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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隨著科技高度發展，人類慢慢由工業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但科技發展的

高度複雜與不可控制性帶來了各種災難、帶給人類社會新的恐懼和反省，核電廠

災難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這種源於現代化過程、始於人為決策、高度不確定性

的「風險」，成為今日思考現代性論題的核心之一，亦成為當代社會學關注的焦

點，並發展出所謂的「風險社會學」，因為所謂風險社會就是現代社會（Beck, 1986; 
Luhmamn, 1995, 轉引自周桂田，民 87：93）。 

周桂田（民 87）指出，由於科技的高度發展和現代社會高度複雜的功能分

化，過去社會學用以分析現代性的架構（例如契約/勞動、行動/階級、階級、資
本等）已失去力道與針對性，於是一個分析當代社會由於知識和科技發展所形成

的社會系統複雜分化與其危險的社會理論——風險社會學——開始嶄露頭角（周

桂田，民 87）。 
歐美學者如德國系統論大師 Luhmamn、英國社會學家 Giddens、德國社會

學家 Beck、美國學者 Perrow都嘗試對風險社會提出理論建構1。其中 Beck是第
一個提出「風險社會」概念的社會學家，他於 1986 年出版《風險社會：通往另

一種現代之路》，該年發生震驚全球的車諾比核電廠災難，使得本書立即成為暢

銷書，「風險社會」一詞也流行起來（顧忠華（編），民 90：i-ii）。 
Beck與 Giddens、Lash都是「自反性現代化」理論建構的大將，他們提出

「第二現代」來挑戰「後現代」，強調我們不應將對西方啟蒙理性的批判、對歷

史演化的質疑等現象理解為「後現代」，而應理解為「現代化的現代化」、或者「現

代化的激進化」（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過去是「現代化」改革「傳統」
（即「簡單現代化」），現在是現代化改革現代化，一種以自身為批判對象、改變

對象的「自反性現代化」。不過，Beck、Giddens與 Lash對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定義不盡相同， Beck認為自反性現代化不是以現代化救現代

化，而是現代化「自食惡果」，所以，反身性現代化的社會變遷動力在於現代化

的「副作用2」，當官僚體系對科技安全的保證破產、當保險業已無力/不願擔保
某些風險時，當「無法知道」的「非知識」（unawareness，即風險）帶來可怕的

災難、不再被容忍時，將造成社會上不同行動者對於如何定義與面對「風險」的

爭議與衝突，社會自我對抗、反身性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此展開（顧忠華，民 83，
民 90；周桂田，民 87；朱元鴻，民 83；吳文成，民 86；劉維公，民 90）。 

在 Beck的自反性現代化過程中，媒體被賦予相當重要的地位。近年來，開

始有傳播學者注意到 Beck的風險社會理論，並嘗試與之對話（如，Cottle, 1998; 

                                                 
1 「風險社會」議題在九０年代逐漸受到社會科學界的重視，學者們嘗試從環境危機、制度面、

社會面（生產、秩序）等面向著手，進行對現代社會作為風險社會的分析。詳見Bechmann, G(Hrsg.)., 
1993；顧忠華、鄭文輝，民 82；朱元鴻，民 84（周桂田，民 87：94）。 
2 即原本被認為可用知識加以預測、控制且發生機率低，不足以影響大局，但卻屢屢突破安全閥，

釀成災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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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loch & Lupton, 2001），1997 年 7月於英國 Cardiff大學舉辦的Media, Risk and 
the Environment Conference即邀請 Beck與會3。由於 Beck的風險社會理論特別

關注「環境風險」，且特別強調「媒體」在「對抗風險」、「進入反身性現代化過

程」上的重要性，和本研究的問題意識相當吻合，將有助於研究者深化前一章的

問題意識，提出更細緻、更切中癥結的研究問題，本章首先回顧 Beck的風險社
會理論。 

另方面，傳播研究對於風險和反對風險的社會運動的媒體再現提出哪些觀

察？本章第二、三節將回顧傳播研究對這兩個主題的探討。 

 

第一節、Ulrich Beck 的風險社會理論 

 
Beck（1992）歸納出現代化風險的幾個特徵： 
 

1.日常性：就存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例如食物與飲水中的毒性物質、輻射鋼筋

屋。 
 
2.災難性：可能在一瞬間毀滅一切，或帶來無法修復、無法彌補的重大傷害。 

 
3.突破時空限制/全球性： 

在空間上，危害不再侷限於事故發生的地點，會全球性地擴散；污染與危

害一方面在生態系中不斷流通、累積，另一方面也靠生物的基因遺傳到下一代、

下下代⋯。可說是具有「全球性」、「世代延展性」。 
 
4.不可見、無法感知： 

現代風險不是一般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感官感覺、經驗的到的，

我們必須依賴科學/專家來測量程度輕重、提供因果解釋，使原本看不見的風險

變得可以被看見、可以被詮釋。因此，風險是一種開放的社會建構，詮釋者掌握

了莫大的權力。 
 

5.不確定性、難以預測、無法計算： 
隨著科學判斷的不確定性增加，風險的灰色地帶也跟著加大，預測力失

效。科學系統內部製造的不確定性延伸到外部關係，使得經濟、政治、公眾⋯各

領域的行動者（科學研究成果使用者）有機會參與定義知識的社會過程。 
在風險的認知上，我們沒辦法不依賴科學與專家；但令人憂心的是，科學

和行政機構對風險的計算已經失去效力，因為傷害已突破時空限制，根本無法估

                                                 
3 Beck於會議中發表的文章尚未發表，聯絡後仍無法取得。 



 9

算。目前以「因果證明」、「污染者付費」原則來作為事後的彌補、賠償，象徵意

義大於實質意義，無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6.「決策」的決定性： 
這種現代風險是工業化的「副作用」，而非地震、龍捲風等難以預測的天災。

許多風險都是在作決策時就埋下了因——在決策者決定要採用某種科技時已經

知道會帶來風險，但仍然決定採用。從反面來看，如果決定不採用這項科技就不

需承擔相關的風險。核電廠爆炸、輻射外洩、輻射鋼筋、核廢料污染、海砂屋、

各種飲用水污染、行動電話電磁波⋯⋯，以及本研究的主題—焚化爐的危害（戴

奧辛及其它毒物）就是屬於這一類的風險。 
 
除了「一瞬間毀滅一切」的潛力外，本研究所探討的「焚化風險」滿足上

面每一項特質——看不見、觸不著，充斥在日常生活環境周遭、難以計算、「決

策者已預知風險卻仍決定冒險」——這種難以預防、從四面八方而來、讓人無所

遁逃（不是搬離焚化爐就可以高枕無憂）、卻又始於「人禍」的現代化風險，帶

給人類巨大的恐懼與不安，因而也興起了一波波批判和反對的浪潮。 
 

壹、風險社會：再製舊有的壓迫 

 
Beck 的風險社會理論關懷結構性的風險難民——人類社會的弱勢者以及

「自然」。 
風險具有「迴力棒效果」（boomerang effect）——風險會平均地分配給每一

個人，沒有人能躲得掉，污染者最後終將自食惡果。例如第一世界輸出有毒工業

到第三世界。但這些毒物將透過食物鏈，累積在咖啡、糧食裡面，再回到第一世

界。 
在這個層次上，人人都是受害者，風險位置不等於階級位置，風險社會並

不能完全取代階級社會。但如果把這兩種分配邏輯放在一起檢視，我們會發現，

階級社會與風險社會中的不平等有許多重疊，後者會製造前者。 
雖然風險具有「迴力棒」效果，但很多時候卻傾向先落在弱勢者——工人

階級、弱勢族群/種族、非第一世界國家——的身上。例如清理核子反應爐的工

人因為需要這筆（較一般豐厚的）收入而犧牲了自己的健康，賺的是「賣命錢」。

或是第三世界國家接收第一世界國家輸出的高污染工業，以環境、人民健康來換

取溫飽與經濟成長。 
更弱勢的是受人宰制、取用、傾倒垃圾的「自然」。Beck認為，當人們看到

其它生物被傷害、在受苦時，人們也會感同身受，感覺到自己和其它生物的關係、

連帶，感覺到自己的責任。於是，一個生態的連帶（solidarity）—人類、動植物、

整個地球的社群連帶—正慢慢地在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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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科學與風險的關係 

 

