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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風行，已經對國內企業
傳統公關活動的執行方式，產生極大的衝擊。
透過網路公關的應用，企業對外可以建立外在
形象，並可與消費者進行雙向溝通；而對內則
可作為宣導企業精神、目標、文化與各部門間
的溝通管道。由於網際網路具備有高效率、即
時傳播與低成本等種種優點。因此，未來企業
利用網路來設計公益活動、線上服務、危機處
理等許多公關事宜，是一必然的趨勢。 
  本研究旨在於探究台灣大型企業應用網
路公關的現況；詳細而言，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為下： 
一、探討台灣前二百大企業應用網路公關的現
況為何? 
二﹑討論企業的產業別、營業額大小與其網路
公關應用程度之相關性為何? 
    本研究中發現，國內企業上網設站的比率
已達四成左右，但企業在網路上執行公關活動
的情況卻並不是十分的熱絡，甚至內容仍頗為
不足，沒有善加利用到網路所提供的優勢與功
能，表示目前國內企業在網路上的運用還是多
半限以廣告宣傳促銷活動為最多，這是頗為可
惜之處。但若日後企業若能加強網頁內的公關
工作項目，再配合網路所提供的互動性、資料
與媒體的整合性、資訊共享性、縮短距離與時
間感、節省成本等特性，則明日網路公關勢必
會成為傳統公關的另一新型態。 
 

關鍵字：網際網路、公共關係、網路公關、台
灣、內容分析法 

 

1. 前言 

    近年來，在資訊教育推廣及資訊產品的快
速發展影響下，網際網路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現
代人最常使用的新型態傳播工具之一。而企業
更紛紛在網路上建立首頁﹑架構網址及資料
庫，使大眾可以隨時上網與企業進行雙向互動
溝通。因此，網際網路將可成為公關人員製作
公關活動的新媒體利器。 

    美國的公關公司，直到 1990 年代早期才
考量網際網路在公關應用的潛力。對於公關活
動專業人士而言，網路公關相關應用為電子郵
件，World Wide Web，Usnet，Listserv，Gopher，
與 Telnet ( Bobbit , 1995) 。 

    網路在公關活動的應用又稱為「網路公
關」 ( Net Relations )。「網路公關」乃為一種
即時傳播方式，對利用網路在企業形象建立，
以 及 可 到 達 全 球 地 域 的 觀 眾 的 功 能 
( functionality ) ( Spataro , 1998 )。根據「美國
公 關 協 會 」 (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 的一項調查指出，目前幾乎 100%的
公關公司都已應用網際網路來進行公關活動 
( Anonymous , 1999 ) 。 

    國外【公關雜誌】（1996 年 10 月號），
曾對美國公關人員對網路看法加以分析發
現，這些公關人員認為將來 85％的記者會場地
與新聞來源（如發稿單位），都將透過網際網
路傳給新聞媒體。由以上趨勢看來，網際網路
將主導未來公關活動的進行。因此，學習線上
公關的觀念與實務，對公關人員來講是勢在必
行（引自林俊毅，1996）。 

   由於近年來各國政府及媒體對資訊高速



 

公路的大力推動，通訊成本大幅降低，高速數
據機的普及，和企業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增加，
使得網際網路快速成長。對各企業來說，網際
網路無疑是一項低成本、高效率的推廣工具。  

  台灣地區已有超過七成的企業連上全球
資訊網。電子郵件在台灣企業的普及率亦成長
到九成三。此外，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的企業計
畫建立網路、讓消費者查詢產品資訊（周德
惠，1997）。舉凡資訊﹑金融﹑旅遊...等各行
各業也隨著這股網路熱潮在網路上架設起自
己公司的網站，用來展示其企業的背景﹑產品
介紹﹑活動舉辦﹑諮詢服務﹑意見欄﹑員工招
募﹑到意見調查﹑線上購物，甚至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的推廣等。 

