發佈，「因每個人用的

傳媒不同。」 
• 數名調查參加者感到，更多人收看電視節目而不是收聽電臺節目。但是，他

們也提到，平面傳媒可以讓人重新瀏覽資訊，因此可以讓人更詳細地瞭解資

訊，但是在電視上不可能重溫資訊內容。平面傳媒能夠讓人重溫重要資訊

（例如如何申請駕駛執照），這將使它們更爲有用。 
• 各小組座談討論也表達了對傳媒的憂慮： 

- 政府應更多支持族裔傳媒。 
- 族裔傳媒所有者發現，若要吸引政府廣告，操作甚爲複雜。 
- 大型傳媒不支持小型傳媒。 
- 所有資訊來源需可靠可信，應由政府管理或監督。 
- 傳媒目前不具有代表性；他們並不報道所有群體。 
- 人們傾向於使用播客（podcasting），不一定喜歡大衆傳媒、大衆廣

播——他們關心的是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 各小組座談討論對具體的傳媒有以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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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 政府發言人可以在電視上提供就業及有關志願服務機會的資訊。 
- TVI 近播出一個護士與醫生談論心理健康問題的節目——他們有觀

衆熱線電話，這有助於消除人們的文化偏見。 
- 有關重要的公衆健康話題的節目不在黃金時段播出，因肥皂劇與電影

的收視率更高。 
- 24 小時播出的族裔電視臺好——可以專門安排一個小時播放與移民

有關的節目。 
- 電視節目有用，特別是對那些不能在家中使用計算機的人。理想的播

出頻率：每周一次，30 分鐘到一個小時。 
- 節目應向所有移民群體提供一般性的移民安置資訊，不一定須滿足某

個特定族裔社區的資訊需求，在不同城市由多元文化電視臺提供移民

安置建議。 
 

電臺 
- 電臺可安排熱線電話及資訊節目。 

 
報紙 

- 招聘資訊應置於報紙較爲顯眼的版面，如 後一版，若頭版需留用於

其他重要資訊的話。 
- 主流及族裔傳媒未將其資源用於全面地討論與移民法修改有關的話

題。族裔傳媒沒有足夠的資金讓記者報道這一話題，因此政府應提供

預先準備好的文章，將其作爲平面傳媒的隨報附送單張。 
- 每季度或每年做一個專門面向新移民的專題，會很有用。 
- 因資訊經常會有變化，若有一本移民安置資訊參考資料，其中包含有

關資訊更新的鏈接，會很方便。 
- 或許可以集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隨手可得的報紙，而不是社鄰或

主流報紙。與主流報紙相比，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報紙語言較爲簡單。 
 

互聯網 
- 設立容易找到的、互動的網上咨詢服務，用戶可以瀏覽常見問題解答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能就具體問題進行咨詢，並能在合

理的時間內得到回復。 
- 互動網站論壇易於使用，且允許互動交流。 
- 政府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做這一工作。 
- 政府網站有許多論壇，但資訊及相關解釋不多。 

 
電話 

- 211 這樣的電話熱線系統在提供基本資訊方面很有效率。 
- 電話熱線須爲多語言及互動式——用戶可以用自己的語言留言並可收

到電話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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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中心 
• 不同小組座談討論中對使用社區服務中心及移民服務機構獲得更多移民安置

資訊的問題有以下評論： 
- 若讓傳媒報道所有族裔群體的問題，可能要求太高了。但是，社會服

務中心或許可以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 「多元文化中心應有各群體的代表，以適應所有移民社區的要求。這

樣，每個族裔群體都可以得到切合自身要求的建議（尤其是到哪里購

買族裔商品等等）。」 
- 移民服務機構是存在的，但人們有可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 如何確保這些機構提供的是 新的資訊？ 
- 對於那些重大問題，移民無論如何都會瞭解到，例如流感。對於更爲

具體的問題，可能就應到適當的地方去瞭解，因爲語言是一個很大的

障礙。 
- 如果你不認識任何人，則應首先聯繫協會等機構。 

 
與傳媒製作方及編輯進行的訪談 
 
訪談的目標 
 

深度訪談的目標在於： 
 

• 瞭解並研究電視及電臺節目製作方、報紙及網站編輯的視角 
• 瞭解製作方/編輯對其觀衆/讀者（數量及人口特點）的認知情況 
• 瞭解節目的歷史 
• 詳細瞭解有關資訊發佈的具體方式及範圍 
• 獲知運作資金來源 
• 詳細瞭解廣告策略及價位 
• 獲知製作方/編輯對在節目/報紙/網站中發佈移民安置資訊的看法 
• 瞭解製作方/編輯對觀衆/讀者的需求的認識 
• 瞭解將來的計劃及以前的策略 

 
訪談對象的選擇標準 
 

訪談對象的唯一選擇標準是，他們的工作必須涉及本研究項目所包含的各節目

/報紙/網站內容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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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4

28

10

網站報紙電臺電視

與製作方及編輯進行的訪談

n = 76

 
 
聯繫訪談對象 
 

本項目與平面傳媒編輯、廣播電視及網絡傳媒製作方進行了 76 次深度訪談

（主要通過電話）。在研究人員對傳媒內容進行了分析之後，訪談於 2007 年 5 月

及 6 月間展開。已對具體傳媒內容作出分析的研究人員負責訪談工作。這一工作包

括聯繫四個城市中的 14 個電視節目、24 個電臺節目、28 家報紙及 10 家網站，涵

蓋本項目所有族裔群體、主流及社鄰傳媒。（許多傳媒有支持性網站，不計算在

內。）其他數名傳媒代表拒絕參加訪談。一些聯繫人的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有所變

更，所以無法建立聯繫。 
 
參與訪談的傳媒列表 
 
CFRA （Afternoon Edition） 
CFRA （Ron Corbett） 
CKLW （Windsor Now） 
Northern Life 
Payam-e Rooz 
Afghan HindaraTV 
Television Taabash 
Radio Saday Ham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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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Sabaawun 
Af peace Website 
Saadat and Serwatmand Website 
Andishae Nau 
Planet Africa 
The Spectrum 
www.blackottawa411.com 
Ghanaian news 
Ici l’Afrique 
Ondes Africaines 
Nexus Africa 
Al Hayat Al Arabiya Newspaper 
Phoenicia Newspaper 
Sada Al-Mashrek Newspaper 
Sawt El-Nojoum Program 
Lebanese in Ottawa.ca website 
Correo Canadiense 
Antenne Afrique Antilles  
Men kontre 
Canada Extra 
The Spectrum 
Caribbean Calendar 
Caribbean connection 
Caribbean Camera 
CJAM Chinese Reflections 
CKCU China Album 
CKLU Bamboo Headquarters and Green Tea 
Fairchild Radio 
Singtao Daily 
Talentvision 
The Windsor Chinese Journal 
The World Journal 
www.51.ca 
El Popular 
Laguia.ca 
holaottawa.com 
Ontarioenespanol.ca 
Chin Radio AM1540 
Chin Radio Ottawa 97.9 
Rogers 22: Ottawa’s cultural window 
Marka Cadeey 
www.somalicanadians.ca 
Somali Voice （radio） 
The Somali Voice 
Codka Beesha （AM1540） 
Sol Portu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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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oz de Portugal 
Portugal Noticias 
Voice 
FPTV CIRV Radio 
CJAM 
Asas do Atlantico 
Adiaspora.com 
Capital  
Russian Ottawa （www.russianottawa.com）  
Yonge Street Review （www.newcanada.com）  
MixTV 
Carousel  
Radio Plus  
Ottawa Tamil Website 
Vaikarai 
CTBC-It’s That Show 
TVI-Kelungal Therapapadum 
Thamilar Thakaval 
CMR-Ear to the streets 
Ulaha thamilar 
TVI-Thisai Live 
CMR-Call in Shows （Tuesday’s Thakaval） 
Tamil One-Ulaa Varum Olivanki 
 

研究人員統一使用開放式問答的深度訪談調查問卷，詢問各編輯及製作方在報

道移民安置資訊方面的一般性政策（正式的或未聲明的）、報道較多的移民安置資

訊類別、有關資訊發佈的形式與模式、目標受衆、讀者/觀衆反饋、報道移民安置

資訊的製作成本、廣告價位、目前資金來源、過去的操作實踐及放棄以往做法的原

因，以及將來在涵蓋/增加移民安置資訊內容方面的計劃。 
 
研究報告 
 

不同訪談對象對以上各問題有不同的回答，但其中存在幾大相似點： 
 
傳媒內容結構 
 

• 大多數族裔電視/電臺節目及報紙有網站，幾個電臺節目可在網上收聽。 
• 大多數族裔傳媒缺乏讀者/觀衆的有效數據。許多報紙編輯及電視電臺節目

製作方提到，很難計算他們網站訪問者的數量。廣播節目因其衛星傳播方式

具有全球延伸性，這也是統計困難的原因之一。 
• 但是，互聯網的使用有其局限性——並非每個人都可以上網。 
• 電視/電臺節目的內容主要是音樂且以娛樂爲主題。星期五及星期六晚上/夜

間播出的節目不傾向於報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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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家大型報紙及節目允許隨報附送單張/廣播資助；大多數小型傳媒則不可

以。 
• 可以資助整個節目，或於一段時期內在節目播放時段播出廣告。 
• 許多族裔傳媒有一系列資金來源，包括傳媒所有者自己的資金投入，有的也

運營輔助性生意。 
• 他們經常依靠志願者員工的服務。 
• 有些傳媒曾嘗試報道移民安置資訊，但有時這類報道被中止，原因是財政及

時間上的限制，或因缺乏合適的員工。 
 
廣告 
 

• 族裔社區的生意人資源有限，對此，族裔傳媒有清楚的認識。因此，在廣告

發佈上，他們主要宗旨在於提供服務而不是牟取利潤。 
• 小型族裔生意可獲特殊的（優惠的）廣告價位。 

 
移民安置話題 
 

• 部分黎巴嫩及阿富汗裔製作方表示，他們在節目中有意避開政治話題。 
• 族裔傳媒在尋找有關移民安置的明確的資訊。他們常常發現很難從移民安置

機構獲得這樣的資訊。 
 
年齡代溝問題 
 

• 泰米爾裔編輯及製作方表示，許多年長的泰米爾裔移民英文講得不好，但

青少年則講不好泰米爾語。 
• 他們還指出，青少年與成年人在文化上有疏離感。 
• 葡萄牙裔傳媒主要爲成年觀衆服務。 
• 部分加勒比裔傳媒認識到，他們的受衆局限于成年人，並試圖製作青少年

