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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專業倫理初探 

—「形象論」及其適用情境 

 
張 依 依 * 

《摘要》 

本文探討道德律、公關專業道德倫理的檢測，並以系列「專業倫

理情境案例」作結。公共關係運作灰色地帶頗多，倘徒靠道德規範，

在判別上常有所不足，是以作者提出所謂公共關係「形象論」，強調

公關專業有別於廣告，有所謂「公共形象」問題；倘業者唯利是圖，

將有損該行業之整體形象及未來發展。「形象論」是一簡便公關專業

倫理檢驗指標，讀者可以依案例中各種情境，反思公關實務運作中之

道德困境，作為公關道德教育一實證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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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的愈趨多元與進步，公共關係將愈受重視與發展，而公共關係的道德

問題，也必將備受注目。公共關係，誠然是一強而有力之武器，善用此一武器者，

可用之行銷觀念（如愛滋病及其預防）、公共政策（如全民健保、核能發電）、意

識型態（如共產主義或民主政治），或種種非營利事業（如醫院、學校、宗教、博

物館、交響樂團等）。當然，各種與生意習習相關之企業公關及其運作，仰仗公關

的程度之深，更是不在話下。公共關係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善用此水者，

固然受益，但善用此水而罔顧公關道德，則為害更深。此所以在公共關係當道的今

日，公關道德的呼籲與研究，成為一最不可忽視之課題。 

一、何謂道德？ 

所謂倫理道德（ethics），本文統稱為專業倫理，本身就是一個爭執不休，難

以下定義，更難有共識的概念。在倫理學的發展中，「道德」與「倫理」幾乎被當

作同義字使用，直到黑格爾（Hegel），才把它們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Taylor, 

1979，轉引自黃光國）。根據羅國杰（2002），倫理學是一門關於道德的科學，

「以道德做自己的研究對象的科學」。而「規範」，則是一種「客觀的社會要求和

人們的主觀意識相統一的結果」。歷來學者、哲學家，對道德規範（ethical 

norms），大致有如下幾種看法（Christians, Rotzoll, and Fackler, 1991: 14）： 

（一） 亞里士多德之「中庸說」（Principle of the Mean），也就是亞里士多德最有

名的 Golden Mean 理論，所謂「黃金中庸」，意即「最符合道德倫理的做

法，應該在兩極端中央」，這種說法與尚書大禹謨中「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的說法不謀而合，同樣講求「中庸」的藝術。 

 「中庸說」萌芽於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是西方哲學最早有關倫理的理論，

早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儒家亦說過「中庸之為德」（論語雍也篇第二十九

章）。「中庸說」的立論基礎，在過與不及同樣屬於極端，也同樣是一種罪

惡（vices），而極端是較易受注意且易於辨識的，因此辨識兩極端而取其

中，就成了一種最簡便的道德律。 

（二） 康德的「良心論」；所謂良心是道德的絕對命令。根據康德，對一個人對的

事，也就是對眾人對的事。換言之，當一個人在難以取決對錯時，只要考慮

凡是對的事，如不說謊；不管在任何狀況下，都是對的事，那麼就不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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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康德認為良心是每一個人天生都有的東西，他曾說過「良心是道德的的

無上命令」，違反了一個人的良心，人就產生罪惡感，道德律也因良心而深

植人心（Christians et al., 1991: 14-15）。職此，某些不當的行為，永遠是錯

的；如欺騙、貪婪、偷竊、不誠實等等；另有些行為，則永遠是對的，如說

實話、守信用等，需要遵守（Watson, 1987: 144）。 

（三） 米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功利主義」（Principle of Utility）；

即所謂為最大多數的人尋求最大的快樂。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美國

社會相當普遍且廣為人所接受的一種理論，其道德衡量的標準在於只要能為

最大多數民眾謀最大福利的事，就是合於道德規範的事。米爾師承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師徒二人同屬「快樂主義」（hedohistic）

者，認為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快樂，執此目標可以檢視任何行為的對與

錯，好與壞。 

 邊沁認為一件事情對或錯的標準，完全依其總價值多少而定（袁自玉，

1988: 141）。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視社會（群體）為「個體」的集合，

每一個體各有其所欲與目標，而這些個體所求之總合，即團體的所求與目標

（Christians et al., 1991: 17）。 

（四） 哈 佛 大學羅爾斯（ John Rawls）教授的「無知之幕」（Rawl’s Veil of 

Ignorance）理論。羅爾斯的理論含有平等主義的色彩，尤其重視人生而不平

等的事實（如種族、階級、性別、地位等），因此主張在考慮事情時，剔除

這些人為的界限，回到「原點」（original）。在「原點」的位置，種種地

位、角色、科層組織等完全消失，在這「無知之幕」後面，大家真正平等

（Christians et al., 1991: 18）。依照羅爾斯的理論，公關人員應站在「無知

之幕」後面考慮事情，在這樣的狀況下，公關人員將忘記本身是說服者的角

色，而成為無知的大眾或消費者（袁自玉，1988: 141）。倘若經過這樣的角

色轉換，仍認為某事可行，則儘可去做。換言之，「無知之幕」有一點像設

身處地替他人著想，設想假如自己是無知的消費者，此事是否可行？並依此

做為行事是否符合道德規範的標準。這種說法，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相類；也和所謂的「黃金律」（the Golden Rule）—要別人怎麼待

你，就那麼待人（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ant them to do unto you）相仿

（Bok, 1979: 18-33），可以說是相當簡便的一種道德審查準繩。 

（五） 猶太—基督教義的「博愛」律：「愛你的鄰居，就像愛你自己一樣」。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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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並非猶太教、基督教所獨有，早在先秦時期，墨子就講「兼愛」，這

種大愛是沒有條件的，愛一切的人就像愛自己一樣。愛是道德倫理的最高體

現，也是做人做事的最後準繩（Christians et al., 1991, p.19）。 

以上五種說法都只提供一種道德的審查標準，但並沒有提供「標準答案」。有

時援用不同的理論相證驗，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和做法。因此，古今中外雖有種種雷

同的道德準繩，但以之應用到今日繁複的商業社會，仍不免有不足之嘆。讀者可試

著執此準繩，應用到日常生活諸多案例上，來審視這些理論的適用性，便可明白其

限制。 

二、灰色地帶與公關職業倫理 

由 於 科 技 的 進 步 及 商 業 的 日 趨複雜，公關道德日漸受到重視（Harrison, 

1990），且其在本業所面臨的道德兩難及影響，遠超過新聞業。但是大多數公關課

本所談到的道德問題，仍屬於新聞、傳播方面的道德考量（McBride, 1989），而非

公共關係的專業倫理問題。 

要探討公關道德還有一項難處，即灰色地帶（grey area）問題。除了事件本身

的複雜性以外，持續變動的時空，以及隨之而變的風俗文化和道德標準，都增加了

判斷某公關人員或某公關案件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困難度（Center and Walsh, 

