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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阿瑪斯號事件」媒體溝通個案分析，所得結果，提出檢討；並進

一步對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工作提出改善建議。 

第一節 「阿瑪斯號事件」媒體溝通檢討 

根據個案分析結果，發現「阿瑪斯號事件」媒體溝通單位、法令規範與媒體

溝通過程，有下列問題，分述如後： 

一、 媒體溝通之單位與法令規範檢討 

（一）環保署公關室在危機事件中角色與功能 

環保署公關室新聞人員平日依附業務單位進行新聞聯繫工作；危機發生時，

在危機小組中，則配合於業務單位執行媒體溝通相關任務。研究發現，在危機發

生時，環保署公關室雖負責媒體溝通工作，但無實際決策權，形同發稿單位，所

發布的新聞稿，都必須經過業務單位，才能對外公佈。因此環保署公關室角色，

是屬於命令式的授權功能，而在此限制下環保署公關室難以發揮媒體應變功能。

吳宜蓁（2000）認為目前政府部門危機發生時，主要的決策者通常由政府首長或

危機決策小組成員掌握，至於公關人員在危機中扮演角色多為工作執行的角色而

非重要的決策者。 

當政府部門有重大事件發生時，依職權媒體溝通工作，是由事件主管部會新

聞單位主導，新聞局僅是扮演協助的角色，因此各部會在危機發生之初，僅能憑

藉各部會本身新聞單位的媒體應變能力。 

危機事件發生時，當環保署公關室難以發揮媒體溝通功能時，新聞局又無法

立即提供協助，那麼環保署公關室之媒體溝通工作的成效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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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計畫與規範 

1、政府危機事件新聞通報系統 

新聞局建立之危機事件新聞聯繫三大通報作業系統，是目前政府危機發生

時，新聞通報的主要機制。其中 24 小時媒體監看系統，僅適用於媒體報導突發

性的重大事件，主要功能在於媒體報導時，第一時間的告知；因此對於非媒體報

導，逐漸形成之重大事件（阿瑪斯號事件）則無法發揮告知效果。有關垂直通報

系統，事實上僅是新聞局與新聞局所屬中部辦公室進行的新聞聯繫工作，危機除

非發生在中部，否則中部辦公室難以發揮通報功能。至於相關部會平行通報系

統，當重大事件發生時，仍可適時的發揮功能，惟環保署官員周瑞表示：新聞局

每年都會想一些名堂（餐敘、研討會）出來，只有那時候，各部會新聞聯繫人員

才會碰面，平常除非有業務往來或重要事件否則彼此之間很少聯繫。 

2、海洋污染事件之危機應變機制 

民國89年11月1日公布「海洋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海污法）規定，為

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應擬訂「施行細則」、「海

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以及「設立工作小組」。惟「阿瑪斯號事件」發生時，海

污法剛通過一個半月，環保署尚未完成訂定前述相關法令，致「阿瑪斯號事件」

發生時，環保署雖為海洋污染事件主管機關，但當時並無施行細則與相關應變計

劃可作為救災依循。 

另依「商港法」規定，交通部應執行海難救護及海洋污染任務，但交通部認

為「海污法」已通過，環保署為海洋污染主管機關，應辦理「阿瑪斯號事件」油

污清除工作。但環保署認為海污法剛通過，在法令未完備下，阿瑪斯號油污染防

治工作，應由交通部負責。文獻分析發現「阿瑪斯號事件」發生，交通部與環保

署因權責重疊，造成彼此規避責任。Lerbinger（1997）認為即便危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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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重要性，但大多數組織並未擬妥危機管理計畫，而即使有危機管理計畫，也

根本不當一回事。 

交通部所屬「中華民國海難救護委員會」與「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雖為我國海洋污染發生時之危機應變機制；但前者著重的是油污清除救災工作，

後者則僅有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之名，而未訂定實質內容與施行細則，至於

有關海洋污染應變計畫內容，亦未見關於媒體溝通之相關機制與規範。 

因此在危機事件媒體溝通計畫與相關規範方面，政府除了「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加強新聞發布及新聞聯繫作業要點」，部分提到發言人設置原則以及新聞局依