喜歡的內容。 
 
內容 
 

• 許多編輯及製作方認識到，對受衆 爲有用的移民安置資訊是實用類的資

訊——如何獲得 SIN 卡與 OHIP 卡、駕駛執照、護照，如何找家庭醫生，如

何參加 ESL 培訓、獲知公共巴士與機場時間表等等。 
• 其他需求較高的資訊包括個人理財及如何處理藥物濫用、團夥暴力等社會問

題方面的資訊。 
• 觀衆希望在族裔傳媒中得到這些資訊，即使這些資訊在他處亦可得到——族

裔傳媒被認爲是友好的資訊來源。 
• 族裔傳媒的挑戰在於將有關資料翻譯成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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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節目的各具體問題方面（醫療健康、社區服務等等）的專家嘉賓非常受

歡迎。 
• 若節目提供觀衆/聽衆與專家的互動環節如熱線電話，也是非常好的。 
• 許多人與傳媒聯繫，希望詳細瞭解某些問題或嘉賓/服務的聯繫方式。 
• 數家華裔傳媒製作中包括移民故事內容，這些故事被視爲成功融入加拿大社

會的範例。 
• 觀衆/聽衆與傳媒聯繫，希望與移民故事中報道的個人建立聯繫。 
• 各大使館也通過族裔傳媒發佈有用的移民安置資訊。 

 
主流傳媒 
 

• 大多數主流傳媒認識到其所在城市的人口的多元化。 
• 然而，並非所有傳媒都願意發佈移民安置資訊，因他們視自身爲新聞時事傳

媒，只傳播有新聞價值的資訊。 
• 其他傳媒正在尋求建議，希望使自身的內容涵蓋面更廣。 

 
定量研究結果報告 
 

本項目應用嚴謹的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電視、電臺、報紙及網站的內容樣

本。研究人員仔細地分析樣本，並對其進行編碼，以作進一步研究。研究人員收集

了所有數據並對其進行處理，以完成本項目所需的數據闡釋工作。研究産生了非常

有用的關於安省現有移民安置資訊的成果。 
 
總體（所有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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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傳媒資訊條目：地點

51%

17.2%
14.8%

16.7%

0.3%
0

10

20

30

40

50

60

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未知

n = 10,084

 
 

與渥太華、溫莎及薩德伯裏比較，大多倫多地區的族裔傳媒數量更多。由於其

他三個城市相對較小，缺乏足夠的族裔傳媒樣本，本項目需用大多倫多地區的族裔

傳媒內容作爲替代樣本。在研究分析的 10,084 條資訊中，1,735 條來自渥太華，

5,143 條來自大多倫多地區，1,492 條來自溫莎，1,684 條來自薩德伯裏。30 家網

站的地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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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傳媒類別

族裔
90.4%

社鄰
3.6%

主流
6.1%

n = 10,084

 
 

本項目研究對象主要爲族裔傳媒，同時也分析了主流及社鄰傳媒。總計分析了

10,084 條傳媒資訊，其中 9,114 條來自族裔傳媒，610 條來自主流傳媒，360 條來

自社鄰傳媒。（在談及地理意義上的各地社區的傳媒時，本報告使用「社鄰」而不

是更常用的「社區」的術語，以避免與族裔社區傳媒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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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
911

5818

2156

電視 電臺 報紙 網站

研究分析的傳媒資訊條目總量

n = 10,084

 
其中包括 1,199 條電視節目資訊、911 條電臺節目資訊、5,818 條報紙資訊及

2,156 條網站資訊。因爲平面傳媒有其自身的特點，與其他傳媒比較，報紙資訊數

量明顯較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人員對每一篇文章、每一個節目、每一幀網頁及廣

告的內容進行分析。與網站及電視電臺中的節目與廣告相比，報紙中的文章及廣告

往往數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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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2%

4.2%

31.5%

18.2%

10.4%

5.5%

0.9%

4.5%

3.1%

9.7%

6.1%
就業

住房

移民

法律服務

公民

醫療健康

教育

社區

消費者資訊

休閒娛樂

政治

其他

研究分析的傳媒中的移民安置資訊條目

n = 11,680

 
 

其中八項移民安置資訊類別來自 CIC 網站 Settlement.Org Welcome to Ontario 
（http://www.settlement.org/index.asp），分別爲： 就業、住房、移民、法律服務、

公民、醫療健康、教育、社區、消費者資訊及休閒娛樂。另添政治一類，以反映這

方面內容在試點項目樣本中的大量存在。「其他」類包括其他的資訊類別，包括以

下方面的內容：加拿大文化、加拿大節日、加拿大歷史、人口普查、經濟、環境、

聯邦預算、國際關係、加拿大冬季生活、多元文化、安全及社會問題。 
 

• 在不同類別資訊中，消費者資訊比例 高（31.5%）。 
• 社區資訊比例排第二位（18.2%），之後爲教育資訊（10.4%）、住房資訊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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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資訊占資訊條目總量的 6.1%，醫療健康資訊占 5.5%，法律服務資訊占

4.5%，休閒娛樂資訊占 4.2%，政治資訊占 3.2%，移民資訊占 3.1%。 
• 在研究分析的傳媒中，公民資訊占總量比例 低（0.9%）。 
 

不同類別傳媒中的移民安置資訊 
 

類別 

資訊分類 

主流 族裔 社鄰 

就業 13.3% 5.2% 12.7% 

住房 7.4% 10.1% 5.7% 

移民  1.2% 3.4% 1.3% 

法律服務 .4% 5.0% 2.5% 

公民 1.0% .9% .0% 

醫療健康 7.8% 5.2% 6.4% 

教育 6.1% 10.4% 13.2% 

社區 11.6% 18.2% 26.8% 

消費者資訊 21.6% 33.4% 12.7% 

休閒娛樂 4.1% 4.0% 8.4% 

政治 15.6% 2.2% 2.7% 

其他 9.9% 1.9% 7.7% 

總計 （11,680） 825 10295 560 

 
本表格顯示，族裔傳媒在移民安置資訊報道上與主流及社鄰傳媒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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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裔傳媒的消費者資訊比主流傳媒（21.6%）多出 50%以上，幾乎是社鄰傳

媒（12.7%）的三倍。 
• 族 裔 傳 媒 的 教 育 資 訊 比 主 流 傳 媒 （ 6.1% ） 多 ， 但 是 少 於 社 鄰 傳 媒

（13.2%）。 
• 社鄰傳媒的社區資訊比例 高（26.8%），族裔傳媒爲 18.2% ，主流傳媒爲

11.6%。 
• 在住房資訊方面，族裔傳媒資訊比例（10.1%）高於主流傳媒（7.4%）與社

鄰傳媒（5.7%）。 
• 但是，在就業資訊方面，族裔傳媒的資訊比例（5.2%）不足其他傳媒的一

半，醫療健康資訊比例（5.2%）也是三類傳媒中 低的。 
• 在法律服務資訊方面，情況完全相反（5.0%）。 
• 族裔傳媒的休閒娛樂資訊比例（4.0%）與主流傳媒（4.1%）不相上下，但

不到社鄰傳媒（8.4%）的一半。 
• 與族裔傳媒（2.2%）及社鄰傳媒（2.7%）相比較，主流傳媒政治資訊比例

高（15.6%）。 
• 所有三類傳媒的移民資訊比例都比較低，但族裔傳媒的資訊比例（3.4%）

是其他傳媒的兩倍以上。 
• 在公民資訊方面，主流傳媒（1.0%）與族裔傳媒（0.9%）不相上下，社鄰

傳媒樣本中未發現有任何這方面內容。 
• 值得注意的是，族裔傳媒中只有 1.9%的內容無法納入 Settlement.org 列出的

任何一種資訊類別，而在主流傳媒，這類資訊占 9.9%，社鄰傳媒中則有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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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不同媒介技術發佈的移民安置資訊 
 

類別 

資訊分類 

電視 電臺 報紙 s 網站 s 

就業 4.1% 5.4% 5.9% 8.2% 

住房 4.5% 3.7% 10.9% 12.1% 

移民  4.1% 3.9% 2.5% 3.9% 

法律服務 2.4% 3.8% 6.1% 1.6% 

公民 0.5% 1.4% 0.7% 1.2% 

醫療健康 9.8% 4.7% 5.2% 3.8% 

教育 9.2% 10.2% 11.5% 8.0% 

社區 21.9% 23.0% 13.5% 27.0% 

消費者資訊 33.4% 31.6% 34.5% 22.1% 

休閒娛樂 4.6% 4.1% 3.2% 7.0% 

政治 2.2% 6.3% 3.3% 2.3% 

其他 3.4% 1.8% 2.7% 2.8% 

總計 （11,680） 1,477 1,014 6,759 2,430 

 

本表格列出電視、電臺、報紙及網站每種傳媒中各個類別的移民安置資訊的比

例。 
 

• 本表格顯示出每種傳媒在傳播各個類別資訊中的趨勢（可能亦是優勢）。 
• 所有傳媒都有大量消費者資訊，其中網站的 少（22.1%）。 
• 網站的社區資訊比例 高（27.0%），比其他任何傳媒都高。 
• 社區資訊比例 低的傳媒是報紙（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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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訊方面，情況完全相反：平面媒體比例 高（11.5%），互聯網 低

（8.0%）。 
• 兩類傳媒中住房資訊比例都高，網站爲 12.1% ，報紙爲 10.9%。 
• 網站的就業資訊比例（8.2%） 明顯高於其他傳媒，是電視（4.1%）的兩

倍。 
• 電視的醫療健康資訊比例 高（9.8%），幾乎是網站（3.8%）的三倍。 
• 報紙的法律服務資訊比例 高（6.1%），互聯網傳媒 低（1.6%）。 
• 網站的休閒娛樂資訊比例 高（7.0%），報紙 低（3.2%）。 
• 電臺 突出的是政治資訊（6.3%），電視的政治資訊比例 低（2.2%）。 
• 電視的移民資訊比例 高（4.1%），報紙 低（2.5%）。公民資訊方面區

別不大，電臺 高（1.4%），電視 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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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裔的移民安置資訊：所有傳媒 
 

族裔 

資訊分類 

阿富汗

裔 
西非裔 阿拉伯

裔 
加勒比

裔 
華裔 西班牙

裔 
索馬里

裔 
葡萄牙

裔 
俄裔 泰米爾

裔 

就業 .3% 6.5% 1.2% 4.5% 10.1% 3.0% 2.9% 5.9% 5.5% 6.2% 

住房 10.5% 1.7% 12.1% 6.0% 12.6% 5.9% 11.0% 8.6% 11.0% 18.8% 

移民  2.1% 3.7% 3.4% 2.4% 6.3% 4.6% 6.2% 4.5% 3.4% .9% 

法律服務 1.3% 3.4% 6.1% 7.7% 4.1% 4.5% 12.9% 5.9% 8.7% 2.9% 

公民 .3% .0% 3.5% .3% .4% .1% 6.7% 2.6% 3.6% .1% 

醫療健康 2.2% 3.5% 5.4% 2.7% 4.3% 8.1% 15.8% 2.1% 13.9% 5.1% 

教育 3.8% 4.6% 38.8% 4.3% 10.0% 5.7% 26.8% 1.9% 25.8% 8.8% 

社區 16.6% 24.0% 21.2% 10.5% 5.8% 16.6% 14.4% 30.6% 19.8% 28.6% 

消費者資訊 61.0% 49.0% 6.6% 45.0% 35.9% 42.7% 3.3% 28.5% .0% 22.3% 

休閒娛樂 1.4% 2.2% 1.8% 9.4% 5.4% 5.5% .0% 5.5% .0% 1.3% 

政治 .0% 1.3% .0% 1.8% 1.6% 2.4% .0% 3.8% 6.2% 3.9% 

其他 .3% .0% .0% 5.4% 3.6% 1.0% .0% .0% 2.1% 1.0% 

總計 （10,295） 626 1128 851 1730 1456 1350 209 421 562 1962 

 