一、風險的肇因 

 
Beck 認為，只考慮如何提升生產力卻看不見風險、不斷追求創新

（innovation）的技術-經濟理性是現代風險的肇因。工業社會中的「創新」經常

帶來鉅大的社會變遷，但這些變遷有很大一部份未獲得民主正當性4，卻成為保

留給「企業投資自由」和「科學研究自由」的特權。而為產業服務的科學眼中只

有「生產力的提升」，卻看不見風險。 
在意識型態的層次上，技術-經濟理性躲在「追求進步的社會共識」這隻保

護傘之下，規避民主政治的審視；在經濟層面，各產業不僅以「競爭」為由拒絕

透露「商業機密」，更以「已投資下去」為理由來抗拒反對的意見——在現今社

會，勞工的命運已與資本緊緊相繫，國家必須考量大量失業所帶來的社會衝擊，

無法毫無顧忌地施展鐵腕，只能在意外發生後收拾殘局，為商業利益善後。 
唯有當風險不斷增加、「進步的共識」受到社會大眾質疑時，這個真正掌握

決策自主性、有權卻無責的「技-經次政治5」才會被迫現出原形，無法再佯裝無

辜。 
 

二、風險的運作過程：標準制訂與兇手判定 

 
風險是傷害、不幸發生的機率，同時也是一種處理現代化帶來的危機

（hazards）和不安全（insecurities）的「系統性方法」（Beck, 1992: 21）。為經濟
力服務的科學/科技不只是風險的製造者，在每一個風險建構、風險運作的過程

中都扮演著判定生死的角色。首先，制訂「防污標準」的科學研究將污染轉化成

風險，誘使我們接受： 
 

（一）「防污標準」等於污染許可：合法化風險的機制 

 
Beck指出，政府訂定各種污染防制的標準其實是一種賦予污染物/污染者合

法性的做法。工業排放物只要符合這些「可接受的標準」（accepted levels）就會

                                                 
4 如討論、投票、共識⋯等最簡單的民主原則。 
5 Beck認為，隨著「技術-經濟發展」帶來危害與（或）社會變遷的能力逐漸被重視，使它失去

「非政治」的角色，落在政治與次政治之間，變成一種第三實體，獲得一種「次政治」混血的不

穩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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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義為沒有毒、沒有污染。這個機制否認了污染者與污染之間的因果關係，保

護了污染者，也將風險正當化/合法化為現代化不可避免之的副作用。 
接受這個邏輯就是放棄「不要毒害」的要求，承認毒害是一種「正常」的

狀況。如果人們堅持以「不要任何毒害」為前提，就不會落入「到底多少劑量的

毒害是可以接受的」這個討價還價的陷阱。 
「可接受標準」這個機制其實掩蓋了許多問題： 

 
1.任何的「可接受標準」都建立在兩個錯誤結論上： 
(1)「對人的影響」其實是得自於動物實驗的結果。不同動物之間差距很大，人

與人之間的差異可能是同種動物之間沒有的；此外，實驗室裡人為控制的情境、

研究所設定的限制和實驗室外的實際狀況相距甚遠。 
 

(2)毒物流入環境，人成為實驗室的白老鼠而不自知。而當人感覺到身體不適時，

卻還必須自負舉證的責任。實驗室的動物還會被仔細觀察、紀錄，人卻沒有。 
 
2. 污染物越多，個別的「可接受標準」也越多，卻從不去考慮加法的問題，忽

視毒物的「加成作用」，即兩種毒物加在一起時可能會產生大於二的效果。 
 
3. 未受「可接受標準」管制的物質，不被認定為毒物，也就等於「沒有毒」，完

全不受管制。這才是最可怕的。一個新的化合物從研發出來到受到管制，要經過

好幾年，毒物鑑定永遠在毒物生產的背後苦苦追趕。 
 
4. 科學要求「精確」的精神，排除了許多「可能」的風險，提高了風險篩檢的

門檻，這使得篩檢出來的「風險」減少。 
 
5. 這些「可接受標準」是如何被制訂出來的，外人無法得知。（Beck, 1992：
pp.64-71） 

 
科學研究在現代化擁護/推銷者的應用下，成為合法化風險的機制，讓污染

排放、污染製造變成一件可以控管、所以應該被允許的事情。而在污染傷害環境

與人體的跡象慢慢浮現後，我們還必須取得科學的「證明」才行。 
 

（二）傷害的因果鑑定：可操弄的結果 

 
當污染或傷害造成時，我們必須藉由科學研究對因果關係的詮釋來找出兇

手/應負責任者，也就是說，必須有科學研究證明這個污染的結果是由某個原因

所引起的，我們才有權力制止這個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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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此處科學成為風險的「定義者」。不幸的是，要科學在複雜的大環境

（或人體）中辨識出單一的污染源，比起得以控制各種變數的科學實驗難得多了。 
科學研究可能能力不足，尚無法得出好的因果關係，找出加害者和受害者

的連結，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科學研究的呈現方式受到有意識的操弄以減輕加

害者的責任，例如，將污染值除以廣大的人口數便可大大降低污染程度；或在報

告的呈現上以污染物為主題，避免以受害者為主題來論述等方式。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風險」這套合理化工業污染外部性的機制的

每個環節中，科學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它是風險的定義者、鑑定者、監督者，

卻也經常成為風險的保護者。 
「進步的共識」把所有的問題、風險正當化為「副作用」、「客觀限制」、「科

技的社會衝擊」，使科學得以繼續保持客觀中立、道德無瑕的形象。事實上，科

學詮釋的不確定性已使它自己遭遇到「應用面自主化」(the autonomization of 
application)的問題——科學變成一種工具，科學研究的結果可能為任何人服務，
使用者可以自由挑選對自己有利的科學詮釋/結果來使用。 

科學不只是可以為各方所用的工具，還是一種如尚方寶劍般好用的工具。

「科學知識宣稱的教條化」已使科學研究結果的效度獲致一種不容質疑的權威，

成為科學理性霸權，主導所有爭議與決策，壓制/否定了社會理性、人的親身經

驗⋯⋯以及其它的判斷標準。「科技官僚統治」（technocracy）就是一個典型的產
物。 

 

參、誰來對風險帶來的災難負責？ 

 
科技官僚統治/專家系統之所以能壟斷決策，搶走議會的決議權，和「不聽

從科技的民主將導致無效率」的意識型態有很大的關係。（Beck, 1993）。但是當
風險變成災難時，卻常常找不到該為此事負責的人/制度，陷入「有組織的不負

責任」的困境。 
現代化過程中，高度分化的各領域（如：商業、政治、法律）之間存在著

系統性的互賴。任何一項傷害的造成都可能是這些系統互動之下的結果，因此，

很難追究出一個單一的肇因與責任歸屬。也就是說，因應高度分工系統而產生的

是一種普遍性的共犯結構，一種「普遍的缺乏責任」（lack of responsibility）的結
構。每一個人都身兼原因和結果，構成了一個因果鍊（chains of causality），環環

相扣，於是就變成：沒有原因、找不出原因。這暗示了：一個人可以持續地做某

一件事，卻不需負擔任何道德和政治責任。這種因果鍊創造了上述扭曲的倫理，

也促使傷害持續地產生。 
 

肆、No Way Out? 反身性現代化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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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如上述的分析，人在風險社會中人無所頓逃、求助無門，那麼進入風

險社會之後是不是就等於踏上自取毀滅的不歸路了呢？Beck 尚未完全絕望，他
提出了「反身性現代化」來作為人類社會的自救之道。 

Beck所稱的反身性（Reflexive; Reflex）不是自我反省（Reflection; Reflect），
而是面對自我、自我反叛（self-confrontation）。他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動的、
非意圖的、看不見的、反射動作式的，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的轉移」稱作「反

身性」（Reflexivity），那麼「反身性現代化」指的是：自我面對工業社會體系無
法（適切地）處理、克服的風險社會的後果；也就是社會以自身直接面對現代化

的風險。 
Beck 將反身性的現代化區分為兩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那些非意圖製造

的、隱而不顯的「副作用」必須在工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被面對。第二個階段則是

意識的增長、對這些狀況的反省（reflection），與對這些過程的回應，於是「風
險」成為政治、學術、公共論述討論的對象 (Beck, 1993:28-35; Cottle, 1998:12-13, 
周桂田，1998：95-96) 。 