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建立的危機事件通報系統外；目前政府針對危機

事件並無建立新聞應變相關機制與訂定相關法令。臧國仁等（1990）指出一般企

業組織已逐步發展出危機溝通處理的步驟；但這一部份政府機關仍付之闕如。 

二、 危機訊息處理過程檢討 

（一） 新聞訊息通報 

依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阿瑪斯號擱淺船員發出求救；且船隻有漏油之虞

可能引發重大災害時，交通部與環保署除應立即通知行政院外；並應同時通知事

件相關部會，包括新聞局在內。 

行政院長則視「阿瑪斯號事件」災害規模性質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並指定交通部長或環保署長為指揮官以執行各項應變措施。但危機潛伏期不論環

保署水保處和交通部，均將「阿瑪斯號事件」視為是一般事件，因此未向上垂直

通報，也無成立應變小組。 

在各部會間的平行通報方面，環保署水保處於「阿瑪斯號事件」發生後，雖

立即通報交通部、花蓮港務局、屏東縣環保局、國防部等相關單位，聯絡油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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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當時並未同時通知新聞局，對內亦無通知公關室。顯示環保署業務單位，

在訊息通報流程，只重救災行動聯繫，忽略媒體溝通重要性。臧國仁等（1990）

指出媒體採訪政府危機事件時，常因資訊受到官方控制或操縱，而與政府部門處

於緊張或敵對的情勢，其原因在於政府單位首重救災活動，而視災難溝通為次要

工作，因此忽略媒體聯繫工作。 

而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獲知「阿瑪斯號事件」事件的來源，分別是從台灣

日報（1/16）報導與聯合報讀者投書（1/30）報導。顯示媒體報導是新聞單位獲

知事件的主要來源，而非組織內部通報系統，因此不論環保署公關室或新聞局在

「阿瑪斯號事件」訊息來源，依賴媒體報導。 

此外有關新聞局危機事件新聞聯繫三大通報作業系統在「阿瑪斯號事件」之

實務運作過程，研究發現：「阿瑪斯號事件」因是逐漸形成的危機事件，非突發

狀況，事前相關權責單位已經知道，因此新聞局 24 小時媒體監視系統並不適用

於「阿瑪斯號事件」。 

其次在媒體大幅報導「阿瑪斯號事件」（2/4）後，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

才積極溝通聯繫，橫向通報系統才被啟動，彼此之間通報的效率與頻率則明顯變

好，因此媒體報導反而主導政府內部新聞訊息通報效率。環保署官員高尊表示：

「阿瑪斯號事件」擴大，新聞局是由媒體才知道此事，事件當時是從媒體上了解

此事，各部會在處理政務時，不必然會知會新聞局。 

至於新聞局垂直通報系統，因「阿瑪斯號事件」並非發生在中部，因此新聞

局中部辦公室在此一事件上，並未發揮通報功能。 

（二） 新聞訊息蒐集 

在新聞訊息蒐集工作上，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均在1月30日聯合報「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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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斯號事件」投書報導，發現事件尚未解決，但因往後幾天，未再發現媒體繼續

刊載，因此未追蹤事件發展。事實上在潛伏期末期（1月30日至2 月3日）南

部地方報紙已連續五天，陸續刊登「阿瑪斯號事件」，卻未引起台北新聞局與環

保署的注意。新聞局官員高遵表示： 

「新聞局目前訂閱的報紙都是台北版，而無訂閱地方版報紙，這是關切媒

體報導訊息時的死角，這些事均由地方政府做，但現在新聞局中部辦公室

有也必須訂閱各區地方版報紙。」 

由此顯示環保署公關室與新聞局，新聞訊息蒐集管道，除侷限於媒體報導內

容外；並受限於台北版（全國版）報導內容，忽略地方版新聞內容。 

（三） 危機訊息判斷 

環保署在潛伏期前期（1/14-17），船隻擱淺雖存在漏油的徵兆，但因無明

顯立即的災害且未持續引發媒體報導，致業務單位與公關室，均視為「一般事

件」。 

1 月 18 日船體漏油，環保署長雖批示「茲事體大⋯」及「⋯應以緊急事件

處理」，公文，但水保處長缺乏危機意識，輕忽問題嚴重性，當時並未立即成立

應變工作小組，亦未依規定進駐及成立緊急應變作業中心。事發一周（1 月 20

日）污染擴大，船務公司以特急件傳真環保署，要求協調相關機關辦理油污清除

工作，此時環保署水保處即應正視此一事件，而非再以「一般事件」視之。 

Lerbinger（1997）指出除了突發意外的危機事件外，許多逐漸形成的危機

常被漠視或忽略，即使危機形成有跡可循且警訊十分明顯，管理階層仍可能因缺

乏警覺而無法意識到危機即將發生，即便在過去已有許多危機案例，但要判斷一

樁意外是否達到危機門檻，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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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顯示環保署水保處缺乏危機意識，直到潛伏期後期，仍將「阿瑪斯號事