本表格列出了本項目研究的各族裔群體傳媒中不同類別移民安置資訊的比例。 
 

• 10 個族裔群體的傳媒對每一類別的資訊的報道有極大的差異。 
• 在半數的媒體中，消費者資訊數量 大，在阿富汗裔傳媒中占資訊總量比例

高（61%），在俄裔傳媒中比例 低（0%）。 
• 各傳媒中社區資訊也很豐富，葡萄牙裔傳媒比例 高（30.6%），華裔 低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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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訊在阿拉伯裔傳媒（38.8%）、索馬里裔傳媒（26.8%）、俄裔傳媒

（ 25.8% ） 中 比 例 高 ， 在 葡 萄 牙 裔 傳 媒 （ 1.9% ） 、 阿 富 汗 裔 傳 媒

（3.8%）、加勒比裔傳媒（4.3%）及西非裔傳媒（4.6%）中比例 低。 
• 住房資訊在泰米爾裔傳媒（18.8%）、華裔傳媒（12.6%）、阿拉伯裔傳媒

（12.1%）中比例 高，在西非裔（1.7%）、西班牙裔（5.9%）及加勒比裔

傳媒（6.0%）中 低。 
• 就業資訊在華裔傳媒（10.1%）、泰米爾裔傳媒（6.2%）、葡萄牙裔傳媒

（5.9%）及俄裔傳媒（5.5%）中比例 高，在阿富汗裔傳媒（0.3%）、阿

拉伯裔傳媒（1.2%）及索馬里裔傳媒（2.9%）中比例 低。 
• 醫療健康資訊在索馬里裔傳媒（15.8%）及俄裔傳媒（13.9%）中比例

高，在葡萄牙裔傳媒（2.1%）、阿富汗裔傳媒（2.2%）及加勒比裔傳媒

（2.7%）中較低。 
• 法律服務資訊在索馬里裔傳媒、俄裔及加勒比裔傳媒中比例 高，在阿富汗

裔傳媒（1.3%）、泰米爾裔傳媒（2.9%）及西非裔傳媒（3.4%）中 低。

休閒娛樂資訊在加勒比裔傳媒（9.4%）、西班牙裔傳媒（5.5%）、葡萄牙

裔傳媒（5.5%）及華裔傳媒（5.4%）中比例 高，在索馬里裔傳媒內容樣

本及俄裔傳媒內容樣本中則不存在。 
• 在政治資訊方面，俄裔傳媒內容比例（6.2%）明顯高於其他所有傳媒，阿

富汗裔傳媒、阿拉伯裔傳媒及索馬里裔傳媒內容樣本則不含政治資訊。移民

資訊在華裔傳媒（6.3%）及索馬里裔傳媒（6.2%）中比例 高，在泰米爾

裔傳媒（0.9%）中 低。 
• 在公民資訊方面，索馬里裔傳媒內容比例明顯高於其他所有傳媒，在非裔傳

媒（0%）、西班牙裔傳媒（0.1%）、阿富汗裔傳媒（0.3%）、加勒比裔傳

媒（0.3%）及華裔傳媒（0.4%）中比例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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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地點

56%

16.8%
14.7%

12.5%

0

10

20

30

40

50

60

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n = 1,199

 
 

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總計 1,199 條，其中，202 條來自渥太華，671 條來

自大多倫多地區，176 條來自溫莎，150 條來自薩德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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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電視臺類別

主流
7.7%社鄰

3%

族裔
89.3%

n = 1,199

 
 

在研究分析的 1,199 條電視資訊條目中，1,071 條來自族裔電視臺，93 條來自

主流電視臺，35 條來自社鄰電視臺。 
 
研究分析的電視節目列表 
 

• 02-oxygen 
• Aaram （Garland） 
• Afghan Ghag 
• Afghanhindara T V 
• Al-takrir Al Arabi 
• All about you 
• Asian Magazine 
• Calando a 
• Canada Contacto 
• Canadian Pathivugal 
• Caribbean Vi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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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 10 news 
• CityTv News 
• CTV News 
• Daily News 
• Daily News/Community Bulletin 
• Despierta America 
• Don't forget your passport 
• Evening news 
• Fontonfron 
• Gente da Nossa 
• Half the World 
• Hispanic Roots 
• Hola que tal 
• Ihdaa'at--dedications 
• Inquiry 
• Kelungal Tharapadum （Ask and you shall receive） 
• Lebanese Variety 
• Mandarin Profile 
• Min America 
• MixTV 
• Morning news 
• Mosaiic 
• Mosaique Francophone 
• Mosaiques Francophones 
• Munawaat Arabia 
• Muqaalka Soomaalida 
• News+ Telenovelas 
• OMNI News （Cantonese） 
• OMNI News （Mandarin） 
• OMNI News: Mandarin Weekend Edition 
• Omniyat TV 
• Ondes africaines 
• Ottawa's cultural window 
• Ottawa Cultural Window - Caribbean Calendar 
• Paula's home cooking 
• Pilot guides 
• Planet Africa 
• Reflections of China 
• Russian Mosaic 
• Russian Waves 
• Sem Fronteiras 
• Super Cinema Night （ads） 
• Taabesh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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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novelas 
• The world at your table 
• Thisai Live （Directions Live） 
• Top ten songs 
• Trendy Sunday 
• Tribuna do cidadao 
• Ulaa Varum Olivanki 
• Voice of Egypt 
• Word for Word 

 
 

1.3% 25.7% 46.1% 26.2% 0.7%

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的月份分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n = 1,199

 
在本項目時間框架內，大多數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取自 2007 年 4 月間播

出的節目，三月與五月的資訊各約占四分之一，二月與六月的資訊樣本數量 小。 
 
 

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的一周分佈

9.4% 5.1% 16.3% 14.7% 7.2% 33.9% 13.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n = 1,199

 
 

分析樣本中包含一周中每天的節目。星期六的內容樣本超過三分之一，因爲大

量非族裔電視臺的族裔電視節目在星期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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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36.7%

17%

7.8%

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的時間分佈

晚上後半段 (21:00-24:00)

晚上前半段 (18:00-21:00)

下午 (12:00-18:00)

上午 (6:00-12:00)

n = 1,199

 
 

受非族裔電視頻道的大部分族裔節目播放時間的影響，電視移民安置資訊主要

在上午及下午時段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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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電視資訊條目所屬的節目類型

6%

61.2%

0.5%

1.9%

0.8%

1.8%

1.7%

26.1%新聞時事

紀錄片

文化/音樂

體育

兒童/青少年

喜劇

廣告

其他
n = 1,199

 
 

本項目研究分析的是那些 有可能報道移民安置資訊的電視節目。 
• 因此，超過四分之一的資訊是新聞時事。然而，廣告內容占 61.2%。 
• 由於 89.3%的內容樣本來自族裔傳媒，本圖表清晰顯示出族裔電視對廣告的

依賴性。 
 



 49

3.4%

2.2%

4.6%

33.4%

21.9%

9.2%

9.8%

0.5%

2.4%

4.1%

4.5%

4.1%
就業

住房

移民

法律服務

公民

醫療健康

教育

社區

消費者資訊

休閒娛樂

政治

其他

研究分析的電視移民安置資訊

n = 1,477

 
 

電視資訊條目的分析顯示，消費者資訊占總量三分之一以上，社區資訊比例占

第二位（21.9%）。 
• 醫療健康資訊（9.8%）與教育資訊比例（9.2%）不相上下。 
• 休閒娛樂資訊、住房資訊、就業資訊及移民資訊都占總量 4%左右，法律服

務資訊（2.4%）、政治資訊（2.2%）及公民資訊（1.4%）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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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別電視臺的移民安置資訊 
 

類別 

資訊分類 

主流 族裔 社鄰 

就業 3.6% 4.4% 1.4% 

住房 4.2% 4.7% 2.7% 

移民  1.8% 4.6% .0% 

法律服務 .6% 2.7% .0% 

公民 .6% .5% .0% 

醫療健康 12.0% 9.1% 16.2% 

教育 3.6% 9.5% 16.2% 

社區 24.1% 20.9% 32.4% 

消費者資訊 10.8% 38.0% 6.8% 

休閒娛樂 11.4% 3.2% 12.2% 

政治 8.4% 1.3% 2.7% 

其他 18.7% 1.0% 9.5% 

總計 （1477） 166 123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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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主流電視（10.8%）及社鄰電視（6.8%），消費者資訊在族裔電視

（38.0%）中比例較高。 
• 社鄰電視中社區資訊（32.4%）比例 高，此類資訊在主流電視（24.1%）

及族裔電視比例（20.9%）也比較高。 
• 與其他電視相比，社鄰電視的醫療健康資訊比例（16.2%）及教育資訊比例

（16.2%） 高，這兩類資訊在族裔電視中約占 9%，在主流傳媒中，醫療

健康資訊比例爲 12%，但教育資訊比例僅爲 3.6%。 
• 在休閒娛樂資訊方面，社鄰電視（12.2%）與主流電視（11.4%）資訊比例

相當，遠遠超過族裔電視（3.2%）。 
• 在住房資訊方面，族裔電視（4.7%）與主流電視（4.2%）比例相當，高於

社鄰電視（2.7%）。 
• 族裔傳媒在就業資訊（4.4%）、移民資訊（4.6%）及法律服務資訊

（2.7%）方面領先。 
• 在政治資訊方面，情況完全相反。主流電視（8.4%）在三類傳媒中遙遙領

先。公民資訊方面，三類傳媒比例都偏低：主流（0.6%）、族裔

（0.5%）、社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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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不同族裔電視的移民安置資訊 
 