    對負責公司形象包裝及內部溝通的公關
部門來說，網際網路是公司對外建立形象﹑與
消費者溝通的最新工具，對內則是宣導企業精
神﹑目標﹑文化與各部門間的溝通管道之一。
除此之外，再加上網路所具有的高效率﹑低成
本的種種優點，因此，在未來企業設計公益活
動網頁﹑線上服務﹑危機處理等許多公關事
宜，乃是一必然的趨勢。 

    本研究即針對此一新興網路應用趨勢，來
探討在台灣前二百大企業中透過網際網路媒
介來進行公關活動的現況、執行方式、以及未
來發展的潛力。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為天下
雜誌 1997 年特刊中目前台灣前兩百大企業已
設有網頁的企業執行公關活動的情況與內
容？並透過內容分析法將企業的網頁設計加
以分析，並歸納其重要應用趨勢。除此之外，
也來討論企業的產業別與營業額大小對其網
路公關應用程度之影響為何。最後再根據本研
究之發現，提出未來台灣有意於進行網路公關
活動的企業一些建議。 

 

2. 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研究乃根據【天下雜誌】1997 年所出版
的台灣企業排名名冊中，依據年收入為排名指
標的製造業前五百名的企業，服務業前五百名
的企業及金融業前一百名的企業，總計為 1100
個企業為抽樣母體，再以企業營業額排名出前
兩百大企業（不分產業別並扣除公營事業）作
為研究樣本。 

    本次採樣的前兩百大企業之中，在利用網
路搜尋器如蕃薯藤、蓋世引擎、資策會搜尋引
擎等工具搜尋企業網頁之後，其結果真正設有

企業的網頁站台者，共有 85 家，其餘 115 家
則並無設有自己的網頁網站。因本研究乃調查
企業網路公關的應用現況，所以僅將選得之兩
百大企業的研究樣本再篩選出有架設網站的
企業，做為本研究的樣本。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實際具有
自己網頁的企業裡，以金融業占有 24.7％為最
多，其次再是資訊業占 14.1％，接下來順序分
別為電子業 9.4％、汽車業 8.2％、鋼鐵業 7.1
％、保險業 5.9％、交通運輸業 3.5％、百貨業
3.5％、電子機械（器）業 3.5％、電機業 2.4
％、紡織業 2.4％、食品業 2.4％、建築業 2.4
％、橡膠業 2.4％、化工業 2.4％、水泥業 2.4
％、石化業 1.2％、零售業 1.2％、醫療服務 1.2
％等等。（見表一） 

 

表一：上網企業之產業別統計表 

項目 家數 百分比 

金融業 21 24.7 

資訊業 12 14.1 

電子業 

汽車業 

8 

7 

9.4 

8.2 

鋼鐵業 6 7.1 

保險業 5 5.9 

交通運輸業 3 3.5 

百貨業 3 3.5 

電子機械（器）業 3 3.5 

電機業 2 2.4 

紡織業 2 2.4 

食品業 2 2.4 

建築業 2 2.4 

橡膠業 2 2.4 

化工業 2 2.4 

水泥業 2 2.4 

石化業 1 1.2 

零售業 1 1.2 

醫療服務業 1 1.2 

    總和                   85     100％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設計網路首頁深入層次方面，
大部分的企業網頁層次多是連至三層，其次是
兩層（見表二）。 

 

表二：企業在網頁中可連結層次分佈表 

項目（層次） 家數 百分比 

1 1 1.2 

2 16 18.8 

3 48 56.5 

4 15 17.6 

5 5 5.9 

        總和          85      100％ 

 

    本研究論文旨在探討以下問題： 

一、探討 1997 年天下雜誌所列目前台灣前二
百大企業使用網路公關的情況為何? 

二、分析在 1997 年天下雜誌二百大企業中，
已設有網頁的企業執行網路公關活動的情況
為何?及其在網頁上所使用的公關項目為何?
及內容的分佈比例為何? 