件」視為一般事件，以致危機問題判斷與後續事件發展產生落差，錯失應變時機。

整個事件在擱淺初期相關單位未有效防堵漏油，後續幾天又無法立即清除漏油，

中油公司在協助處理阿瑪斯號貨輪漏油事件報告及善後處理建議中即指出：阿瑪

斯號先期處理（漏油前二十四小時）最佳時機已過，事後油污回收設備難以發揮

功效。因此環保署業務單位若能在潛伏期前三天，船體尚未漏油前，發現漏油徵

兆，與交通部立即介入，堵住油污外洩，則能避免後續油污染事件。 

在媒體溝通過程方面，新聞局（1/30）從媒體報導得知事件，亦以「例行性」

剪報資料，傳真環保署參考。惟當時報紙報導內容已提到將引發海洋污染與污染

情形惡化等語。顯示政府新聞單位，在媒體報導後，仍未重視報導內容所提出的

警示，進行問題預判，輕忽事件發展可能演變成危機事件或形成新聞議題。 

另一方面由於環保署公關室在獲知「阿瑪斯號事件」（1/16、1/30）後，因

未有媒體繼續報導，即未持續關注事件後續發展。一直到（2/4）國內主要媒體

開始大篇幅報導，才感覺事態嚴重。因此環保署新聞人員，對「阿瑪斯號事件」

危機問題認定，受限於新聞報導與否、報導強度，因此在媒體報導前，並未進行

新聞預判工作。 

危機事件本身就是新聞事件，報導初期「阿瑪斯號事件」的相關資訊都只是

原始資料，環保署公關室若能即時將事件混沌不明的情況釐清，進行新聞訊息的

分析，查明真相，則有利於進行新聞預判工作，提供給業務單位參考並在媒體報

導前，研擬回應媒體方案。 

三、 新聞訊息發布過程檢討 

（一） 新聞發布工作 



第五章 研究結果 

 91

2月2日環保署發出的第一份新聞稿（附錄六），內容說明事件發生半個月

以來，環保署處理原則與經過，但未說明油污情形，事件可能的發展及因應計畫；

且未針對外界的質疑提出說明。顯示環保署公關室，並未於媒體大幅報導前（2/4）

蒐集所有與事件有關的資料，針對媒體提問的五個W問題，在媒體報導時，對外

說明或提供媒體事件資料；降低因應媒體報導的壓力。 

另一方面環保署公關室亦未掌握公佈真相時機；並說明組織立場。在聯合報

報導（1/30）後，未立即發出新聞稿，而是直到2月 2日才正式發出第一份新聞

稿；且未針對外界處理油污的疑問，提出說明與澄清。紀效正（1989）於環保署

官員與記者互動之研究發現：大多數官員認為政府來斷定何者是大眾應知道的事

務，當官員與記者在大眾應知道的的事務再認知上發生衝突時，由官員判定何者

應透露給記者。 

在2月2日環保署公關室發布第一份新聞稿之後；國內媒體於（2/4）反而

持續大幅報導「阿瑪斯號事件」。之後環保署又陸續發布三份新聞稿（2/6、2/7、

2/8），內容仍繼續說明環保署處理原則，或直接以應變小組會議摘要報告，做

為新聞稿，並未針對媒體批評提出回應或澄清；惟當時各媒體已大幅報導，批評

政府油污處理不當，特別是2月8日當天，國內媒體包括中國時報、工商日報、

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央日報、民眾日報及民生報，均已在社論批評政府危機應

變失當，錯失時效。 

由此顯示環保署公關室，新聞發布工作過於消極、被動，無法因應媒體需求，

2月4日至2月8日是媒體報導，批評政府的高峰期，環保署公關室，卻僅以新

聞稿交代，未召開記者會，以致喪失新聞主導權。紀效正（1989）於環保署官員

與記者互動之研究發現：政府官員仍將記者視為是宣導政令的工具，通常只會在

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才願意把消息提供給新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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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言人設置 