族裔 

資訊分類 

阿富汗

裔 
西非裔 阿拉伯

裔 
加勒比

裔 
華裔 西班牙

裔 
索馬里

裔 
葡萄牙

裔 
俄裔 泰米爾

裔 

就業 .0% 4.2% 3.0% 1.3% 13.7% 1.4% .0% 3.4% 2.5% 15.8% 

住房 .0% 1.4% 8.1% 5.3% 11.8% 7.2% .0% 3.4% 4.1% 3.0% 

移民  .0% 11.1% .0% .0% .0% 5.1% .0% 13.8% 1.7% 7.3% 

法律服務 .0% .0% 5.1% 4.6% 2.0% .0% 16.7% 4.6% 9.1% 1.8% 

公民 .0% .0% .0% .0% .0% .0% 5.6% 5.7% .0% .0% 

醫療健康 2.8% 4.2% 1.0% 5.9% 5.9% 13.7% .0% .0% 26.4% 11.5% 

教育 .9% 9.0% 1.0% 13.8% 15.7% 1.7% 55.6% 4.6% 29.8% 11.5% 

社區 13.0% 27.1% 36.4% 6.6% 3.9% 21.6% 16.7% 33.3% 19.8% 23.6% 

消費者資訊 80.6% 38.9% 37.4% 58.6% 23.5% 45.9% 5.6% 19.5% .0% 22.4% 

休閒娛樂 2.8% 4.2% 8.1% .7% 5.9% 3.4% .0% 9.2% .0% .6% 

政治 .0% .0% .0% .7% 7.8% .0% .0% 2.3% 4.1% 2.4% 

其他 .0% .0% .0% 2.6% 9.8% .0% .0% .0% 2.5% .0% 

總計 （1,237） 108 144 99 152 51 292 18 87 121 165 

 
• 10 個族裔群體的電視中，6 個群體的電視的消費者資訊占資訊總數量比例

高，各數字間存在很大差異。阿富汗裔比例高至 80.6%，俄裔比例低至

0%。 
• 社區資訊方面差異較小，社區資訊在阿拉伯裔電視（36.4%）中比例 高，

在加勒比裔（6.6%）中比例 低。醫療健康資訊在俄裔電視（26.4%）中比

例 高，在非裔（4.2%）、阿富汗裔（2.8%）及阿拉伯裔（1.0%）電視中

偏低，在索馬里裔及葡萄牙電視樣本中則不存在。 
• 教育資訊方面差異較大，在索馬里裔電視中比例爲 55.6%，在西班牙裔電視

中爲 1.7%，在阿拉伯裔電視中占 1.0%，在阿富汗裔電視中占 0.9%。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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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阿富汗裔、加勒比裔、泰米爾裔、索馬里裔及俄裔節目的休閒娛樂資訊

比例低於 4%。 
• 在住房資訊方面，以下群體的傳媒的內容比例低於 4%：葡萄牙裔、泰米爾

裔、西非裔、阿富汗裔及索馬里裔。泰米爾裔及華裔電視中就業資訊比例分

別爲 15.8%與 13.7%。然而，其他所有群體的傳媒在這方面的資訊比例偏

低。 
• 葡萄牙裔（13.8%）、西非裔（11.1%）、泰米爾裔（7.3%）及西班牙裔

（5.1%）電視的移民資訊比例高，其他傳媒情況則有不同。華裔、泰米爾

裔、阿富汗裔、非裔及西班牙裔電視的法律服務資訊比例低於 4%。 
• 除華裔（7.8%）及俄裔電視（4.1%）外，其他所有傳媒的政治資訊比例低

於 2.5%。公民資訊僅存在於葡萄牙裔（5.7%）與索馬里裔電視（5.6%）內

容樣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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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臺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地點

21.7%

19.1%

22%

3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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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n = 911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總計 911 條，其中，200 條來自渥太華，339 條來

自大多倫多地區，174 條來自溫莎，198 條來自薩德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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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電臺類別

主流
11.1%社鄰

3%

族裔
85.9% n = 911

 
 

在研究分析的 911 條電臺資訊條目中，783 條來自族裔電臺，101 條來自主流

電臺，27 條來自社鄰電臺。 
 
研究分析的電臺節目列表  
 

• Accounting & Personal Finance 
• Africa Today 
• African women and family 
• Afternoon Edition 
• Antenne Afrique Antilles 
• Bamboo Headquarters 
• Bernier et Cie 
• Bouyon rasin 
• By request on Midday with Meagan 
• Cafe da Manha 
• Café para dos 
• Call In Shows: A Story's Journey 
• Call In Shows: Nanthavanam: Poetry 
• Call In Shows: Thakav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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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ibbean Connection 
• Caribbean Exposure 
• Chinese Reflections 
• Coodka Beesha 
• Daily News 
• Despertar a Portuguesa 
• Ear to the Streets 
• East Meets West 
• Espaco de Informacao 
• Espaco Opiniao 
• Experience Creole 
• Experts on Call 
• Fresh Air 
• Here and Now 
• Horn of Africa 
• Ici l'Afrique 
• Informacao Communitaria 
• Intersection 
• It's That Show 
• Legal Hotline 
• Men kontre 
• Midday with Meagan 
• Musica 
• Musica para a hora do almoco 
• News on The Home Run 
• Nexus Africa 
• Noticias 
• Noticias Internacionais 
• Ondas latinas 
• Points North 
• Punto de encuentro 
• Radio Atehadye Afghan… 
• Radio Plus 
• Radio Sabaawun 
• Radio Saday Hamra 
• Ron Corbett 
• Russian Prospect 
• Somali Voice 
• Somali Voice Radio 
• Super Night Post 
• Swat Al-Nojoum 
• Thai Yaga Noku （Look at the Mother land） 
• The Home Run 
•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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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sor Now 
 
 

5.3% 55.7% 37.2% 1.9%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的月份分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n = 911

 
在本項目時間框架內，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中超過一半取自 2007 年 4 月

間播出的節目，五月的資訊占 37.2%，三月與六月的資訊樣本數量 小。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的一周分佈

14.9% 8% 18.3% 13.9% 13% 17.5% 14.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n = 911

 
在研究樣本中，資訊較爲平均地分佈于一周七天之中（就具體資訊條目播出的

日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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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37.5%

15.8%

32.6%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的時間分佈

晚上後半段 (21:00-24:00)

晚上前半段 (18:00-21:00)

下午 (12:00-18:00)

上午 (6:00-12:00)

n = 911

 
 

就每天的資訊播出時段而言，分佈也較爲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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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所屬的節目類型

55.7%

0.3%

2.4%

6.1%

0.1%

2.5%

0.2%

0.3%

32.3%新聞時事

戲劇

紀錄片

文化/音樂

體育

兒童/青少年

喜劇

廣告

其他 n = 911

 
 

本項目研究分析的是 有可能報道移民安置資訊的電臺節目。 
• 因此，幾乎三分之一的資訊來自新聞時事節目。 
• 然而，超過一半的樣本包含廣告內容。由於 85.9%的樣本來自族裔傳媒，這

清晰顯示出族裔電臺對廣告的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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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3%

4.1%

31.6%

23.0%

10.2%

4.7%

1.4%

3.8%

3.9%

3.7%

5.4%
就業

住房

移民

法律服務

公民

醫療健康

教育

社區

消費者資訊

休閒娛樂

政治

其他

研究分析的電臺移民安置資訊

n = 1,014

 
 

• 電臺資訊分析顯示，幾乎三分之一的資訊爲消費者資訊，社區資訊比例排名

第二（23.0%）。 
• 教育（10.2%）、政治（6.3%）、就業（5.4%）、醫療健康（4.7%）及休閒

娛樂資訊（4.1%）比例中等。移民（3.9%）、法律服務（3.8%）、住房

（3.7%）及公民資訊（1.4%）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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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別電臺的移民安置資訊 
 

類別 

資訊分類 

主流 族裔 社鄰 

就業 .8% 6.3% 2.3% 

住房 2.5% 4.0% 2.3% 

移民  .0% 4.7% .0% 

法律服務 1.6% 4.4% .0% 

公民 3.3% 1.2% .0% 

醫療健康 4.1% 5.0% 2.3% 

教育 4.9% 10.7% 13.6% 

社區 9.0% 23.1% 59.1% 

消費者資訊 45.1% 30.9% 6.8% 

休閒娛樂 1.6% 4.4% 6.8% 

政治 21.3% 4.4% 2.3% 

其他 5.7% 1.1% 4.5% 

總計 （1,014） 122 848 44 

 
 

• 主流（45.1%）及族裔（30.9%）電臺的消費者資訊比例都高於社鄰電臺

（6.8%）。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所有主流傳媒的研究結果相比，主流電臺的消費者

資訊的比例爲其他主流傳媒的 50%以上。 
• 在社區資訊方面，與族裔（23.1%）及主流（9.0%）電臺較低的比例相比，

社鄰電臺內容比例（59.1%）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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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資訊在社鄰電臺（13.6%）中比例 高。政治資訊在主流電臺的比例

（21.3%）遠遠高於族裔（4.4%）及社鄰（2.3%）電臺。 
• 值得注意的是，族裔電臺就業資訊比例（6.3%）高於社鄰（2.3%）及主流

（0.8%）電臺。 
• 雖然醫療健康在族裔電臺（5.0%）中比例 高，但差異並非很大。休閒娛

樂資訊在社鄰電臺（6.8%）中比例 高，在主流電臺（1.6%）中比例偏

低。 
• 值得注意的是，族裔電臺移民資訊比例爲 4.7%，其他兩類傳媒樣本中不含

移民資訊。 
• 族裔電臺的法律服務資訊比例也較高（4.7%），主流電臺比例爲 1.6%，社

鄰電臺樣本不含法律服務資訊。 
• 住房資訊方面，族裔電臺比例 高（4.0%），主流及社鄰電臺比例分別爲

2.5%及 2.3%。 
• 公民資訊在主流電臺中比例較高（3.3%），族裔電臺比例爲 1.2%，社鄰電

臺樣本中不含公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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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不同族裔電臺的移民安置資訊 

 
 

• 10 個族裔群體的電臺節目包含的移民安置資訊比例差異較大。 
• 與其他傳媒相比，電臺中某些類別的移民安置資訊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類別。 
• 消費者資訊在阿富汗裔及加勒比裔電臺中 高，分別爲 73.5%及 64.7%，在

