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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犯罪新聞報導，近年來不斷引起爭議和批評，除了民國 85 年發生的前桃園
縣長劉邦友命案和民國 86 年的白曉燕綁票案，民國 87 年的林清岳弒親命案，和台大
法律系學生搶奪財物案，媒體均大張旗鼓地報導，引起熱烈討論。

　　許多研究發現，犯罪新聞高度扭曲真實犯罪，暴力犯罪的數量更凌駕其他犯罪
類型之上。綜合相關文獻發現，國外學界對犯罪新聞有系統的研究，多從 1970 年代
以降，也以社會學取向較多，依其不同理論進路的發展，約可分三種主要方向：

　　1.社會偏差：關注媒體如何產製偏差、表述問題，以及媒體在形塑與合法化社
會控制文化的角色為何，並探討媒體如何以刻板印象來看犯罪者的行為。媒體在此
發揮區辨善惡、守法與偏差、健康與病態的兩面功能，既看到偏差，也進行社會整
合，導入社會控制，從社會結構與政治上，為某些行為貼上標籤(Cohen, 1981)。

　　2.以「新聞價值」與「偏差放大」交疊視之：基於經濟資源和產製符號的限制
，犯罪意涵不能在新聞中無窮延伸，媒體報導的犯罪類型有限，新聞言說也介於社
會控制機構與「媒體幻想」之間；但媒體往往過度反應，甚至常用新聞例行慣例處
理，用一種偏差的刻板印象框架從事報導，媒體扮演著把刻板形象轉化成真實、也
把幻想轉換成事實的仲介角色(Young, 1971)。



　　3.從「社會建構真實」來看：Kidd-Hewitt  & Osborne(1995)提出兩種分析模
式，即大眾操縱模式(mass manipulative model)和商業自由放任模式(commercial
laissez-faire model)。兩者均導入意識形態的觀念，前者代表媒介傳統在選擇、
呈現等操作及對社會大眾的影響，認為媒介選擇乃根據「結構化的意識形態偏見」
而來，商業模式則認為媒介以一種自發方式選擇新聞，兩者有主動與被動的差別。

　　本研究關注犯罪新聞中的次類型--青少年犯罪新聞的報導與再現。主要因這兩
年台灣發生許多青少年犯罪事件，如青少年對少女集體的性侵害、少年飆車、吸毒
、青少年幫派集體擄人勒贖等案件，究竟表示真實世界如此？還是媒體有將青少年
文化現象「問題化」的趨勢？從「新聞再現」的研究進路予以分析釐清。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抽樣為民國 89 年 1 月 1 日至 5月 31 日的七份日晚報主要新聞
版面的青少年犯罪新聞，這七份日報和晚報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
央日報、自立晚報、中時晚報和聯合晚報的青少年犯罪新聞，共 252 則報導。另外
也抽取同一期間的電視台晚間七點新聞，以立意抽樣選出中視、華視和 TVBS 三台晚
間七點新聞，共蒐集 99 則新聞進行內容分析。

　　結果發現，報紙和電視兩種媒體都強調暴力犯罪，兩者這方面同質性高。此外
，由於畫面的需要，電視報導的飆車新聞明顯比報紙多。其次，報紙和電視雖然都
以「逮捕羈抽」階段為最多，但電視新聞次多是「發現犯罪」，報紙則以「偵查階
段」較多，另外報紙也比電視會追蹤後續報導，包括起訴、定罪判刑、或交保的新
聞都能持續報導，電視新聞近九成都為前面階段的採訪報導。

　　第三，媒體報導的犯罪者特質以男性、以 17 歲者居多，但整體來看，無論報紙
或電視都不太關注犯罪者的家庭背景。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中，青少年的「個別身
分」通常是模糊的，新聞多以「青少年」這種籠統的形象概念稱之。