1985），有時甚且完全沒有標準可循，完全依照公關從業人員的良心「自由心

證」。更多的時候，公關人員所面臨的情況是灰色而非純黑或純白的，因此久而久

之，公關人員也衍生出一種「情境道德」（situational ethics）判斷標準（Ryan and 

Martinson, 1984），並依此自行決定事情該怎麼做。 

沒有可以依循的明確準繩及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也增加了判定公關道德的難

度，雖然美國公共關係協會（The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PRSA）訂有

公共關係從業人員職業標準（Code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但此一守則僅是大

原則的訂定，對於每一可能遇到的細節，則並未詳細規定，並且此一標準並不具備

法律（law）的功能（Center and Walsh, 1985）。美國公共關係協會的道德規範訂立

於 1950 年，其後於 1959、1963、1977 及 1983 年均曾修訂。由於舊守則制定於五

○年代，已有五十多年歷史，其條文疏漏僵化之處頗多，不復在現代發生作用，因

此美國公關協會於新世紀之始，摒棄舊守則，而代之以側重倫理教育和訓練的新守

則。由於新守則很冗長，在此只略述其核心價值及條款。新、舊守則在精神上最大

之不同，在新守則理解道德倫理界定不易，因此不再以強制遵行（enforcement）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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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志，但美國公關協會專業倫理小組（PRSA Board of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仍保留開除會員的權利。 

新守則強調六大核心價值，即倡議（advocacy）、誠實（honesty）、專業

（expertise）、獨立（independence）、忠誠（loyalty）、公平（fairness）；及六大

條款（provisions）和例證，分別是：資訊的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競爭（competition），資訊的揭露（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保密（safeguarding 

confidences），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以及光耀本業（enhancing the 

profession）。新守則雖彌補了舊守則的缺點，但已失簡潔本色（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2000: 1-2） 

所謂道德倫理，就是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藉以判斷何是何非。前文提到直到

黑格爾，才把道德與倫理區分為不同的概念。黑格爾認為「道德」是個人意志與自

己的內在關係，是個人的自我要求。相反的，「倫理」則是在某種特定的習俗、制

度、和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客觀、普遍原則。換言之，許多倫理準則的道德性並

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某一社會認為合乎道德的事，另外一個社會未必賦予

同樣的道德性（黃光國，1992）。 

西方倫理學通常將「道德自然律」（moral natural law）分為三級：第一級的道

德自然律，如佛家所說的「諸惡莫做，眾善奉行」，是自明的道德律，與上文所提

康德之良心論相類。第二級的道德自然律，則由第一級演繹而來，例如父母應愛護

子女，子女應尊敬父母，也具備了自明的特性。第三級的道德自然率，則是以第一

級為基礎，加上客觀環境，再經過邏輯推演而成的，所謂「職業倫理」便屬此類

（王臣瑞，1980，轉引自黃光國），上文所引的美國公共關係協會會員守則，亦屬

此類。 

據此，第一級的道德自然率是永恆不變的，但屬於第三級的「職業倫理」，卻

絕非一成不變的，職業倫理會隨著該行業的成長而成長，隨著該行業的變化而變

化。而美國公關協會所訂的公關從業人員職業標準，正是形之於明文、且隨時代改

變的公共關係職業倫理，但是它或僵化或冗長，總不是十分理想。但凡道德守則一

類，莫不如此，因為它畢竟只是一種「守則」而已。 

以上種種，均增加公關從業人員的挫折感，因為他必須自行判斷一個案子該怎

麼做，有時道德的考量侷限了創意（Goodell, 1990），有時交到公關人員手上的案

子，本身已違反了公關人員自身的信仰。倒底該不該接這個案子？這時通常沒有答

案，即便是公關課本，也只有規勸從業人員在兩難的情況下，在飯碗與上司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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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時只有選擇辭職一途。當然，公關人員也可以與上司懇談，考慮換做其他客

戶，且這種情形也的確發生過，但這仍不能解決公關人員常常遇到的道德兩難考

量。 

貳、公關專業倫理教育現況 

如上所示，公關職業道德相關問題非常複雜，因此公關學界及業界人士公認，

倫理道德是公關教育極重要的一環，幾十年來討論不斷，但對於公關專業倫理教育

該怎麼教，教什麼，結論為何，卻始終沒有公論。美國「公關教育委員會」在 1999

年所提出的報告（1999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Public Relations Education），對

公關課程、教學法及道德等議題都有討論，結論是學生必須明瞭公關實務的道德範

疇 （ parameters ） 與 架 構 （ framework ） ， 以 便 從 事 倫 理 道 德 的 思 考 與 判 斷

（Hutchison, 2002）。Van Leuven（1999）等並認為，要學生有上述能力，須提供

學生各式公關教材，尤其書面的案例研討（written case studies），才能使學生既具

備公關道德專業知識，又有做「合於道德」決策（ethical decisions）的能力。

Culbertson & Chen（2003: 1-2）認為探討公關職業倫理的文章嚴肅如傳道，並且沒

有考慮當時的情境、灰色地帶及特殊因素，因此歸納出一系列公關職業倫理指導原

則（guiding principles），作為判斷準繩。 

也有一些學者據此提出道德勸服（ethical persuasion）的檢驗模式，Baker and 

Martinson（2001, 2002）特別設計了一個簡便的 TARES test—以 Truthfulness, 

Authenticity, Respect, Equity 和 Social responsibility 五個字的字母，合而為一個簡便

的測試公式，以驗證說服者的公關運作，是否符合道德標準。這五個字母分別代

表︰（1）說服者及其言論的真實性（2）說服者是否誠信；其身分可否公開接受檢

驗（3）說服者對說服對象是否尊重（4）是否平等對待，以及（5）說服目的是否

有益大眾利益。TARES test 雖然簡明，但乏實例，不是特別容易讓人據以做公關道

德專業倫理方面的判斷。 

Edgett （ 2002 ） 則 以 十 項 道 德 變 數 ， 做 為 考 量 公 關 的 道 德 架 構 （ ethical 

framework），這十種變數分別是︰evaluation（評估）、priority（利益優先次

序）、sensitivity（敏感度）、confidentiality（祕密程度）、veracity（誠信度）、

reversibility（可否反求諸己？）、validity（可信度）、visibility（能見度）、

respect（尊敬度）及 consent（同意度）。這十項變數，雖言之成理，但似乎失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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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Culbertson & Chen（2003: 3-23）則以一系列原則（principles）來檢測個案公關

專業倫理，分別是： 

（一）Part of the management team（側身管理階層） 

（二）Serve society as a whole（為社會大眾服務） 

（三）Listen carefully（仔細聆聽） 

（四）Sensitivity to others（對他人感受敏感度） 

（五）Keeping the channels open（開放各種管道） 

（六）Eternal verities applied flexibly（適度援用永恆真理） 

（七）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說實話，完全實話，以及？） 

（八）Pseudo-events, right or wrong?（假事件，對或錯？） 

（九）Choose your bosses and clients carefully（慎選上司及客戶） 

以上各家努力，均值得肯定。現今幾乎所有有名的公關課本，都有專篇討論公

關專業倫理，但只限於一章。除了 Seitel 等人（Seitel, Wilcox, and Baskin）的 The 

Practice of Public Relations 一書在每章結尾都有公關專業倫理的提問以外，其他課

本並未多提相關議題。但現代社會的複雜，已使得公關專業倫理問題，到了必須專

門開課才能釐清的地步，所以 Hutchison（2002）以為，有關公關專業倫理教育方

式，只有以情境（scenarios）—尤其案例來說明教導，最為有效。 

參、幾種可議的公關手法與現象 

既然公關人員在職業上所遇到的「道德關卡」很多，有些影響小，有些影響

大，因此作者把公關道德大別為兩類：一為微觀的「個人操守」（personal ethics）

問題，另一為宏觀的「團體倫理」（group ethics）問題。本篇所要探討的，厥為後

者，因為前者只是個人操守問題（如賄賂或受賄），雖然在道德上有可議之處，但

後者影響層面深遠，遠非前者能比，且後者在做法上，本含有前者種種可議之處。 

所謂「個人操守」可議之處，不外乎紅包、freebies（免費贈品，或小禮物，其

金額與價值無一定之標準）、junkets（免費旅行，招待出國參觀訪問旅遊等）、

perks（額外收入、津貼、福利、獎金等）的施予及收受，或誇大、品味低俗的公

關、不守業務機密，和兼差等（袁自玉，1988）。這些道德上可議之處固然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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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帶來不良後果，但畢竟仍屬個人操守問題，其影響常是間接而不明顯的，所以