阿拉伯裔、西班牙裔及俄裔電臺 低，爲 0%，在索馬里裔電臺爲 3.6%。 
• 社區資訊比例差異相對較小，但仍然顯著：西班牙裔電臺爲 44.4%，阿富汗

裔電臺爲 6.5%。 
• 教育資訊差異也較爲顯著，阿拉伯裔電臺高至 31.5%，阿富汗裔及西班牙裔

電臺低至 0%；泰米爾裔（8.0%）、西非裔（6.3%）及華裔（4.5%）電臺相

族裔 

資訊分類 

阿富汗

裔 
西非裔 阿拉伯

裔 
加勒比

裔 
華裔 西班牙

裔 
索馬里

裔 
葡萄牙

裔 
俄裔 泰米爾

裔 

就業 .0% 14.6% 2.7% 6.9% 18.2% 5.6% .0% 14.4% 2.2% 9.2% 

住房 11.2% .0% 5.4% 3.9% .0% .0% 1.8% 2.1% 1.1% 1.1% 

移民  6.5% 5.2% 7.2% .0% 4.5% 5.6% 7.3% 2.1% 8.9% .0% 

法律服務 .6% 3.1% 7.2% 1.0% 4.5% .0% 9.1% 2.1% 16.7% 1.1% 

公民 .6% .0% 1.8% .0% .0% .0% 10.9% .0% .0% 1.1% 

醫療健康 1.2% 1.0% 9.9% 2.0% 4.5% 22.2% 12.7% 1.0% 5.6% 9.2% 

教育 .0% 6.3% 31.5% 2.9% 4.5% .0% 25.5% 3.1% 24.4% 8.0% 

社區 6.5% 36.5% 34.2% 5.9% 18.2% 44.4% 29.1% 36.1% 16.7% 32.2% 

消費者資訊 73.5% 17.7% .0% 64.7% 9.1% .0% 3.6% 25.8% .0% 28.7% 

休閒娛樂 .0% 4.2% .0% 8.8% 31.8% 22.2% .0% 12.4% .0% 1.1% 

政治 .0% 11.5% .0% 2.0% .0% .0% .0% 1.0% 22.2% 3.4% 

其他 .0% .0% .0% 2.0% 4.5% .0% .0% .0% 2.2% 4.6% 

總計 （848） 170 96 111 102 22 18 55 97 9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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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低。政治資訊方面，俄裔電臺（22.2%）幾乎爲排名第二的西非裔電臺

（11.5%）的兩倍。 
• 所有其他族裔電臺的政治資訊比例都很低，阿富汗裔、阿拉伯裔、華裔、西

班牙裔及索馬里裔電臺樣本比例爲 0%。 
• 就業資訊在華裔（18.2%）、西非裔（14.6%）及葡萄牙裔（14.4%）電臺節

目中比例 高。 
• 阿富汗裔及索馬里裔電臺樣本中不含就業資訊。醫療健康資訊方面的差異也

較大，西班牙裔電臺遠遠超過其他傳媒，加勒比裔（2.0%）、阿富汗裔 
（1.2%）、西非裔 （1.0%） 及葡萄牙裔（1.0%）電臺比例較低。 

• 休閒娛樂資訊比例差異更大，華裔爲 31.8%，西班牙裔爲 22.2%。相比之

下，非裔爲 4.2%，泰米爾裔爲 1.1%，阿富汗裔、阿拉伯裔、索馬里裔及俄

裔爲 0%。 
• 移民資訊在俄裔（8.9%）及索馬里裔（7.3%）電臺中比例 高，葡萄牙裔

爲 2.1%，加勒比裔及泰米爾裔電臺樣本不含此類資訊。 
• 法律服務資訊方面差異較大，俄裔較高（16.7%），葡萄牙裔（2.1%）、泰

米爾裔（1.1%）、加勒比裔（1.0%）及阿富汗裔（0.6%）較低。 
• 阿富汗裔電臺節目中的住房資訊比例（11.2%）爲阿拉伯裔（5.4%）的兩

倍，其他電臺中有一半以上比例都很低：葡萄牙裔（2.1%）、索馬里裔

（1.8%）、俄裔（1.1%）、泰米爾裔（1.1%）、西非裔（0%）、華裔

（0%）、西班牙裔（0%）。 
• 公民資訊比例差異亦較爲顯著，索馬里裔較高，爲 10.9%，其他所有電臺都

低於 2.0%，西非裔、加勒比裔、華裔、西班牙裔、葡萄牙裔及俄裔電臺樣

本中不含這方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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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 
 
 

研究分析的報紙資訊條目：地點

15.1%

47%

15.1%

22.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n = 5,818

 
 

研究分析的報紙資訊條目總計 5,818 條，其中，879 條來自渥太華，2,733 條來

自大多倫多地區，879 條來自溫莎，1,327 條來自薩德伯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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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報紙類別

主流
7.2%

社鄰
5.1%

族裔
87.7%

n = 5,818

 
 

在研究分析的 5,818 條報紙資訊條目中，5,102 條來自族裔電臺，419 條來自主

流電臺，297 條來自社鄰電臺。 
 
研究分析的報紙列表 
 

• Al-Hayat AlArabiya 
• Andishe Nau 
• Canada China News 
• Canada Extra 
• Capital 
• Carousel 
• City Journal 
• Correo Canadiense 
• El popular 
• Ghanaian News 
• L'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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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Droit 
• Le Rempart 
• Mundo en espanol 
• Northern Life 
• Our Canada 
• Payame Rooz 
• Phoenicia 
• Portugal Noticias 
• Pride 
• Saadat 
• Sada Al-Mashrek 
• Share 
• Singtao Daily 
• Sol Portugues 
• Somali Voice 
• Thamilar Thakaval （Tamil's Information） 
• The Afghan Post 
• The Caribbean Camera 
• The Somali Press 
• The Spectrum 
• The Sudbury Star 
• The West East 
• The West End 
• The Windsor Chinese Journal 
• Toronto Sun 
• Ulahar Thamilar 
• Uthayan 
• Vaikarai 
• Voz de Portugal 
• Windsor Star 
• World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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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7% 24.7% 43.2% 19.8%

研究分析的報紙資訊條目的月份分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n = 5,818

 
 

在本項目時間框架內，研究分析的大多數報紙資訊條目取自 2007 年 4 月間出

版的報紙，三月份資訊約占四分之一，五月份資訊約占五分之一，一月與二月的資

訊樣本數量較小。 
 
 
 

研究分析的報紙資訊條目的一周分佈

5.8% 11.2% 13.4% 31.9% 32.6% 4.9%0.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n = 5,818

 
 

研究樣本包括一周當中每一天的報紙資訊。其中約三分之一的資訊在星期四及

星期五的報紙中出現，這是許多族裔周報的出版模式。（對於周報及月報，頭版日

期被視爲出版日期，0.1%指的是沒有顯示具體出版日期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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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6.4%

16.4%

12.5%

13.7%

21%

17.6%

9.6%

移民安置資訊在報紙中的版面位置

頭版

第2版至第5版

第6版至第10版

第11版至第15版

第16版至第20版

第21版至第30版

第31版至第40版

第41版至第77版

n = 5,818

 
 

研究人員對移民安置資訊在報紙中出現的版面位置進行編碼。總體研究結果顯

示，版面分佈較爲均勻。這顯示出移民安置資訊未被局限地置於某些特定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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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報紙資訊條目類型

4.2%

2.6%

78%

15.2%新聞

社論

廣告

其他

n = 5,818

 
 

研究結果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報紙移民安置資訊包含廣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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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3.3%

3.2%

34.5%

13.5%

11.5%

5.2%

0.7%

6.1%

2.5%

10.9%

5.9%
就業

住房

移民

法律服務

公民

醫療健康

教育

社區

消費者資訊

休閒娛樂

政治

其他

研究分析的報紙移民安置資訊

n = 6,759

 
 

• 消費者資訊占移民安置資訊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 其次數量較多的爲社區資訊（13.5%）、教育資訊（11.5%）及住房資訊

（10.9%）。再次爲法律服務資訊（6.1%）、就業資訊（5.9%）及醫療健康

資訊（5.2%）。 
• 數量 小的是政治資訊（3.3%）、休閒娛樂資訊（3.2%）、移民資訊

（2.5%）及公民資訊（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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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別報紙的移民安置資訊 
 

類別 

資訊分類 

主流 族裔 社鄰 

就業 19.2% 3.9% 15.6% 

住房 9.5% 11.3% 6.6% 

移民  1.3% 2.7% 1.6% 

法律服務 .0% 6.9% 3.2% 

公民 .6% .8% .0% 

醫療健康 7.3% 5.0% 5.2% 

教育 7.1% 11.8% 12.7% 

社區 8.4% 13.3% 22.6% 

消費者資訊 19.6% 37.5% 14.3% 

休閒娛樂 2.4% 2.9% 7.9% 

政治 16.6% 2.1% 2.7% 

其他 8.2% 1.8% 7.7% 

總計 （6,759） 537 5780 442 

 
• 族裔報紙的消費者資訊比例（37.5%）遠遠高於主流（19.6%）及社鄰

（14.3%）報紙。 
• 社區資訊在社鄰平面傳媒（22.6%）中比例 高，教育資訊比例在社鄰平面

傳媒中也相對較高。 
• 住房（11.3%）及法律服務資訊（6.9%）在族裔報紙中比例 高。 
• 但是，主流（19.2%）及社鄰（15.6%）報紙的就業資訊比例遠遠高於族裔

報紙。醫療健康資訊在主流報紙中比例 高（7.3%）。 
• 政治資訊也是在主流報紙中比例 高（16.6%），在社鄰（2.7%）及族裔

（2.1%）報紙中的比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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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娛樂資訊在社鄰平面傳媒中比例 高（7.9%），在族裔（2.9%）及主

流（2.4%）報紙中比例較低。 
• 移民（2.7%）及公民資訊（0.8%）在族裔報紙中比例 高，但這些資訊在

三種傳媒中的比例都很低。  
 

研究分析的不同族裔報紙的移民安置資訊 
 

族裔 

資訊分類 

阿富汗

裔 
西非裔 阿拉伯

裔 
加勒比

裔 
華裔 西班牙

裔 
索馬里

裔 
葡萄牙

裔 
俄裔 泰米爾

裔 

就業 .6% 7.0% .0% 4.9% 4.2% 2.6% 3.3% 2.8% 8.0% 3.5% 

住房 15.3% 1.8% 14.6% 6.6% 16.8% 4.7% 18.2% 14.5% 17.5% 23.1% 

移民  .6% 2.9% 3.8% 3.0% 3.5% 4.2% 4.1% .9% 1.4% .4% 

法律服務 2.3% 4.7% 6.6% 9.3% 5.7% 6.7% 15.7% 8.9% 7.0% 6.4% 

公民 .0% .0% 2.2% .4% .5% .0% 5.0% .9% 5.9% .1% 

醫療健康 2.9% 3.8% 6.2% 1.8% 3.9% 7.3% 18.2% 3.7% 11.9% 6.2% 

教育 4.9% 3.4% 53.2% 3.4% 10.2% 6.8% 26.4% .0% 26.6% 9.6% 

社區 15.9% 15.2% 12.9% 11.2% 2.9% 14.0% 5.8% 25.2% 17.8% 18.6% 

消費者資訊 54.9% 60.7% .5% 43.8% 46.3% 45.8% 3.3% 36.0% .0% 26.8% 

休閒娛樂 1.9% .1% .0% 7.8% 3.2% 2.9% .0% 1.4% .0% .9% 

政治 .0% .3% .0% 2.0% 1.5% 3.5% .0% 5.6% 2.4% 4.4% 

其他 .6% .0% .0% 5.8% 1.4% 1.4% .0% .0% 1.4% .0% 

總計 （5,780） 308 728 549 1351 665 805 121 214 286 753 

 
• 消費者資訊是 7 個族裔群體的報紙中數量 大的資訊，但在索馬里裔

（3.3%）、阿拉伯裔（0.5%）及俄裔（0%）報紙中比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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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區 資 訊 方 面 差 異 較 小 ， 葡 萄 牙 裔 比 例 高 （ 25.2% ） ， 華 裔 低

