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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索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的議題發展過程裡，行動者透過報紙這個

媒體場域的新聞內容所呈現、建構此事件之權力分配與運作。研究者選擇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三家報紙的新聞報導為研究文本，從內容

分析了解從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至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媒

體再現過程，由於媒體場域是一知識與權力的場域，本研究將記者亦列為

行動者來觀察，因此，研究者除了探討行動者在媒介所呈現的形象，關注

「誰有權力界定議題」，亦訪談十一位採訪此事件的記者、大同區公娼自

治會會長官秀琴與一名社工人員。在內容分析部份以量化的結果顯示不同

階段各種消息來源的頻次、比例的變化，以及不同階段路線記者報導的頻

次、比例上的消長。繼而，接合上訪談內容，以多元觀點分析與解釋上述

部分結果，研究者希望以開創性的觸角來增加此事件的了解層次，從二手

消息來源著手探尋事件的再現歷程，再採用第一手消息來源豐富事件的歷

史圖像，從行動者的視野位置提供認同/差異的理解與意義，替論文搭架閱

讀的空間與可切換的對話。 本研究發現由行動者所提出的論點影響著彼此

對此事件的意義界定與行動，透過各種符號的出現，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理

解事件的架構與原則源源地被生產出來，經過生產、強化、忽略的過程，

建構出此事件的圖像。透過媒體的再現過程，反對廢除公娼制度的運動團

體塑造公娼悲情與執政者陳水扁的鴨霸行政之對立形象，透過了婦運在國

家認同的分裂、社會資源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衝突、成年娼妓對「自我

定位」以獲得「尊嚴、自信、正當性」的命名權與詮釋權，使得媒體與社

會面對了階級、性別、族群分化的認同問題。  

摘

要

(英) 
 