本文不予討論。 

此外另有五種手法與現象和公關專業倫理習習相關，但限於其特殊性，本文不

擬細究。其一為遊說，顧名思義，遊說本質就摻雜了各種利益與檯面下的運作，與

道德衝突之處太多，值得專文探討，在此不深論。 

其二為「產品涉入」（product placement，台灣所謂「置入性行銷」），此一

現象的盛行，源於媒體商業掛帥，致使電視節目及電影日益充斥廠商所提供的免費

道具及其特寫鏡頭（Agins, 1994; Warner, 1995）。所謂「置入性行銷」本身就是一

個爭議非常大的手法，而台灣竟有政府帶頭，欲以公共議題或施政實施「置入性行

銷」，可謂聞所未聞。 

此外就是新聞廣告化問題，此一趨勢日漸嚴重，舉世皆然，模糊了新聞與廣告

和公關新聞之間的界限，也降低了新聞節目的水準，但限於篇幅與牽涉太廣，本文

暫且不表。 

新科技也帶來了種種道德問題，如商品侵入電動玩具（電視遊樂器）（Pope, 

1994），VNR（Video News Release，電視新聞稿）的盛行，以及網路色情、隱私

及著作權等，以上種種亦不屬本文所探討的範圍。 

最後就是財務金融公關的道德問題，包括內線交易（insider trading）、併購

（因為要併購某公司，所以聘用公關公司在媒體揭人瘡疤，以求對方股票價格下

降）等，因牽涉到財務金融專門知識，涵蓋範圍過廣，所以也不在討論之列

（Goodell, 1990）。 

本文所要討論的，均屬公關「團體倫理」案例，也就是事涉職業倫理、非關個

人操守的公關案例及運作。由於事關公關公司的形象或執行小組的策略，遠超出個

人行為操守的範圍，並且內容包羅萬象，小則影響公關行業，大則影響社會及國際

視聽，因此非常值得探討。 

肆、公關道德簡易指標─「形象論」 

理論上，任何產品，不論是意識型態、觀念或商品，都有其可行銷性，也都可

以宣廣，但公關公司與廣告公司不同之處，就在公關乃以形象取勝，以塑造客戶形

象、建立商譽、促銷產品為最終目標。所以公關客戶其及所賣的產品，其形象必須

是可塑造的，公關公司才能接受委託，代為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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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廣告則不同，廣告公司純粹只是廣告代理商，不必替所欲推銷的產品本身

形象之好壞背書，即便推銷一個極惡劣、乏人問津之商品，也無人會聞問這個商品

的廣告代理是誰，為什麼要接這個客戶，賣這種產品？但公共關係不同，公關本身

也有所謂的「公共形象」（persona），而所代理客戶的形象，也會間接影響到公司

本身或公關從業人員的形象，所以公關公司在選擇客戶時，必須比廣告公司小心得

多，否則就有弄巧成拙的危險。甚至公關這個行業本身，也有所謂形象問題，如果

行事不當，極易招致世人對公關的不良印象。 

例如赫赫有名的搖滾巨星麥可．傑克森，因為 1993 年底被一位黑人男孩提出

訴訟，控告他性侵犯、傷害及欺騙等罪，而名譽受損。四個月後，一直自稱清白的

傑克森付了一筆沒有對外公布數額的款項而了結官司。當時檢察官雖然也調查了此

案，並且對事情的真相有所了解，但因為原告已與被告達成庭外和解，所以作罷。

此後，傑克森更加注重其個人公關，不僅為兒童相關利益付出甚多，也兩度結婚，

加強其「家庭男人」（family man）的形象。 

當年有人向檢察官問起對此事的感想，這位對內情所知甚多的檢察官不屑的表

示「他有龐大公關隊伍支援，有能力控制輿論，他是贏定的。」為什麼世人對公關

總難有好印象，連帶的使真正做公關人的迭遭誤會？這就是個好例子（Orth, 1996: 

105）。 

基於類似上述公關專業的道德困境，因此有人提出公共關係「中性論」，即公

共關係本身沒有是與非，沒有對與錯，沒有合不合乎道德；公共關係人員不作判

斷，其角色有如律師，受人之託，終人之事，只是忠實的傳述客戶的觀點，一切由

民眾自己去判斷（張在山，1994: 113; Goldman, 1980）。但主張「道德論」者則反

對這種觀點，認為公關人員持有傳播工具，具備說服技術，必須賦予道德規範，否

則公共關係為惡者所利用，將永無寧日（張在山，1994: 113），本文一開始所說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亦即此理。 

正因為公關人員或行業本身有別於廣告，亦有所謂的「公共形象」問題，因此

作者大膽提出「形象論」（the persona theory），以彌補各有短長的「中性論」與

「道德論」之不足。所謂「形象論」，其立論概念為：任何公關案件、策略或運

作，如果引致清議或損及公關專業形象，則從業者應據以修正其策略或訴求，否則

應拒絕此一生意。反之，如果某一案件或策略無損專業溝通整體形象，則接受無

妨。 

「形象論」提出的背景，在從「道德論」與「中性論」兩極端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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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論類似本文開始所提的絕對論—如康德的「良心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不當

的行為永遠是錯的，不管在任何時空下，如欺騙。而恰當的行為，如信實，則永遠

是對的，需要永遠遵守。絕對論的缺點在沒有彈性，不管是灰色地帶或白色謊言，

都沒有生存空間。而現代社會情勢複雜，對、錯清楚分明的絕對論點，可能壓縮公

關運作空間到不實際的地步，因此不可取。 

而「中性論」，則趨近律師觀點，無所謂對錯，只要是客戶，就是對的。但是

律師的努力最後有法官來評斷，而折衝於「輿論法庭」（court of public opinion）的

公關人員，卻缺乏法官來論斷，此時大眾的評斷，就是一種論斷（Culbertson & 

Chen, 2003: 18），而公共關係在民眾心目中的整體形象，也有可能受損或破產，如

此則不利公關行業的發展。正因為中性論者認為公關人只是代理人而非當事人，因

此不必做價值判斷，也不必然推掉上門來的生意，所以法律出生的公關之父 Ivy 

Lee，才會接受納粹為客戶，結果身後蒙羞。 

如果把中性論擴大到極致，就趨近宗教之「博愛」律，不分對錯，愛人如己，

趨近鄉愿，也趨近墨子所謂的兼愛，孟子批評墨翟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

篇），原因不外如果愛每個人都像愛自己的父母一樣，則標準何在？公關人果持中

性論調，則天下沒有不可賺的錢。 

「形象論」則有別上述，其立論趨近前文所提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理論。羅

氏理論含有平等主義色彩，與公關雙向互惠的世界觀相類，如果在考慮公關策略時

能彷彿身在「無知之幕」後做決策，則必能推己及人—如果愛護公關整體形象，則

不可這麼做—就不致設計出有傷公關專業形象的策略與戰術。這種推論類似「要別

人怎麼待你，就那麼待人」的「黃金律」，也趨近孔子所謂的「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徵諸公關「團體倫理」案例牽涉層面之深與廣，形象論實不失為一執簡馭繁

