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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 年 8 月 12 日俄國潛艇庫斯克號艦於深海中爆炸，造成一百一十八名官兵死亡，是俄羅

斯承平時最為慘重的海難；事件發生後因救援行動遲緩、救援無功而返和出事原因不明，事

發近一週，總統普丁才在電視現身出面說明，又沒有親自指揮救難任務，引發俄羅斯媒體和

輿論對普丁的批評，政府信譽破產，「沉艦案」對試圖重建俄羅斯為海權強國的普丁總統是

一大打擊，也使俄國的驕傲破碎了。 

2 2000年4月1日美國一架ＥＰ－３海軍偵察機在南海上空與一架中共殲八戰機在空中擦撞，

中共戰機墜海駕駛員王偉喪生；而美機未獲允許即在海南島緊急降落，共軍隨即登上美機拆

卸機材，並將廿四名機員扣留。中共和美國就此事互相指責，引爆中美外交上的危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一)  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性 

危機潛伏在我們生活週遭，不論是天災或是人禍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並對生

命、財產及信心造成重大的衝擊，從千禧年跨入二十一世紀，不到兩年時間，不

論在國際間或國內都發生了諸多重大的危機事件，使政府部門面臨嚴酷的挑戰。

Calloway（1991）即指出危機幾乎每天都出現在我們週遭，危機不再只是偶發的

狀況，而是一種「普遍的意外」（normal accident of business）。 

2000 年 8 月俄國核子潛艇庫斯克號艦發生大爆炸，沉沒於巴倫支海造成一

百一十八名官兵死亡，事件發生後因政府部門救難行動遲緩又無法說明出事原

因，引發俄羅斯媒體和輿論對總統普丁強烈不滿，沉艦案不但使俄國政府信譽破

產，亦對普丁的聲望與威信造成重大的傷害
1。 

2001 年 4 月美國海軍偵察機在南海上空與中共戰機擦撞，引發了中美外交

危機，事件歷時十一天，一度造成華府和北京僵持不下，最後終在雙方各自表述

下，才使危機落幕
2。 

2001年9月11日激進分子在美劫持民航機衝撞紐約世貿大樓與國防部五角

大廈，在媒體的轉播下劫機事件同一時間震驚全世界，不但令美國驚恐也使全世

界人民錯愕，媒體形容這是：美國建國兩百年以來重大的危機之一，也是布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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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0年7月嘉義縣八掌溪實施河川固床工程，進行混凝土灌漿作業，迄下午約十七時，發現上

游洪水突然湧至，水位升高，現場立即警示八名工人逃離；惟其中四名工人，因洪水流速甚急

受困於溪中，現場指揮人員先行電請『一一九』報警求救，各地消防單位及救難團體亦紛赴支

援搶救之際，然水勢益趨增強，至下午十八時二分相關單位始協調直昇機之申請事宜，下午十

九時十二分直昇機起飛前七分，受困之工人卻已沒入滾滾洪流，整個事件過程經媒體SNG現場

直播，四名工人於等待救援中，在全國民眾眼前被洪水沖走，事件引起全國輿論譁然，造成民

怨，質疑政府行政效能，事後行政院副院長為此下臺，內政部官員亦遭監察院彈劾。 

統上任以來首次面臨的最大挑戰，隨之布希總統的危機應變能力，受到全球數以

萬計眼光的關注。 

相較於國際上接連發生的重大危機事件，國內政府危機事件也層出不窮，從

九二一大地震、八掌溪事件、土石流災變、納莉風災、東方科學園區火災案等，

均一再考驗政府的危機應變能力，唐飛院長（2000）指出：「近年來我國因遭逢

各種天災人禍，從高屏溪廢棄物污染、八掌溪事件及高屏溪大橋坍陷等一連串事

件，一再凸顯行政部門危機意識與緊急應變救災能力不足，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國

一元化防災救難體系」。邱強（2001）則認為政府的各種危機都是可以預防的，

因此當危機發生時，不論相關首長如何辯解，首先就代表政府危機預防能力不

行；如果再處理不好，更顯示政府存在嚴重弱點，必須及早矯治，以避免危機接

二連三的來，變成危機政府。 

危機負面的影響除了生命、財產顯而易見的損失外，亦會帶來組織聲譽或形

象的損害。 Lerbinger（2001） 認為危機發生除了經濟受影響外，危及組織信

譽才是最大的傷害，他舉例美國太空總署（NASA）設立太空戰的計畫，因挑戰者

號爆炸意外而擱置；車諾比核能外洩事件更完全粉碎了民眾對核能安全的信心，

而這些意外對組織的信譽都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且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逐漸