Beck企圖以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來取代批判的社會理

論，認為可避免批判理論一直以來「必須先設定某些檢驗的標準，然後再加以批

判」的弱點。在反身性現代化中，社會變成自身的問題、議題，並進行自我批判
6。 

一個自我批判的社會如何可能？Beck 認為生態版的福利國家體系仍無法擺

脫科學權威主義和過度的官僚制等干預主義的弊病，他提出「去束縛的政治」（the 
unbinding of politics）作為反身性現代化的政治形式/精神。回顧民主政治的發
展，正統政治（議會民主政治）在某種層次上歷經了普遍化、去中心化的歷程，

不再是掌握決策權的唯一場域和中心。許多「次政治」（subpolitics）都具有不可

忽視的影響力，例如前面提過的技術-經濟理性，原本屬於「非政治」的範疇，

卻因其具有未經民主原則審視便可逕自決定社會變遷的強大力量而獲致一種「次

政治」的地位。又例如新社會運動、公民創議團體公民宣言乃是公民以主動參與、

思辯、團結來捍衛自己原本受憲法所保障，卻受代議政治、技術官僚治國弊病戕

害的基本權利。 
因為政治的去束縛化，次政治挑戰正統政治，不同的次政治相互對峙（當

然也能相互結盟），決策權從遙不可及的政治層峰釋放出來，掌握優勢權力者/
既得利益者不能再遂行壟斷，開啟了讓另類、弱勢的利益和價值被聽見、尊重的

可能性。於是，在一個自我認定為風險社會的社會中，批判被民主化（critique is 
democratized），社會上不同理性、不同團體，甚至社群內部不同意見彼此對抗、

相互批判（專業自我批判的建制化）——專家與反專家相互頡抗、政治人物遭到

公民創議團體的抗議、工業受消費者組織抵制、不同工業因利害關係而衝突、不

同議題的組織也可能因為支持的價值優先順序不同而產生辯論、對立⋯⋯，政治

                                                 
6自我批判在此指涉的是，在系統與制度之中/間，出現的（可以被組織、有結盟能力的）衝突對

立面（，而非只出現在他們與私領域重疊的範疇中）（Beck, 19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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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束縛化使得反身性現代化的自我批判成為可能。 
 

伍、去束縛的政治：分殊化的次政治 

 
Beck 認為，新社會運動、公民創議團體、司法體系、媒體、私領域⋯等次

政治組成了一個新的政治文化，是與既得利益觀點相抗衡的重要力量。但只要是

權力鬥爭就不免有弱肉強食，強者勝出的隱憂。Beck特別強調媒體與司法7是捍

衛公民權利的重要機制，也是次政治論壇中的中心論壇、兩大支柱，作為補救。 
 

一、社會運動：反身性現代化的主要動力 

 
本研究認為，媒體與司法體系均具有論壇/權力鬥爭場域的性質，且帶有「社

會公器」的象徵，使它們在觸發批判、行動的功能上退居較被動的位置，常常需

要其他領域的行動者先發出異議、啟動辯論或控訴不公/受害，或者發生重大災
害事故，它們才會意識到（或優先選取）某個事件/議題，改採主動。 

這些發聲的行動者（可能是個人、組織/團體，甚至是族群，）便是要阻擋

優勢/既得利益群體（如，政治、科技、商業權貴）將風險/傷害/不正義加諸在一
般人和整個地球生態環境之上的抗衡力量，個人在私領域可進行文化詮釋的抗

爭，草根組織在地方政治層次進行參與式民主與代議民主的辯證、議題團體推動

主流之外的知識與價值觀的深耕、專家與反專家在媒體上辯論等這些都是社會運

動在不同層次上的面貌，因此本文認為在 Beck風險社會理論中，社會運動是批

判科技理性、反省風險議題最重要的行動者。 
不過，社會運動要發揮影響力，常需藉助媒體的傳播力量，在 Beck的理論

架構中，媒體處於非常關鍵的位置，同時扮演了示警者、建構者、批判者、論壇

等多重角色。 
 

二、身負重任的真實建構者：新聞媒體 

 
Beck 認為，風險社會只能從「它同時也是知識、媒體與科學的社會」這個

前提來捕捉，因為環境風險的災難性、複雜性、不確定性與不可見性8，使得我

們需要新聞媒體的揭露、強調、濃縮與具象化（特別是電視新聞）的功能來使「看

不見」的風險變成「可見/可認知到」的風險。 

                                                 
7 Beck認為司法獨立於政治系統之外，可監督政治系統的決策，保護人民權益。 
8Beck認為，環境風險和其他現代化風險如，失業的風險不同。一般人可能在日常生活的經驗當

中感知到失業的風險和痛苦，甚至反思，但無法從日常經驗中感知到環境風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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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上揭露具體存在的風險，使社會大眾認知到「風險/問題確實存在
著」是 Beck風險社會理論賦予媒體的首要重責大任。當媒體揭露某鄉鎮（將）

被傾倒有害廢棄物時，可能馬上引起當地居民的抗爭，故其具有喚起行動、改變

政治議程的能力。 
除了「揭露」風險的功能，Beck 也未忽略媒體建構真實的力量。不同的

風險定義彼此競爭，新聞媒體定義風險，詮釋風險的力量更是不容小覷。Beck
一方面認為「新聞自由」提供了很多「影響社會問題定義」的機會，為異議者開

啟了一些發聲的空間；另一方面亦悲觀地點出（1）媒體仍面臨結構上的限制（如

新聞事業資本集中）（2）市場力量（例如，媒體對於風險議題的短期狂熱）與風

險產業的公關早已攜手合作來操控「依賴媒體、可被操弄的社會大眾」，（3）電
視的標準化與疏離效果已慢慢將人從自身的生活脈絡中抽離。 

除了揭露問題、建構問題之外，媒體也是次政治的中心論壇———社會上
各種爭議相互交鋒、對陣的場域。和相對較封閉的司法程序相比，媒體更具有公

共性格，其每日報導的影響可廣及全國，甚至全球的閱聽人。 
媒體與司法體系除了具有中心論壇這種看似較中立的角色之外，同時也扮

演公民權利的捍衛者。但在不同觀點、利益相互對抗、批判以前進的反身性現代

化中，誰來評估這兩者是否忠於職守（保障公民權利）？我們如何「制衡」在傳

統政治理論中超然獨立、用以制衡行政、立法權的司法權，以及所謂的第四權（新

聞媒體）？司法體系和媒體是否會成為無人匹敵的新獨裁者？誰來挑戰無冕王，

誰來批判批判者？Beck 仍舊以「反身性」自我對抗的概念來回答這個問題，他

認為強壯、獨立的媒體和法院必須以不斷地自我批判來進行自我控制。 
在今日，媒體是一般人獲得外界資訊最主要的管道，Beck 更特別強調其「揭

露風險、具象化風險」的責任與「次政治的中心論壇」的角色。媒體到底如何再

現環境中潛藏的風險，值得實際深入探索；媒體如何再現社會運動這個「批判、

反對風險」的主要力量，亦直接影響到「風險」在媒體上呈現的「面貌」，以下

將回顧傳播學門的媒體再現研究，看看傳播學門是否對以上問題提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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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環境風險/污染的媒體再現研究 

 

Beck 指出，一整套的風險體系把確實的污染變成「不確定」的風險，把原

來不具正當性的「污染」變成可接受的「風險」數值，如此一來將有助於「風險

科技/建設」的推動，卻掩蓋了嚴重的污染問題。傳播研究如何看待環境污染、

環境風險，以及兩者之間的關係？以下回顧探討「環境風險」、「環境污染」的媒

體再現研究。 

 

壹、再現（環境）風險的挑戰：不確定性 

 
本研究討論的焚化風險，和其它風險一樣都具有「不確定性」的特質—證

明焚化爐「安全性」的科學與技術、檢驗戴奧辛是否造成污染的流行病學等「科

學」，都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因而在社會中引發爭議。媒體如何報導「風險

爭議」，對於社會大眾的風險「認知」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Kitzinger & Reilly(1997)曾回顧媒體在風險爭議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些研究

發現，媒體已經開始去注意科學的「不確定性」特質，有助於社會大眾對於某些

危機的關注；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媒體傾向刻意避開風險，轉而提供「肯定現狀

（reassurance）」的訊息。在某些個案中，媒體毫不批判地將科技發展再現為進

步（progress），甚至對重大的威脅、隻字未提，必須等到這些議題從其他管道進
入公共領域時，媒體才會開始去追逐、報導。 
以下就針對風險的「不確定性」特質來探討媒體的再現與媒體的守門過程。 
 

世紀之毒？新聞記者選邊站 
 
焚化爐排放出的毒物中，以世紀之毒「戴奧辛」最受到注目。Friedman(1999)