的簡便道德檢驗指標。到底某些公關案子是否該接，說服策略為何，接了對公司是

否得不償失？公關公司是否該挑選客戶，操作手法有無不當？倘公關人員唯利是

圖，只問金錢之酬報而失去道德理想，對公共關係行業整體形象，又有什麼負面影

響？怎樣才不會傷到公共關係的公共形象？公關公司擺渡在金錢與道德之間，該如

何自處與判斷。凡此都可以執「形象論」檢視而獲致答案。 

除了簡便以外，形象論還有一優點，即較有彈性。就誠實這項美德而言，素有

所 謂 「 事 實 的 正 確 」 （ factual accuracy ） ， 與 「 印 象 的 正 確 」 （ impression 

accuracy）兩種層次（Culbertson & Chen, 2003: 16-17）。「事實的正確」只做事實

的陳述，即使所言可能是斷章取義的事實，仍是事實（例如只報導藥效，卻不提及



公共關係專業倫理初探－「形象論」及其適用情境 

 ‧45‧ 

副作用）。而「印象的正確」則有待公關人員努力，做出趨近於真實的正確印象。

每一個公關人，都應在追求「事實的正確」之外，更追求「印象的正確」。例如誇

大宣傳，就是一種印象的「不」正確；而謊言，則更是事實的「不」正確，凡此都

會影響公關專業的形象。如果「印象的正確」是公關人員努力的目標，則追求不傷

害公關整體形象的「形象論」道德準繩，就更能確保達到這個目標，並且在追求目

標的過程中，保持了若干彈性。 

Wilcox, Ault, & Agee（1992: 59）認為每個人對道德哲理的看法與信念，均會

影響其處世態度與行為。根據他們的看法，世上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道德觀，第一種

即 已 提 過 的 絕 對 論 者 （ absolutist ） ， 這 種 論 調 稍 嫌 僵 化 ； 第 二 種 存 在 論 者

（extentialist），這種人沒有固定的道德觀，只憑當下的感覺判斷；第三種則為接

近功利主義的情境論者（situationalist），這種人做決策時雖趨近自由心證，但卻有

一個追求「對大多數傷害最小」的基本原則。形象論的理念即由第二、三種道德觀

融合脫胎而來，其立論在檢視公關案例及其策略是否合於道德倫理時，應以當下的

判斷為準，而判斷時又以「對公關行業整體形象傷害最小」為原則。 

Grunig（1992: 291）曾根據公共關係的發展與進化，把公關分為四種模式

（ models ） — 新 聞 仲 介 （ press agentry/publicity ） 、 公 共 資 訊 （ public 

information ） 、 雙 向 不 對 等 （ two-way asymmetric ） ， 及 雙 向 對 等 （ two-way 

symmetric），並認為最理想的公關運作，應該是雙向對等模式。但他也指出，所謂

「雙向對等」只是一種「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所謂 normative 理

論，有別於 positive 理論，只定義「事情該怎麼做或某些活動該怎麼完成」（how 

things should be or how some activ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是一種用來「解決」問

題（solve problems），而非用來「了解」問題（understand problems）的理論。 

「形象論」恰合 Grunig 對 normative 理論的看法，因為它不能像 positive 理論

那樣「形容現象、事件或活動正怎麼發生與進行」，而且立論者「沒有義務顯示事

情真的按理論所述在進行」，但須顯示事情「如果按照立論去執行，將會有較有實

效」（Grunig , 1992: 291）。事實上，形象論還有輔助實現 Grunig 所謂雙向對等理

想溝通模式的可能，因為雙向對等模式公關運作的前提，是企業或組織不可一味利

己，要有平等互惠的世界觀或「利他主義」（altruism）的情懷；而形象論，則要公

關業者不要一味偏袒業主（亦即企業或組織），要多愛護公關專業的公共形象，不

可為了利益，而折損據以安身立命的行業。 

上述立論雖簡單明瞭，但如果乏實例作例證，仍只是公關專業倫理「指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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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已。上文提到 Hutchison（2002）認為公關專業倫理教育，最好以「情境」

（scenarios）—尤其案例來說明，方為有效。因此作者特從公關「情境」出發，將

歷年來不同情境的不同案例，分析歸納為系列公共關係「專業倫理情境案例」

（ethical scenario cases），以為公關專業倫理教育的參考。所謂「情境案例」的操

作定義，在其不同於一般案例，著重事件背景（context）的鋪陳，而非個案細部步

驟的描述。讀者可以從「形象論」的角度，就下列案例思考公關職業倫理準繩。 

伍、公關「專業倫理情境案例」 

下面就是作者就各中外報刊上蒐集經年，舉凡  「道德上值得爭議之處」，頗

堪玩味的公關「專業倫理情境案例」之分析討論。這些案例並不一定都以負面報導

形式面世，若依其影響力及道德層次上的差別，可大致歸為五類，分別是︰（1）

形象差的客戶（2）形象差的產品（3）飢饉、戰爭與公關（4）以公關手法鼓動參

戰，以及（5）「旋轉門」與「白手套」。其歸類原則：第一類案例報刊上提及

時，多係負面的口吻與筆調，尤其形象差、有爭議性的個人或政府，多屬此類，也

是最易識別是否該接受此類客戶、且大部分媒體在報導時已做了批判、認為不當的

個案。就算不幸有公關公司不察接受了類似客戶，比起其他類，損害也較不直接。

第二類則為形象不佳的產品，如煙酒，或某些無所謂形象不佳，但隨著時代潮流的

變動，已屬於逆勢操作、吃力又不易討好的產品。這類案例在被報導時並不一定被

批判，但基於潮流趨勢，可以判斷都會是吃力的公關運作，並且一旦曝光可能會遭

受批評的產品。第三類和第四類都和戰爭與人命有關，並且事前都刻意隱瞞，媒體

均係事後才知情，前此只是公關公司無知的幫兇。但第三類係利用本已發生的戰爭

及其殘酷騙取同情與金錢，第四類卻以矇騙手法煽動民意，鼓動參戰，致使兵士上

戰場送死。由第四類，又帶出第五類，即政客加上嫻熟的公關運作與特殊的人脈關

係，透過白手套操弄媒體，掌控國家政策，而人民則一無所知。至此，公關已成了

服務政治的御用工具。以下就是這五類案例之分析： 

一、形象差的客戶 

早自 Ivy Lee，就曾飽受公關道德的批評（Cutlip, Center and Broom, 1985）。

眾所周知，Ivy Lee 為近代公關的發展盡過心力，也有「公關之父」的美譽（Seitel, 

1992, p.32），但即使受人敬重如他，死時亦不能免受人物議，因為 Ivy Lee 在 1934

年逝世時，手上握有客戶 German Dye Trust 公司（該公司為 I. G. Farben 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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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而 I. G. Farben 為納粹所有），所以 Ivy Lee 雖然沒有直接自納粹手上拿過