針對「阿瑪斯號事件」，在危機潛伏期與爆發期環，保署並未特別設置發言

人對外發言；而原依職務編制之發言人環保署政務次長亦未扮演對外發言的角

色。直到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新聞中心設立（2/12），才以當時在場最高首長（署

長與水保處長）對外發言。 

研究顯示：依法規環保署雖設置發言人一職，但在阿瑪斯號事件實務運作上

並未落實發言人制度，而是由署長及事件相關單位人員對外發言。張作錦（1991）

指出各部會發言人工作缺失包括：很多機關首長並未誠心與社會大眾溝通，發言

人的職務是奉命行事，不得不設，實際既未授權，又希望少說少錯，因此發言人

也就落的清閒；其次多數發言人未參與機關決策，很多事並不了解，因此不能發

生作用。 

四、 新聞現場應變過程檢討 

（一） 現場警戒線設置 

「阿瑪斯號事件」潛伏期，事件因非媒體報導焦點，因此油污現場未有媒體

進入採訪；爆發期各家媒體紛紛進入墾丁公園海岸進行採訪拍攝工作，此時媒體

記者人數與衛星新聞轉播車（SNG），一度多過油污清除人員，以致影響油污清

除工作。直到國軍進駐協助清除油污工作，才在爆發期後期，由國軍設置警戒線，

進行現場控制。 

研究發現潛伏期與爆發期前期均未於現場即時設置警戒線；而「阿瑪斯號事

件」現場警戒線的設置，是由業務單位主導，而非新聞公關單位；其主要目的以

劃分油污清除工作界線為主；規範新聞採防範圍則為次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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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中心設置方面 

「阿瑪斯號事件」爆發期，環保署公關室以台北為中心，設專人進行新聞聯

繫；但當時已形成記者南部採訪，新聞人員北部發稿的情形。直到善後期，環保

署才在新聞局的建議下，於現場設置新聞中心，統籌新聞聯繫工作。 

因此「阿瑪斯號事件」爆發期，環保署未即時設立新聞中心，而錯失新聞應

變時機。新聞中心的設立，主可以簡化行政處理程序，便於統一接收訊息，以助

於掌握全盤狀況。臧國仁等（1990）指出：災難（危機）時，媒體亟需「災情資

訊簡報中心」，一方面便於掌握各項救災活動，同時也能藉此進一步尋找更具新

聞性之其他消息來源進行深度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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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建議 

針對前述對「阿瑪斯號事件」媒體溝通之檢討，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未來

政府危機之媒體溝通工作上的參考。 

一、將媒體溝通工作，納入政府各部會危機管理計畫中 

政府各部會應根據該部會相關業務，訂定危機管理機制或計畫；並將媒體溝

通工作納入危機管理計畫中。Lerbinger（1997）指出媒體採訪與組織之間的互

動關係會對組織危機管理運作造成影響，因此危機計畫亦應包括媒體部分。 

二、提升公關室或新聞單位，在危機管理計畫或危機應變小組中的位階 

Lerbinger（1997） 認為危機發生時，公關專業人員的介入十分必要，他們

必須評估危機對組織信譽影響的程度，決定提供哪些資訊給媒體，並跟所有利益

關係人進行溝通，並負責擬定策略，協助組織恢復信譽。因此政府各部會有必要

提升公關室或新聞單位在危機管理計畫或危機應變小組中的位階，使之發揮媒體

溝通的功能。 

具體作法可分短期目標、中期目標、長期目標加以落實：（1）短期目標：

行政院各部會，應透過再教育與培訓制度，先強化公關人員專業能力，充分授權，

讓公關人員在危機發生第一時間做必要的處置；並同時強化部會首長或一級主管

之公關專業能力，提升其危機管理意識與對重大新聞議題判斷之敏感度。（2）

中期目標：在危機管理計畫中或危機應變小組成立時，將公關室或新聞單位定位

為同時授權功能，使公關部門與其他部門扮演同等的角色，可以參與決策的制

定。（3）長期目標：在危機管理計畫中或危機應變小組成立時，將公關室或新

聞單位定位為強制性諮詢功能，使之扮演影響，甚至是制定決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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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政府危機時之媒體溝通相關機制與規範 