即以「科學的不確定性」概念來檢視美國媒體對戴奧辛毒性爭議的再現，發現記

者個人立場是影響媒體再現偏向的主因。 
美國媒體早期（1960 年代中期～1980 年代末）對於戴奧辛「世紀之毒」的

地位深信不疑。1991～94 年間，科學家開始爭論戴奧辛的毒性是否如過去所認

定的那樣可怕，在這場爭論中，環境記者也根據個人原本的立場分裂成兩派，一

派認為戴奧辛並不比其它風險可怕，環保署訂出的規範過於嚴苛；另一派則繼續

支持戴奧辛為致命毒物，認為質疑戴奧辛毒性者的動機是為了促使管制鬆綁。 
各報記者的立場反映在報導上，使得相關報導呈現兩面倒（繼續支持/質疑

戴奧辛的劇毒性）的局面，同一個事件/訊息在不同報紙的報導中常出現南轅北

轍的詮釋。記者使用選擇、重組、強調/淡化等機制來撰寫新聞，藉此繼續捍衛

自己的立場。例如，在美國環保署公布戴奧辛再評估報告的初稿時，《紐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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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戴奧辛對胎兒有害」作為標題，強調環保署「戴奧辛不比抽煙危險」的說

法，把再評估草稿中「可能使人致癌」的聲明放置在報導的第五段。相反地，持

對立立場的報紙/記者，強調環保署再評估草稿中「可能使人致癌、致癌以外的
還引發其它傷害、戴奧辛在食物鏈中不斷累積」的說法，把環保署「和抽煙比較」

的說法作淡化處理。 
值得注意的是，不同立場的「專家」與不同「結果」的「科學研究」成了雙

方競爭時所使用的工具。因立場不同而互相攻訐的環境記者，不約而同挾「科學」

以自重，以科學界消息來源的品質來鞏固自己報導的優越性，並和對手競爭誰對

科學的詮釋較正確。 
Friedman認為，在這場爭議中，環境記者社群的內訌已經引起編輯、主管與

讀者對其專業的質疑，但記者也從中獲得不少學習與成長——媒體對風險議題的

處理比過去更小心謹慎，開始使用較多的篇幅來解釋戴奧辛的致癌潛力和其對人

體其它系統的傷害。不過，記者個人立場依然在新聞報導中「戴奧辛毒性到底嚴

不嚴重」的判斷上產生了決定性的影響。下面這個研究則突顯出新聞守門過程的

另一個關卡——編輯對於環境風險新聞是否能夠登上新聞版面的取捨。 
 

沒有新聞，死幾個人吧—依賴證據的風險新聞 
 
Kitzinger & Reilly(1997)追蹤英國報紙和電視新聞對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簡稱 BSE，一般稱為「狂牛症」）議題9的報導，發現「新的、

科學證據」對於該議題是否被媒體重視（大量報導）影響甚鉅。在沒有「新的、

科學證據」的期間，BSE議題必須倚賴其它「重要的」新聞價值才能獲得媒體關
注，在此時官方消息來源取得了主導的地位，以「訊息箝制」策略成功地壓制媒

體對此議題的報導或討論。 
此議題在 1990 年被大量報導，之後慢慢趨於平靜，偶而有零星報導，卻在

1996 年再度成為媒體焦點。Kitzinger & Reilly認為，狂牛症所帶來的政治、經濟

衝擊（如，當年科學研究證明 BSE宿主不只為牛，英國學校餐廳開始禁用牛肉、

歐洲各國開始禁止英國牛肉進口）才是它在早期吸引媒體興趣的最主要原因。

1990 年末報導量開始下降，也是因為英國出口到歐洲的禁令解除而非其它因素。 
由於科學界對於「狂牛症對人體到底有沒有影響」一直沒有肯定的答案，在

1991-1995 年的「新聞平靜期」中，政府主管機關（MAFF，農漁食品部）「史達
林式」的資訊箝制策略成功地抑制了媒體報導。1996 年爆發數個人類死亡的案

例，狂牛症再度成為媒體焦點，報導量遠勝過早期的高峰。 
一直關注此議題的新聞工作者指出新聞專業為「新」所困的窘境；在官方諭

令相關人員三緘其口的平靜期，沒有新的事件發生，強調狂牛症嚴重性的「反專

                                                 
9 該研究並未將 BSE定義為「環境風險」，但由於專門探討「環境風險」的媒體再現的研究極少，
且本研究認為 BSE 不止人類會被傳染，各種動物都有被傳染的可能，其透過食物鏈傳播的特徵

和本研究討論主題—戴奧辛—相同，故將之定義為「環境風險」，納入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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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未能提出新的科學證據，即使記者很關注此事，也懷疑官方「掩蓋危機」，

卻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為編輯要「新的東西」，不接受老調重談。因而有

記者發出「我們需要有人死」（來幫助凸顯此議題）之嘆。 
 
從以上兩個研究我們發現，科學證據的重要性——在戴奧辛研究中，立場

相反的記者在科學證據的效度上激烈競爭；在 BSE 研究中，「新的、科學證據」

更是 BSE 議題是否可以突破突破官方消息來源的「資訊箝制策略」，獲得大幅報

導的決定性因素。 

當議題欠缺新的、科學證據時，如果有其它可滿足「新聞價值」要求的特

質（例如，BSE 研究中，BSE 帶給英國的政治經濟衝擊），亦可幫助該議題獲得

媒體注意。另一方面，強勢的消息來源——政府（官員）——的影響力亦不可忽

視，在 BSE 研究中，官方消息來源封鎖訊息的動作成功地壓制了記者對 BSE 議

題的追蹤。 

 

貳、「環境污染」的媒體再現 

 

在「環境污染」的媒體再現方面，Daley and O＇Neill(1991)分析 1989年 Exxon

公司在阿拉斯加海域洩漏原油的意外的媒體報導，發現某些報紙的「災難敘述」

(disaster narrative)把漏油意外「自然化」、並有效地從「海運系統」和「追求替代

能源」這兩個論述主題中撤出」。因此，「相關的環境議題被媒體引離政治場域，

引入（政治無法介入的）「科技的不可避免性」的場域」，再製了政治與財團的「Big 

Oil」霸權(Daley and O＇Neill(1991)，轉引自 Allan et al., 2001: 9)。 

李奉安(民 75)以內容分析法探究中時、聯合兩報對「核電廠環境污染新聞」

的再現，發現「立即、明顯的安全問題」是最主要的主題
10
，台電是最主要的消

息來源，專家學者出現的次數勝過居第三位的政府官員。比較中時與聯合的差

異，發現聯合報在核電廠污染議題上的立場較批判、較凸顯污染問題的嚴重性。 

林斯凱（民 91）將竹科的「工業環保新聞」放在台灣特殊的政經脈絡中檢

視，發現所謂的大眾化報紙—中時、聯合—傾向在全國版呈現竹科「高獲利、低

污染」的光明美好圖像，而當地居民關注的環境污染報導以及相關異議論述則傾

向被「邊緣化」、窄化在地方版。在 91 則以「環保議題」為主題的新聞中，有將

近三分之二（59 則）出現在地方版；透露「環保優先」、「高污染」訊息的新聞

出現在地方版的次數也高出全國版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個人的能動性」與「報社地方版和社區的（政經）關

係」這兩個關鍵因素。中國時報記者陳權欣從一路追蹤竹科污染問題，卻遭遇到

晚報發給獨家報導獎金、日報卻要他「寫報告」的狀況，林斯凱指出這是因為晚

報編輯部在台北，沒有人情包袱；有些日報編輯、主管與社區（竹科廠商）淵源

                                                 
10 在出現數量上依序是安全維護>生態保育>核廢料處理>景觀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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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深、會多所顧忌的緣故。 

民國 86年，竹科產業公會召開臨時理監事會，呼籲各會員抽掉原本要刊登

在中時的徵人廣告以抵制陳權欣在污染問題上的窮追不捨。這個動作震動了中時

高層，中時副總、總編還親自南下溝通此事。之後一段時間，相關的報導很明顯

被壓制下來，連原本較尖銳的晚報也一起噤聲。直到環保局開單告發，有「科學

證據」，其它媒體開始跟進報導污染問題時，廣告抵制的箝制力才消失。 

 

參、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 

 