　　第四，報紙和電視報導的受害者特質不同，報紙以男性較多，電視以女性較多
。年齡方面，報紙報導的包括未成年和成年人兩者，電視顯然重視未成年受害者。

　　第五，犯罪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為警方，新聞的主調由警方掌握。其次，無論
報紙或電視都會採訪犯罪者本人，但沒有警方多，占 15%。但報紙和電視都很少採
訪受害人，電視雖然不多(8.4%)，但比報紙要多(4%)。

　　最後，電視和報紙都喜歡報導青少年幫派式的犯案方式，近八成為集體犯罪。
電視比報紙更易導入社會控制，報紙更常描述青少年犯罪對社會的威脅，會藉著記
者之口或警方來發言，譴責整個犯罪事件的不正當和不合法。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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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news make crime 'new'? A coherent
theoretical  answer  can  be  developed by addressing a number of themes
previously  marginal  to  the  sociological  studies both of news and of
social  problems.  This  research  offers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daily news stories on crime, especially focu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of
Taiwan's  youth.  In  the  case  of  crime news,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observed that news need not merely provide information but can be put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uses by readers. But the themes of the news need
somewhat  timeless  and  universal  in  character. The research find out
that  the  main theme between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are similar.
Violent crime are the most reported topics by both media. Violent action
is  a  newsworthiness  criteria.  Violence was a prominent focus of both
media's  cover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very little violence actually
occurred. Secondly, the stereotyping of criminals and victims in the news
are  obvious.  It  is  common  for  crime  stories  to  focus on youth's
violation  of,  rather  than  conformity  to, norms and laws. Finally, a
similar  pattern  was  focu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of the youth that
breaking  laws  in  both  media.  Although media coverage framed stories
both  around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in essence, reporters expressed
surpris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juvenile delinquency. Both media
can establish common patterns of social control.

壹、計畫緣由與目的

　　犯罪新聞多半是簡短的文本，寫作的主體或客體一定以人為中心(Sherizen,
1972)，也就是犯罪新聞必然包括受害者和犯罪者，但犯行卻是五花八門，呈現的
社會意義也不盡相同。一般認為，犯罪新聞的定義通常指有關成年人或青少年違反
法律的事件，或社會問題相關議題、犯罪防制的方法及犯罪率的起伏(Windhauser,
Seiter & Winfree, 1990: 72)。

　　典型犯罪新聞的敘述要件是犯罪行動本身，包括行動的主動者--嫌犯及行動的
接受者--受害者、事情簡單情境(setting)和場景(scene)。因此犯罪新聞的基本要
素不外受害者姓名、年齡與職業，嫌犯姓名、年齡和職業(Graber, 1980;引自楊意



菁，1998:45)。

　　隨著市場競爭加劇，新聞價值也面臨急速改變，不僅媒體對於新聞價值出現新
的判斷，對於新聞內容、包裝和規劃也無一不以「給讀者想要」的為目標。更精確
的說，報紙或電視會根據市場選擇的法則內容，不僅強調犯罪新聞，且會誇大渲染
特殊類型的青少年犯罪新聞。

　　根據官方資料犯罪統計，近十年來少年犯罪有惡化情形，出現多量化、暴力化
、一般化等現象與趨勢。「多量化」指少年犯罪人口從 1988 年至 1997 年成長 40%，
同時期少年人口只成長 5%。「暴力化」指少年暴力犯罪在十年來有增加趨勢，1988
年至 1997 年十年間，少年暴力犯罪人口數成長 28.57%，同一時期少年暴力犯罪人口
率也成長 3.2 人。「一般化」指少年犯罪者(包括刑事、管訓、虞犯事件)家庭經濟
情況為小康和中產以上者，從 1988 年的 73.2%升至 1997 年的 78.67%(法務部，1997；
引自黃富源、鄧煌發，1999:160-161)。