論

文

目

次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

節 研究動……………………………………………………. 1 第二節 研究目

的與重要性………………………………………. 4 第二章 台北市廢除公娼

事件的背景脈絡分析…………………. 6 第一節 台灣公娼制度的歷史脈

絡……………………………. 6 壹、 台灣公娼政策的源起：日據時代（西

元 1896 年 7 月至 1945

年） ………………………………………………………………………… 6 

貳、台灣公娼政策的轉變：光復之後（西元 1946 年至今）………11 第二

節 台灣現行的性交易法律規定………………………… 45 壹、 國內性交易

法律規定…………………………………….45 貳、 學者針對國內性交易政

策提出的建議………………….52 第三節 涉入此事件的社會運動之理念介

紹：反雛妓運動、妓權運

動…………………………………………………………………… .57 壹、 反

雛妓運動、妓權運動之於台灣婦女運動史的歷史脈



絡……………………………………………………………………. 59 貳、 反

雛妓運動贊同廢除公娼制度的淵

源……………………………………………………………………. 66 參、 國

內妓權運動反對廢除公娼制度的觀

點……………………………………………………………………. 74 第四節 

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的相關研究………………… . 85 小

結……………………………………………………………………91 第三章 

傳播研究取徑的理論探討……………………………… 92 第一節 從社會建

構論到媒體建構…………………………… 92 第二節 媒體再現政

治………………………………………… 95 壹、 再現政

治………………………………………………….95 貳、 知識與權力的媒體

場域…………………………………106 參、 社會運動之於媒體場

域…………………………………111 肆、 記者之於媒體場

域………………………………………114 第三節 記者佈線制

度…………………………………………116 壹、 佈線制度的意義與影

響…………………………………116 貳、 佈線制度與消息來

源……………………………………117 參、 佈線制度與社會運

動……………………………………121 小

結………………………………………………………………… 122 第四章 研

究方法………………………………………………. 123 第一節 研究方法：個

案研究取向……………………………123 第二節 研究方法流

程…………………………………………126 壹、 內容分

析…………………………………………………126 貳、 訪談分

析…………………………………………………130 第三節 訪談對

象……………………………………………134 第四節 研究倫

理…………………………………………… 136 第五章 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

的媒體圖像……………………. 137 第一節 誰是主要權力角力

者…………………………………137 壹、 消息來源在議題週期的分佈情

形………………………137 貳、 各階段的消息來源分佈狀

況……………………………138 參、 贊成廢除公娼制度的權力角力

者………………………140 肆、 反對廢除公娼制度的權力角力

者………………………140 第二節 佈線制度與媒體真實的相

應……………………… 142 壹、 記者在各週期的報導頻次狀

況…………………………143 貳、 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的媒體圖

像………………………144 第六章 從佈線制度到情感認同：論析記者的採

訪歷程………159 第一節 誰跑新聞？記者如何看待此事件的佈線分

配………160 第二節 佈線記者對此議題的新聞價值判斷…………………164 

壹、 解讀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的新聞價值…………………164 貳、 警政記

者認為事件受媒體注目的原因…………………166 參、 市政記者認為事件

受媒體注目的原因…………………169 肆、 社團記者認為事件受媒體注目

的原因…………………170 伍、 新聞室的社會控

制………………………………………171 第三節 佈線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

動關係……………………174 壹、 佈線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方

式………………………174 貳、 記者的角色位置之難題：情感認同的傾向



與投射……179 參、 記者如何評估行動者的媒體策

略………………………184 肆、 誰代表公娼發言：公娼官秀琴的媒體經

驗……………186 伍、 一名社工人員的媒體經

驗………………………………189 陸、 記者看行動者的運動策

略………………………………193 柒、 媒體角色與社會運動的關

係……………………………195 小

結………………………………………………………………… 196 第七章 結

論……………………………………………………. 200 第一節 研究發

現………………………………………………201 壹、 公娼議題的社會建構

歷程：從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的媒體建構出

發…………………………………………………………………. 202 貳、 誰是

媒體場域的權力角力者？………………………… 205 參、 誰是主要的報導

者？…………………………………… 208 肆、 佈線制度下的新聞報導框

架…………………………… 209 伍、 從佈線制度到情感認同：記者採訪歷

程之論析……… 214 陸、 公娼官秀琴與社工人員的媒體經驗：行動者對於

媒體再現政治 的評

估……………………………………………………………… 222 第二節 研究

限制與建議……………………………………… 224 壹、 研究限

制………………………………………………… 224 貳、研究建

議…………………………………………………………226 參考書

目………………………………………………………………228 附錄

一…………………………………………………………….ｉ 圖表目錄 表二

之 一 台灣地區歷年公娼人數的變化………………………………26 表二之 

二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各縣市公娼戶數與娼妓人數……………28 表二之 三 

台灣公娼政策的演變…………………………………………44 表二之 四 反

雛妓運動團體的重要議題與行動…………………………67 表四之 一 六種

證據來源:來源種類與優缺點…………………………125 圖四之 一 研究方法

流程圖…………………………………………….133 表五之 一 報導則數在議

題週期的分布狀況………………………….137 表五之 二 消息來源在議題週

期的分布情形………………………….138 表五之 三 消息來源於各週期出現

的頻次狀況……………………….141 表五之 四 路線記者於各週期的報導頻

次狀況……………………….143 圖五之 一 媒體再現政治:陳水扁主政暨府

會共識下的廢公娼期……156 圖五之 二 媒體再現政治:陳水扁主政暨府會衝

突下的抗爭期………157 圖五之 三 媒體再現政治:馬英九主政暨同意緩衝兩

年下的決議期…158 表七之 一 佈線制度與情感認同對記者採訪歷程的可能

影響………..218 圖七之 一 佈線制度與社會運動的關係評

估…………………  

參

考

文

獻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一）學術論著 1.專書部分 丁乃非（1998）：＜

台北廢娼違反世界潮流＞，何春蕤（編）《性工作：妓權觀點》，頁 168-

172。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王文科（1995）：《教育研究

法》。台北：五南。 王甫昌（1999）：＜社會運動＞，王振寰、瞿海源

（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502-536。台北：巨流。 王雅各

（1999a）：＜婦女解放運動和二十世紀的性別現象＞，《性屬關係（上

冊）》，頁 3-26。台北：心理。 -------(1999b)：《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



台北：巨流。 王孟甯（2000）：＜婦女運動與政府體制的結合？台北市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分析＞，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

動》，頁 539-579。台北：巨流。 卡維波（1998a）：＜從男性沙文主義到

性沙文主義＞，何春蕤（編）《性工作：妓權觀點》，頁 178-192。國立中

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1998b）：＜性工作的性與工作＞，何

春蕤（編）《性工作：妓權觀點》，頁 240-263。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

別研究室。 朱元鴻（2000）：《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

記》。台北：唐山。 李公明（1998）：《歷史是什麼》。台北：書林。 何

文敬、單德興（編）（1996）：《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台北：中

央研究院歐美所。 何春蕤（編）（1998）：《性工作：妓權觀點》。中

壢：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1997）：《呼喚台灣新女性

－豪爽女人誰不爽》。台北：元尊文化。 孟樊（2001）：《後現代的認同

政治》。台北：揚智文化。 林芳玫（1999）：《色情研究－從言論自由到

符號擬象》。台北：女書店。 ------（1997）：＜認同政治與民主化：差異

或統合？＞，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

戰》，頁 116-130。台北：月旦。 ------（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

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巨流。 ------（1994）：《解讀瓊瑤愛

情王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 林芳玫、張晉芬（1999）：＜性別＞，

王振寰、瞿海源（編）（199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199-238。台

北：巨流。 邱貴芬（1996）：＜後殖民女性主義：性別、階級、族群與國

家＞，顧燕翎（編）（1996）：《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339-372。台

北：女書文化。 邱天助（1998）：《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

冠。 周碧娥、姜蘭虹（1990）：＜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徐正

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79- 101。台北：巨流。 范雲

（2000）：＜從政治人到階級人：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工運領導＞，蕭

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頁 177-230。台北：巨流。 

紀惠容（1998）：＜雛妓救援運動＞。王雅各（編）《性屬關係（下

冊）》，頁 261-277。台北：心理。 紀慧文（1998）：《十二個上班小姐

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台北：唐山。 胡幼慧（編）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

流。 翁秀琪等（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

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 翁秀琪（1993）：《大眾傳播

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高宣揚（1998）：《當代社會理論》。台

北：五南。 高承恕（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徐

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9-19。台北：巨流。 夏曉

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徐正光（1990）：＜從異化到自主：台灣勞工運動

的基本性格和趨勢＞，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103-126。台北：巨流。 徐慧怡、陳純一（2001）：《性交易主要立法例之

比較研究》。台北市社會局。 張玉芬（譯）（1998）：＜世界妓權憲章

＞，何春蕤（編）《性工作：妓權觀點》，頁 1-3 。中壢：國立中央大學

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張錦華（1999）：＜女性主義與傳播研究＞，王雅各

（編）《性屬關係（下冊）》。台北：心理。 ------（1997）：《公共領

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台北：正中。 ------（1994）：《媒介文



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梁雙蓮、顧燕翎

（1995）：＜台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劉毓秀

（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頁 94-143。台北：時報。 陳光

興（編）（2000）：《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動與後殖民民

主》。台北：巨流。 陳坤宏（1995）：《消費文化理論》。台北：揚智。 

陳清僑（編）（1997）：《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陳耀民（譯）（1998）：＜性工作者與性工作＞，