三、討論不同企業的產業別、營業額大小與其
網路公關應用程度相關性為何？ 

四、根據本研究之發現，提供未來有意於利用
網路公關的企業一些建議。 

    本研究以網頁分析常用的「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來分析整理企業網頁的內
容。內容分析法乃是針對網頁的內容，以客
觀、系統化的方法作定量的描述，而客觀性、
系統化、及定量性便是內容分析的核心特色 
（Berelson, 1952）。Holsti（1969）亦強調內容
分析法雖具有多重目的，不過特別是用以調查
傳播內容（「什麼」（What）、「如何表達」
（How）、「給誰」（To whom）），以作為
推論的根據。」。Kerlinger (1986) 亦將內容分
析界定為以一種系統與客觀的一種定量研究
方法。楊振揚、徐木蘭、劉仲矩等人（1997）
也表示內容分析法是將質化的研究素材轉化
為量化資料的一種方法。 

    本研究對企業網頁的分析，由參與本研究
的三名學生擔任，是經過訓練，讓編碼者清楚
所有的類目系統和分析程序，並對類目分類做
解釋及定義，經計算後，所有題項求得的編碼

者信度分別為 0.911。經由主觀的判斷，編碼
員共三人，只要編碼員有兩個同意該類目，則
屬於有，反之則為無。 

 

3. 文獻探討 

    公共關係理念的形成，至今已有相當的歷
史，可是迄今仍然還未有統一的定義。美國『公
共關係新聞(Public Relations News)』為「公共
關係」一詞所下的定義是：「公共關係乃指測
定公眾態度，使個人或團體的政策及措施符合
公眾利益，並切實實施計劃，以爭取公眾的了
解與接納。因此，公共關係具有管理功能。」 

    國際公共關係協會為「公共關係」一詞所
下的定義是：「公共關係是指公司機構衡量公
眾意見，運用有計劃的收集大量的資料，力求
政策上或措施上的配合，爭取並維持公眾之了
解，接納與支持，用以獲得共同利益。」因此，
公共關係不僅具有管理功能，也有持續性的功
能(引自孫秀蕙，1997)。 

    公關活動可以使用的媒體有許多，如報
紙、雜誌、廣播電台、無線電視等等，但這些
都是屬於傳統媒體。這些媒體公關的操作形態
雖然各有不同，但是卻有一項共同特色，就是
以傳遞資訊的本質而言，其均屬於單向溝通的
媒體（黃深勳等，1997）。 

    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許多媒
介使用者的工作、娛樂、購物等等生活形態，
也深深的改變公關、行銷的本質。以當今最熱
門的網際網路為例，全球在網際網路上連線人
口，在一九八八年時約有一百萬人左右，到一
九九五年已經突破三千萬人，平均增加的速度
是每月增加一百萬人（黃深勳等，1997）。在
台灣，目前的網際網路人口已將近 400 萬。  

    網際網路已經追隨報紙、雜誌、廣播、電
視四大媒體，穩坐第五大媒體候選人寶座。由
於全球資訊網具備傳送文字、聲音、動畫和影
像的多媒體功能，較以往網路的文字介面，在
表現的豐富性要傑出許多，使它成為傳播行銷
印刷品的新樂園。 

    就以網路公關來說，目前有許多公司企業
會提供「首頁」，其中包括了公司的商標、座
右銘、精神標的應用和公司資訊、產品訊息以
及新聞等。可以說是企業宣傳刊物的電子數位
出版，目的無外是宣揚公司形象。 

    Miller (1995)指出，網路傳播的主要目標



 

如下：所傳遞訊息對員工與顧客而言具有商業
價值，滿足他們的需求、增強與員工或顧客之
間溝通的效率。然而，既然採取網路傳播的方
式，決策階層就必須確保核准訊息發佈的效率
與電子傳播的效率是一樣的。在構築電子傳播
資料庫時，決策階層必須決定資料庫的規模，
包括內容、更新的頻次、設定的目標對象等
等。Miller 從電子郵件與全球資訊網路兩種不
同的傳播方式出發，討論企業如何運用網路傳
播進行組織對內與對外的互動  (引自孫秀
蕙，1997)。 

