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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冠肺炎信息在澳大利亚亚裔社区中有效传播的调查发现 
 

作者：申媛善（Dr Wonsun Shin）、宋智英（Dr Jay Song） 

译者：丁少钦、高一丹、刘硕、欧世荣、单瑞、王淦申 
 

新冠肺炎的爆发暴露了澳大利亚社会在族裔之间的关系和沟通上的一些最薄弱的环节。 

全球卫生危机下,当前澳大利亚多元语言文化群体和新移民在获取新冠疫情相关资讯和与政府沟通上面临特殊挑战。那些

看起来是亚裔、又佩戴口罩的人，会被视为新冠病毒的携带者，在公共场合遭受言语辱骂和肢体伤害。2020 年 4 月，

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告知澳洲的临时移民和国际学生离开澳大利亚。 

2020 年 10 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在其中分析了澳大利亚亚裔群体获取新冠疫情讯息的来源、对讯

息来源的信任程度，以及影响研究结果的潜在因素。 

问卷调查 

 

研究受访者为 432 名澳大利亚成年人, 他们自我认同为亚洲人或亚裔澳洲人，研究覆盖大范围拥有亚裔血统的澳大利亚居

民。起初共计 878 人参与了此项调查问卷，经筛选和质量检查，其中 432 人(49%)提供了有效数据。最终数据中，女性

受访者（54.2%）略多于男性，55.1%的受访者年龄在 49 岁及以下，80.1%的受访者出生在澳大利亚境外。接近 30%

（29.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华人，2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印度人。大多数受访者(67.8 %)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家庭年收入(税前)中位数为 75，000-99，000 澳元。 

传统媒体是受众最广的信息来源 

 

https://melbourneasiareview.edu.au/what-our-survey-found-about-effective-covid-19-communications-in-asian-australian-communities/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785255-wonsun-shin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808911-jay-song
https://headtohealth.gov.au/supporting-yourself/support-for/culturally-and-linguistically-diverse-peopl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refugee-populations.html
https://asianaustralianalliance.net/wp-content/uploads/2020/07/COVID-19-racism-incident-report-preliminary.pdf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4-03/coronavirus-pm-tells-international-students-time-to-go-to-home/12119568#:%7E:text=Prime%20Minister%20Scott%20Morrison%20has,as%20the%20coronavirus%20pandemic%20conti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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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和广播是获取新冠肺炎资讯最主要的来源。（M1=3.73（满分为 5 分），SD2=.99），

资讯来源其次是官方发布的消息（M=3.60，SD=.98）或互联网，如健康网站、论坛或博客（M=3.60，SD=1.02）。出

乎意料的是，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M = 3.10，SD = 1.22）是排名最末位的资讯来源[1]。 
 
就资讯来源的可信程度[2]，医疗机构发布的消息（M = 4.30，SD = .73）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资讯来源，其次是官方发布

的消息（M = 4.21，SD = .77）。社交媒体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资讯来源（M = 3.10，SD = 1.06）。传统媒体的可信程度

于两者之间（M = 3.73，SD = .84）。 

在了解澳大利亚疫情情况时，大部分受访者仍会选择传统主流媒体(81.7%)。受访者最不倾向把诸如 SBS3的多元语言电

视台（23.1%）或原籍国新闻（23.8%）作为资讯来源。此类研究结果也许与大多数受访者称自己英语能力较强有关，

61.8%的受访者表示其英语能力 “很好”，37.3%的受访者表示英语能力“良好”，而且大多数受访者至少在澳大利亚生活

过几年(63%的受访者出生在澳洲境外，并在 2011 年前来到澳大利亚)。同时，多元语言新闻不被视为主流的资讯来源，

这可能与资讯使用的目的有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新闻的质量。 

调查研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发现是，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从他们的家庭成员(47.7%)、好朋友或邻居(41%)那里获取新冠

肺炎相关资讯。这表明家人和朋友在资讯的获取和传播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并未探明在家人、朋友间传递的资讯

主要源于哪里。有证据表明，移民的社交网络在被信任和依赖方面尤其重要。往往是关键信息的传播者促进了移民群体

的流动和定居。 

 