何春蕤（編）《性工作：妓權運動》，頁 93-106。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英

文系性/別研究室。 許春金、陳玉書（2000）：《性交易管理政策之國際間

比較研究》。台北市社會局。 游鑑明（1999）：＜明月照來時路：台灣婦

運的歷史觀察＞，《性屬關係（下冊）》，頁 199-225。台北：心理。 馮

建三（1999）：《十七家報紙的勞工新聞及影響其再現因素的初探》。台

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劉仲冬（1998）：《女性醫療

社會學》。台北：女書文化。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

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楊國樞（1990）：＜台灣新

興社會運動研討會總結報告＞，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

動》，頁 311-325。台北：巨流。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

放運動》。台北：時報。 蕭新煌（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

之探討＞，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 21-46。台

北：巨流。 瞿海源（1991）：＜色情與娼妓問題＞，楊國樞、葉啟政

（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509-544 。台北：巨流。 顧燕翎（編）

（1996a）：《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

（1996b）：＜婦女運動與公共政策的互動關係－墮胎合法化和平等工作權

策略分析＞，徐正光、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51-173。

台北：東大。 顧燕翎、鄭至慧（編）（1999）：《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

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文化。 謝康（1982）：

《中外社會問題比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72）：《賣

淫制度與台灣娼妓問題》。台北：大風。 ----（1969）：《社會問題論

叢》。台北：商務。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博碩士論文 方雅麗（1999）：《台北

市公娼事件中政府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困境－一個行動研究的反思》。國

立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江淑琳（1998）：《由

報紙報導看性騷擾議題的社會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李雪莉（1999）：《從廢公娼事件看婦運團體的聚散離合》。國立台

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呂英敏（1976）：《台灣娼妓問題之研

究》。國立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美真（1989）：《台灣

娼妓營業的被害婦女與刑事立法諸問題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吳翠松（1998）：《報紙中的同志－十五年來同性戀議題

報導的解析》。私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志旭（1996）：

《知識遊戲場的誕生－從台灣文學論戰到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探討》。私立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弘勳（1995）：《台灣地區「風

塵次文化」之社會基礎》。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佩玲

（1998）：《誰能治城？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與萬芳社區媽媽治城

活動》。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瑞貞（1998）：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之意義建構與媒體策略分析－以還我土地運動為

例》。私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婉琦（2001）：《台

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

論文。 范碧玲（1989）：《解析台灣婦女體制：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性格之

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晉祥（1994）：

《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框架理論的觀點》。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施惠獻（1999）：《新聞記者與民意代表互動關係之研究：以

台北市議會記者與議員之互動為例》。私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唐筱雯（1999）：《台北市公娼之從業歷程及生活世界》。國立台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淑萍（1996）：《中央政府公關人

員與新聞記者對政府公關角色認知關係之研究》。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秀雯（1998）：《勞動、性別與女性主義法學》。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芳庭（1997）：《戰後台灣婦女

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 凌珮君（1995）：《我國報紙守門人選取一版頭條新聞相關因素試

析》。私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陶允正（1994）：《記者個

人屬性、專業義理與如何選擇接近消息來源之相關性探討－以台北市市議

會記者為例》。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杏韻

（2000）：《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與媒體互動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倩慧（1998）：《家庭扥育服務的品質：家庭

保母的角色、家庭系統、與家長互動關係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雪雲（1991）：《我國新聞媒體建構社會現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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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惠

（1998）：《日落華西街－台北市廢娼事件的社會學分析》。私立東海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毓芬（1998）：《女人與國家－台灣婦女運

動史的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碧琴

（1994）：《防治未成年從娼的民間行動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張輝潭（1995）：《台灣當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實踐初

探：一個歷史的觀點》。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崇

仁（1979）：《新聞報導者的預存立場與其報導新聞之關係》。國立政治

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慧蕙（1998）：《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運

動－以「反雛妓」社會運動為例》。私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程建壬（1999）：《社會運動的建制化－以反雛妓運動為例》。國立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游淑華（1996）：《從事色情工作雛妓

生活現況之分析》。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文全

（1999）：《都市政策即選舉文宣/選舉文宣即都市政策：民主政治在媒體

政治中之異化過程－一九九四年市長選戰中陳水扁「台北市政白皮書」建

構之政治過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祖珺

（1997）：《台灣報紙媒體所呈現之女性角色的變遷》。私立文化大學新

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蕙苓（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

處理方式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瓊瑜

（1995）：《從媒介策略角度探討消息來源之議題建構－以公視立法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韓意慈（1999）：《非營利

組織政策倡導角色之剖析－以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中的婦女團體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所碩士論文。 蔡慈鴻（1998）：《北投地區溫泉建

築及其空間變遷之研究》。私立淡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羅世宏

（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傳播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

的媒介框架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青玲

（1995）：《社會性別建構的權力論域分析－以報紙對校園性侵害事件的

報導為例》。私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學術期刊部分 王治

河（1996）：＜傅柯的系譜學＞，《哲學雜誌》，15：44-69。 方孝謙

（1999）：＜再現之比較研究：實在、再現與意義＞，「跨世紀的台灣社

會與社會學」研討會。台北：外雙溪。 石之瑜（1999）：＜女性也要講理

由？對省籍政治與公娼政治的省思＞。「1999 性別與兩性」研討會論文

集，頁 203-210。高雄。 卡維波（1999a）：＜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

化＞，《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5、6：444-454。 ------

（1999b）：＜省籍政治與公娼政治：回應石之瑜教授＞，《性/別研究－

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5、6：455-458。 朱元鴻（1998）：＜娼妓研

究的另類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1-33。 吳宜蓁、單美雲

（1995）：＜大眾媒介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輔仁學誌》，24：

177-191。 李雪菱（1998）：＜「做」與「賣」：從「交易」與「交換」看

性作為一種生存策略＞，《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集》。主辦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