包括健全政府內部新聞通報系統，擬訂危機事件新聞應變原則以及制定危機

事件媒體報導規範。 

（一） 健全政府內部新聞通報系統 

行政院各部會暨所屬機關，在重大事件發生，依職權雖均有其事件主管機

關，惟某些事件在災害範圍上難免相互牽涉；又災害（危機）亦可能擴大成為跨

部會或涉及行政院本身，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跨部會新聞通報系統。目前新聞局

雖建立危機事件新聞聯繫通報作業系統，但仍欠缺整體規劃。建議：（1）增設

與業務相關之地方政府之新聞單位的垂直、雙向通報流程；（2）強化目前各部

會的平行通報，由單向通報改為雙向通報；（3）並建立各部會新聞人員之電話

聯繫名冊。 

（二） 政府各部會應盡速擬訂「危機事件新聞應變原則之細部規範或執行

要點」 

在「阿瑪斯號事件」發生後，同年行政院頒布「危機事件新聞處理作業原則」，

針對危機發生時，相關新聞應變措施有明確的規範，是我國目前政府部門危機時

應變與處理新聞工作之主要依據。行政院各部會應根據所屬業務屬性，進一步擬

定「危機事件新聞處理作業原則之細部規範或執行要點」，作為因應危機事件時

之應變原則；並透過演練經驗，強化危機事件媒體應變能力；同時經由實務運作

經驗的累積，檢討修正組織應變機制。 

（三） 政府應制定危機事件媒體報導規範 

建立政府危機事件媒體溝通模式，或制定危機事件媒體報導規範，有助於危

機發生時，政府新聞人員與媒體（記者）有其依循的規範與互動的默契。彭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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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亦針對九二一地震新聞報導引發之爭議，建議政府應制定災難新聞報導

特別規範，以界定媒體報導行為。 

針對政府危機時之媒體溝通相關機制與規範，公關室或新聞人員必須因應外

在環境轉變，隨時加以檢視並進行修訂，建立足以符合現狀之政府危機媒體溝通

規範。 

四、政府危機時之救災行動與媒體溝通工作應並重 

當危機發生或有發生之虞，危機時之救災行動與內部新聞通報工作應並重，

應於第一時間同時通知新聞單位，藉以取得事件新聞預判的先機，以利公關單位

進行後續媒體溝通工作。 

五、政府公關室或新聞單位應建立多管道新聞訊息蒐集管道 

在新聞訊息蒐集方面，政府新聞單位除依賴電子媒體的報導或台北版報紙剪

報資料外。未來應強化多管道訊息蒐集，包括：內部業務單位、地方業務單位以

及地方政府訊息的反應；應同時訂閱與業務相關之專業雜誌、地方版報紙，納入

平日新聞剪報蒐集範圍，使之透過專業觀點、地方觀點和中央觀點，多管道掌握

訊息。 

六、建立危機問題界定模式與新聞預判指標 

危機問題的認定與新聞預判能力，對防止危機爆發具有關鍵性影響，政府各

部會未來應建立危機問題界定模式與新聞預判指標，如：危機影響值之評估與危

機發生機率之估算等方式，強化政府危機問題界定與新聞預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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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部會應選定發言人選，透過培訓強化專業技能，並落實在實務運作上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加強新聞發布及新聞聯繫作業要點」，目前政府各

部會均需設置發言人一職，惟在實務運作上仍有待加強，建議各部會應選定合適

發言人之人選，透過培訓制度，強化發言人專業技能，使之落實在實務運作上。 

八、建議新聞局辦理實務演練課程以及各部會彼此之間機會實習，強化新聞

現場應變能力 

危機事件新聞處理作業原則，已明確規定危機現場警戒線設置之相關措施。

惟在實務運作上，新聞局可舉辦各部會新聞現場應變實務演練課程；以及建立各

部會間機會實習機制；藉由經驗的累積，強化危機發生時，新聞現場應變能力。

「阿瑪斯號事件」發生後，環保署公關室經由該事件實務運作經驗的累積，目前

已建立各縣市環保記者聯絡名冊；並數度開闢現場新聞中心之運作機制。 

九、危機爆發期，應立即召開記者會，或設立新聞中心，因應媒體需求 

危機事件本身即具新聞特性，危機爆發，媒體已報導，此一階段是媒體亟需

資訊時期，新聞單位應盡速召開記者會或成立新聞中心，因應媒體需求與電視

SNG電視轉播作業，以利主導新聞議題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