Dunwoody & Griffin(1993) 分析美國明尼蘇達州三個已列入「超級基金」

（superfund）控管名單的污染個案的媒體再現，試圖找出影響媒體報導的因素。
在此篇研究中，不同的「污染」場址各自具有不同程度的「健康風險」；「健康風

險」的嚴重程度是用來檢視「污染新聞」的一個變項。 
研究發現，第一，風險的嚴重程度卻不是一個預測媒體重視程度的好指標，

風險嚴重度和媒體的關注焦點並不必然相應。例如，（污染所帶來的）「健康風險」

是個案二的媒體再現中最主要的框架，但該場址的污染程度卻是是三個個案中最

輕的。 
第二，媒體再現中出現的框架和個案實際發展內涵，以及社區原有的重要議

題亦有很大的關係。個案一中出現最多次的報導框架是「解決方案」（該如何清

除），因為要清除此處的污染需耗費很長的時間。此外，個案一社區原有的問

題——兩鄰近社區在領土劃分上的爭執與衝突——也不斷出現在污染個案的報

導之中。個案三位處五大湖區，商業和休閒漁業的興衰對當地居民的經濟生活影

響甚鉅。七年來的媒體報導框架均以「如何清除污染」和「如何復興當地商業與

休閒漁業」為主，完全沒有出現討論健康風險的框架11，即使受污染河川中許多

魚類已被禁止食用。 
第三，、報社在「專業意理」上的選擇亦是一重要影響變數12。報社內部（編

輯、主管）在什麼是社區居民想知道的新聞、媒體在健康風險上是否應該扮演看

門狗的角色、污染嚴重程度、應強調議題的哪個面向等問題上的判斷，都直接影

響到了媒體再現。 
第四、肉體的受苦經驗亦可能獲得記者的同情與報導。在個案二中，當地一

個深受其害的家庭不斷看見（因含有鉻而呈）黃色的雪、水，且不斷有人生病。

這種痛苦的經驗深深影響了記者對「健康風險」的認定，因此當官方聲稱此污染

的風險甚低時，記者仍繼續強調污染帶來各種傷害的可能性。 

                                                 
11 此地的污染問題在列入超級基金名單之前已有發展，該文作者推測早期應出現過健康風險的

框架，但因時間久遠，未列入此研究的分析樣本中。 
12 在該研究中，作者引用 Olien, Tichnor & Donohue(1989)「社區衝突-媒體角色」模型的「社區
結構因素」來作解釋（參見下一節），但本研究認為「報社在「專業意理」上的選擇」不必然要

和「社區結構因素」有關，有時可能是行動者個人（突破結構限制）的價值判斷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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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社假設讀者是非常忠實、認真的，記得過去曾經報導過的訊息，

如果一直提供他們重複的訊息，讀者會不高興。這導致報紙常在初期提供不少風

險的討論，但在後續報導中便不再重複。 
上述回顧的傳播研究中，只有一篇同時論及環境污染與環境風險，其餘則

是風險歸風險、環境污染歸環境污染。在Dunwoody & Griffin(1993)的研究中，「健

康風險」是一項用來衡量「污染嚴重程度」的指標，同時也是研究者拿來衡量媒

體表現的指標——結果發現，媒體並不會因為風險「嚴重程度」較高就義不容辭

地用力報導，還必須搭配其它很多因素才可能受到媒體重視。 

例如，科學研究、科學證據、還有——新的科學證據——是影響媒體報不

報導的重要因素；此外，閱聽人或報社認定為重要的議題也會影響環境風險或污

染的再現，可以助其登上版面，或進入該議題的再現場域，成為重要的議題「面

向」。例如，BSE 研究中全國層次的政治、經濟衝擊以及超級基金污染場址個案

中的社區議題。 

再者，中外研究皆證實記者個人的能動性相當具有影響力，可以透過一些

隱微的機制（例如選擇、重組⋯）左右一家報社在某個議題上的偏向，但是在新

聞產製的過程中，往上還必須通過編輯、報社角色定位、報社政經利益考量的層

層關卡才行。林斯凱的研究即指出，報社基於經濟利益考量壓制對廠商不利的環

保、污染新聞，放棄媒體「監督者」、「批判者」角色。而當群眾觀點（社區居民

關心竹科污染問題）與廣告收入這兩個經濟來源的觀點相衝突時，報社會選擇後

者。 

反環境風險的社會運動，常是社會中最主要的風險把關者，但其傳播能力

卻不如媒體。當媒體從「主動監督」這個社會責任上棄守時，我們將更倚賴反對

環境風險的組織者提出另類詮釋框架，和政府/廠商的「風險計算/管理」框架進

行鬥爭，以進入反身性現代化對抗風險的過程。因此，媒體如何再現反風險的環

境運動，對於社會如何看待「風險議題」亦有著深刻的影響。 

以下即回顧環境運動的媒體再現研究，檢視運動者發動的詮釋框架鬥爭是

否得到媒體的再現，又是如何地被再現，並探討新聞媒體在環境運動的媒體再現

上扮演何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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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環境運動的媒體再現研究 

 
以下先回顧相關的理論觀點，再回顧實證研究。在台灣本土的實證研究部

分，本文將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來作介紹，試圖在「累積經驗、釐清問題」之外，

為近代台灣媒體與社運的關係發展，以及台灣「社運-媒體」的傳播研究版圖作
一個簡要的整理。 

 

壹、理論觀點 

 
本研究認為，傳播研究中有兩種層次的理論/觀點可用來分析/解釋社會運動

與媒體的關係（當然，包含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再現）。第一種層次較鉅觀，關注

媒體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存在「多元」和「宰制」這兩種相異的解釋觀點；第二

種層次較微觀，關注媒體在社區衝突中扮演的角色，抽繹自傳播學者 Olien, 
Tichnor & Donohue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進行的實證研究，具有強烈歷史地理色彩。 

許多對抗性的環境運動（最常見的例子是反對某種建設）都是以某一個地

方為軸心開展出去，例如反核（四）運動中的貢寮，反美濃水庫中的美濃，反杜

邦運動中的鹿港。在這些地方反對的聲音最強，動員力也最強。 
社會運動研究者 della Porta & Diani指出，社會運動與個別抗爭的重要區別

在於：參與者是否把單一抗爭視作長期行動的一個環節（而非個案），以及參與

者是否感覺自己和其他類似行動參與者之間存在著連帶（感）(della Porta & 
Diani，苗延威譯，2002：22)。 

因此，一個小鄉鎮的反焚化爐抗爭，可能是侷限在地方政治層次的社區衝

突，也可能是台灣反焚化爐運動的一部份，和其它組織串聯、彼此回饋，必須視

情況而定。 
本研究認為，由於「社會運動」是多層次的、是不同組織與個人在社區、鄉

鎮、縣市、南台灣、東台灣、全國、甚至全球的層次上作動員與串聯，以試圖解

決社會衝突、促成改革或結構變遷，那麼這兩種理論觀點（雖然後者有著強烈的

地域屬性）都有助於本研究在問題意識上的探討。 
以下先分別介紹這兩種理論/觀點。 
 

一、媒體與社會變遷：多元觀點 v.s. 宰制觀點 

 
在傳播學門的討論中，新聞媒體和社會運動都被認為具有帶動社會變遷的

潛力。 
在消極層次，新聞是一面「再現」（represent）社會真實，而非全然忠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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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reflect）社會真實的哈哈鏡；在積極層次上，新聞媒體常被寄予肩負「社
會責任」的厚望，被要求發揮「監督」、「守望」、「批判」⋯等功能來「針砭時事」，