年 4 月 24-26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舉行。 沈清松（1993）：＜從現代

到後現代＞，《哲學雜誌》，4：4-25。 林山田（1999a）：＜性與刑法－

以強制性交罪為例＞，《台灣本土法學》，2：43-52。 ------（1999b）：＜

評一九九年的刑法修正＞，《月旦法學雜誌》，51：16-41。 林文玲

（2001）：＜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43：197-234。 林芳玫（1998a）：《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衝突

關係》發表於「質性研究倫理－女性主義觀點研討會」，台北：台大人口

中心婦女研究室。 ------（1998b）：＜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

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6：1：56-87。 ------（1997）：＜由新

社會運動的觀點看台灣媒體與台灣婦運＞，《中外文學》，26：2：75-

97。 周倩漪（1998）：＜從王菲到菲迷－流行音樂偶像崇拜中性別主體的

搏成＞，《新聞學研究》，56：105-134。 周碧娥（1995）：＜台灣婦女與

政治：1985－1994＞，台灣婦女十年—婦女人權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主

辦：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紀惠容（1995）：＜雛妓新

聞處理之探討＞。《台大新聞論壇》，3：22-51。 翁秀琪（1996）：《從

消息來源策略研究－探討中時、聯合兩報對婦運團體推動民法親屬編修法

的報導》。《新聞學研究》，52：121-148。 -------（1994）：＜我國婦女運

動的媒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研究》，48：193-236。 孫秀蕙

（1994）：＜環保團體的公共關係策略之探討＞。《廣告學研究》，3：

159-185。 倪炎元（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

略＞。《新聞 學研究》，58：85-111。 夏曉鵑（2001）：＜「外籍新娘」

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唐文慧

（1999）：＜國家、婦女運動與性規範＞，《「跨世紀的台灣社會與社會

學 」學術研討會》。1999 年 4 月 24-26 日於私立東吳大學舉行。 唐筱雯

（1998）：＜公娼對工作之自我認知及工作環境的影響與使用＞，《第三



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

集》。主辦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 年 4 月 24-26 日於國立台灣

大學思亮館舉行。 張玉佩（2000）：＜當認同遇到隱喻：談隱喻在認同塑

造的運作＞。《新聞學研究》，64：73-101。 張茂桂（1994）：＜民間社

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台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

會科學學報》，4：33-66。 張碧琴（2001）：＜1980s－1990s 反雛妓制度

運動的肇始、成果、限制與展望 ＞，《「台灣少女、色情市場、男性買色

客之研究」研討會》。主辦單位：婦女救援基金會。2001 年 12 月 5 日於

耕莘文教院舉行。 張碧琴、陳淑娟（2001）：＜社工輔導執行成效之分析

＞，《「台灣少女、色情市場、男性買色客之研究」研討會》。主辦單

位：婦女救援基金會。2001 年 12 月 5 日於耕莘文教院舉行。 陳順孝

（1998）：＜媒介組織的內部新聞建構－外力衝擊下，記者與主管的互動

策略＞，《一九九八年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論文彙集》。主辦單位：輔

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1998 年 11 月 15-16 日於私立輔仁大學野聲樓舉

行。 陳惠馨（2002）：＜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理論與實務學者座

談會＞。《月旦法學雜誌》，82：164-179。 陳韻如（1997）：＜台灣婦女

運動與媒介－台大「A 片影展」媒介論述＞。《民意研究季刊》，199：

125-152。 章光明（1998）：＜娼妓管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警

學叢刊》，29：3：153-177。 程建壬（2001）：＜反雛妓運動的法制化及

其問題－以社會學為基點的討論＞，《「台灣少女、色情市場、男性買色

客之研究」研討會》。主辦單位：婦女救援基金會。2001 年 12 月 5 日於

耕莘文教院舉行。 黃于玲（1999）：＜女人、國家與性工作－1946 年至

1959 年台灣公娼政策的轉變＞，《「女性主義與台灣社會的關係：社會學

的觀點」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女學會、台灣社會學社。1999 年 3 月

19-20 日於南港中研院社會所舉行。 黃淑玲（2001）：＜「自行」與「被

迫」－進入色情市場少女的生存策略與生活型態＞，，《「台灣少女、色

情市場、男性買色客之研究」研討會》。主辦單位：婦女救援基金會。

2001 年 12 月 5 日於耕莘文教院舉行。 ------（2000）：＜變調

的”ngasal”：婚姻、家庭、性行業與四個泰雅聚落婦女 1960－1998＞。

《台灣社會學研究》，4：97-144。 ------（1996）：＜台灣特種行業婦女：

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03-152。 黃

榮堅（1999）：＜刑法妨害風化罪章增修評論＞。《月旦法學雜誌》，

51：81-92。 甯應斌（1998）：＜有關性工作的一些論證＞，《第三屆「性

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集》。主辦

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1998 年 4 月 24-26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

舉行。 ------（1997）：＜獨特社會性癖與社會建構：邁向一個性解放的新

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67-127。 楊渡（1994）：＜社會運

動與新聞倫理＞，《台大新聞論壇》，1，1：53-63。 劉人鵬、丁乃非

（1999）：＜良家婦女走火入魔：新台灣人是不「習於淫行」的女人＞，

《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5、6：438-443。 劉仲冬

（2001）：＜公娼事件與婦運＞，《「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

的開展」科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組、女學

會。2001 年 5 月 25-26 日於私立淡江大學舉行。 鄭瑞城（1991）：＜從消

息來源途徑詮釋近用權＞，《新聞學研究》，45：39-56。 鄭善印



（1999）：＜色情行業管理法制之研究＞，《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

會》。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問題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1999 年 12 月 29-30 日於中央研究院舉行。 戴育賢（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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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咸浩（1995）：＜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