恢復。 

以「八掌溪事件」
3危機處理為例，行政部門因在層層通報中，延誤救援時

機，致民眾喪命引發民怨，為此政府行政效能不但遭受質疑，新政府的改革形象

也在此一事件後遭受極大的挫敗，事件發生三天後，TVBS 民調中心顯示民眾對

行政院長滿意度下降七個百分點，而對行政院整體團隊的滿意程度則下降二十個

百分點，因此整個事件的確使政府的形象遭受極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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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平日應有完善的危機預防機制，以因應危機的突發狀況；另在危機發生

時除了應將實際災害降到最低外，還必須透過良好的危機溝通能力來維護政府的

形象。否則不當的危機管理，除了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媒體報導和輿論所形

成的負面壓力，可能導致首長下臺、引發政治風暴、使政府行政能力遭受質疑、

重創政府形象；更甚者極容易使民眾對政府產生另一波信心危機，因此政府對危

機管理不得不積極面對。 

(二)  民主化、媒體與科技助長危機擴散 

歷經1987年政府解嚴，1988年報禁開放，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1996 年總統民選到二千年首次政黨輪替，台灣民主政治已趨成熟，民主意識抬

頭，民意高漲；另一方面因媒體蓬勃發展、有線電視普及、call in節目盛行，

不但人民意見表達的管道更為多元，媒體報導與社會輿論亦逐漸受到政府重視更

直接影響到政府的決策；但相對的政府政策的制訂、執行或危機的處理，都將攤

在陽光下接受媒體的檢驗與民意的試鍊。 

目前電視新聞報導為強化時效，大量運用衛星新聞蒐集（satellite news 

gathering，SNG）電視轉播車，採取現場連線報導，逕將新聞現場呈現在民眾面

前；而危機事件本身因極具新聞特性，因此成為SNG電視轉播的最佳題材。媒體

結合科技助長危機擴散，例如：八掌溪事件等待救援的四名工人，於媒體SNG現

場轉播下，在全國民眾眼前被洪水沖走，短時間內事件急速擴散成為全國關注議

題；而九一一劫機事件發生當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趕到現場，

在幾分鐘之內，飛機自殺式攻擊畫面已傳至全世界，全球人民幾乎同步感受事件

現場的狀況。不論是「八掌溪事件」或「九一一事件」均可發現媒體對危機事件

具有強大的擴散力與影響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執行或危機處理的過程，透過媒體

的報導，將毫無掩飾的呈現在民眾面前。 

此外科技的進步也對危機的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網際網路因具有跨國性、

互動性與分散的特性以及不斷發展的新運用，傳統媒體亦開始大量運用網路科技

傳播內容給受眾，使得政府管理公共議題益形複雜與困難，如任由問題在網路上



第一章 續論 

 4

的發生、蔓延，而不加以解決，必引發更嚴重之社會問題，並對政府及領導人形

象產生重大影響（卜正珉，2003，p288）。 

換言之，網際網路、衛星通訊不但加速資訊的傳遞，加快危機的擴散，同時

也壓縮危機處理的時間，致組織處理危機事件稍有不當，極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危

機。Barton（1993）認為隨著科技進步使得資訊散佈更加快速，導致對危機溝通

的需求速度相對持續加快，因此危機小組必須在越來越短之時間內對危機作出回

應。 

科技的進步帶動外在環境的轉變，使危機發生的機率提昇，因此不論是企業

組織或政府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的挑戰。Stocker（1997）指出資訊全球化速度

愈快，潛在危機就增加；但相對的組織對危機的掌握能力卻往往因距離縮短與危

機缺乏同質性，導致處理能力降低。 

(三)  國內政府危機媒體溝通相關研究匱乏 

危機管理日益受到重視，近來探討危機管理相關研究極多，但涉及學術領域

與著重面向仍有諸多差異，其所包含內容亦極為廣泛。傳統危機管理研究，多從

管理學角度來思考危機的管理與預防，因此所關照危機的面向是全面性的，媒體

在危機管理中的角色並未特別被強調與重視；探討層面多集焦於管理與政策層

面，較缺乏從溝通的角度探討的危機管理，特別是媒體溝通部分。 

近年來在公共關係的領域裡媒體的角色雖受到較大的重視，也陸續有相關研

究出現，但媒體溝通似乎仍被過於簡化，媒體被視為是組織對外溝通的對象之

一，是公關操作的工具，有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部分甚少獨立被討論；因此研究

的面向著多重於媒體策略的運用以及媒體溝通效果的呈現；學者Marra （1998）

即指出大量危機公關文獻，都集焦於技術層面，像是形象、符號上的討論，並對

於危機傳播計畫技術的要素，媒體關係策略，危機傳播小組做詳盡的探討；而較

少文獻探討組織內危機管理者角色的重要性和組織特性。 

目前國內有關危機管理或危機溝通的研究，有連正世（1989）危機管理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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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1986年華航事件為例、黎億萍（1988）醫院危機管理之研究、余康寧（1991）