以「媒體言論」來提醒閱聽大眾「應該注意哪些重點」、「可以從什麼角度、觀點

來切入問題」，扮演一個社會中的「第四權」、「守門狗」。 
那麼，作為「再現/詮釋-真實-綜合體」的新聞媒體，經過內在兩種矛盾力

量的拉扯過程之後，究竟是反映社會變遷的作用力佔上風，還是帶動社會變遷或

阻礙社會變遷的作用力獲勝呢？ 
關於第一個選項，由於建構論觀點被媒體研究大量採用之後，多數研究者

已不再去要求媒體報導要達到所謂的中立客觀、不帶任何建構地「反映」真實，

因此問題只剩下後面兩個選項。傳播學門中探討媒體與社會運動關係的兩個典

範——宰制/支配典範和多元典範提出了不同的答案13。 
多元主義典範認為社會上的權力是分散的，沒有一個群體能夠取得長久的

優勢。媒體掌握在擁有自主權的管理菁英手中，享有某種程度的自主性，因此媒

體具有帶動社會變遷的潛力。宰制典範則認為權力集中在社會菁英或資產階級手

上，媒體傳播的是維護既得利益者統治優勢的觀點，對於社會變遷的阻礙會大於

推力。 
如果，我們同意社會運動是人類藉由意志與行動，循代議政治以外的管道

來反對不公平正義的宰制與宰制者，是促成社會變遷的重要力量，那麼媒體在「帶

動社會變遷」的運作上就是同情社會運動、和社會運動結盟的；反之，如果在媒

體內部由「維護既得利益，阻礙社會變遷」的傾向取得主導權，那媒體就會和社

會運動為敵，或至少是不友善的。 
 

二、美國地方報的理論模型：「社區衝突-媒體角色」關係 

 
Olien, Tichnor & Donohue(1989)提出「社區結構」作為一個解釋/預測媒體社

區中所扮演角色的變項。其背後的預設是認定社會結構對於社會意義的生產有很

大的影響。因此，社區結構也同樣會影響社區面對衝突的方式/態度，影響在這

結構中的人的想法和作法，也影響新聞（工作者）的想法、作法、態度。 
他們由此出發，建構出「社區性質與報社立場的關係」模型來解釋地方媒體

（社區報）在社區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在人口組成同質性高的社區傾向以

非正式的方式來解決問題/衝突，媒體傾向扮演共識建構者、政經勢力鞏固者的

角色。相對地，組成較多元的社區傾向以公開、正式的模式來面對衝突、解決衝

突，其社區媒體傾向扮演回饋的角色——提醒社區注意在地問題（轉引自
Dunwoody & Griffin, 1993）。 

本研究認為，第一種層次的觀點的抽象預設很強，第二種層次則是脫胎於

                                                 
13近年來，兩派逐漸採納對方的優點向彼此靠攏，漸漸合流為「新修正主義」（new revisionism） 
(Gurevitch et al.,1982; Curran,1990; 1991;陳雪雲，1991，胡晉翔，1994，葉瓊瑜，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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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的理論模型，其實可以作一個適度的結合。他們要追問的其實都是：媒

體反映的是誰的觀點？維護的是誰的利益？後者找出「社會結構」這個中介變

項，試圖以此解釋媒體在什麼條件下會支持既得利益者的立場，什麼時候會多方

並陳，反映各方觀點。 
 

貳、實證研究 

 
為從台灣本土實證研究中耙梳出社會變遷過程中，媒體與社會（環境）運

動的關係發展，以及傳播學門內部的典範轉移，特別將本土研究與外國研究作一

個區分。 
 

一、國外研究 

 
Gitlin(1980)使用「媒體框架」來分析美國媒體對左派學生運動的報導，他

將媒體框架定義為：「認知、闡釋、呈現與選擇、強調、排除的持續形式」。研究

發現媒體使用了瑣碎化（ trivialization）、兩極化（ polarization）、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凸顯組織內部歧見、刻意低估人數/影響力、凸顯暴力場面等

框架機制（framing devices）來再現左派學生運動。（Gitlin, 1980；；張甄薇，民
81胡晉翔，民 83） 

Parenti(1986)亦發現，媒體常基於自身立場而祭出貶損抗議者的「框架」，

例如消減報導內容、瑣碎化、邊緣化、不平衡報導、刻意低估、忽視/不報導等。
（Parenti, 1986；陳秀鳳，民 79；張甄薇，民 81） 

Gamson & Modigliani（1989）提出「媒體包裹（media package）」的概念，

認為一個議題的媒體論述中會包含幾組不同的「詮釋包裹（ interpretive 
packages）」，為（解讀）該議題提供意義。他們分析四種媒體文本14中的核能論

述，發現早期媒體論述中以「進步（progress）」框架15為主流，緊接著由於石油

危機，「能源獨立（energy independence）」框架出現，隨著時間發展、核電廠意
外事件發生，「軟性訴求(soft path)16」、「公共責任(public accountability)」、「不符

經濟效益(not cost-effective)」等反核框架慢慢進入媒體場域。在三哩島事件的報
導中，出現了一個新的框架——浮士德「與魔鬼交易（Devil’s Bargain）17」框架。

這個框架統合了之前的「擁核」的框架與「逃命（run away）18」框架，呈現出

                                                 
14 分別是全國新聞網的電視新聞、幾家具聲望的新聞雜誌、政論漫畫(editorial cartoons)與民意論

壇（opinion column）。 
15 在此情況下，框架與包裹為同義詞，被作者交替使用。 
16 本研究根據作者提供的引文判斷，此框架訴求的是一種「小而美的科技觀」。 
17 即興建核電廠是一種與魔鬼交易的行為，反核者會據此更加反對，贊成者則認為可以一睹。 
18 此框架是認為核電廠就像神燈精靈，一旦被召喚出來以後，人們就無法再駕馭他了。作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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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不要核能會很慘，要了也會很慘」的論調。 
有些媒體報導只談具體事件的進展，並不提及（或給予反核者機會說出）

任何一種反核框架；有些採取「兩極對立框架（dyadic conflict frame）」來呈現

擁核和反核的衝突，雖然給反核者說話的機會，卻只剪了「我們誓死反對」這句

話，而非反對核能的理由，或任何反核框架。（Gamson & Modigliani，1989） 
Hansen(2000)分析英國三家不同經營型態的報紙（Daily Telegraph、Daily 

Mail、Daily Mirror）對於 Greenpeace 阻擋油品企業 Shell 將除役的原油運轉站
Brent Spar 沈入海底的運動（campaign）19的報導。研究發現，這三家報紙報導

此議題的核心框架，在一開始就已經定調，並未隨著事件戲劇性的發展而改變。

Daily Telegraph把 Greenpeace的抗議行動放置在「抗議運動與團體以不合法的手

段抗爭」這個更大的框架中，並以「不民主（不符民主程序）、反商、誤導民眾、

不成熟」等指責來批評 Greenpeace，並把 Greenpeace 刻畫成一個財大氣粗，可
與 Shell 抗衡的跨國組織20。和 Daily Telegraph 相反，Daily Mirror 不但稱呼

Greenpeace 為「英雄」、「綠色戰士」、「鬥士」， 更強調自己是第一個揭穿 Shell
醜聞的報紙，要和讀者一起參與這場光榮戰役。Daily Mail相對來說比較中立，

但仍把 Greenpeace刻畫成勇敢、奉獻、堅定、足智多謀的和平示威者。 
Hansen指出，敵對的雙方—Greenpeace與 Shell—都提出科學證據來為自己

背書，官方/Shell陣營主張「科學研究指出沈海是最好的處理方式」；Greenpeace
也提出自己的科學評估報告，主張沈海將使海洋生態面臨嚴重衝擊，而非只是打

出「道德」訴求。因此，在相關的媒體報導中，「科學」並非自成一個論述框架，

而是各方（甚至是報導本身）援引為自己主張背書的工具；Daily Telegraph 和
Daily Mail雖然也報導海洋污染的風險，但卻強調，科學說這是對環境衝擊最低

的處理方式、科學是唯一理性的選擇⋯展現出其對科學無比的信心。 
不過，媒體雖然引用科學，但是詳細的資訊卻付之闕如，再度呼應了過去文

獻所說的，媒體以處理「事實」為主，甚少處理「科學如何運作、風險是如何被

評估出來」等問題。 
採用 Olien, Tichnor & Donohue(1989)理論模型的研究亦為「媒體」如何在社

區衝突中發揮影響力提供了實證經驗。 
Dunwoody & Rossow(1989)發現較不多元的社區的媒體在高階核廢料處理廠

設置的爭議上，嘗試以減少報導該議題來減少社區分裂，較多元的社區的媒體相

對地較冒險進取，報導角度較廣也較願意反映相衝突的觀點，符合 Olien, Tichnor 

                                                                                                                                            
為此框架的宿命論、放棄的態度勝過「反對」的態度。 
19 Greenpeace成員開汽艇登上 Brent Spar，遭到 Shell保全人員驅逐，之後又突襲登上 Brent Spar，

英國官方一度派遣軍隊「保護」Shell的「財產」，來往攻防之間，成功地使這個議題成為全國，

甚至全歐洲注目的焦點。這個運動在歐洲引起消費者運動，許多消費者以拒絕到使用 Shell的加

油站加油，逼使 Shell最後取消了沈沒 Brent Spar的計畫。 
20有別於其他二報傾向將此比喻為聖經中大衛和巨人的對抗，Daily Telegraph把 Greenpeace刻畫
成一個世界各地都有分部、資金雄厚的巨人，和 Shell對抗是兩巨人相鬥，國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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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ohue(1989)「社區衝突-媒體角色」的理論模型預測。（轉引自 Dunwoody & 
Griffin, 1993） 