一毛錢，並且也不贊同納粹的作為，且欲有所進諫，但是納粹在 1933 至 1934 年

間，確曾付過 Ivy Lee 兩萬五千元的年費（Cutlip, Center and Broom, 1985, p.36; Seitl, 

1989, p.32）。這件事使得 Ivy Lee 令名受損，並且在身後飽受國會調查，且換來

「有毒的長春藤」（Poison Ivy）的渾號，是 Ivy Lee 一生最大污點。 

再從近一點的例子來看，曾為世界最大公關公司的美國希爾諾頓公司（Hill & 

Knowlton，簡稱 H&K，台灣譯作「偉達」公關公司），現雖已退居第三、四位公

關公司（名次歷年變動中），但仍是在世界八十多國有近兩百間分公司（或子公

司）的跨國公關公司（Wilcox et al., 1992: 81）。按理這樣大的公關公司，在接受客

戶時應有完整的考量，可是因為不景氣所迫，該公司在接客戶方面，己不似早年嚴

謹，而招致物議（Goodell, 1990）。 

1988 年的十月，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被控與在毒品買賣上賺取了三千兩百萬美元暴利的 Meddlin 集團合作，協助

該集團洗錢，事發後，BCCI 三天內就聘用 H&K 撲滅醜聞，而 H&K 竟也不考慮的

就答應了（Carlisle, 1993）。諸如此類事件，帶給 H&K 很大的負面評論，同時對

公關這個行業，也留下陰影，人們認為公關就是救火（如撲滅醜聞），這無疑是對

公關的一大諷刺與打擊，公關人員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公共事務的專業形象，也可能

因類似事件而毀於一旦。 

當蘇聯總理戈巴契夫第一次訪問美國和雷根舉行高峰會談時，曾聘請美國公關

公司為其塑造形象，公關專家建議戈巴契夫在白宮前走入群眾，與群眾握手寒暄，

戈巴契夫照做了。由於前此從未有過共產國家的首領做過類似動作，此舉立刻得到

美國媒體的廣泛報導，與戈巴契夫握到手的民眾，對戈氏著迷極了，咸認為戈氏友

善開放，風采勝過雷根。戈巴契夫在與布希舉行另一次高峰會談時，也曾聘用 PBN

公關公司，在此一公司的協助之下，有 2,800 位記者報導此一會談成功的消息

（Wilcox et al., 1992: 87）。此後西方世界對戈氏印象丕變，乃至北約組織在歐洲撤

了一百多個中子彈頭，報紙評論戈氏的笑臉攻勢，瓦解了北約組織的心防，因為大

家不再認為蘇聯是一個需要全力防備的國家。 

但是替戈巴契夫做公關的公關公司，則遭到美國有識之士的批評，咸認為在美

蘇兩國仍屬敵對狀態之時，美國的公關公司怎可去幫敵國的首腦做公關？同理，在

海峽兩岸關係緊張的今日，假若中共當局聘請台灣的公關公司為中共領導人或共產

主義在台灣塑造形象或做公關，反之亦然，那麼台灣∕大陸的公關公司，在利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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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下，可否接受此一委託？是一值得深思的問題。 

南非因種族政策遭禁運期間，也曾試圖洗刷美國人民對白人政府的不良印象，

因而聘用美國公關公司為其在美塑造形象。同樣的，此一公司也難逃美國國內輿論

的批評。但黑人領袖曼德拉從監牢內放出來後，也曾聘用美國 Fenton 公關公司

（Fenton Communications）為其安排 1990 年美國演講訪問之旅，以便募款和贏得

美國人的支持。此舉空前成功，曼德拉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媒體曝

光率極高，直接導致日後順利當選南非總統。 

除了事以外，公關公司在接案時，也應考慮「人」的因素。通常要聘用公關公

司的個人（除了競選以外），其形象不是不佳，就是介於好與壞之間，這時公關公

司就應考慮是否該接受此一客戶，以免得不償失，遭致譏評。例如 H&K 就曾婉拒

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遺孀伊美黛（Imelda Marcos）及利比亞強人格達費（Muammar 

el-Qaddafi）的要求，拒絕為他們做公關、塑形象（Carlisle, 1993）。 

1989 年地產大亨川普（Donald Trump）與其前妻伊凡娜（Ivana）離婚時，雙

方也曾分別聘請公關公司為自己在小報上大炒新聞，彌補形象（Goodell, 1990），

而接受川普夫婦個案的兩家小公關公司，則被業界譏評不已。基於同樣的道理，

H&K 也曾拒絕為巴拿馬毒梟諾利葉加（General Noriega）服務，為他在美國媒體一

洗販毒惡名。H&K 也曾拒絕美國華爾街股市 junk bond 大王 Ivan Boesky 的要求，

為他一洗侵佔惡名（Seitel, 1992: 106）。但是 H&K 並未拒絕海地強人杜伐利政權

（Duvalier regime）為客戶，而此舉也使 H&K 飽受罵名（Carlisle, 1993）。 

最新的例子，則是與科林頓總統鬧緋聞的白宮見習生陸文斯基（The Associated 

Press, 1999）和與英國查理王子過從甚密的「情婦」卡密拉（Born, 2003; National 

Osteoporosis Society, 2003），兩位女士在名譽受損時，均曾聘用公關公司助其在緊

要關頭改善形象，甚或以全新面貌再出發，都是招人議論的例子。 

類似上述形象差的客戶，公關公司倘承接這一類客戶，在個人操守上，有時並

未違反從業人員道德守則。不過因為公關公司本身亦有所謂公共形象問題，所以在

接案時自宜份外慎重，以免整體行業自毀前程。 

二、形象差的產品 

在台灣剛開放洋菸進口時，洋菸的廣告∕公關代理曾在 Kiss 迪司可舞廳廣拋

香煙，讓熱舞的年輕人瘋狂的搶拾，造成年輕人吸煙，尤其是洋煙的風潮。在柏林

圍牆倒塌時，東德人大量湧入西德，美國煙商也守候在柏林圍牆邊，贈送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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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潮駱駝牌香煙（Camel），這兩件事都遭人垢病，認為西方國家的商人，在一