    Kent & Taylor（1998）曾試圖建立一個理
論架構，說明組織如何透過網際網路來與大眾
進行對話以建立關係。而企業公共關係的對象
是大眾，所謂大眾又可分為內部大眾及外部大
眾。內部大眾是指員工及股東；外部的主要對
象是消費者、金融界、地域社會、中間商、政
府、議會、供應商及傳播界等。下圖 1 是表示
企業公共關係的主要對象（黃深勳等，1997）： 

 

圖 1：企業公共關係的主要對象 

股東 員工 顧客 供應商  中間商  金融界  傳播界  府會  地域

企業公共關係

 

Meyer（1995）指出目前企業大多透過網
際網路來尋找新的市場機會，進行市場區隔。
比如有許多電腦供應商透過網站的建立，以低
成本的方式來接觸更多的消費者。另外，企業
亦設法在網路上進行產品導覽、產品安裝使用
介紹、人員招募、接觸小眾目標市場或提供電
子刊物等等。周冠中曾在 1997 年 10 月針對
1000 大企業網際網路使用現況所做的調查，其
結果對使用網際網路的企業，相當有參考價
值。根據此篇報告發現，目前國內企業使用網
際網路的主要用途 42%使用網際網路是為了
瀏覽及蒐集資料;有 39%是傳送電子郵件;其他
有 19%是設立符合企業特性的網站。此外，有
59%的企業希望未來使用網際網路可達到資
訊分享與傳佈之目的，此部份與企業公關息息
相關。也有 60%的企業希望未來使用網際網路
可增加行銷管道（周冠中，1997）。 

4. 研究發現與討論 

4.1 頻率分析 

 根據內容分析後發現，在這些自有網站網
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企業識別系統方面，共
有 82 家 （佔 96.5％）是設有這一公關活動項
目，其餘 3 家則無。國內前 200 大企業會在其
網頁上設置企業識別系統，主要的原因為：企
業識別系統象徵企業的形象和精神，建立識別
系統可以使其與公司的形象產生連結功能。企
業識別系統的設計往往具有某一深層的表
徵，其設計的顏色或線條、圖騰也融合了企業
本身的形象、經營理念…等特殊意義在其中，
故企業會將其識別系統設置在網頁之中。此
外，企業識別系統的使用，容易增加企業之知
名度及加深消費者的印象。企業識別系統除了
可以協助建立公司特有的形象外，也使外界可
以藉由此識別系統了解公司，並而建立公司之
知名度。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列示公司介紹，共有
80 家（佔 94.1％）是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項，
其餘 5 家則無。由以上統計結果顯示，九成以
上公司的網頁中都有公司簡介這一項。公司會
在其網頁上介紹其公司的歷史沿革、經營理
念、未來展望、資本額、員工人數、股東成員
及其持有股份…等等相關的介紹。可以協助
外界包括新聞界、投資者、學術界、或供應商、
顧客…等了解公司的基本資料，協助其資料的
尋求，促進外界對公司的了解，進而建立公司
的知名度。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列示留言板方面，共
有 36 家（佔 42.4％）是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
項，其餘 49 家則無。由以上統計結果顯示，
留言板的功能在國內企業的網頁裏仍不夠彰
顯，僅有 42.4%的企業利用而已。而多數公司
網頁不用留言板的原因，可能的因素是：企業
認為電子信箱也可以具有雙向溝通的功能，而
不須要再另設一留言板來提供這項服務。且更
換網頁內容往往須要耗費網路設計專業人力
及成本。且為了達到快速、有效的溝通功能，
留言板是須經常整理以快速反應的，而企業若
是在這方面人力有限制的話，就很容易延遲留
言板所具有的效率及功能，所以企業網頁便捨
棄不作。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列示電子信箱，以作
為與使用者雙向溝通方面，共有 56 家（佔 65.9
％）是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項，其餘 29 家則



 