Taylor et al.(2000)則試圖擴充這個模型，探究「小而異質」（fragmented 
communities）的社區和地方媒體的關係。研究發現在小而異質的社區中，媒體

選擇支持廠商，反映社區權力精英的利益。MSP（Marine Shale Processors）公司
計畫在美國路易西安那州東聖瑪麗教區21設置焚化爐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此事

一經報紙披露，隨即引起社區居民間的矛盾對立22。該社區的地方報（Daily 
Review）傾向支持地方上既得利益者(企業、地方領導者(官方))的立場：因為一

開始報紙的評論是反對焚化爐的，但後來卻轉而變成支持興建焚化爐，Taylor et al.
認為這是因為後來有一些地方官員和廠商開始支持焚化爐業者的緣故。Daily 
Review 在社區衝突的每一個階段都以正面的框架來正當化焚化爐廠商，在動員

和對峙階段皆透過社論和意見專欄來支持 MSP，當該報被質疑立場有所偏頗

時，報社還以社論來宣示自己的「客觀」。在消息來源的比例方面，官方和廠商

在每一個階段都是最主要的消息來源。 
 

二、台灣本土研究 

 
民國七０年代是台灣擺脫動員戡亂時期的威權統治，面臨民主轉型的關鍵

時刻，也是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年代——環境運動、勞工運動、政治運動⋯⋯相

互聲援結盟，激盪出許多火花。七０年代的台灣傳播研究也反映這樣的社會脈

動。在這段時期，特別是七０年代晚期，有 8篇傳播領域的碩博士論文選擇以「社

會運動/自力救濟/社會爭議」作為研究主題，10篇碩博士論文以環境議題/環境運
動的新聞報導為分析、研究的對象。 

以下依序回顧民國七０年代與八０年代之後的傳播研究。 
 

（一）民國七０年代：「媒體角色」的實然與應然 

 

蘇蘅(民 75)、游其昌(民 76)以及呂桂華(民 79)選擇以重大環境爭議議題——

核四建廠、杜邦設廠——作為研究媒體如何報導社會衝突事件的案例，關注媒體

的立場與報導方式。除了上述以「重大社會爭議」來「看待」反核運動與反杜邦

運動之外，大部分的研究則是從國家—民間的關係切入，以「社會/街頭運動」
或「自力救濟」名之（參見池歆華，民 77；胡愛玲，民 77；陳秀鳳，民 78，陳

                                                 
21東聖瑪麗教區屬於人口稀少、離散的鄉村聚落，但在社區油業擴張的幾年間遷入許多人口，因

此該社區成員組成的異質性很高。 
22社區居民一方擔憂焚化爐將嚴重污染環境和人體健康，另一方則盼望MSP這個大企業能夠帶
來工作機會，拯救這個已經沒落的工業城。 



 26

雪雲，民 79；馬雨沛，民 79；陳素玲，民 79）。 
從這些研究的分析中大致可歸納出這段時期媒體再現社會/環境運動的幾個

特徵： 
 
1.官方消息來源一直都是最強勢、擁有最多發言機會的消息來源，而運動參

與者或異議聲音最弱勢、被邊緣化23。 
 
2.新聞報導經常夾敘夾議，有強烈主觀意見涉入，未提供相關背景資訊，傾

向醜化社會運動（如，強調其不合法的面向）。越偏向官方立場的報社對社運的

報導越不利。 
 
3.「報社立場」/「報社與政權的關係」是一個很好的解釋變數。官報（中

央日報、台灣新生報）最偏向官方/國家立場，自立晚報最支持社運，中時、聯

合等則在光譜中間游移。陳素玲（民 80）分析反杜邦運動的媒體再現，發現中
央日報以「負面報導、質疑、警示」的訴求為主，表達對自力救濟事件的排斥與

反對，中國時報亦有將自力救濟事件當成社會動亂來源的傾向。自晚則是「中立

報導」或不具明顯訴求的報導方式，保持中立客觀。 
 
4.報社立場對新聞報導中的「論題重心」亦造成影響。在反杜邦的報導中，

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公營報紙）的「論題重心」依序為：政府能力、專家評

估、經濟效益，而中時、聯合（民營報紙）則是：專家評估、政府能力、防治標

準（游其昌，民 76）。在核四爭議的報導中，呂桂華（民 79）發現中央與聯合均

以政府決策、專家評估與安全因素為「論題重心」，自晚突出專家評估，中時則

凸顯核電辯論。 
值得注意的是，「專家評估」這個「論題重心」不論是在最偏官方的中央日

報，或是最偏運動的自立晚報都名列前茅，不難窺見媒體對於「專家權威」的信

任與依賴。 
 

（二）民國八０年代至今：理論、方法建構與框架分析 

 
在民國七０年代的相關研究幾乎都強調媒體的角色與功能，且提出自己對

媒體責任的看法。研究者多強調「客觀中立」的精神，期許媒體能客觀報導，提

供閱聽人理性選擇的基礎，研究方法多採用內容分析，或以質的分析搭配內容分

析。 

民國八０年代以後，社運的媒體再現的研究焦點逐漸轉向： 

                                                 
23 唯一例外的是中時在反杜邦衝突升高時，民眾與民代(皆 14.53%)的出現頻率多於杜邦公司

(11.97%)（游其昌，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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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播理論模式、分析工具的建立（許傳陽24，民 81；楊韶彧，民 82；羅世宏，

民 83；蘇湘琦，民 83；林福岳，民 91）， 

 

2.消息來源的媒體策略與媒體框架的互動分析（參見許傳陽，民 81；胡晉翔，民

82；翁秀琪，民 85；周瑞貞，民 86；張桓凱，民 86；彭慧蕙，民 86）， 

 

以下就按照這個分類方式，回顧以「環境運動」為主題的傳播研究。 

 

1.傳播理論模式與分析工具的建構 

 

許傳陽(民 81)以宜蘭反六輕運動為例，分析不同經營型態的報紙（中央、聯

合、民眾）與不同立場的消息來源（反六輕組織/台塑/中央政府25）之間的互動，

試圖建立一個「議題傳散的動態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反六輕組織主要近用的

媒介是「替代性媒介」（地方版），台塑主要近用的媒介是「建制媒介」（全國版）。 

社會衝突的激發與社運組織的媒體策略有助反六輕議題從地方版溢散（spill 

over）到全國版，也有利社運組織者近用全國版。但相對地，台塑陣營所持的「促

進經濟景氣」論調則由全國版共鳴至地方版。 

雖然衝突的激化有利於社運組織近用全國版，但許傳陽認為這不代表運動

組織已經取得意義的主導權，他發現報導的內容，多半侷限於行動事件的報導，

證實了 Tichenor 等學者的看法：這種報導方式只促成對「問題的界定」，而非「塑

造問題的情境」（Tichenor et al., 1984:14，轉引自許傳陽，民 81，p.70）。雖然地方

版偏向反映地方反對的聲音，但是對於「行動事件」的強調，無法將「反對六輕」

立場背後的觀點與論證，帶進媒介這個「公共領域」中「進行思考和辯論」。全

國版對於社運所激發的議題並未熱切討論，地方版又以「行動事件」來處理，如

此的報業結構對於地方環境運動的發展非常不利。 

在消息來源影響力的強弱消長方面，許傳陽評估消息來源出現比例的變化

後指出26，解嚴之後的台灣「似乎願意多開放一點空間，容納社會運動者的聲音」。 

蘇湘琦（民 83）也從議題建構的理論出發，探討不同議題在不同媒介間的

傳散方式。由政府主導的「官方議題」（彰濱工業區重新開發）是從建制媒介（中

央/聯合）「共鳴」至另類媒介（自晚/民眾）27；公眾發起的「公眾議題」（黑名單

開放），則是從另類媒介（自晚/民眾）「溢散」至建制媒介（中央/聯合），呼應國

外相關研究，以及前述許傳陽的研究結果。 

此外，不同類型的媒介處理議題時的側重面向不同，就彰濱工業區重新開

                                                 
24許傳陽（民 81）的研究橫跨這兩種分類，併入 1.討論。 
25 研究者將中央政府當成「事件評論者」。 
26 反六輕組織 31.6％，台塑 15.4％，中央政府 11.0％。 
27 蘇將媒體分為：建制媒介（中央/聯合），居中媒介（中時），與另類媒介（自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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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報導而言，「開發及規劃面向」佔了建制媒介與居中媒介 50％以上的比例，