學》，24：4：60-76。 趙剛（1998）：＜跳出妒恨的認同政治，進入解放

的培力政治－串聯尼采和工運（或社運）的嘗試思考＞，《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30：117-161。 羅文輝（1994）：＜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

＞。《新聞學研究》，50：1-13。 簡妙如（1999）：＜再現的再現：九 0

年代台灣片「常識」的分析與反思＞。《新聞學研究》，58：113-139。 

（二）一般著述 1.一般書籍 女工團結生產線（1998 年 5 月 24-26 日）：

《性工作權利與性產業政策國際論壇大會手冊》。 中國時報編著

（1995）：《台灣：戰後五十年：土地、人民、歲月》。台北：時報。 王

淑英等著（2000）：《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5－婦女政策白皮

書》。台北：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 天主教善牧基金

會（1996）：《善牧的台灣經驗》。台北：善牧基金會。 台北市日日春關

懷互助協會（編）（2002）：《與娼同行，翻牆越界：公娼抗爭運動文

集》。台北：巨流。 ------------------------（編）（2001a）：《第二屆性工作

權利與性產業政策國際行動論壇》。會議資料。 ------------------------（編）

（2001b）：《第四屆婦女經驗論壇》。會議資料。 ------------------------

（編）（2001c）：《百年公娼，台北再見！》。出版社未註明。 台灣人

權促進會（1997）：《一九九七年台灣人權報告》。台北：台灣人權促進

會。 吉文隸（2000）：《歐洲情色交易檔案：西方妓女問題面面觀》。台

北：唐山。 沈美真（1990）：《台灣被害娼妓與娼妓政策》。台北：前

衛。 利格拉樂.阿塢（1998）：《穆利淡 Mulidan 部落手札》。台北：女書

文化。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

冠。 林宗弘等（2000）：《打拼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台北：唐

山。 邱旭伶（1999）：《台灣藝旦風華》。台北：玉山出版社。 許陽明

（2000）：《女巫之湯－北投溫泉鄉重建筆記》。台北：新新聞。 夏林清

（編）（2000a）：《日日春：九個公娼的生涯故事》。台北：台灣工運雜

誌社。 ------（編）（2000b）：《公娼與妓權運動：第一屆性工作權利與

性產業政策國際行動論壇會議實錄》。台北：台灣工運雜誌社。 ------

（編）（1998）：《台北市民的家庭作業》。台北：台北市公娼自救會、 

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 陳怡真（1996）：《人間迦葉王清峰》。台

北：新新聞。 莊永明（1991）：《台北老街》。台北：時報。 曾迺碩

（1988）：《台北市志卷三－政制志警政篇》。台北：台北市政府。 董智

森（1998ａ）：《綠扁帽執政團》。台北：爾能文化。 ------（1998ｂ）：

《台北經驗陳水扁：一位資深記者的私人筆記》。台北：月旦。 廖碧英

（編）（1986）：《亞洲的難題：觀光與賣春》。台北：台北基督長老教

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993）：《雛妓防治面面

觀》。台北：雅歌。 戴月芳等編（2000）：《台灣全紀錄》。台北：錦

繡。 2.一般期刊與報章雜誌 丁乃非（1998）：＜給婦運同志的公開信＞，

《當代》，127：94-96 。 女工團結生產線（記錄整理）（1998 年 3 月 9-10

日）：＜除誰的罪？立誰的法？--性工作應否合法化：一個新的理論與公



共政策＞。《台灣日報》。主辦單位：澄社、台灣日報於 1998 年 2 月 28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舉行 公訓報導（1999a）：＜婦女團體堅決反對