無。由以上統計數字顯示，大多數公司皆有設
立電子信箱的原因是一方面可多收集消費者
的意見與建議，且當對方寄來電子信箱時，會
留有對方的電子信箱網址，藉此公司可獲得潛
在顧客的基本資料，鍵入資料檔中。此外，採
用電子信箱的方式，內容只有寄信者與收信者
知道，對於一些當事者不願公開的事情可達到
保密的效果。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列示近期公司對內的
公關活動公告方面，共有8家（僅佔9.4％）是
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項，其餘77家則無。公司
很少設對內公關活動網頁的原因為可能是認
為員工沒有使用電腦的習慣以及受過資訊課
程方面的訓練，上網機率很低，所以對內公關
活動的消息沒有上網站的必要。而且公司擬對
內發佈的大部分訊息，也多採用其他的管道發
佈，例如口頭宣佈，張貼布告欄等等。由此更
可以知道大部分企業並未上用網路來執行公
關活動，喪失了網路做為內部公關之優勢。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列示近期公司對外的
公關活動公告方面，共有25家（佔29.4％）是
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項，其餘60家則無。由上
述結果可知，公司很少列示近期公司對外公關
公告的原因為：可能公司在近期內並沒有對外
的公關活動舉辦，或是由於產業特性的關係，
公司並無公關活動的進行，例如鋼鐵業者就不
太需要從事對外的公關活動。另外近期的公關
活動都屬於即時性的資料，當公司分配給網路
資訊單位的訊息，不足以時常更新網站內容
時，公司可能就不會設立這個網站。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均無設計報導危機處理方面。
在企業利用網路危機處理的這個項目中，都沒
有企業有使用的情況，我們推測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公司並無將網路視為危機處理的管道之
一，而且企業本身對危機處理的態度較為保
守，覺得對公司不好的事最好少宣揚為妙，而
不願向大眾公開或解釋。然而，這卻喪失了網
路即時傳播的優點，無法使網路作為危機處理
的窗口。 

    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些自有網站
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報導公司訊息公佈方
面，共有 47 家是設有這一公關活動事項，其
餘 38 家則無。根據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在這
些自有網站網頁的企業裡，有無設計中、英文
版皆有的，共有 41 家是設有這一活動事項，

其餘 44 家則無。 

 

表三：兩百大企業網路公關應用統計表 

網路公關應用項
目 

有 無 總和 

企業網頁上有無
設計企業識別系
統 

82 

(96.5%) 

3 

(3.5 %)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公司介紹 

80 

( 94.1%) 

5 

( 5.9%)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設計留言板 

36 

( 42.4%) 

49 

( 57.6%)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電子信箱 

56 

( 65.9%) 

29 

( 34.1%)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產品介紹 

78 

( 91.8%) 

7 

( 8.2%)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列示近期公司對
外公關活動 

25 

( 29.4%) 

60 

( 70.6%)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列示近期公司對
內公關活動 

8 

( 9.4%) 

77 

( 90.6%)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從事網路危機處
理 

85 

( 10%) 

0 

( 0%)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報導公司訊息 

47 

( 55.3%) 

38 

( 44.7%) 

85 

企業網頁上有無
設計中英文版 

41 

( 48.2%) 

44 

( 51.8%) 

85 

 

4.2 卡方分析 

    網路公關的使用與企業所屬的產業別息
息相關；換言之，不同企業對網路公關項目的
使用，可能會有差異。本研究透過卡方分析，
來探究隸屬不同產業別的企業，其在網路公關
的應用之差異。 

    根據卡方分析，卡方值＝37.008，自由度
＝18，P=0.005（P≦0.01），因此可知企業所
屬的產業別對網路公關項目的「企業識別系
統」使用效果顯著。（參見下表四）在企業識



 

別系統部份，以金融業使用最多，有 20 家，
佔全部使用者的 24.4%，其次為資訊業，在有
設有網頁的 12 家，均有此一項目。 

    根據卡方分析，卡方值＝30.83，自由度＝
18，P=0.029（P≦0.05），因此可知企業所屬
的產業別對網路公關項目的「具有中英文版」
使用效果顯著。（參見下表四）在網頁是否兼
具中英文版上，以資訊業相關企業使用較多，
有 8 家 ( 佔 19.5 % )。其次為金融業，有 6 家 
( 佔 14.6 % )。而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如食
品業、百貨業及水泥業的網站，則全無英文網
站。 