（2.9%）。 
• 教育資訊方面差異也較爲顯著，阿拉伯平面傳媒 高（53.2%），加勒比裔

低（3.4%）。 
• 住房資訊比例偏低， 高爲 23.1%（泰米爾裔）， 低爲 1.8%（西非

裔）。 
• 所有族裔報紙的法律服務資訊比例都低於 10%，阿富汗裔 低（2.3%），

其他的都高於 4%。 
• 就業資訊方面，只有 4 個族裔群體（俄裔、西非裔、加勒比裔及華裔）高於

4%，阿拉伯裔報紙樣本不含就業資訊。 
• 醫療健康資訊在索馬里裔（18.2%）及俄裔（11.9%）平面傳媒中的比例遠

遠 高 於 在 其 他 族 裔 平 面 傳 媒 中 的 比 例 ， 在 華 裔 （ 3.9% ） 、 西 非 裔

（3.8%）、葡萄牙裔（3.7%）、阿富汗裔（2.9%）及加勒比裔（1.8%）報

紙中比例偏低。 
• 政治資訊比例僅在葡萄牙裔（5.6%）及泰米爾裔（4.4%）報紙中比例高於

4%，阿富汗裔、阿拉伯裔及索馬里裔報紙樣本不含政治資訊。 
• 休閒娛樂資訊僅在加勒比裔平面傳媒中（7.8%）比例高於 4%，阿拉伯裔、

索馬里裔及俄裔報紙樣本中不含休閒娛樂資訊。 
• 移民資訊在西班牙裔及索馬里裔報紙中 高，但其比例也僅稍高於 4%。俄

裔（5.9%）及索馬里裔（5.0%）報紙中的公民資訊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

報紙，阿富汗裔、西非裔及西班牙裔報紙樣本中不含公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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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研究分析的網站：地點

64.7%

21.1%

12.2%

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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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渥太華 大多倫多地區 溫莎 薩德伯裏 未知

n = 2,156

 
 

研究分析的電臺資訊條目總計 2,156 條，其中，455 條來自渥太華，1,395 條來

自大多倫多地區，264 條來自溫莎，16 條來自薩德伯裏。26 家網站的運作地點無

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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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網站類別

族裔
100%

社鄰
0%

主流
0%

n = 2,156

 

本項目僅研究了族裔網站。鑒於互聯網的獨特性質，在本項目時間框架內很難

確認可供研究的主流及社鄰網站數目。總計分析了 2,156 條網站資訊。 
 

研究分析的網站列表 
 

• 51.ca 
• accho 
• adiaspora.com 
• Afghan Peace 
• Afghan Teens 
• Afrotoronto.com 
• Black Canada 
• Blackhabits.com 
• blackottawa411.com 
• comefromchina 
• GuiaLinkcan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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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ottawa.com 
• http://www.arab2000.net/default.asp 
• http://www.arabtoronto.com/ 
• http://www.lebaneseinottawa.com/ 
• http://www.machreq-maghreb.ca/web/20 
• laguia.ca 
• Ontarioenespanol.ca 
• Ottawa Tamil Community 
• Ptvirtual 
• rolia 
• Russian Express 
• Russian Ottawa 
• Russian Toronto 
• Sarwatmand 
• somalicanadians.ca 
• sudburymulticultura.org 
• Tamil Canadian 
• Tamil Nation 
• Theafronews.com 
• Toronto-lime 
• Toronto Tamil 
• torontohispano.ca 
• Windsor8 
• Yonge Street Review 

 
 
 

1.3% 98.7%

研究分析的網站資訊條目的月份分佈

四月 五月

n = 2,156

 
在本項目時間框架內，幾乎所有網站資訊都取自 2007 年 5 月，另有少量取自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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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85.7%

網站移民安置資訊的頁面位置

首頁

其他頁面

n = 2,156

 
 

研究分析的大多數網站資訊取自網站首頁，其他頁面資訊占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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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的網站資訊條目類型

14.6%

21.3%

34.9%

8.5%

20.7%新聞

廣告

鏈接

商業服務列表

其他

n = 2,156

 
 

• 與其他傳媒相比，網站資訊形式的分佈較爲分散。 
• 其中三分之一爲連接到其他網站的超文本鏈接。（研究人員沒有進一步打開

這些鏈接進行分析，但對這些鏈接所代表的移民安置資訊類別作了分析。）  
• 數量排名第二的是商業服務列表，這些列表提供了商業服務的聯繫方式。 
• 在其他傳媒中，新聞時事及廣告資訊占大多數，相比之下，這些內容在網站

中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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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3%

7.0%

22.1%

27.0%

8.0%

3.8%

1.2%

1.6%

3.9%

12.1%

8.2%
就業

住房

移民

法律服務

公民

醫療健康

教育

社區

消費者資訊

休閒娛樂

政治

其他

研究分析的網站移民安置資訊

n = 2,430

 
 

• 與所有其他傳媒相比，網站的社區資訊比例（27.0%）高於消費者資訊比例

（22.1%）。 
• 其後爲住房（12.1%）、就業（8.2%）、教育（8.0%）及休閒娛樂資訊

（7.0%）。 
• 移民（3.9%）、醫療健康（3.8%）、政治（2.3%）、法律服務（1.6%）及

公民資訊比例 （1.2%）低於 4%。 



 81

研究分析的不同族裔網站的移民安置資訊 
 

族裔 

資訊分類 

阿富汗

裔 
西非裔 阿拉伯

裔 
加勒比

裔 
華裔 西班牙

裔 
索馬里

裔 
葡萄牙

裔 
俄裔 泰米爾

裔 

就業 .0% 1.3% 4.3% 2.4% 15.0% 6.0% 13.3% 8.7% 4.6% 6.5% 

住房 .0% 2.5% 9.8% 1.6% 9.1% 8.5% .0% .0% 9.2% 19.7% 

移民  .0% .0% .0% .0% 9.3% 5.1% 26.7% 13.0% 7.7% .3% 

法律服務 .0% .6% 3.3% .8% 2.6% 3.0% .0% .0% 4.6% .5% 

公民 2.5% .0% 17.4% .0% .4% .4% 6.7% 17.4% 4.6% .0% 

醫療健康 .0% 3.1% .0% 8.8% 4.6% 3.0% 26.7% .0% 10.8% 2.7% 

教育 20.0% 5.0% 2.2% 4.0% 9.6% 7.2% .0% 4.3% 16.9% 7.7% 

社區 75.0% 53.8% 38.0% 11.2% 8.2% 17.0% 26.7% 47.8% 32.3% 37.1% 

消費者資訊 2.5% 23.8% 17.4% 25.6% 28.0% 31.5% .0% 4.3% .0% 18.1% 

休閒娛樂 .0% 8.8% 7.6% 37.6% 6.5% 15.7% .0% .0% .0% 1.8% 

政治 .0% 1.3% .0% .8% 1.3% 1.7% .0% 4.3% 4.6% 3.9% 

其他 .0% .0% .0% 7.2% 5.3% .9% .0% .0% 4.6% 1.7% 

總計 （2,430） 40 160 92 125 718 235 15 23 65 957 

 
• 在不同族裔網站中，社區資訊比例差異較大，分佈於從 75%（阿富汗裔）

到 8.2%（華裔）的比例空間。 
• 在 7 個族裔的網站中，社區資訊比例在各資訊類別中是 高的。消費者資訊

比例在所有族裔網站中都低於 30%，在阿富汗裔（2.5%）、索馬里裔

（0%）及俄裔網站（0%）中比例偏低。 
• 與其他族裔相比，住房資訊在泰米爾裔網站中比例較高（19.7%），在西非

裔（2.5%）及加勒比裔網站中（1.6%）比例偏低，阿富汗裔、索馬里裔及

葡萄牙裔網站樣本中不含住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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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網站在就業資訊方面（15.0% ）遙遙領先於其他族裔，加勒比 裔

（2.4%）、西非裔（1.3%）及阿富汗裔網站（0%）就業資訊比例較低。與

其他族裔相比，俄裔網站的教育資訊比例（16.9%）較高， 低的爲阿拉伯

裔（2.2%）及索馬里裔網站（0%）。 
• 4 個族裔（阿富汗裔、西非裔、阿拉伯裔及加勒比裔）的網站樣本不含移民

資訊，泰米爾裔僅含 0.3%，其他所有族裔移民資訊比例都較高， 高爲索

馬里裔（26.7%）。 
• 醫療健康資訊在索馬里裔網站中比例 高（26.7%），在西非裔（3.1%）及

泰米爾裔（2.7%）網站中比例偏低，阿拉伯裔及葡萄牙裔網站樣本不含醫

療健康資訊。葡萄牙裔及俄裔網站的政治資訊比例略高於 4%。其他所有族

裔網站的政治資訊比例都較低。 
• 俄裔網站的法律服務資訊比例爲 4.6%，其他所有族裔網站的比例都較低。

阿拉伯裔（17.4%）及葡萄牙裔（17.4%）網站的公民資訊比例高於其他族

裔，西非裔、加勒比裔及泰米爾裔網站樣本不含公民資訊。 

 
移民安置資訊的缺漏 
 

本項目研究結果顯示，在移民獲取移民安置資訊這一問題方面，存在著幾大缺

漏。與這些缺漏相關的問題包括：有用資訊的可獲得性、語言文化障礙、對資訊系

統設計所需的技術手段的錯誤認識、傳媒業趨勢，以及個體傳媒的局限性對有價值

的資訊發佈的影響。 
 
資訊的可獲得性 
 

• 缺乏足夠的關於何處可以獲得移民安置資訊的一般性說明。 
• 大多倫多地區以外的人群似乎相對較難獲得移民安置資訊。 
• 一般來說，即使位於中心城市的大型傳媒將小型城市人群視爲其目標市場的

一部分，這些傳媒也不爲小型城市的受衆提供當地資訊。 
• 族裔傳媒表示，他們經常發現很難從移民安置服務機構獲得清晰明瞭的移民

安置資訊。 
• 社區資訊來源的資訊發佈缺乏系統性，並且不夠完整。 
• 新移民很難獲得關於在加拿大安頓下來的具體實用的資訊，例如如何獲得

SIN 及 OHIP 卡、駕駛執照、護照，如何找家庭醫生，如何參加 ESL 培訓，

如何獲知公共巴士及機場時間表等等。 
• 移民極難及時獲得有關法律規章等的 新資訊。 
• 許多移民無法獨立獲取某些移民安置資訊。 
• 這些因素導致移民可能會依賴那些有意或無意地發佈的錯誤虛假資訊。 