開始，就把罪惡教給淳樸的東德人民，他們還來不及學到西方國家好的東西，就已

經學會了壞的部分。尤其駱駝牌香煙，由於創造了一個卡通造型的人物「駱駝喬」

（Camel Joe），並在青少年聚集的場所廣贈駱駝喬造型Ｔ恤、玩偶等禮物，而飽受

非議，因為它隱而不宣的真正企圖，正在於向兒童及青少年訴求香煙。而根據調查

顯示，91% 的美國六歲兒童在受訪時能指出駱駝喬和香煙的關連，甚至連三歲幼

兒也有 30% 能正確指認（陳佩周，1996）。 

一份由煙草公司發出的內部備忘錄就曾明言：「我們要存活，就必須進入年輕

人市場，而且以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少年為重要目標群……並針對此消費群設計新

品牌」（陳佩周，1996）。 

類此產品，由於其本身具爭議性，所以公關公司在接受此類產品時，尤須特別

注意，除了香煙以外，酒也是相當明顯的例子。尤其煙商、酒商財大氣粗，其產品

在許多國家不是禁忌，就是受法律管制，例如美國，就是一個不准煙、酒在電視上

做廣告的國家，煙酒產品，除了做做平面廣告外，只有在公關和行銷上下功夫，因

而提供了公關公司被人物議的機會。作者曾親見某大公關公司經理帶著外國客戶，

及其公司生產的各式烈酒，上電視「強棒出擊」綜藝節目，向觀眾介紹展示各種酒

品。此舉不由得令人聯想，倘若有人因為成功的煙、酒行銷手法，而沈迷其中，因

而葬送生命（如酒醉駕車），那麼煙、酒公關代理商，還真不能免「我雖不殺伯

仁，伯仁因我而死」之嘆！不過時移勢易，台灣今日已允許酒類產品在電視上做廣

告，而酒醉駕車肇事的情形，也時有所聞。 

1989 年 11 月，美國最大煙商 Philip Morris 公司，曾以六千萬美元經費，與美

國政府機構「國家檔案處」（National Archives）合作，進行一項預計長達兩年的

形象廣告宣傳活動。那一年是美國「人權法案」通過兩百周年紀念（原件由「國家

檔案處」保管），而人權法案，是美國最引以為傲的經典法案。此一法案是美國憲

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第一條第十款，主要規定各項基本人權，如宗教

信仰、言論、新聞、集會、請願的自由、人身和財產的保護，和公開審判的權利

等。牟利絲打算和經費不充裕的冷衙門「國家檔案處」合作，在全美巡迴展示人權

法案的原始版本，並印送人權法案給民眾，以闡揚美國最寶貴的建國精神，即人權

與自由。在此一合作協定中，牟利絲將捐款六十萬美元給「國家檔案處」，「國家

檔案處」則配合牟利絲的各種推廣活動，以使大眾對人權法案注意，並產生興趣。 

除了企業形象以外，牟利絲也希冀透過此一超大廣告∕公關活動，暗諷美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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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應以法律限制香菸上電視做廣告的言論自由。對煙商而言，這實在是一個絕佳

的推廣計劃，但是這項絕佳的組合，尚未經過民意的檢驗，就在眾議院引起軒然大

波。 

對於眾議院的質詢，「國家檔案處」辯稱人權法案屬於每個美國人，人人都應

知道，但礙於經費，無法宣傳，如今有人來做此一宣傳工作，對美國人有好處。但

是反對者批評此一合作開了惡例，允許公家機關讓私人公司牽著鼻子走，甚至有眾

議員氣憤的問道：「假如牟利絲答應付華盛頓紀念堂的維護費，我們是不是要把此

一公司的商標漆在紀念堂旁邊？我們必須在商業化和愛國象徵之間劃清界線」（何

美惠，1989）。 

由於香菸近年來在美國實在不受歡迎，到處禁煙，銷售日降，所以只有轉往海

外發展，而亞洲正是它最大市場。而替洋煙、洋酒打開亞洲市場的，正是各國當地

的公關、廣告公司與從事遊說的律師事務所。 

除了煙酒以外，有些產品也因為過時或不符時代潮流，而難以推廣，即便是勉

強接下，公關公司也有可能付出慘痛代價。皮草與牛肉就是典型例子。貂皮大衣，

原是高貴仕女的象徵，但是近年來由於稀有動物的瀕臨絕種，以及國際對野生動物

保育的注重，所以人工皮草盛行，幾已取代原有的天然毛皮。自八十年代末期起，

歐美各國已發生過多起婦女在街上穿著皮草，遭人用小刀割破的事件，或皮草店遭

人投擲燃燒彈事件（張佑之，1990；保護動物成風氣，1990）。而許多名人，也公

開宣佈拒穿真皮草，如布魯克雪德絲、伊凡娜川普、已逝的黛安娜王妃等，以表示

愛護動物的決心（顧孝麟，1990）。所以真皮皮草公司，雖然近年來多用養殖動

物，亦不免生意蕭索。 

公共關係是趁「勢」操作的行業，最忌逆勢操作，倘若大勢已去，仍執迷不

悟，操做起來可能事倍功半。例如牛肉，也就是美國人向來愛吃的「紅肉」，近年

來因健康風潮影響而銷路下降，因為紅肉經過醫學驗證，對心臟血管疾病及膽固

醇，都是元凶。可是美國牛肉協會仍不死心，意欲在公關、廣告上有所突破，鼓勵

人們消費牛肉。似此等努力，雖不致招致譏諷，但總給人日薄西山之感。 

另有些產品，屬於意識型態問題，如不准女人有權自行決定墮胎，亦屬於逆勢

操作的例子。雖然墮胎是否表示殘害生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當今大勢，

大多數女人，皆深信自己有權決定是否墮胎，倘有人或團體意欲鼓動墮胎違法，對

前衛自由派的女性而言，不啻是一大挑戰。 而從事公關或廣告行業的女性，則多

為新女性，她們對墮胎問題「自有定見」。 



公共關係專業倫理初探－「形象論」及其適用情境 

 ‧51‧ 

H&K 公關公司，就曾因為不察這個潮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道德爭議，而擅

自在 1990 年 3 月接下了美國天主教協會（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 

USCC ） 近 五 百 萬 美 金 的 反 墮 胎 案 子 。 雖 然 H&K 當 時 的 總 經 理 Robert L. 

Dilenschneider 號稱這是一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問題」，但是 H&K 在未徵得女性

員工的同意下，擅自接下這個客戶，又一再枉顧員工上傳的心聲，終於鬧得滿城風

雨，導致許多員工離開，因為不滿公司對此一案件的態度，而留下的員工也人心渙

散，無法為一個自己不能打心底信仰的意識型態，設計公關活動，所以士氣消沈。

甚至 H&K 其他客戶，也對 H&K 的判斷產生懷疑，不能相信它為什麼要接下這麼

一個具爭議性的案子。尤其 H&K 的客戶名單上還有「花花公子」等客戶，而這些

客戶是贊成墮胎的。而這事件，也使得 H&K 傳出了公司內部發生無法自己解決危

機的問題，招致同業笑話。至於外界，則普遍留下了公關業不擇手段賺錢的印象

（Goodell, 1990; Seitel, 1992: 407）。這件事對當時已有近六十年歷史的 H&K 公關

公司打擊甚大，總經理也間接為了這個原因離職。 

煙、酒、皮草、牛肉等形象差的產品，不是不可接，但在操作時，應尤其小

心。更有甚者，煙、酒往往是公關公司大客戶、最大收入來源，所以公關公司所面

臨的抉擇也很困難。有關意識型態的個案，公關公司宜三思而行，香煙之類的案

子，也和信仰問題有關，含有意識型態在內；例如負責推廣洋煙的 AE（account 

executive）正懷孕，且素來反對抽煙，在這種情形下，倘要她行巧思推廣香煙，誠

使優秀員工陷於痛苦之中。 

以上兩大類公關案例，勉強可以稱作「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問題，也就是公關

公司，仍可以言論自由權做為掩護，替自己的立場辯護（台灣的相關權利載明於憲

法第十一條）。但下述三類案例，與道德悖離甚遠，且與人民之生命財產有直接之

關係，就需要再三思量了。 

三、飢饉、戰爭與公關 

1967 年，奈及利亞爆發內戰，軍閥 Ojukwu 所領導的 Biafra 一地，企圖脫離奈

及利亞獨立。為了要打贏這場「聖戰」，Biafra 在國內及國際，大做宣傳。在國

內，Biafra 必須強調由 Ibo 部落所組成的 Biafra，有被奈及利亞趕盡殺絕「滅種」

之虞。在國際，則誇大宣傳奈及利亞軍人的粗暴及兇殘，同時強調 Biafra 爭取自由

獨立的意志。 

Biafra 在國際間的宣傳絕大多數透過 Markpress 公關公司進行。Markpress 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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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press News Feature Services，是一個美國人在日內瓦設立的公司。在 1968 年