　　近年來不僅台灣青少年犯罪有日趨暴力的趨勢，而且犯罪手法趨於殘暴，尤其
是民國 86 年十月中發生新竹徐姓少年集體虐殺事件，及十二月發生新店四名未成年
青少年在數小時內連續輪姦少女十餘次，而被判重刑的案件(蔡德輝、楊士隆，民
88)；民國 87 年十月發生的林清岳弒親命案，和台大法律系學生搶奪財物案，媒體
大張旗鼓地報導，露骨描寫細節，加入社會規範和道德的撻伐，更引起社會矚目。

　　就法務部(1997)出版的《犯罪狀況及其分析》資料顯示，少年刑事案件中，暴
力犯罪類型占少年犯罪總數 57.61%，犯罪少年中，教育程度以「國中肄業」
(52.35%)最多，其次為「高中肄業」(22.89%)、「國中畢業」(21.03%)。少年的家
庭經濟情況以「小康之家」最多(74.89%)，「勉強維持生活」次之(20.23%)。各地
方法院宣告少年刑事案件中，少年暴力犯罪情形為：懲治盜匪條例(19.5%)、殺人
罪(10.8%)、搶奪(10.64%)、傷害(9.63%)、恐嚇及擄人勒贖(3.77%)、妨害自由

　　國內有關犯罪新聞的研究多以犯罪新聞(而非青少年犯罪新聞)為主，本研究則
以青少年犯罪新聞為分析對象，共提出以下六個研究問題：

　　一、媒體(主要指報紙和電視)的犯罪新聞發生地點為何？主要呈現那些犯罪類
　　　　型？不同媒體的呈現是否不同？
　　二、不同媒體報導犯罪新聞發生階段是否不同？
　　三、犯罪新聞如何呈現青少年犯罪新聞的犯罪者？如何呈現受害者？不同媒體
　　　　是否不同？
　　四、犯罪新聞是否支持較既有權力？即引用的消息來源以警方最多？不同媒體
　　　　有無差異？



　　五、犯罪新聞是否形塑犯罪者的有罪形象？包括提及犯罪動機，提及犯罪「得
　　　　不償失」，以負面語氣形容犯罪者。
　　六、犯罪新聞是否呈現警方為善、犯罪者為惡的敘事主題？

貳、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研究和內容分析兩種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文獻法主要在爬梳相關
資料，探討媒體報導犯罪新聞的動機、處理策略和所得的效益；內容分析則比較七
份日晚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自立晚報、中時晚報和聯合
晚報)刊登的青少年犯罪新聞，共 351 則，進行內容分析。電視新聞也抽取同一期間
的晚間七點新聞，以立意抽樣選出中視、華視和 TVBS，共蒐集 99 則新聞，進行報紙
和電視報導的青少年犯罪新聞之比較。

參、結果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爬梳了犯罪新聞的理論進路，和各家學說對於犯罪新聞的主要研
究方向，大約可分為「社會偏差」、以「新聞價值」與「偏差放大」交疊視之、和
從「社會建構真實」來探討。

　　其次，透過內容分析，本研究發現國內七家報紙和三家電視台對青少年犯罪新
聞的報導，部分支持功能論對青少年犯罪新聞社會角色的看法。本研究也支持不同
媒體裡，青少年犯罪儀式化的報導，提供善惡之間道德防線的折衝。報紙和電視會
因媒體特色不同，出現不同的犯罪類型、消息來源，對於犯罪者、受害者的呈現亦
略有不同，不過差異並不大。

　　第三，無論報紙與電視媒介形塑的青少年犯罪新聞，會告訴社會大眾「犯罪得
不償失」，通常藉著消息來源或記者本身的表述，傳達什麼行為能為社會接受，或
藉由譴責犯罪者個人以呈現社會共識。同時，電視新聞更重視奇特的敘事主題，以
吸引觀眾收視。