 
語言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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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的文化程度不同，這使移民難以獲取移民安置資訊。 
• 由於缺乏對於官方語言的認識，部分新移民發現很難理解有關材料。 
• 缺乏足夠的使用非官方語言的材料。 
• 許多新移民未具備閱讀政府文件所須的英文或法文水平程度。 
• 政府文件缺乏足夠的使用指南及相應的解釋說明。 
• 資訊發佈系統似乎未能解決文化障礙問題，而這些問題會阻礙移民有效地獲

得移民安置資訊。 
• 部分人似乎更願意通過人際傳播而非大衆傳媒獲得資訊。 

 
媒介技術 
 

• 許多家庭未設有互聯網連接。 
• 部分人不具備足夠的計算機技能。 
• 其他人（尤其是年長人士）不習慣使用互聯網技術。 
• 電視似乎是 受歡迎的傳媒，但用戶不可能按自己的速度回顧瀏覽電視資

訊。 
• 自動資訊系統用起來似乎非常不方便。 
• 自動資訊系統缺乏互動性。 
• 某些資訊系統的匿名性導致資訊的不完整。 
• 用戶投訴，電話資訊系統的等候時間過長。 

 
傳媒業的趨勢特點 
 

• 大多數的主流與族裔廣播傳媒的內容以娛樂爲主，而不是以資訊爲主。 
• 即使新移民被視爲目標市場之一部分，但是，主流報紙及廣播電視傳媒似乎

不願意將其新聞概念內涵擴展至移民問題範疇。 
• 由於缺乏長期可靠的資金來源、合適的員工或志願者服務，小型族裔傳媒的

存在時間相對短暫。 
• 族裔傳媒不具備將政府移民安置資訊翻譯至各非官方語言所需的資源。 

 
傳媒中的移民安置資訊 
 

• 相對於報紙及網站，電視及電臺中各類移民安置資訊較爲匱乏。 
 
主流傳媒 
 

• 由於其報道被認爲有反移民傾向及缺乏全面性，部分主流傳媒不被信任。 
• 研究分析顯示，主流傳媒的公民、移民與及法律服務資訊相對較少。 
• 主流電視的醫療健康資訊相對較爲匱乏；電臺的教育、就業及休閒娛樂資訊

相對較爲匱乏；報紙的休閒娛樂資訊相對較爲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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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傳媒 
 

• 族裔傳媒的運營特點使其鬚髮布大量的廣告，這相對壓制了非商業資訊的發

佈。（這在阿富汗裔傳媒中尤爲明顯。） 
• 許多族裔傳媒中的大量內容與原居住國有關。 
• 許多族裔傳媒面向的是成人受衆，但卻無法吸引青少年。有時這是因爲內容

不適合的原因，有時是因爲傳媒較少使用官方語言，而青少年對官方語言較

爲熟悉。 
• 由於文化習慣，某些族裔傳媒不願意討論心理健康等問題。 
• 部分族裔傳媒不願意討論政治，這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其中包括在原居住

國的經歷。這導致政治資訊成爲族裔傳媒報道 少的移民安置資訊類別之

一。 
• 另外，分析顯示，族裔傳媒總體上對醫療健康、就業、法律服務、移民及公

民話題的報道較少。 
• 相對而言，族裔電視對公民、法律服務及政治話題的報道較少；族裔電臺對

住房、公民話題的報道較少；報紙對就業、政治及休閒娛樂話題報道較少；

網站對公民、法律服務、政治話題報道較少。 
 
社鄰傳媒 
 

• 社鄰傳媒對政治話題的報道很少。 
• 相對而言，社鄰電視對住房話題的報道較少；電臺對政治與就業話題的報道

較少；報紙對政治話題的報道較少。 
 
 
建議 
 

若要使移民安置資訊變得有價值、讓資訊使用變得更爲高效，移民須能獲得這

些資訊，同時，這些資訊須是可靠的。研究表明，資訊的可獲得性方面存在著一些

問題，這些問題與資訊系統的設計、語言、文化、文化教育水平、技術、互動性及

資訊發佈有關。本項目所收集的定性及定量數據顯示，人們對移民安置資訊的可靠

性抱有一定疑慮，如資訊的可信性、準確性、完整性、來源、持續可獲得性以及及

時性。 
 
首要的關於資訊設計的考慮 
 

要填補移民安置資訊的缺漏， 終必須解決資訊使用效率的問題。若不考慮目

標受衆實際上如何使用資訊，而僅僅考慮如何改善資訊發佈的結構與方式，那是不

足夠的。這要求資訊發佈者對移民的資訊需求及其獲得資訊的能力加以留意。由於

安省移民非常多元化，單一拘謹的資訊傳播方式是無效的。資訊系統的設計須考慮

到對資訊的不同需求及不同的獲得資訊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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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 
 

移民安置資訊系統設計中關鍵的一點是，須對目標移民群體的多元性具備充分

的瞭解。這將有助於設計合適的資訊工具及內容，滿足人群中各個亞群體的資訊需

求。重要的是，須瞭解以下幾方面的多元性： 
 

• 在安大略省的位置 
• 語言 
• 文化 
• 年齡 
•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居住時間長度 
• 對加拿大習慣的大致熟悉程度 
• 社區是否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基礎設施 
• 是否存在可靠的資訊來源 

 
需求 
 

研究顯示，新移民對某些具體類別的資訊有所需求。這些需求因移民所處環境

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要設計有用的資訊系統，理解目標群體的移民安置資訊需求至

爲關鍵。對資訊需求的評估應考慮以下幾方面因素： 
 

• 移民所處的安置階段 
• 需求 高的資訊（根據不同移民安置資訊類別） 
• 早期安置階段所需的實用性資訊 
• 幫助移民進行長遠規劃的資訊 
• 資訊服務聯繫人的聯繫方式 
• 資訊更新 

 
可獲得性 
 

要填補移民安置資訊中的缺漏，須瞭解新移民在獲得及使用資訊上的行爲傾

向。不同的資訊系統須具備靈活性，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 語言能力 
• 文化教育水平 
• 資訊接收及傳播上的文化習慣 
• 年齡群體 
• 對特定資訊傳播技術的熟悉程度 
• 對傳媒的使用喜好 
• 對不同傳媒的接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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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設計 
 

在移民安置資訊內容的設計上，首先須考慮目標受衆的 終使用問題。有關材

料不宜包含過多被認爲可能對新移民「有用」、但實際上卻因各種緣故不爲新移民

所使用的資訊。對資訊需求的評估 終須能辨識出移民所尋求的資訊種類。理解特

定目標地點中人群的多元性，亦有助於設計合適的資訊系列。在內容設計方面，其

他須考慮的關鍵性因素包括：有關資訊是否的確在特定地點的傳播渠道中得以發

佈、以何種形式發佈，以及目標受衆獲得這些資訊的可能性。發佈移民安置資訊內

容，需注意幾下幾個重要方面： 
 

• 語言表達簡單明瞭 
• 使用多種語言 
• 具有文化上的熟悉性 
• 納入對當地因素的考慮 
• 提供新移民自己認爲需要獲得的重要資訊 
• 提供有關何處可以購買商品及服務、獲得資訊的實用性指南 
• 提供現有材料中缺乏的資訊 
• 瞭解傳媒及其他傳播渠道面臨的資訊傳播障礙 

 
關於資訊發佈的考慮 
 

若不瞭解目標受衆獲取及使用資訊的方式，資訊傳播就是無效的。不考慮人們

的具體需求、不瞭解人們具體如何獲得資訊的單一傳播方式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傳

播效果上的困擾及失敗。資訊傳播方式應是全面綜合的，應考慮資訊在製作與發佈

環節的流動情況。這樣的傳播方案包含對不同地點的不同傳媒種類與運作模式的瞭

解，以及對非技術性傳播手段的瞭解。 
 

本項目研究了不同類別的傳媒（主流、族裔、社鄰）、不同的傳媒技術（電

視、電臺、報紙、互聯網、電話、目錄指南）及技術性傳媒之外的資訊來源（家

庭、朋友、社區組織、俱樂部、咖啡廳、房地産經紀人、族裔生意、移民法律公

司、使館）。 
 
傳媒 
 

技術性傳媒在向大量人群發佈資訊上具有優勢。廣播電視及互聯網傳媒具有速

度上的優勢。對不同類別傳媒所進行的研究表明，這些傳媒各自具備優勢，可以用

於改善移民安置資訊的發佈。 
 

• 主流傳媒在傳播政治資訊上具有優勢。 
• 族裔傳媒在傳播消費者資訊、住房及社區資訊方面具有優勢。 
• 社鄰傳媒在傳播教育、休閒娛樂及社區資訊方面具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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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傳媒 
 
主流 

• 主流傳媒的移民安置資訊的發佈情況喜憂參半。廣播電視節目製作方及報紙

編輯表示，他們認識到觀衆/讀者的多元性，但他們只報道「具有新聞價值

的」資訊。 
• 聯邦法規要求加拿大電視臺及電臺反映國家人口的多元性，廣播電視製作方

也採取了行動，達到法規要求。這提供了一個與主流廣播電視傳媒展開對話

的機會，即協助主流傳媒通過發佈移民安置資訊的方式來達到法規要求。 
• 與主流平面傳媒也可以開展類似的工作，儘管聯邦對平面傳媒無相關法規要

求，但這些傳媒表示希望能夠反映加拿大社會的多元性。 
• 在聯繫大型報紙之外，也與公共交通報紙（commuter press）進行接觸，也

會是有幫助的。 
• 由於傳媒一般不願意與政府機構進行這方面的合作，須有第三方的參與，就

具體如何改善主流傳媒的移民安置資訊發佈情況的問題展開討論。 
 
族裔 

• 移民表示更願意使用族裔資訊來源：他們在族裔傳媒中尋找公共資訊，儘管

這些資訊可能在其他隨手可得的傳媒中也能找到。 
• 與主流傳媒相比，族裔傳媒似乎更願意增加對移民安置資訊的報道。 
• 研究發現的主要問題是，族裔傳媒沒有能力將政府資訊翻譯至各自的族裔語

言。若政府能提供多種語言的移民資訊材料，這個問題有望解決。 
• 若能提供一份當地有關聯繫人列表（聯邦發言人、移民服務機構、族裔團體

等等），以幫助移民獲得更多資訊，也能提高移民安置工作的有效性。 
 
社鄰 

• 按照廣播電視法規的要求，有線電視公司經常提供時段，讓不同族裔及社區

機構製作的節目得以在社區頻道上免費播放。 
• 實踐合作性電臺及校園電臺也提供時段，讓社區群體播放節目。 
• 社鄰報紙通常免費向家庭及社區中心發行。 
• 這使一個地區的大量人群能夠更便捷地獲得社鄰報紙及廣播電視的資訊。 
• 如果能讓社鄰傳媒認識到某類移民安置資訊對該社區特別重要，這些傳媒很