危機管理研究—政策設計面之探討、黃新福（1992）危機管理之研究—從組織層

面來探討、楊淑娟（1993）公關危機管理個案研究—以麥當勞與長谷建設的危機

為例、葉世雄（1995）公關危機管理個案研究、周蕙蘋（1995）危機管理之研究、

陳淑滿（1996）危機管理個案研究，以榮總內感染惡性瘧疾事件為例、李昇光

（1996）企業財務危機管理個案研究、顏秀如（1997）國民中學校園危機管理之

研究、徐志謙（1998）我國危機管理體系之研究，以賀伯風災防救為例，孫慧君

（1998）危機管理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以航空業為例、曹嘉琪（1999）資訊系統的

危機管理，以千禧年問題為例、林子超（1999）醫院危機管理之研究等人做過研

究和介紹，但這些研究大多以企業組織、學校或醫院為研究對象，極少以中央政

府為對象。 

然而政府在面對危機事件時，所牽涉的議題包括國防、外交、財經和內政等

諸多複雜與困難的業務、牽涉之相關權責單位也極為廣泛，並受到國際情勢的影

響，不若企業組織單純；又因政府組織為一龐大的官僚體系，其整個危機處理運

作過程，亦不同於一般的企業組織的模式。惟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危機管理，又以

危機溝通不良錯失救災時機、緊急通報系統失靈以及媒體溝通工作不力最被抨

擊，孫曼蘋（2000）在九二一地震政府體系資訊傳布之初探一文中，即指出九二

一地震發生時政府通報系統失靈、資訊蒐集不力，導致救災體系混亂，反應出整

個政府體系長久以來未察覺資訊傳布的重要，未正視資訊傳布的整體規劃，致遭

受重大事故時，各政府機構對新聞發布及資訊處理總是備受爭議。之後八掌溪事

件、東方科學園區火災案以及土石流災變又再度因為政府機關事前缺乏疏導，事

後溝通體系無法發揮作用，又未能與媒體保持良好互動，不但延誤救災造成嚴重

傷亡和損失，事件也陸續成為媒體批評的焦點。 

政府危機管理，特別是危機時媒體溝通工作，儼然已經成為政府部門必須嚴

肅積極面對的問題，如何因應媒體與科技結合所形成危機擴散的速度與威力與善

用媒體告知功能協助化解危機並做到維護政府形象正是政府公關部門與新聞工

作人員最新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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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動機，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政府危機事件之媒體溝通現狀

以及危機發生時媒體溝通過程；本研究即以「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為例，進

行分析並加以檢視，其主要研究問題有二： 

研究問題一：探討行政院環保署危機事件媒體溝通現狀。即公關部門在環保署的

角色功能為何？「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之媒體溝通相關規範法

令為何？ 

研究問題二：行政院環保署處理「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之媒體溝通過程為何？ 

本文試圖回答上述問題，藉以了解政府危機事件之媒體溝通問題；並以研究

結果，提出政府部門未來面臨危機時媒體溝通工作之建議與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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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個案介紹 