    根據卡方分析，卡方值＝31.186，自由度
＝18，P=0.036（P≦0.05），因此可知企業所
屬的產業別對網路公關項目的「留言版」使用
效果顯著。（參見下表四） 

    根據卡方分析，卡方值＝36.615，自由度
＝18，P=0.006（P≦0.01），因此可知企業所
屬的產業別對網路公關項目的「舉辦對外公關
活動」使用效果顯著。（參見下表四）在網頁
是否包含對外公關活動相關資訊，以金融業與
保險業企業的使用最多。而鋼鐵業、電子業、
石化業、交通運輸業、百貨業、橡膠業、化工
業等的網站，則完全不使用。 

    根據卡方分析，卡方值＝30.765，自由度
＝18，P=0.031（P≦0.05），因此可知企業所
屬的產業別對網路公關項目的「舉辦對內公關
活動」使用效果顯著。（參見下表四）在對內
公關活動的資訊上，絕大部分的企業均無使
用，如鋼鐵業、電機業、電子業等。石化業、
資訊業與紡織業，及醫療服務等產業的網站是
少數有利用網路來傳佈對內公關活動資訊上。 

表四：產業別與兩百大企業網路公關應用卡分
分析表 

變
數 

變數 卡方值 自由度 統計 

顯著性 

企業識別系統 37.008 18 0.005 

具有中英文版 30.83 18 0.029 

留言版 31.186 18 0.036 

舉辦對外公關
活動 

36.615 18 0.006 

兩
百
大
企
業
產
業
別 舉辦對內公關

活動 
30.765 18 0.031 

 

4.3 相關性分析 

  由於網路公關活動的規劃與執行需企業
投資大量人力與物力，始可成功。林晉寬(1999) 
的研究也指出企業會因資訊化程度、出口比
率、與收益率愈高而傾向採用網路行銷。此
外，該研究也指出企業擁有的內部優勢增加，
對網路行銷之需求與接受度亦會提高，促使企
業自發地採用網路行銷。因此推知，企業整體
網路公關應用項目 （其計算方式乃為所有網
路公關項目總和）將會與企業之營業額與產業
別，可能有所關連。因此本研究透過相關性分
析，來探究其間之相關性。 

以網路公關網頁應用情況與 1997 年營業
額來看，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0.266  ( P < 
0.01 )，顯示出營業額與網路公關應用程度呈
正相關。換言之，企業營業額越大者，其網路
應用程度越高 ( 參見表五 )。但如表六所示，
企業所屬的產業別與網路公關應用情況並無
相關性 ( 相關係數為 0.044，P > 0.05 )，這顯
示企業別並不影響其網頁應用。 

 

表五：1997 年營業額與兩百大企業網路公關應
用情況相關性分析表 

 網路公關網頁
應用情況 

1997 年營業額 

網路公關網頁
應用情況 

1.000 0.266** 

1997 年營業額 0.266** 1.000 

註 1：** 代表 P<0.01(1-tailed)  

 

表六：產業別與兩百大企業網路公關應用情況
相關性分析表 

 網路公關網頁
應用情況 

產業別 

網路公關網頁
應用情況 

1.000 0.044 

產業別 0.044 1.000 

註 1：** 代表 P<0.01 (2-tailed)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閱聽人接觸資訊的
頻率己經不受限於傳統媒體新聞發佈的時



 

間。根據許多學者觀察國內公關界使用網路的
情形，大多數仍處於萌芽階段。一般而言，真
正會利用網際網路與目標公眾互動的比例相
當低。企業可以在危機處理方面，利用網路特
定的新聞討論群或電子布告欄特定版面應視
為重要的媒體監督對象，適時出面澄清網路使
用者對於產品或企業的批評。如何有效運用網
際網路，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公關業最重要的課
題。 

    網際網路和公關活動結合，所帶來的功效
比起過去的傳播媒介要來的有魅力、有效果。
但現階段台灣地區執行網路公關所要面臨的
障礙、限制，可歸納出以下幾點限制：使用人
口不足、網路安全、硬體技術不足、網路語文
環境限制。未來，公關人員應該可以利用傳統
媒體增強目標對象對於資訊的印象與認知，激
發消費者的興趣之後，再進一步鼓勵目標對象
直接參與網路公關的活動。 