性產業之宣言以及對台北市廢娼後續處理之建議＞，《公訓報導》，84：

17-20。 --------（1999b）：＜性政策有待理性討論＞，《公訓報導》，84：

5-10。 王芳萍（1997 年 10 月 22 日 11 版 a）：＜打破中產階級婦運的偽善

＞。《聯合報》。 ------（1997 年 10 月 21 日 b）：＜女工團結生產線為什

麼支持「工」娼爭取工作權＞。新聞稿。 王敏川（1999a）：＜對於廢娼

問題的管見＞，《當代》，138：80-83。 ------（譯）（1999b）：＜宜廢止

公娼制度＞，《當代》，138：84-86。 王實之（譯）（1999）：＜舊金山

娼妓問題專案小組結案報告摘要＞，《公訓報導》，84：33-49。 王蘋、丁

乃菲、倪家珍、隋炳珍（1998）＜誰的基金會、什麼樣的運動－夾在歷史

和社會變革關口上的「婦女新知」＞，《當代》，127：90-96。 牛慶福

（1998 年 2 月 15 日 13 版）：＜娼影戰術 五女將以小搏大＞。《聯合

報》。 ------（1997 年 9 月 8 日 14 版）：＜廢娼不能與杜絕色情劃等號

＞。《聯合報》。 李元貞（1996）：＜婦女、民主、國家的認同經驗＞，

《騷動》，1：63-68。 李永熾（1999）：＜從巫女到遊女＞，《當代》，

138：60-73。 ------（1997）：＜從「遊廓」到「賣春防止」＞，《當

代》，122：96-105。 李令儀（1998）：＜四性研討會－一面倒支持反廢娼

＞，《新新聞周刊》，582：77。 李明玉（2001 年 10 月 26 日）：＜別讓

婦運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自由時報》。 李清如（1998）：＜路線之

爭也如影隨形婦運團體＞，《新新聞周刊》，575：78-79。 李雪莉

（1998）：＜廢娼事件，婦運路線之爭翻上檯面＞，《騷動》，5：4-17。 

李瓊月（1988）：＜救援雛妓再出擊＞，《婦女新知》，69：1-5。 杜歆穎 

( 1999 )：＜娼妓政策之我見＞，《公訓報導》，84：11-14。 ---------

（1998）：＜父權造妓，國家滅娼＞，《騷動》，5：44-54。 沈美真

（1997 年 9 月 4 日 11 版）：＜採取廢娼政策，維護人性尊嚴＞，《中國

時報》。 吳旻錚 ( 1999 )：＜專訪沈美真律師談廢娼－廢娼主辯，力戰群

舌＞，《法律與你》，122：111-120。 何春蕤（1997 年 9 月 17-20 日 a）：

＜女性主義性解放—重訪豪爽女人的爭議＞。《中國時報》。 ------（1997

年 9 月 17 日 11 版 b）：＜工具化—身體的新抗爭—回應「顧」文＞。

《中國時報》。 ------（1997 年 9 月 6 日 11 版 c）：＜奪了公娼生計，維護

誰的尊嚴＞。《聯合報》。 ------（1997）：＜豪爽女人談掃黃廢娼（中）

d＞，《破報》，79：13-15。 ------（1997）：＜豪爽女人談掃黃廢娼

（下）e＞，《破報》，80：45-47。 呂英敏（1976a）：＜台灣娼妓之源流

及演變＞，《今日中國》，57：66-87。 ------（1976b）：＜台灣娼妓之存

廢＞，《警光》，236：22-25。 ------（1976c）：＜台灣娼妓之管理＞，

《今日中國》，60：49-65。 ------（1976d）：＜台灣娼妓之防治＞，《今

日中國》，61：36-51。 ------（1975a）：＜娼妓制度形成之研究＞，《警

光》，227：32-35。 ------（1975b）：＜台灣公娼之存廢＞，《今日中

國》，55：76-85。 周佳君（2001 年 10 月 28 日）：＜回應「別讓婦運成為

政治鬥爭的工具」＞，《自由時報》。 邱貴芬（1996a）：＜沒有「要不

要國家」，只有「我們要什麼樣國家」的問題＞，《騷動》，2：76-83。 -

-----（1996b）：＜在台灣，婦解運動和國族主義能不能「牽手」？＞，

《騷動》，1：58-62。 林弘勳（1997）：＜台北市廢娼與台灣娼妓史＞，



《當代》，122：106-115。 -------(1995)：＜日據時期台灣煙花史話＞，

《思與言》，33：3：77-128。 林芳玫（1999）：＜舊議題新觀點－談媒體

對婦女新聞的處理＞，《目擊者》，10：33-34。 ------（1998）：＜談強姦

公訴罪：程序正義 實質正義 性別正義＞，《政策月刊》，36：23-26。 ----

--（1997 年 12 月 1 日 11 版 a）：＜從邊緣戰鬥到體制內改革＞。《中國時

報》。 ------（1997 年 10 月 22 日 11 版 b）：＜別給皮條客娼館業者藉口

＞。《聯合報》。 林照真（1998 年 11 月 29 日）：＜婦運界性議題依然分

歧＞。《中國時報》。 林賢修（1998）：＜光屁股戰術－從公娼抗爭看同

性戀運動＞，《騷動》，5：55-58。 洪政傑（1997 年 12 月 19 日 11 版）：

＜從法律的觀點看廢娼事件＞，《自由時報》。 黃光國（1979）：＜北投

公娼存廢問題＞，《中國論壇》，8：10：7-25。 黃淑玲（1999 年 1 月 10

日）：＜追求福利權與社區發展的願景＞，《自由時報》。 ------

（1998）：＜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騷動》，5：35-43。 胡

淑雯（1997）：＜妓女也有人權！＞。《新新聞週報》，543：65。 徐佳

青（2001 年 10 月 28 日）：＜台灣婦運的時代選擇＞，《自由時報》。 ---

---（1997 年 10 月 22 日 11 版 a）：＜婦女運動在公娼事件上的回應與省思

＞，《自立早報》。 ------（1997b）：＜婦解運動、國家資源和政治參與

＞，《騷動》，3：88-92。 夏林清（1999 年 1 月 12 日）：＜給她魚，不

如教她釣魚＞，《自由時報》。 夏傳位（1997）：＜他們為何不從良？娼

妓的自我與尊嚴＞，《遠見》，138：156-160。 唐筱雯（1998）：＜女性

主義者，聽聽娼妓的聲音＞，《騷動》，5：18-24。 唐學斌（1983）：＜

台北市色情問題及其解決＞，《政治文化》，4：256-257。 張玉芬（譯）

（1999）：＜世界妓權憲章＞，《公訓報導》，84：33-49。 張娟芬

（1998）：＜我們不放棄＞。《婦女新知》，186：17。 張家銘（1995）：

＜色情現象與生活世界＞。《思與言》，33：3：1-26。 張菁雅（1997）：

＜從軍中樂園到妓女戶－阿扁變成公娼終結者＞。《新新聞週刊》，549：

46。 張碧琴（譯）（1999）：＜各國娼妓管理政策之比較＞，《公訓報

導》，84：33-49。 -------（1997a）：＜在體制的張力間運動－回應「站在

