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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基本上採取「新聞是一被建構的真實」的觀點，以「眷村」為研究

對象，研究方法分成三個部分，一是「內容分析法」，以分析報紙中有

關眷村議題的報導內容；二是「敘事體分析」，以重建眷村報導的基本

故事類型；三是「深度訪談」，以瞭解閱聽人(眷村居民)對於有關眷村議

題的報紙報導自我認知與反應。 本文以新聞建構的觀點來說明，報紙中



所形塑及再現的眷村意象這種人們感知的社會真實，皆是被新聞(此指報

紙)所建構出來的真實。媒體藉著新聞報導的特定語言所使用方式建立出

有關眷村的「真實效果」，此亦讓閱聽人接受媒體所呈現之眷村意象的

合法正當性，並視之為自然且真實。此外，報紙中所形塑及呈現之眷村

意象，大體而言是符合一般大眾對於眷村的認知，這也就是說，新聞媒

體對於眷村的報導，常在不斷的強調及重覆既有對眷村的描述與印象。 

本文以為，新聞媒體(報紙)透過長期重覆、再現「眷村意象偏差」的現

象，不斷地「再現」或強調出「眷村」的醜陋形象，經由時間累積已使

之成為外界認知眷村社群的一種象徵符號。換言之，在新聞媒體(報紙)的

「再現」或「建構」過程中，使社會有的僅是眷村刻板印象的不斷複製

與強化，這也是媒體所造成的「污名化」結果。當然，新聞媒體對於眷

村並不是盡然都是負面報導，至於「眷村污名化」的產生，是由社會轉

型所定義，而非報導所定義的。 在有關眷村議題的報導中，亦即本研究

從報紙所呈現及指涉的眷村意象中，可以找出三種基本的故事類型和敘

事結構。而本研究發現，大部分報紙裡的眷村故事都循著相同既有的模

式，這也就是說，許多眷村故事，儘管因為不同事件發生所組織成的故

事差異性可能十分懸殊，但絕大部分皆陷入預知情節與平舖直敘的窠臼

中，是故，本文以為，記者使用的是很公式化的「說故事類型」的方

法，他們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想要達成的結構和內容，使得

其報導似乎具有刻板印象，並且是可被預測的。  

摘要

(英) 

n the presupposition, "news as a constructed reality", I take the Juancu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ry to analyze the reported content of relative issues about the 

Juancuen on the newspaper by the research methods-"content analysis"、

"narrativ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motif of this research is try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how news media (newspaper) report and inscribe the news 

issues of the Juancuen.. And what would its image b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ling and representation？Besides,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would its news 

reports and its image (represented by newspaper) have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ence( the population in the Juancuen)？And what kind of identity 

symbols would be modeled？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意識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3 一、「新

聞再現」的理論探討及文獻回顧********.3 (一)「再現」的通則理論源起

************.3 (二)「再現」的媒體觀***************.7 第四節 資料蒐集

過程與研究方法**************..12 一、第一部份

********************.13 (一)內容分析法******************13 (二)研究

選樣*******************15 (三)類目建構與分析單位**************17 

二、第二部份********************.21 (一)敘事體分析法

*****************21 三、第三部份********************.22 (一)深度訪

談..******************. 22 (二)個案選擇*******************23 (三)問題

設計*******************23 第五節 論文架構*********************25 第

二章 報紙分析：資料分析結果與研究發現**********.27 第一節 眷村新



聞之基本資料分析**************27 第二節 眷村新聞之內容論題分析

**************40 第三章 新聞建構與眷村意象*****************..58 第

一節 報紙新聞呈現的眷村意象**************58 第二節 眷村意象的新聞

摘錄****************68 第三節 重建眷村報導的基本故事類型

************88 第四節 新聞再現：報紙形塑及建構「眷村意象」

*******99 第四章 閱聽人個案分析： 眷村人對於報紙報導的自我認知與

反應********.110 第一節 關於「眷村」形成的歷史背景介紹

*********..110 一、 眷村的歷史與演變***************.110 二、 眷村差

異性******************.112 第二節 眷村概況及眷村居民背景分析

***********..113 一、 眷村概況簡介*****************.113 二、 受訪眷

村居民背景分析*************.115 第三節 眷村居民訪談摘錄

****************..116 一、 受訪眷村人的媒體接近使用習慣(閱報習

慣)****..116 二、 受訪眷村人對於報紙報導的自我認知與反應****.119 

(一) 眷村人是如何看待報紙對於眷村的報導*****.120 (二) 眷村人對於報

紙中所呈現的眷村意象有何看法**.125 (三) 眷村人對於報紙中眷村新聞

的整體印象*****.139 三、 受訪眷村人個案比較分析************.141 

四、 小結*********************..143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148 第一節 從新聞媒體(報紙新聞)看眷村報導