在澳大利亚，以下哪项是您获取新型冠状病毒新闻和资讯的来源？ （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 澳大利亚主流新闻媒体（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 News）、第九新闻（Nine News）、世纪报（The Age））：
81.7% 

• 澳大利亚网络新闻媒体（如：澳洲卫报（Guardian Australia），澳洲新闻网（News.com.au），澳洲哇哦网

（Crikey），澳洲百资得（Buzzfeed AU））：50.5% 

                                                 
1 M: 平均数 

2 SD：标准差 

3 SBS 全称为“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是澳大利亚一家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澳洲本土五大免费电视联播网之一，旨在向澳洲

本土提供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电台和电视广播服务。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11/j.1467-954X.2011.02030.x?journalCode=sora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migrant-social-networks-vehicles-migration-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migrant-social-networks-vehicles-migration-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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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卫生局网站或卫生局门户网站，如：维多利亚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联邦政府的 COVIDsafe 应用程序：
49.5% 

• 家庭成员：47.7% 

• 朋友或邻居：41.0% 

• 母语报道的原籍国新闻：23.8% 

• 母语报道的澳大利亚新闻，由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 SBS 电视台（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或其他

多元语言媒体报道：23.1% 

• 智能手机上社交媒体提供的新闻，如微信，Kakao/ KakaoTalk, LINE：22.7% 

• 其他资讯渠道：1.6% 

对政府的信任度高，对族裔社区协会信任度低 

 

受访者最信赖的澳大利亚新冠疫情政策相关新闻的来源[3]是政府网站(M = 4.18，SD = .84)，其次是新闻网站(M = 3.65，

SD = .78)以及家人和朋友(M = 3.59，SD = .84)。 

受访者高度信任政府发布的讯息，评估中的受访者的信任度平均分为 4.18 分（满分 5 分）。族裔社区协会的信任度明显

较低， M = 2.88(SD= 1.01)。比起同族裔群体发布的讯息，受访者似乎更愿意相信发布在社交媒体或新闻网站上的讯

息。 

如上文所述，多语种服务在受访者中使用率并不高。只有 22%的受访者使用了政府资助的多语种资源，这些多语种资源

主要是由族裔居民协会和社区代表进行分配。 

53%的受访者下载了联邦政府的 COVIDSafe 接触追踪应用程序。同时，仅有约 40%的澳大利亚人口在手机上使用这款

应用程序，这表明亚裔群体比社会大众更有可能下载这款应用。65.9%的受访者表示“对广大群体的责任感”是下载该应

用程序的主要原因，略高于"告知自己被感染的风险"（62%）或 "让我保持健康"（53.7%）等更为个人主义的动机。 
 

【针对已下载 COVIDSafe 软件的人群】 

以下哪些是你安装该应用程序的主要原因？【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0/dec/15/covidsafe-app-identified-close-contacts-in-just-20-nsw-cases-in-six-months-researchers-say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0/dec/15/covidsafe-app-identified-close-contacts-in-just-20-nsw-cases-in-six-months-researcher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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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责任感：65.9% 

• 能够获知自己被感染的风险：62.0% 

• 能够保护我的家人和朋友：56.3% 

• 能够让我保持健康：53.7% 

• 有可能阻止疫情的蔓延：39.3% 

• 看到明确的信息让我安心：36.2% 

• 有助于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34.5% 

• 其他原因（请在下栏中指出）：2.2% 
 

公众卫生优先于个人权利、个人隐私 

 

调查中最有意思的发现是澳大利亚亚裔群体重视公共健康高于个体人权。 

被问及从何种程度上赞成"保护公共卫生优先于个人隐私和人权 "这一说法，69%的受访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只有

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同意或坚决不同意。李克特五分量表 4结果显示平均分为 3.81（SD=.87），1 代表"坚决不同意

"，5 代表"十分同意"。 

老移民与新移民的对比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一部分受访者：移民（N5= 332），也就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境外，并汇报了自己抵澳年份的受访