中，Markpress 成功的向歐洲及美國發送 700 則新聞給 3,200 家媒體，由於新聞中包

含大量 Biafra 人民由於戰爭而挨餓及顛沛流離的景象，以及又餓又病的老弱婦孺的

照片（Stremlau, 1977: 110-117），因此成功的感動了許多歐美人士及慈善團體，紛

紛捐款給 Biafra 反抗軍（Politics and Biafran relief, 1969）。所有國外紛至沓來的捐

款均被指定存到位在倫敦的「非洲大陸銀行」（African Continental Bank），這家

銀行是由 Ibo 人經營的，接到匯款以後，銀行便以相當幣值的 Biafra 幣轉匯入

Biafra 領域內，而 Biafra 幣在國際間是完全不值錢且不流通的。至於所有積存在倫

敦非洲大陸銀行的捐款，則成為當時已彈盡糧絕又孤立的 Biafra 反抗軍的外匯，用

以購買武器及支付 Markpress 的公關費用（Stremlau: 239, 1977）。 

Markpress 的主持人 William Bernhardt 因而被批評為「出售戰爭的人」（the 

man who sold a war），因為 Markpress 的成功，使得許多好心的歐美人士受騙，因

而慷慨捐輸，延長了這場內戰的壽命，致使更多 Biafra 人流離失所，喪失生命。

Markpress 成為內戰軍閥的喉舌，也遭到國際間一致的譴責。 

前面提到的 H&K 公關公司，雖曾拒絕為許多形象差的名人服務，但是對於形

象差的國家，H&K 卻不是那樣的愛惜羽毛。有許多國家在國際間是出了名的不重

視人權，並且形象不佳，例如土耳其、祕魯、以色列、埃及、和印尼，但是這些國

家，都曾聘請 H&K 為它們在華盛頓做種種公關與遊說，或為了維持貿易最惠國待

遇（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MFN），或為了取得美援。例如土耳其，1992 年收

受了美國八億美金的美援，但這其中約有三百八十萬美元被用於支付華盛頓的公關

公司，充作公關及遊說美國付美援的費用（Carlisle, 1993）。 

儘管西方國家一再呼籲，但許多遭點名的國家並未在人權方面做任何改進，並

且有恃無恐，因為它們有 H&K 這樣的公司幫它們打點華盛頓的關係，而這一切，

都使得 H&K 或公關行業本身形象不佳。 

四、以公關手法鼓動參戰 

Biafra 的獨立戰爭，只是利用宣傳與公關尋求外界的支持與捐款，但是 H&K

幫它的客戶—科威特流亡政府所做的，則是直接用公關手法鼓動美國參戰，導致波

斯灣戰爭的產生。至此，公關的發展，已進入另一境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事，不

論小的大的，好的壞的，都可靠公關來完成，來實現，至於是否合乎道德倫理，外

人觀感如何，早已拋諸腦後。 



公共關係專業倫理初探－「形象論」及其適用情境 

 ‧53‧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沒幾天，科威特政府流亡海外，成立了一個半私人半

官方的民間組織 －「科威特自由人民」（Citizens for a Free Kuwait），這個組織的

經費全來自科威特政府，但是它卻以民間組織的面貌出現，聘請 H&K 公關公司，

其目的，正是為科威特在美國境內鼓動參戰氣氛，希冀美國干預伊拉克與科威特問

題。在經由特別管道和國務院取得聯繫後，以及和當時科威特駐美大使在華盛頓會

晤過後，H&K 了無後顧之憂，毫不考慮的簽下了這件超過美金一千萬元的大案子

（Goodell, 1990）。 

H&K 賣力的服務，此後對科威特同情或有利的報導就一再出現在美國的媒體

上，伊拉克士兵則被描繪成暴徒，罔顧人性，殘害弱小，完全是十惡不赦的殘忍軍

人。美國國內輿論，因而對科威特同情不已。事情的發展，一如 H&K 所願，美國

出兵波斯灣參戰，甚且在死傷很少的狀況下，迅速結束戰爭。 

可惜好景不長，在 1992 年 1 月 6 日的紐約時報上，有人投書指出，兩年前美

國出兵前夕，在對眾議院投票決定是否參戰舉足輕重的「人權協調委員會」（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上，自稱剛從科威特逃出來，聲淚俱下的控訴

在科威特的醫院裡，看見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初生的嬰兒放在溼冷的地板上，一任

他們死去……的十五歲女證人「Nayirah」，原是科威特駐美大使 Saud Nasir al-

Sabah 之女，不僅不曾離開過美國，並且她在聽證會所做的證詞，全屬偽證。而籌

辦這次公聽會的兩位國會議員，均和 H&K 關係密切。這次聽證會幕後籌辦者，其

實就是 H&K，而所有證人也是 H&K 找的，並且所有的證人及其證詞，均經 H&K

排練過。事後 H&K 副總也承認 H&K 事先知情，並特意隱瞞了「Nayirah」的真實

身份。 

然而那次聽證委員會對於眾議院投贊成票出兵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幾天後，

眾議院以些微票數之差通過出兵，並且有許多眾議員表示他們深受那次聽證會的影

響，尤其對「Nayirah」聲淚俱下的控訴，以及伊拉克士兵罔顧人道的惡行，難以忘

懷（MacArthur, 1992a; Abramson, 1992; Deception on Capitol Hill, 1992; Eidson, 

1992a; Eidson, 1992b; MacArthur, 1992b; Official says he can prove incubator story, 
1992; Lantos, 1992; Gulf war PR staffs get medals, but combat units still waiting, 1992; 
Group claims Kuwaiti incubator story false, 1992）。類此手法在聯合國大會時，亦搬

演過一回，此外 H&K 也安排許多美國校園活動，舉辦「為科威特祈禱日」等宗教

活動，為科威特效命（Carlisle, 1993）。 

自從此事經紐約時報首先揭發後，各報章、雜誌、書本、電視亦跟進披露，挖

掘出更多的運作祕聞及人為操縱的內幕，使得 H&K 形象一落千丈，許多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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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官員也啞口無言，而一般民眾對公關公司這種「自由市場」式的原則，以及

不論國界，不論目的，只論金錢的態度，則大為搖頭。 

五、「旋轉門」與「白手套」 

「旋轉門」現象指政府官員下台後，搖身一變而為某相關或民營企業成員，由

於先前的人脈等優勢，在推展新職務上遂有種種便利。旋轉門也指前任助選大將，

功成後隨候選人入主政府（如白宮）。由於旋轉門是對開的，所以出入自如，中間

自然摻雜著種種利益、關說、與遊說，以及道德上為人垢病之處。例如 H&K，就

有許多高級職員（副總階級以上）與雷根、布希關係密切，克林頓上台後，即便信

誓旦旦，並且訂定「迴避條款」，亦無法遏止這個現象，小布希亦然。 

縱橫於華盛頓公關遊說圈三十年的 Robert Gray，曾是華府政治圈一位響噹噹

的人物。Gray 自 1961 至 1972 年一直主掌 H&K 位於華府的分公司，在華府有許多

管道、人脈，與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William Casey）、朴東宣（Tongsun 