*********..148 一、 有關眷村的「刻板印象」************.149 二、 眷村

報導的基本故事類型************.150 三、 眷村報導與污名化

***************..151 第二節 從眷村人看新聞媒體(報紙新

聞)..**********155 一、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的思辯***********.155 第三

節 討論：新聞媒體應如何報導眷村﹖*********..156 後記

*************************.***160 註釋

****************************.163 參考文獻

**************************.166 附錄一：「眷村新聞」類目建構之邀請

填答信函及名單******171 附錄二：報紙中「眷村新聞」之內容分析編碼

表*********173 附錄三：閱聽人個案研究：眷村居民深度訪談問題設計

******178 表目錄 表一：自民國七十七年底至民國八十七年中，各報樣

本新聞則數**29 表二：報紙眷村新聞之版面分布**************** 30 表

三：報紙眷村新聞中新聞類型之比例*************.32 表四：報紙眷村新

聞所佔篇幅大小***************.33 表五：頭版/非頭版眷村新聞所佔篇

幅大小比較**********33 表六：每一次重要選舉前一個月及三個月的報

導總量及各報比例**38 表七：眷村新聞主要提及之組織

****************..43 表八：新黨成立前後，各政黨團體被提及的次數比

較*******.43 表九：眷村新聞主要提及之人名****************.47 表

十：眷村新聞提及的地名******************.48 表十一：眷村新聞的新

聞主題類型***************.49 表十二：眷村新聞之新聞主題

*****************.54 表十三：眷村議題報導的主要取向、立場之新聞則

數與百分比*..*..55 表十四：報紙眷村議題的報導取向與立場

************.56 表十五：報紙所呈現的眷村意象類型**************.58 

表十六：報紙所呈現之眷村意象****************.66 表十七：眷村報導

的基本故事類型***************.89 表十八：眷村居民背景分析

******************115 圖目錄 圖示一：報紙眷村新聞刊登於重要選舉期



間比例*********.39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王明珂（民 83）：〈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

同：台灣的族群經驗〉，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

集》，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 82）：〈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

認同〉，《當代》，91:6-19。 王甫昌（民 83）：〈族群同化與動員：台

灣民眾政黨支持之分析〉，《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1-

34。 李天鐸譯，Robert C. A 編，(民 82)：〈類型研究與電視〉，《電視

與當代 批評理論》。台北，遠流，131-153。 李丁讚、陳兆勇（民

87）：〈衛星電視與國族想像:以衛視中文台的日劇 為觀察對象〉，《新

聞學研究》，56：9-34。 林芳玫（民 85）：《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

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 台北，巨流。 吳乃德（民 82）：〈國家認

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集刊》，74:33-61。 （民 82）：〈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

同〉，《族群關係與 國家認同》，27-51。台北，業強。 吳其諺等（民

82）：〈假台灣人專輯〉，《島嶼邊緣》，2(4)。 吳忻怡（民 84）：

《「多重現實」的建構：眷村、眷村人與眷村文學》， 台大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尚道明（民 84）：《眷村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國家認同：樂

群新村的個案 研究》，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台麗

（民 79）：〈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 《中研

院民族所集刊》，69:107-132。 翁秀琪（民 83）：〈我國婦女運動的媒

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 研究》，48。 （民 78）：〈從兩個實

證研究看大眾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真實〉， 《新聞學研究》，41：125-

135。 馬康莊，陳信木合譯，Ritzer , G.著，(民 78)，《社會學理論》

（下）。台 北，巨流。 陳雪雲（民 80）：《我國新聞媒體建構社會真

實之研究--以社會運動報導 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張錦華（民 83）：《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