2001年1月在台灣外海所發生的「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以下簡稱「阿

瑪斯號事件」），再次引發媒體對「政府危機溝通」問題的討論。筆者在觀察「阿

瑪斯號事件」報紙新聞時發現：國內主要報紙對政府處理「阿瑪斯號事件」的報

導內容，不論是社論、專欄、一般新聞報導或讀者投書都充滿對政府部門的指責，

一面倒的批評政府危機處理不當。 

惟過去政府部門在諸多危機事件的教訓中，不論是動員搶救經驗、救災機制

或通報系統，都一再的學習、成長並不斷的改進與修正；但「阿瑪斯號事件」政

府的危機處理仍未得到民眾的肯定，且飽受輿論批評與責難。因此本文亟希透過

「阿瑪斯號事件」個案分析；了解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實務運作過程之問題癥

結，以進行檢討。以下即對「阿瑪斯號事件」個案做背景介紹。 

2001年1月14日夜間，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貨輪」由印度駛往中國大陸

途中，因失去動力，擱淺於屏東鵝鸞鼻外海，隨即發出求救訊號，海巡署海洋總

局第十四海巡隊，當夜即將所有船員救起。1 月 18 日，船體破裂，船上所存重

燃料油不斷外洩，約有一仟餘噸重燃料油漏出船體污染鵝鸞鼻沿海及附近珊瑚礁

海岸。船東隨即委任國際除油專家由英國倫敦前來並委託由在台保險公司人員陪

同至現場調查了解並處理，但因交通不便、海象不佳、地形特殊（珊瑚礁沿岸）

油污清除不易，致初期清除工作進度極不理想。 

1 月 25 日漏由污染嚴重，問題已到無可挽回地步，污染範圍持續擴大危及

墾丁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事件引發民怨，當地民眾除成立自救會外並向墾丁國

家管理處與屏東縣議會陳情；而此時政府主管單位，仍以監督角色，未積極介入

處理油污，也未啟動跨部會緊急應變措施，導致油污染事件持續擴大，造成墾丁

國家公園龍坑生態保護區嚴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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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媒體報導油污事件，當地民眾亦因不滿政府處理態度，要求環保署

長下台，同時向監察院陳情並至地檢署按鈴申告環保署長涉嫌瀆職，此時政府部

門才警覺事態嚴重。之後媒體開始大幅報導，民意機關大肆抨擊，事件成為輿論

焦點；2月6日起環保團體、學者專家亦開始在媒體發表一連串的批判、告誡與

建議。 

直到事發第二十四天，2月6日環保署成立聯合工作小組，2月9日正式召

開跨部會小組緊急應變小組，開始處理油污善後工作；並由國軍積極參與油污清

除工作，終在事發一個月後，2月16日完成第一階段撈油工作。 

「阿瑪斯號事件」肇始於阿瑪斯號貨輪擱淺台灣外海時，船上油料外洩污染

海域，初期由於政府相關權責機關未即時動員人力防堵漏油、並積極展開除油工

作，導致油污染擴大，使墾丁國家公園龍坑生態保護區海域遭受嚴重污染，同時

衝擊當地觀光產業。另一方面因媒體大幅報導政府危機處理不當，事件不但引起

輿論關注，也造成政府形象極大的傷害。 

阿瑪斯號貨輪約計外洩油料一千多噸，污染海岸長達三公里，海域面積超過

二十公頃，是國內三十年來最大的油污染事件，在野黨更評論這是一起「環保的

八掌溪事件」；事件引發人事改組，環保署長為此下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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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一、 研究流程 

在研究流程上，首先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接著針對政府公共關係、危機管

理以及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等相關文獻進行檢閱與回顧。透過文獻探討得以界

定「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之研究概念並釐清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問題。接續

再針對「阿瑪斯號事件」進行個案研究，並以深度訪談和文獻分析蒐集資料，加

以分析、歸納和比對，進而做出結論與建議。以下為本研究流程圖示（圖1.3.1）： 

 

 

 

 

 

 

 

 

 

 

 

 

 

 
圖1.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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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安排 

本篇論文依上述研究流程圖內容擬定為六章，章節之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個案介紹，針對

本研究所採之個案「阿瑪斯號事件」發生過程，做一簡單敘述，以作為後續研究

分析之背景說明；第三節則是整篇論文的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的介紹。 

第二章文獻探討。分為三節進行討論，第一節政府公共關係；第二節危機管

理，說明危機相關概念，進而對危機發展階段、危機的預測與認定進行說明；最

後則分析爆發期危機處理過程並簡要說明善後期之組織修復工作；第三節政府危

機事件媒溝通探討，首先說明媒體與危機溝通的關係；其次針對「政府危機事件

媒體溝通」進行定義；最後則探討「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過程」之相關概念。 

第三章研究方法。第一節介紹研究架構；第二節明確說明研究問題；第三節

研究方法，詳述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

為主，進行資料蒐集。 

第四章「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媒體溝通個案分析，乃依事件危機發展階

段，來檢視政府之媒體溝通過程。第一節說明「阿瑪斯號事件」之媒體溝通現狀；

第二節危機潛伏期媒體溝通過程分析；第三節危機爆發期媒體溝通；第四節危機

善後期媒體溝通過程分析。 

第五章研究結果。第一節「阿瑪斯號事件」媒體溝通檢討；第二節「阿瑪斯

號事件」媒體溝通。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綜論本論文之研究結果與相關討論，第一節結論；第二

節說明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