父權的肩上－『反』雛妓運動」＞，《騷動》，3：71-76。 -------

（1997b）：＜女性主義與防治雛妓問題的民間行動之關係＞。《思與

言》，35：1：119-144。 曹愛蘭（1988）：＜特種營業女服務員也應該有

基本人權＞。《婦女新知》，69：14。 許秀春（整理）（1999）：＜揭開

公娼的神秘面紗＞，《公訓報導》，84：5-10。 陳免（1999 年 3 月 8 日 3

版）：＜性議題搞出婦運路線之爭＞，《台灣日報》。 陳金富（1997）：

＜人類最古老的行業阿扁不給執照了！－廢得了合法公娼，禁得了尋花問

柳＞。《時報週刊》，988：52-55。 陳美華（1998）：＜娼妓、尊嚴、性

勞動＞，《騷動》，5：30-34。 ------（1996）：＜婦女團體台前演出，國

家機器垂簾聽政＞。《婦女新知》，187：9-10。 陳素香（1997 年 9 月 11

日）：＜掃黃應從五星級色情先開刀＞，《中國時報》。 陳菊（1997 年

10 月 15 日 11 版 a）：＜廢娼，站在疼惜女性的立場＞，《聯合報》。 ----

（1997 年 9 月 3 日 b）：＜廢娼不得不為，為姊妹開啟另一扇窗＞，《中

國時報》。 陳維礎（1997）：＜廢娼前夕話「娼」桑＞。《北市衛生月

刊》，34：20-21。 梁玉芳（1997 年 9 月 6 日 7 版）：＜廢公娼引起「姊妹

鬩牆」＞，《聯合報》。 彭渰雯（1997 年 8 月 31 日 11 版）：＜廢公娼違



反憲法基本工作權＞，《中國時報》。 隋炳珍（1998）：＜人生總要有一

次為自己的理念流血＞，《當代》，127：93-94。 劉毓秀（1997 年 10 月

28 日 a）：＜面對性交易問題＞，《聯合報》。 ------（1997 年 10 月 25 日

b）：＜堅決向性產業說不＞，《中國時報》。 劉亮雅（1998）：＜給予

妓女奮戰的空間＞，《騷動》，5：25-29。 劉慧君（1998）：＜民進黨婦

女部的婦運實驗 1995-1996－兼論婦運與政黨一些可能的策略性合夥關係

＞，《騷動》，5：81-94。 ------（1996）：＜她是你的姊妹？妳是誰的

Baby？一個行動者關於「婦女運動的中產菁英性格」之嘗試性隨想＞，

《騷動》，4：33-42。 劉紹華（1997）：＜除了政治表態，婦運能為認同

之爭提供什麼新的視野？＞，《騷動》，3：93-96。 楊茹憶（1998）：＜

門裡門外看婦運＞，《騷動》，5：95-100。 楊翠（1994）：＜日據台灣娼

妓問題初探＞，《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32。 廖仁義（1999）：＜日據

時期台灣的廢娼論述＞，《當代》，138：74-79。 廖怡萍、陳宜民

（1999）：＜台北市公娼空間之再現：木屐、密道與七塊錢的故事＞，

《當代》，137：44-65。 鄭斐文（1998）：＜誰是誰的「姊妹」？誰不

是？＞，《騷動》，5：81-94。 鄭至慧（1998 年 9 月 10、11 日）：＜從沒

有單位到集體發聲－「婦女新知」的成長之路＞（上）（下），《中國時

報》。 鄭志敏（2000）：＜中國娼妓史研究在台灣（1949-1999）（下）

＞，《大陸雜誌》，100 卷 6 期：280-287。 蔡宗珍（1999）：＜性交易關

係中意圖得利者之基本權地位的探討＞，《公訓報導》，84：25-28。 蕭富

山（紀錄）（1998）：＜台北市廢娼事件中之憲法問題研討會之會議記錄

＞，《律師通訊》，228：78-85。 羅曉荷（1997 年 12 月 18 日 14 版）：＜

每個法案必鬥，府會兩敗俱傷＞，《聯合報》。 羅世宏（1992）：＜民意

與文化的生態－波笛爾的文化社會學初探＞。《當代》，77：42-51。 蘇昭

如（1997）：＜從台北市廢娼案看婦女權益議題及社福部門的角色＞。

《社區發展》，79：83-90。 蘇永欽（1998）：＜台北市政府不接受議會覆

議結果的憲法問題＞，《律師通訊》，227：42-63。 顧燕翎（譯）

（1999）：＜南雪梨妓院的規劃政策摘要＞，《公訓報導》，84：33-49。 

------（1998 年 9 月 10-12 日ａ）：＜破繭之前－矛盾徬徨的八 0 年代婦運

＞（上）（中）（下），《中國時報》。 ------（1998ｂ）：＜婦運的策

略、路線與組織－婦女新知基金會「家變」的檢討＞，《當代》，127：

97-103。 ------（1998ｃ）：＜姊妹情誼 vs.責任義務＞，《婦女新知》，

186：7-8。 ------（1997ａ）：＜台灣婦運組織中性慾政治的轉變－受害客

體抑或情慾主體＞。《思與言》，35：1：87-118。 ------（1997 年 9 月 22

日 11 版ｂ）：＜誰的身體，誰的香火＞，《中國時報》。 ------（1997 年 9

月 5 日 11 版ｃ）：＜出租身體的新舊行業－代理孕母與娼妓＞，《中國時

報》。 ------（1997ｄ）：＜色情與性愛的歷史糾葛＞，《騷動》，3：77-

81。 ------（1993）：＜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

的發展（下＞，《律師通訊》，170：64-73。 ------（1989）：＜女性意識

與婦女運動的發展＞，中國論壇編委會（編）《女性知識份子與台灣發

展》，頁 91-134。台北：中國論壇雜誌。 新聞鏡（1999）：＜蒙面的控訴

者＞，《新聞鏡》，535：14-16。 婦女新知通訊（1997a）：＜過去…被父

權定義，現在…女人有一種脫逃不了被女性主義者定義的命運＞，《婦女

新知通訊》，184：2-19。 ------------（1997b），183 期。 自 1995 年至 1999



年 3 月中旬為止的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台灣日報、

破報等各報新聞報導、社論、評論與讀者投書。 二、英文書目 Abbott, P. & 

Wallace, C.（1995【1990】）:《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俞智敏等譯。台

北：巨流。 Adoni, H. & Mane, S.（1984）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3),323-340. Althusser, L.（1990）:《列寧與

哲學》，杜章智譯。台北：遠流。 Berger, J.（1993【1973】）:《藝術觀賞

之道》，戴行鉞譯。台北：商務。 Best, S. & Keller, D.（1994【1991】）:

《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朱元鴻等譯。台北：巨流。 Bourdieu, P.