Park，韓國情治人員）、文鮮明（統一教主）及陳香梅等人，以及許多眾議員、白

宮官員及媒體人員，都有生意上的往來或私人情誼。也因為這種種關係，大公關公

司成為美國政府，尤其中情局的白手套（外國掩護機構），許多事美國政府或中情

局不方便出面，就假手公關公司行之，H&K 因此成為美國政府的掩護，尤其 H&K

遍佈世界各地的分公司，更成了國際事務的絕佳掩護，各種公關人員、遊說掮客穿

梭於白宮與國會山莊之間，決定了許多政府政策，也為公關贏得了「政府第四權」

的封號（Carlisle, 1993）。 

波灣戰爭就是「白手套」一個例子。在國會已通過出兵，而老布希總統尚未做

出最後決定之前，曾在白宮的辦公室內痛苦的長考，考慮是否該做出這歷史性的出

兵 決 定 。 老 布 希 接 受 記 者 訪 問 時 ， 面 前 攤 著 一 份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 Amnesty 

International）厚達 950 頁有關伊拉克士兵種種暴行的人權報告。「我讀了大約 200

頁左右……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讀讀這份報告，它影響重大……伊拉克的罪行使我

想到二次大戰時的希特勒，實在太可怕了……」老布希再度看著特赦組織的報告，

說道：「無疑的，沒有人應姑息入侵者，暴行應受懲罰，歷史的先例就在眼前，指

點著我們……」記者寫道，老布希正面臨重大抉擇，長考不已（Sidey, 1990）。 

幾天後，老布希決定出兵波斯灣。 

然而在他做這個決定之前數月，早在 H&K 接受科威特這個案子之前，早已透

過國務院等管道，了解到老布希一貫的態度，都是主戰的，而這，也正是 H&K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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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這個案子，與白宮裡外呼應的原因。我們也可以說老布希總統很會演戲，但他

之所以能這麼演，所憑恃的，不正是「白手套」公關公司嗎？ 

陸、結語 

以上五種公關專業倫理情境案例，顯示出公共關係的道德問題，遠大過不實或

誇大的廣告所帶來的後果。而公關學界與業界一日不重視這個問題，類似事件就將

一再重演，影響到大眾的生活或生命！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常常是公關公司的口

實，但人民亦有所謂「知的權利」，如何在兩者間取得一個平衡，是當前公關學

界、業界一大課題。 

上述五類案例其實都沒有標準答案，而且在一般的狀況下，都不容易辨別對與

不對。以第一類中之卡密拉為例，其人雖因種種原因形象不佳，所以請公關大師幫

她和查理王子在國內外視聽多所運作，以便英國人接受他倆結婚的可能，而遭英國

小報、網路訕笑不已。但若以「形象論」來檢視，則其戰術之一，即設計卡密拉出

任「全國骨質疏鬆協會」理事長一職，以其家族親身經驗，出面呼籲婦女正視骨質

疏鬆問題，確實在突顯議題使不少婦女受益之餘，美化了卡密拉的形象。類此公關

手法即便曝光，亦無損公關專業整體形象，有何不可？又以第二類與近代健康潮流

相斥產品的公關運作為例，公關專業人員若能在宣廣酒類產品之餘（此為可能影響

公關形象之運作，以「形象論」來檢測可能無法過關），加以酒後不開車的警語，

並宣佈將從銷售盈餘支 3-5% 充作照顧酒後駕車受害人家屬之用，或照顧飲酒頗多

之原住民安家就業之用，則儘管是宣廣可能傷害公關專業形象之產品，卻因透過

「形象論」思考修正而改變風貌，致使此一個案可行且有實效，又不致招致批判。

再如第四類以公關手法鼓動參戰一例，事情並非完全不可為；但若以「形象論」來

檢測其戰術，就能推論出 Hill & Knowlton 公關公司一手遮天，以做偽證說服國會

出兵的手法萬不可用，因為事情一旦曝光，絕對會重傷公關行業公共形象。可見一

切的個案、策略、戰術與手法，都非一成不變、全黑或全白，其間千變萬化的運

作，均可在動腦時當場執「形象論」這把尺一一衡量，而獲致適切的答案。有時明

明不可行的案例，卻因為高超、無損專業口碑的設計，而使得個案回春。有時明明

可行的案例，卻因為不實的操弄而自陷泥淖。而所有案例的可行與不可行，及其公

關運作的整個過程，每個階段，不論策略或戰術，都可執「形象論」一測再測，自

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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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現有的道德律或公共關係人員守則這一類不具法律效力的條則到底有多大

的約束力，誰才是真正具備公信力的「執法機構」，以及「灰色地帶」的認定，都

是技術上至今仍待解決的問題。許多罔顧道德倫理的公關人員，在遭到指責後，最

常受到的懲處是離職，然後自行另開設公關公司，至於公關公司，則從未聽過受到

處罰。並且許多公關公司，一心保護業主利益還來不及，遑論照顧本業自身公共形

象。從市場機制的觀點來看，有什麼樣客戶，就會有什麼樣的公司，反之亦然。既

然相關法律約束付諸闕如，只有一任各公司各憑良心行事，而薄弱的道德規範又不

足成事，整個社會或公關整體行業只有付出極大的社會成本，來承受任何「不合道

德」公關運作的後果，這豈是民生社稷之福？ 

在此重申「形象論」及其適用性，倘道德律或公關從業人員職業標準有未盡之

處，不能有效提出道德之標準何在，而公共關係「中性論」又會導致公共關係從

「市場觀點」出發，只問金錢多少，喪失專業理想，淪為有錢有勢之人的御用工

具，則「形象論」或不失為一折衷辦法，其操作方法非常簡易—當下思考任一公關

訴求、策略或手法曝光後是否會遭外界批評，導致承接公司或公關行業公共形象受

損，如果答案為「是」則不可，須修正或拒絕之。反之則可。 

「形象論」實為一衡量「做與不做」的好用簡便指標，可以解公關道德之惑。 

至於和「形象論」這一指導原則互補的系列「專業倫理情境案例」，則是任何

公關教育的最佳教案，即使國情不同，處境各異，仍不失為即將踏入社會、或已接

觸公關的從業人員的最佳自我檢視範本。理想的狀況是，透過「形象論」與「道德

情境案例」的引導與自我學習，公關人能深思道德尺度的拿捏，進而提出既合乎道

德、能提升公關公共形象，又能為客戶牟利，且能為大眾謀福的多贏策略，則公關

之利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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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lot Study on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 The “Persona Theory” and 
Applicable Scenarios 

 
EE 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principles of ethic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e “gray 
area” that has haunted the profession and the slim line between ethical public 
relations operation and manipulation. While many scholars have tried to 
approach such a dilemma with different ethical tests or frameworks, this study 
brings up the “persona” guideline as a normative theory and claims public 
relations, unlike advertising, has an image concern. Following only profits but 
not ethics will impair the persona of this profession and hinde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persona theory” suggested serves as a barometer of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It can be used as a simple tool to check if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ies 
applied are ethical and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s. Analyses of five different 
ethical scenario cases are also compiled to explic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handy principle.  

Keywords: ethical framework, moral, normative theory, persona theory,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scenario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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