者。研究使用卡方独立性检验（一项检验两个称名变量间是否存在显著关联性的统计测试，以探究移民年份（2011 年之

前和 2011 年之后到达澳大利亚）与是否使用政府提供的多语言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新冠疫情讯息在澳大利亚亚裔

群体中的传播情况。 

这些变量显著相关。相比 2011 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的受访者，2011 至 2020 年间来到澳大利亚的受访者更倾向使用多语

种资源（𝑋𝑋2 6(1, N = 332) = 10.76, p 7< .01）。 

 

                                                 
4 五分量表，或称李克特量表，用来量化满意状态，5 种程度心理状态的等级递进， 1.强烈反对 2.不同意 3.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4.同意 

5.坚决同意 

5 N 为样本数，此处为移民数。 

6 卡方 

7 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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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多语种资源使用情况，按照抵澳年份划分（计数（百分比）） 
 使用多语种资源 总计 

是 否 

到达澳大利亚的年份 2011 年前 34（16.3%） 175（83.7%） 209（100%） 

2011-2020 年间 39（31.7%） 84（68.3%） 123（100%） 

总计 73（22.0%） 259（78.0%） 332（100%） 

 %: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段 

本研究使用一系列单样本 t 检验（一种推断性统计检验，用于确定两个不相关组均值之间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以观

察移民时长（两组分别为：2011 年前和 2011 年后到达澳洲的受访者）与几个连续变量之间的关系。出乎意料的是，对

于政府提供讯息的态度以及公共健康与个体人权孰轻孰重的认识，两组之间没有差别。 

与 2011 年前来到澳洲的受访者相比，新移民(2011-2020 年)更有可能依赖个人社交圈、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媒体获取有

关新冠疫情的资讯。 

 

表 2.平均值比较（单样本 t 检验）（平均数（标准差）） 

 
2011 年之前

（N=209） 

2011 至 2020

（N=123） 显著性 

对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的信息

持有的态度 
4.35（.64） 4.32（.71） 无显著差异 

公共健康>个人人权 3.92（.87） 3.79（.79） 无显著差异 

讯息资源的使用 – 频率 

个人社交圈（如：家庭，朋友，同

事） 
3.07（.96） 3.56（.8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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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 3.10（1.01） 3.27（1.72） 无显著差异 

政府部门 3.58（1.04） 3.72（.97） 无显著差异 

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

播，海报） 
3.78（.97） 3.82（1.02） 无显著差异 

互联网媒体（如：健康网站、论

坛、博客） 
3.48（1.09） 3.95（.89） <0.1 

社交媒体（如：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2.78（1.27） 3.67（1.02） <0.1 

 

结论 

 

本研究面向澳大利亚 432 名自我认同为亚裔的成年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公共健康优先于个人权利和个人隐私 

 受访者对政府高度信任 

 传统新闻媒体例如电视和报纸，是受访者获取新冠疫情资讯的最主要来源 

在澳居住时长是影响以上结果的因素之一：在澳居住 10 年以下的受访者更倾向通过个人社交圈子、网络和社交媒体获取

疫情相关资讯。 

本研究还发现，虽然政府在多语言服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少有澳大利亚亚裔群体使用这些服务。 

政策方面，尽管某些政治领导人、个人和媒体对亚裔澳大利亚群体持负面看法，但政府应对赢得亚裔群体高度信任持有

信心。但，政府应研究多语种信息资源的效用，这些信息资源需要更具相关性和文化敏感性。 

传统媒体是澳大利亚亚裔群体最主要的新冠疫情资讯来源。因此，当局应警惕媒体对关键健康讯息的误导性报道。不同

族裔群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是维护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健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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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分量表测试，1="从不"到 5="总是"。 

[2] 五分量表测试，从 1="完全不信任"到 5="非常信任"。 

[3] 五分量表测试，1="非常不可能"到 5="很可能" 

 

作者：申媛善博士和宋智英博士 

这项调查是在韩国研究院的慷慨资助下进行的（项目编号：033378）。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Cathy Harper）女士

提出的有益意见和建议。 

图片：2020 年 7 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街头的人们。资料来源：Gordon Best/Shutterstock。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785255-wonsun-shin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808911-jay-song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808911-jay-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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