（2000【1997】）:《布赫迪厄論電視》，蔡筱穎譯。台北：麥田。 ----------

--（1986）Society：A critical reader.New York：Sage . ------------（1984）

Distinction . Boston ,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The 

production of belief ：contribution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261-293. Baudrillard, J.（1993）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don: Sage. Carey, J.（1986）The dark continen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Robert Manoff & Michael Schudson（Eds.）Reading the 

news,pp.146-196. New York: Pantheon. Chinall, S.（1975）The crime reporter: A 

study in the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knowledge. Sociology , 9(1):46-66. Clough, 

P. T.（1997【1994】）:《女性主義思想：欲望、權力及學術論述》，夏傳

位譯。台北：巨流。 Cohen, S. & Young, J.（1995）.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London: Sage. Dennis, E. E., Gillmore, D.M and Ismach, A.H.（1992

【1978】）：《大眾傳播的恆久話題》，滕淑芬譯：台北：遠流。 

Eagleton, E.（1993【1983】）：《文學理論導讀》，吳新發譯。台北：書

林。 Etman, Robert.（1989）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llows, J.（1998【1997】）:《解讀媒體迷思》，林添貴

譯。台北：正中。 Fishman, M.（1980）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oss,S.K.（1996【1991】）:《當代語藝觀點》，林

靜伶譯。台北：五南。 Foucault, M.（1993【1969】）:《知識的考掘》，王

德威譯。台北：麥田。 ------------（1990【1976】）:《性意識史》，尚衡

譯。台北：桂冠。 ------------（1972）Body/Power.in Power/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55-62.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1987）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3,137-177. Giddens, A.

（1997）：《社會學》，張家銘譯：台北：唐山。 Gitlin, T.（1980）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Berkeley,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asser 

T. and Ettema J. (198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the moral order.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1), 1-20. Grossberg, L., Wartella, E. and Whitney, D. C.

（2001【1998】）:《媒體原理與塑造》，楊意菁、陳芸芸譯。台北：韋

伯。 Gurevitch, M.（1992）:《文化、社會與媒體》，陳光興等譯。台北：

遠流。 Hilgarter, S. & Bosk, C.L.（1988）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 a 

public arenas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53-78. Hall, 

S.(Eds.)( 1997) Representation .London：Sage. Jenks , C.（1998）：《文化》，

王淑燕、陳光達、俞智敏譯。台北：巨流。 Jensen, K. B. & Jankowski, N. W.

（1996【1991】）:《大眾傳播研究方法—質化取向》，唐維敏譯。台北：

五南。 Light, D. ＆ Keller, S.（1995【1985】）:《社會學》，林義男譯。台

北：巨流。 Locke, L. F.（2002）:《論文計劃與研究方法》，項靖譯。台



北：韋伯文化。 Magezis, J.（2000【1996】）:《女性研究自學讀本》，何

穎怡譯。台北：女書文化。 McQuail, D.（2001【2000】）：《最新大眾傳

播理論》，陳芸芸、劉慧雯譯：台北：韋伯。 Miller, J. E.（1995）：《傅

柯的生死愛慾》，高毅譯：台北：時報。 Molotch, H. & Lester, M.（1974）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9,101-112. Neuman , W.（2000

【1997】）:《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朱柔若譯。台北：揚

智。 O’Sullivan, T., Hartly, J., Saunders, D.,Montgomery M.& Fiske, J.（1997

【1994】）:《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楊祖珺譯。台北：遠流。 

Patton, M. Q.（1995【1990】）:《質的評鑑與研究》，吳芝儀、李奉儒譯。

台北：桂冠。 Park, E.（1940）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669-686. Roberts, N.（1997）:《舞孃心聲》，林習生譯。台

北：新雨。 Roshco, B.（1994【1975】）：《製作新聞》，姜雪影譯：台

北：遠流。 Schlesinger, P.（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 criticism. In M. Ferguson（Eds.）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Schlesinger, P., Tumber H. ＆ 

Murdock G.（1991）The media politics of crime and crimina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42（3）,397-420. Schudson, M.（1993【1978】）:《探索新聞：美

國報業社會史》，何穎怡譯。台北：遠流。 ------------（1991）：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141-159.London：Edwin Arnold. Schwarzer, A.（2001

【2000】）:《大性別》，劉燕芬譯。台北：商務。 Steinem, G.（1992）：

《內在革命》，羅勒譯。台北：正中。 Strentz, H.（1994【1989】）：《新

聞記者與新聞來源》，彭家發譯：台北：遠流。 Peterson R.A. ( 1979 ) 

Revitalizing the culture concept. Annual Reviews of Sociology , 5,137-166. 

Thompson, J. ( 1990 )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ong, R.（1996）:《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譯。台北：時報。 

Tuchman, G.（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e 

Free Press. ------------( 1972 ) Objectivity as a strategic ritual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January),660-679. Turner, G.（1998【1996】）:《英國文化研究

導論》，唐維敏譯。台北：亞太。 Van Zoon, E.A.（1992）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media constructing a public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4),453-476. van Zoonen, L.（2001【1994】）:《女性主義媒

介研究》，張錦華、劉容玫譯。台北：遠流。 Yin, R. K.（2001

【1994】）：《個案研究》，尚榮安譯。台北：弘智。 Zelizer B. (1995)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June)：214-236.  

論

文

頁

數 

241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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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