　　第四，新聞媒體確實藉由報導案情，把犯罪者視為社會中的異常，讓閱聽人感
受被犯罪威脅的社會意識。在報紙和電視新聞的描述下，暴力犯罪的再現，為媒體
重視的青少年犯罪新聞類型，其中報紙重視膽大妄為和罪惡殘酷，電視重視膽大妄
為和防衛社會秩序。電視在現代更符合 Durkheim、Grabe、Erikson 等人的看法，提
供一個公眾儀式的舞台，傳達某些對犯罪的概念。

　　第五，經過對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提及的動機，和犯罪者對犯罪的歸因，甚至
犯罪新聞報導的時間、地點、被害人與加害人的性別、年齡、職業、是否有前科，



及警方態度與表現的詳細分析，本研究發現報紙和電視對犯罪者特質的報導，差異
不大，但容易忽略青少年犯罪事件中的受害者。尤其報紙記者較少採訪受害者，電
視新聞裡的受害者也以女性和年輕人居多。

肆、計畫成果自評

　一、與原計畫相符程度：大抵相符，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犯罪新聞的確扭曲真實犯
罪情形，誇大傷害、武裝搶劫、性犯罪和飆車等犯罪類型，而電視更重視殺人、傷
害和飆車等犯罪類型，可知電視更強調畫面的重要性和較聳動的青少年犯罪類型，
也較重視報導國中生、輟學生的犯罪案件，和報紙不太一樣。兩種媒體在採訪的消
息來源也略有不同，但同樣會導入社會控制的敘事方式。

　二、達成預期目標情況：本研究已達成預期目標，從文獻和內容分析的資料中，
發現電視和報紙對於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報導有所不同，強調重點、犯罪者和受害者
特質略有差異，但多從團體而非個人來看青少年犯罪案件。不過，本研究尚未進一
步分析青少年犯罪電視新聞如何敘事，不能深入觀察新聞言說敘事的轉變；也未能
進行閱聽眾調查，無法得知閱聽眾對於青少年犯罪新聞的認知及接受情形。最後，
由於新聞產製考量因素很多，本研究並未探討不同媒體在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的守
門行為，也未分析收視率和編輯政策對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偏差」的可能影響。

　　另外，本研究雖發現媒體報導犯罪多在犯罪發生和逮捕羈押階段，因此未進一
步分析犯罪新聞裡呈現的司法機構和司法正義形象，尤其電視多半追求案件發生時
逮捕羈押、審判前的新聞事件，雖然傳達了社會正義，卻未探討司法正義和公平的
問題。

　三、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本研究為國內首度比較報紙與電視青少年犯罪
新聞報導類型和內容，包括青少年犯罪新聞報導提及的動機，和犯罪者對犯罪的歸
因，甚至犯罪新聞報導的時間、地點、被害人與加害人的性別、年齡、職業、是否
有前科，及警方態度與表現，都在分析之列。從理論和實務並重的面向，發現不同
媒體對犯罪者特質的報導，差異不大，但報紙記者較少採訪受害者，電視新聞裡的
受害者以女性和年輕人居多。這些發現對於學理和實務應用均有相當參考作用。

　四、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者已整理報紙和電視內容分析資料，擬於政
大新聞學系於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三日主辦的「傳播社群與社會整合」研討會上發表
。亦打算於研討會後，進一步分析改寫，投稿學術期刊發表。

　五、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
　　(一)本研究為國內首度針對不同媒體報導青少年犯罪新聞的比較，研究結果可



進一步了解電視和報紙在犯罪新聞的需求和新聞產製策略為何。
　　(二)本研究發現報紙和電視對青少年犯罪新聞類型的看法雷同，都喜歡報導傷
害和武裝搶劫新聞，這兩類新聞通常是青少年犯罪新聞的第一優先選擇。
　　(三)研究結果也發現，媒體對青少年罪行、警察、法院、矯治體系、司法體系
的評價不同，多數犯罪新聞都在逮捕羈押階段報導，但不重視法院、矯治體系和整
體司法體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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