另類媒介的報導面向雖然也以「開發及規劃面向」為多（36.7％），但仍十分重

視「生態環境」（28.3％）與「養殖戶生計」（21.7％）面向。雖然在立場方面，

各報大多為「中立」的態度，不過蘇湘琦認為，「只要側重的議題面向不同，就

已經足夠表達媒介的立場。」（粗體字為研究者所加）（P.89） 

前兩個研究均試圖建立不同政治立場28的媒介與不同消息來源/議題的連帶/

親近性，都發現媒介之間確實有溢散和共鳴的動力存在，也就是說立場位於光譜

兩端的媒體在報導立場的偏向上會逐漸向中間靠攏。不過許文的媒介類型區分是

全國版/地方版，蘇文則是主流報紙/異議報紙，兩者層次不同。 

民國七０年代至八０年代早期的研究多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不同「論題

重心」的出現次數，蘇湘琦（民 83）則檢視媒體處理議題時的「側重面向」，其

實這些不同的名詞其實都是類似的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媒體在報導某議題時提及

了哪些面向/詮釋角度。民國八０年代中期，傳播學界開始使用「框架」這個概

念來取代上述分歧的稱呼，框架分析遂成為台灣傳播學界研究社會運動的重要分

析工具。媒體框架分析有時會搭配消息來源的「媒體（近用）策略」一起分析，

為社運組織尋求更多、更有利的媒體再現機會。 

 

2.媒體框架與消息來源的媒體策略 

 
楊韶彧（民 82）從消息來源的媒體策略和媒體內容這兩條路徑來探討核四

爭議中，消息來源與媒體（中央、中時、自晚）的互動。研究結果發現抗爭者的

媒體策略比其他消息來源更具體，但是策略的具體程度並不能保證媒介近用的機

會29。 

消息來源的出現頻率依序為：界定者、第三者、抗爭者，但隨著年代改變，

三者之間的差距變小。承續著民國七０年代，「報社立場」依舊決定是消息來源

偏向的變數，抗爭者幾乎都出現在自晚30，而中央不論在消息來源的立場，或是

議題態度上，都是最支持核四的。中央有高達 27 位（占 43.5％）「無法確認身份」

的消息來源，都是專欄，短評，或其他類的作者，他們一致支持核四（楊韶彧，

民 86：p.146）。 

立場方面，雖然「無明顯態度」幾乎成為三報出現最多的狀況，但是不同

類型的媒介會強調的議題面向也有所差異31，楊韶彧認為這顯示了媒體力求平

衡、客觀報導的原則，但也證明了媒體會以較隱晦的方式「積極參與議題建構的

                                                 
28 這裡的「政治」包含狹義和廣義的政治。廣義的政治立場指的是在環境政治、性別政治⋯等

各種公眾議題的立場光譜。 
29 媒體策略由消息來源的「宣稱態度」、「著重面向」、「論證方式」與「媒介事件製造」四項合

計而成。 
30 15 次中有 11 次。 
31中央日報的偏重順序為：無著重面向、安全面向、經濟面向。中國時報為：政治面向、科技面

向、經濟面向。自晚為：無著重面向、政治面向、科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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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張桓凱(民 86)以蘭嶼達悟族反核廢料的運動為案例，探討新聞框架與草根組

織「意義框架」與「媒體策略32」之間的關係。有別於其它研究，張桓凱將焦點

放在「意義的建構」，著重於呈現草根運動組織建構運動的意義框架的過程33。  

整體而言，政府/工業部門與草根團體在消息來源出現的頻次上差異不大，

但是與統治集團越親近的報紙（按：指中央日報）越偏向官方立場，主流報紙（中

時、聯合）較持平，光譜的另一端（自晚）則是最偏反核團體。張桓凱認為主流

報紙未有明顯偏向，是因為報禁解除後，主流媒體為了商業競爭，選擇「不標舉

政治立場」的策略來謀求利潤。 

張桓凱的研究是目前為止台灣的社運媒體再現研究中，唯一一篇引入「風

險（評估）」理論觀點的研究，剖析專家與常民在風險認知上的衝突，其實是導

因於兩者採用了兩種完全不同的風險評估典範—專家採用的是科技理性典範，重

視科學解釋、溝通、補償；常民採用的是文化理性典範，要求平等、反對壓迫少

數民族的滅族行為。張文發現，媒體文本中最常出現的框架為「滅族行為」、「平

等」、「文化衝擊」，這與環保運動所著重的面向一致，因此可說「環境風險論述」

中「文化理性」的觀點佔上風。34 

綜合許傳陽（民 81）、楊韶彧（民 82）、蘇湘綺（民 83）、張桓凱（民 86）
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即使到了民國八０年代，.「報社政治立場」/「報社與政
權的關係」依然是一個很有力的解釋變數，中央日報繼續擔任國家意志的傳聲

筒，自晚等報紙仍堅持其非主流、異議發聲的路線，但是彼此的差異變小——這

意味著民國八０年代的媒體對社運釋出的發言空間較七０年代大，態度也變得較

友善。 
張桓凱（民 86）認為媒體「表面的中立化」是基於利潤考量，刻意淡化本

身的政治立場以吸引更多讀者，蘇湘綺（民 83）、楊韶彧（民 82）的研究發現則
指出媒體其實是收起民國七０年代大張旗鼓的直書立場，退守到隱晦的建構機制

                                                 
32一開始運動者並沒有意識到應該要有「媒體策略」來與媒體互動，只是依靠文化界、媒體界的

朋友，以及同情運動，願意支持運動的的記者的幫忙。在「驅逐惡靈」的抗爭中，族人穿戴戰鬥

盔甲、舉行驅逐惡靈的儀式是為了凸顯達悟族為族群存滅、族群自治戰鬥到底，但這種「異國文

化情調」、「新奇性」卻吸引了媒體的注意，但也隱含著議題成為新聞「消費的商品」的危險。 
33張桓凱試圖以文獻回顧與深度訪談描繪出解達悟人反核廢運動的發軔與過程轉折。草根組織者

以「惡靈」這個社群成員（特別是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老人』）能理解的符號來指涉原不

在達悟人生活脈絡中的「核廢料」，作為動員的意義框架，讓老人家們可以瞭解核廢料的傷害、

帶給達悟族的滅族威脅，而起來反抗。因為蘭嶼反核廢運動不但和整體的反核運動密切相關，同

時也是達悟人的「原住民自治運動」，「對於（蘭嶼）反核運動追求「自治」或「自覺」深層意義

而言，「惡靈」更具有文化和語意上的抗爭意義。」（張桓凱，民 86，P.74）（括號為研究者所加） 
34 Plough & Krimsky（1987）對於風險傳播的研究提出傳統定義與象徵定義兩種觀點。傳統定義

來自「科技理性」的典範，指「對與風險有任何利害相關的團體之間的資訊交換，而這些活動是

有目的性的活動」。象徵定義來自「文化理性」的典範，指的是「（以公眾或是私人方式進行的傳

播）告知社會成員有關風險的存在、性質、嚴重性、或是可接受的程度。」（轉引自張桓凱（民

86，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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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強調不同的議題面向）背後。社會變遷帶給社會運動組織較多的媒體再

現機會，但要小心被媒體「商品化、娛樂化」的危險（參見註 10）。 
在傳播研究的典範轉移上，我們發現民國七０年代的研究普遍認為媒體應該

「中立客觀」報導社會爭議/街頭運動，民國八０年代以後的研究則站在支持、

同情社會運動的立場，關心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消息來源「如何進攻媒體」。民國

八０年代以後在理論建構、分析工具的發展上都有很大的進展，並開始有研究將

研究範圍從「媒體文本」擴展到「社運團體」，企圖結合社運團體的訴求與媒體

策略的發展過程以了解媒體與社運團體的互動過程。 
民國七０年代的社運媒體再現中，官方消息來源獨占鰲頭，異議聲音被邊

緣化，隨時間發展，社運團體在晚期相關報導中發言/被採訪的比例逐漸提升，

兩者差距縮小。在媒體訊息部分，早期媒體報導多夾敘夾議、意見參雜，晚期則

傾向中立，較隱晦地在議題面向/框架上發揮影響力。報社本身的政治立場、與

政權的關係一直都是預測、解釋媒體在消息來源、報導面向和立場上的偏向的變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