有可能報道此類資訊。 
 

運用各種媒介技術 
 
研究表明，不同傳媒技術似乎在不同的資訊報道中具有優勢： 

 
• 電視在幫助改善教育資訊發佈方面較具潛力。 
• 電臺在報道移民資訊方面做得較好，這一類別的資訊一般很少被報道。 
• 平面傳媒在幫助改善移民、法律服務、教育及政治資訊發佈方面較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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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傳媒可能能夠幫助改善移民、社區及公民資訊的發佈，公民資訊的報

道量目前是 小的。 
 
電視及電臺 

• 主流電視及電臺對移民話題的報道往往具有戲劇性及負面色彩。若要以有

趣、資訊豐富的形式對特定的移民話題進行詳細討論，紀錄片會是更好的傳

播模式。 
• 有關移民故事的節目非常受華裔觀衆的歡迎，其他族裔也可以考慮製作類似

的節目。 
• 另外一種方法是，通過戲劇、連續劇或喜劇形式描繪新移民所面臨的挑戰。 
• 可以考慮資助主流、族裔及社鄰傳媒的長期固定的移民節目。 
• 討論移民安置話題的電話熱線節目很受歡迎。 
• 可以提供不同地點不同問題方面的當地專家列表，以支持這類節目。 
• 鑒於電視電臺節目在內容上的娛樂傾向，設計廣播電視傳媒策略時須考慮恰

當的播出時段。一名受訪的傳媒製作方提到，如果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間播

出一個討論嚴肅話題的訪談節目，將會産生反作用。 
 
報紙及雜誌 

• 平面傳媒讓讀者能夠按自己的速度進行閱讀並反復回顧瀏覽資訊。這類傳媒

允許長篇文章的發表，因此一些話題（例如法律的變化）可以得到詳細的解

釋說明。可以鼓勵主流報紙通過專題文章對移民安置話題進行主題式的、有

趣的詳細討論。專題文章不一定須與 新新聞有關，但可以對長期存在的問

題進行有效的討論。 
• 雜誌傾向于發表長篇文章，可能適合於增加移民安置話題的報道。 
• 報紙的不同版面，包括頭版、城市版及專題版，可以討論移民安置話題。 
• 研究表明，與由跨國傳媒集團運營的大型華裔日報相比，小型華裔報紙更傾

向于報道移民話題。因此，接觸小型平面傳媒可能更爲有效。然而，大型傳

媒不應被忽略，因爲其讀者群更爲龐大。 
• 當地政客及機構經常爲社鄰報紙撰稿。可以通過這種渠道在這類傳媒中增加

移民安置資訊。 
• 數名受訪編輯表示，他們可以隨報刊派發有關不同主題的付費宣傳單張。可

以採取這種方式隨報派發資訊文集。 
 
互聯網 

• 互聯網在互動性上具有獨特的優勢。那些溝通技能有限、不熟悉自動資訊系

統的資訊分類法的新移民特別重視這種互動性。 
• 人們非常期待能有專門用於傳播移民安置資訊的多語言網站。 
• Settlement.org 這樣的網站被認爲有潛力成爲移民的主要資訊來源。若能建

設爲多語言網站並廣爲宣傳，其潛力將會更大。 
• 可以在移民服務機構、族裔團體以及其他組織的網站上建立 Settlement.org

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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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提高互動性的建議包括：組織論壇討論、列出常見問題解答、搭建能及

時爲用戶解答問題的體系。 
 
電話 

• 211 社區電話服務須採取對新移民更爲友好的傳播方式，即提供多種語言服

務。 
• 211 電話服務代表須接受充分的培訓，瞭解移民的需求，熟悉不同文化環境

下的多元傳播模式。 
• 須加強對 211 電話服務的宣傳。 
• 須採取措施，將電話等候時間縮至 短，向電話服務遞交的具體咨詢問題亦

應在合理的時間內得到解答。 
 
指南 

• 主要的相關工作人員/服務機構的聯繫方式列表——電郵、電話及地址——

將會非常有用。 
• 這些聯繫方式列表應依不同發佈地點而有所不同。 
• 由於工作人員經常變動，將這類指南放在 Settlement.org 網站上， 爲有

效。 
• 但是，並非每個人都能夠上網，所以，可以提供一份印刷版的年度目錄指

南。 
 
移民安置手冊 

• 手冊應該包含一系列與移民安置有關的資訊以及服務人員/機構聯繫人列

表。 
• 包含有專門介紹當地資訊的版面。 

 
運用其他資源 
 

• 小組座談討論參加者反復強調親友在提供移民安置資訊方面的重要性。這一

趨勢的強弱也取決於新移民對加拿大社會的熟悉程度，以及對公共資訊來源

的相對信任度。 
• 社區服務中心、協會、俱樂部、族裔生意、房地産經紀人、移民法律公司及

原居住國使館是安省新移民的其他資訊來源。 
• 一項全面綜合的移民安置資訊策略應考慮到所有資訊來源。 
• 須向其他資訊點的服務人員提供適當有效的資訊服務聯繫人的聯繫方式。 
• 須鼓勵其他資訊點建立如 Settlement.org 這樣的移民安置資訊門戶網站的鏈

接。 
 
建議方案 
 

1.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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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 須解決多語言的問題，因爲在移民安置問題上，對多語的需求很大。這將

是一項成本投入很高的工作，需要選擇性地進行。顯然不可能把所有文件翻譯至所

有語言。CIC 須確認哪些材料及資訊較爲重要，需要進行翻譯。在語言的選擇上，

須瞭解哪些是移民群體廣泛熟悉的語言，而不是簡單地選出「十大語言」進行翻

譯。除大量移民所使用的母語外，其他語言例如現代波斯語（Farsi，廣泛使用於伊

朗、阿富汗及中亞國家）、斯瓦希裏語（Kiswahili，用於東非及中非國家）及俄語

（用於俄羅斯聯邦及前蘇聯解體後産生的國家）可能不是許多人的母語，但卻廣泛

爲人們所熟悉。 
 
2. 族裔傳媒服務 
 
應設立一項長期服務，用不同語言向族裔傳媒發佈資訊，這將有助於族裔傳媒

從穩定的資訊來源不斷獲取移民安置資訊內容。曾有一個稱爲「加拿大視野」

（Canadian Scene）的服務項目，有 50 年的歷史（1951-2001）。該項目用 13 種語

言向族裔傳媒免費提供文章。運營成本約爲每年$100,000，由特定的董事會監管。

在其定期向族裔傳媒提供的資料中， 常用的是「公民及移民知識問答」與「瞭解

加拿大」（包含住宿、食品、就業、原住民等內容）。該項服務由於缺少資金而關

閉。如果 CIC 有興趣探討建立資訊服務的可能性，無論是本部設立服務還是與他

方攜手建立合作式服務，我們建議，可以對「加拿大視野」的項目模式進行考察。 
 
3. 隨報刊雜誌附送宣傳單張 
 
與編輯進行的的訪談表明，可以在族裔報紙中增加各種各樣相當廣泛的資訊。

可以通過簡單明瞭的文章形式，向處於不同安置階段的移民提供資訊。每年可以考

慮定期進行一至兩輪資訊發佈。宣傳單張（獨立於報紙）還有別的優勢，即可長期

放置在社區服務中心及移民服務機構，供移民索閱。本報告前面的部分提供了有關

資訊內容分類的建議。 
 
4. 廣播電視資助 
 
與製作方進行的訪談顯示，電臺及電視節目可以在一定時段內播放資助方製作

的資訊內容。這有助於在不同族裔節目中增加移民安置資訊。報告前面的部分對廣

播電視內容的不同類別作了區分。 
 
5. 小城鎮傳媒 
 
研究表明，居住在大都市之外的移民獲取的移民安置資訊數量 少。因此，

CIC 須與移民傾向于居住的小城鎮地區的傳媒建立聯繫，滿足這些地區的資訊需

求。 
 
6. 與主流傳媒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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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主流傳媒在尋求滿足其受衆市場資訊需求的方法。本報告前面的部分討論

了主流傳媒改善移民安置資訊內容質量可以採取的方法。要改善移民資訊質量，可

以直接地或者通過已與主流傳媒處於對話狀態下的第三方與主流傳媒建立聯繫。 
 
7. 內容領域 
 
本報告詳細提供了不同類別傳媒在發佈移民安置資訊方面的優勢以及劣勢。在

內容設計方面，僅僅談論就業及住房等問題是不足夠的。CIC 的資訊策略應採取複

合的、多層面的方式，考慮需對哪些內容領域進行更全面的涵括。 
       

8. 強化現有的傳媒工具 
 
現已有幾個不同的移民安置資訊發佈工具，如 Settlement.org、Canadian 

Newcomer 及 Canadian Immigrant。研究表明，這些傳媒須爲多語言的，並須對大

都市及小城鎮的移民同樣有幫助。須對 Settlement.org 進行更廣泛的宣傳，因爲大

多數人並不知道該網站的存在。由非政府組織出版的兩份雜誌情況似乎也是如此。

Canadian Newcomer 目前面向的是安省南部的移民。可以擴展該雜誌的讀者範圍。

（Canadian Immigrant 在溫哥華出版。）211 電話熱線資訊系統可以作出適當調

整，更好地滿足移民的需求。CIC 可以探討如何加強與這些傳媒的合作的問題，以

達到自身的工作目標。 
 
9. 傳媒指南 
 
對於傳媒而言，若能持有一份指南，其中列有各移民安置問題咨詢點的聯繫方

式，那將是非常有用的。由於族裔及主流傳媒的運營人員一般都能上互聯網，這份

指南可以置於網上。對於那些政府、移民機構、學術界及社區中能用各種語言就各

類移民安置問題進行闡述的專家，指南應列出他們的姓名。這有助於傳媒邀請不同

的專家嘉賓，參與非常受歡迎的電話連線節目，或參加定期的傳媒訪談。 
 
10. 手冊 
 
一本爲處於不同安置階段的安省移民提供重要資訊的手冊將會非常有用。因爲

並非每個人都能方便地上網，所以，應向移民提供印刷版的手冊（在族裔社區中心

等地方派發）。同時，應該對電子版資訊進行定期更新。人們非常希望能在安省各

地便捷地獲得服務列表。 
 
11. 術語 
 
對於 CIC 應當採用「族裔傳媒」抑或「族裔文化傳媒」的提法這一問題，已

有相當的爭論。我們建議繼續使用「族裔傳媒」的提法。儘管部分人對其有所輕

蔑，然而，無論是在加拿大國內抑或在國際上，這一術語已被廣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