台北， 正中。 張茂桂（民 85）：〈台灣歷史上的族群關係:一個當代的

觀點〉，《八十 五年暑其台灣史蹟源流研討會》，197-228，台北市文 

獻委員會編印。 （民 82）：〈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族群關係與國

家認同》。 台北，業強。 張茂桂、蕭萍（民 83）：〈「族群」議題的

新聞詮釋－兼論報紙與公共 領域問題〉，《台大新聞論壇》，1(1)：98-

122。 張文智（民 82）：《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台北，自立晚報出

版。 鄒理民譯，Berger P. L.＆Luckman, T.著，(1991)，《社會實體的建

構：知 識社會學》。台北，巨流。 趙剛（民 84）：〈猶抱琵琶半遮面

的"新興民族"〉，《島嶼邊緣》，14:29-41。 （民 82）：〈土地、槍桿與

資本：關於族群、階級與歷史的初步思 考〉，《當代》，85:72-88。 鄭

凱中（民 85）：《「台生」外省人的國家認同與族群想像：以新黨支 持

者和「外獨會」為參考團體》，東吳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劉偉

民（民 85）：〈國軍眷村概述〉，《竹籬笆今昔─一個眷村社區的 歷史

與文化》，23-29，北垣社區編印。 盧嵐蘭 (民 85 ) ：《國內八點檔國語

連續劇與社群意識：一個理論層面的 探討》。台北，電視文化研究委員

會。 謝世忠（民 76）：《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自立

晚報 社。 戴育賢（民 83）：〈大眾媒體與真實建構：一次現象社會學

的探討〉， 《新聞學研究》，48：169-192。 羅世宏（民 83）：《後蔣



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國家 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

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 士論文。 英文部份 Adoni, Hanna.＆ Mane, 

Sherrill.(1984).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11(3):323-340. 

Anderson, Benedict.(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Barth, Fredrik.(1969).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pp.9-38.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erger Peter. L. & Luckman 

Thomas.(1966).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Breed, Warren.(1960).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 Room. In 

Wilbur Schramm (ed.)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p178-194. Bird, S. Elizabeth.(1990), Storytelling on the far side: 

journalism and the weekly tabloid. Critical Sy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377-389. Carey, James.（1986）,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Reading the news，pp146-196。 Chesebro, James. W.(1987),Communication, 

Values, and Popular Television Series-A Four Year Assessment in Horace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7-51。 Cottle, Simon.(1994). Stigmatizing Handsworth：notes on 

reporting spoiled spa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1：231-156. 

Fiske, John. & Hartley, John.(1978).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ishman, Mark.(1980).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news work, in Manufacturing the 

news.pp.134-155。 Fredrik , Barth.(1969).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ienc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Glasser, Theodore. & Ettema, James.(1989).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the moral order.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1):1-20。 Goffman, 

Erving.(1963).Stigma:notes on management of spoiled Indentity. Englewood 

Cliffs.,New York:Prentice-Hall. (1974) .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Hackett, Robert. 

A.(1984). Decline of a Paradign ? Bias and Objectivity in News Nedia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mmunication,1(3):307-308。 Hall, 

Stuart.(1982).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ua， London:Methuen,pp:56-90。 

Halbwachs, Maurice.(1952). The Social Framworks of Memory. trans by Lewis A. 

C. On collective Memory. James, Paul (1992).Forms of Abstract "Community"-

From Tribe and Kongdom to Nation and Stat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2(3):313-336。 Lukes, Steven.(1975).Power: A P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Molotch, Harvey.＆Lester, Marilyn.(1973).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01-112. Schudson, Machael.(1991).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141-159。 

Schutz, Alfred.(1962).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Collected Papers 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chwartz, Barry.(1990).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Collective Remombering. 81-107. Spicer, Edward.(1971).Persistent 

cultural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dentity Systems that can Adapt to 



Contrasting Environments. Sience, 174:795-800. Tuckman, Gaye.(1978).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ee Press. Wimmer, 

Roger. D. & Dominic, Joseph. R. (1994).Content Analysis. Mass Media Research. 

Ch.8,pp163-186。 Zelizer, Barbie.(1995).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June） :214-

236。  

論文

頁數 
182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