 

5.1 對企業應用網路公關的建議 

    網際網路和公共關係活動的結合可以產
生企業與網路使用者的互動性、資料與媒體的
整合性、企業與網路使用者的資訊共享性、縮
短兩者間所需要的時間與距離感、節省成
本．．．等特性，所以網路公關成為傳統公關
外的另一個新型態。 

    雖說網路機會無限，具有許許多多的優
點；但就本研究發現目前企業網站內容結果得
知，國內大型企業在網路上執行公關活動並不
多見，表示國內企業在網路上的運用還是多半
以廣告宣傳為最多，這是頗為可惜之處。故在
此提出幾點關於企業網路公關活動的建議： 

一﹑在架設網頁方面：在本研究中，台灣前二
百 大 企 業 中 ， 沒 有 架 設 網 頁 的 企 業 約 佔
57.5%。然而以成本的觀點而言，架設網頁的
成本比利用其他媒體的支出來得低，而且有許
多的ISP(網路資訊提供商)提供免費的網址服
務。目前台灣企業主大多數仍採觀望保守的態
度，若以網路未來的成長趨勢與其帶來的效益
而言，網際網路此一媒介是值得一試的。 

二﹑在對內公關活動舉行方面：對內公關活動
的設立可讓員工表達意見，公司也可藉此公佈
訊息，達到對內部員工雙向溝通的效果。而且
企業網頁必須根據密碼才能進入，具有隱密性
與資料的安全性。 

三﹑在對外公關活動舉行方面：可以透過網際

網路來發揮公關活動的主要功能。例如，發佈
最新的公關新聞、收集消費者在網路上所張貼
的公司相關訊息、主動提供公司最新產品訊息
給線上媒體、觀察來自競爭對手或供應商所提
供的線上訊息，並加以回應。 

四﹑在危機處理方面：在本研究調查結果發
現，沒有一家企業利用網路來從事屬於公關活
動的危機處理。事實上，網路具有廣大，及時
傳播的效果，在危機發生時，網路是協助企業
危機處理的最佳工具之一。未來國內企業應在
企業網頁設立危機處理網頁，作為對外危機處
理公布訊息之用。 

五﹑在設立中英文版方面：可設立使用中英文
的選擇，由於網路的訊息可以散布到國際的任
一角落，企業應將眼光放遠，設立英文的選擇
讓本國語言以外的人也可觀看，達到宣傳至國
際上的效果，爭取更多商機。且在網頁上設中
英文讓人有現代化，國際化的感覺。 

六﹑在留言版及電子信箱方面：網際網路與傳
統的媒體最大的不同是可以與大眾做雙向性
互動的溝通，故網際網路可說是企業和外界溝
通的新橋樑。企業可以利用網頁上的電子信箱
或留言板來接受顧客對產品的建議，或是接收
大眾對公司對外活動的意見，也可以充當顧客
的申訴管道….等。但就目前已上網的企業網頁
內容，未使用電子信箱與留言板的公司仍有相
當大的比率，在這公關來臨的時代，企業應多
多利用此簡易的方式來廣納民意。 

七﹑在公司訊息方面：因為網頁有廣大的宣傳
效果，所以公司應重視網頁上訊息發佈的功
能，就此點而言，有五成以上的企業會利用網
頁來報導公司訊息，但其層面也多局限於公司
在近期內的訊息報導。但事實上，就網頁具有
的宣傳效果，企業應更深入一層的報導其獲獎
的事績或具有公信力的認證與榮譽，以建立公
司更佳的知名度。 

  最後，網際網路此種整合性媒體的特質，
已 經 打 破 了 傳 統 公 關 與 廣 告 活 動 的 界 線 
（Marx, 1995）。國外的公關公司均已積極調
整企業的結構與人員的在訓練，以因應新傳媒
環境的挑戰。此種發展趨勢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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