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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什麼？是否只有被視為「問題」時，青少年才會存在？恐怕很
少人曾經仔細地去思考過這個問題。研究者意圖跳脫長久以來主流觀點
對青少年的論述外，藉由報紙媒體對青少年形象的描繪，重新省思整個
社會對青少年的評價；以及在「常識」表徵之下所隱藏的權力關係。 本
摘要
研究以內容分析法與范迪克（van Dijk）所提出的論述分析法(discourse
(中)
analysis）兩種方法，解析新聞媒體對青少年的報導。內容分析法主要是
找出媒介呈現的青少年的形象以及是由誰擔任發言者，再利用論述分析
法檢視青少年形象背後的社會意涵。 研究結果發現，媒介中的青少年形
象可分為「問題青少年」與「非問題青少年」（含享樂青少年、新新人

類與菁英學生類型）兩大類；其中負面的「青少年＝問題青少年」形象
可說是最常出現在媒體報導中，成為社會大眾青少年的刻板印象。青少
年的形象不脫離「好／壞」的二元對立觀看方式，每一個負面形象都對
應著一個「理想與正常典型」。在發言權上，則是由「成人」擔任合法
化發言者的位置，主導青少年形象的塑造及意義的生產；因此在成人與
青少年陳述的過程中，呈現了一致性的價值觀。研究同時發現，青少年
形象的描繪中可明顯看到傅柯（Foucault）所指陳的「權力／知識」
（power/knowledge）運作，以及加諸在青少年身上的「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情形：來自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理論、專家學者看
法與調查報告為青少年的主要知識論述，監督與評估的權力來自成人，
透過訓育技術將青少年塑造成一個「溫馴的個體」，同時主導了青少年
的主體建構。 從社會共識、新聞媒介與青少年這三方面，可看到新聞媒
介在建構社會真實的強大力量，媒介強化與再現了社會對青少年的主流
價值判斷，這是一種負面與「窄化」的青少年形象。對青少年而言，這
並不是一種公平的對待方式，但卻極少有人能意識到這樣的情形。在新
聞論述中雖然看到了青少年佔據發言權試圖反抗主流價值的情形，但是
力量卻不足以與成人抗衡，他們仍然在成人所限定的框框中活動。 研究
者認為，社會加諸於青少年身上的往往是控制多於尊重，成人往往忽略
了青少年最真實的想法與聲音；越是被視為理所當然表徵下，背後所潛
藏的權力關係越是不平等，同時也越容易出現訓育的情形。這樣的情形
不僅出現在成人觀看青少年群體身上，同時也出在每一個優勢族群觀看
弱勢族群身上。 青少年，果真可說是「社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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