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理論基礎 

 

1985年美國《公共行政評論》（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管

理學者 Petak之「緊急災難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挑戰」（Emergency 

Management：A Challeng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乙文為序幕，專題

（Special Issues）探討與分析緊急災難管理系統之建制。在此同時，《政

策研究評論》（Policy Studies Review）也以專題報導方式，大幅介紹緊

急災難管理之相關理論與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之運作情況」，至

此有關緊急災難管理之探討在美國學術界與實務界蔚為風潮。然而，這

些學術論著，多傾向組織管理層面，很少論及人性面，以至於在實際運

作上常顯得扞格不入。晚近隨著民主意識的高漲，各國經歷數不清的自

然與人為災害危機後發現，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組織、管理、制度固然重

要，但是政府與利益關係人間的風險意識、溝通亦不可偏廢。 

從Marra（1993）、Guth（1995）、Benoit（1997）與 Lerbinger（1997）

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間微妙的變化。因此本文欲藉由美國波士頓大學管

理學教授 Lerbinger（1997）在「危機經理人：面對風險與責任」（The Crisis 

Manager：Facing Risk and Responsibility）書中所提出有關風險管理與溝

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等面向的探討，結合 Laurence Barton

（1993）的「預防行動系絡」（Preventive Action Families）作為理論基

礎而建立地方政府在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之運

作機制，以利防災、救災工作能順利進行並有效達成。 

 

第一節  危機概念回顧與危機管理 

一、危機的意義與特性 

（一）危機的意義 



危機一字在希臘文代表「判斷」、「決定」，在中文則具有「危險」、

「機會」涵義，而其最普遍的定義是「突然發生的大問題」，此一問題

的輕重程度，通常是以其佔報紙頭版版面的篇幅多寡來衡量。有些意外

事故情況雖然很危急、嚴重，卻不被管理階層重視；反之，即使是一個

小問題，一旦主要媒體以頭條加以報導，就會被當作危機來處理（Otto 

Lerbinger , 1997, p.4）。從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

對媒體報導的重視，顯示他們最關心的其實是其本身的聲譽，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的維護則是其次的。 

關於危機的意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本文中必須先將所要

討論的「危機」概念作一界定；依據牛津辭典的說法：「危機」係指國

家或組織於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轉捩點或生死存亡的關頭；而在韋

氏大字典中，其定義是事件轉機與惡化間的轉捩點。茲引述若干學者對

危機的界定如后： 

1. Barton（1993）某一主要的事件、不可預測的事件，具有潛在的負

面結果，事件及其結果可能顯著的傷害到組織及其員工、產品、服

務、財務與聲譽。 

2. Bell認為「危機」是在一段期間內某種關係中的衝突將會升高到足

以威脅到改變那種關係的程度（轉引自詹中原，民87）。 

3. Dutton（1986）認為「危機」通常和威脅或逆境等義涵相互使用，

意味著個人或一群體，其若不採取某些型態的補救行動時，則將會

產生一種有潛在負面影響感覺的認知。 

4. Jackson（1967）認為「危機」是發生於一個系統的事件或一連串事

件，它必須符合下列要件：（1）危機必須與人們要求政府具備的責

任有關，在自由民主國家通常包括下列最低程度的責任：a、外來

對主權與利益的挑戰b、恢復或避免失去對憲法的秩序c、避免與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2）危機使政策制訂者認知到決策必須



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3）無法預測未來，即使能預期也是一般性

的，無法針對特殊的事件。 

5. Lerbinger（1997）認為「危機」是導致組織陷入爭議，並危及其未

來獲利、成長，甚至生存的事件，它會威脅到組織的信譽、主要成

就目標等優先價值。 

6. Morse（1973）認為「危機」是突然出現一種情況，要求一個或多

個國家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作成一個政策選擇，此種情況要求在彼

此不相容，而都具有高度的價值目標之間做一種選擇（轉引自詹中

原，民87）。 

7. Pauchant & Mitroff認為：「危機」是一種會影響組織系統整體運作

的干擾；並威脅其基本設定，自我主觀認知與眼前的核心目標

（Lerbinger, 1997, p.7）。 

8. Wiener & Kahn（1966）兩位學者認為「危機」包括十二個面向：（1）

一種連續性開發的事件與行動的轉捩點；（2）一種情勢，需要參與

者高度的心智活動與計畫行動；（3）危機威脅涉入者的目標與目

的；（4）危機的重要後果將常為當事者未來的另一種危機；（6）危

機是一個時期，其評價情勢及因應措施不確定性增加；（7）一個控

制力及影響力減少的時間或情勢；（8）危機的特徵是緊急、經常造

成行為者之間的壓力與焦慮；（9）一種參與者資訊及情報特別缺乏

的情境；（10）危機增加時間的壓力；（11）危機改變參與者之間的

關係；（12）危機增加行為者之間的緊張，尤其是政治危機（轉引

自詹中原，民87）。 

9. Young（1967）認為「危機」是一種打亂體系或部分體系運作的情

境，也是對於體系內變數一種急遽與突然變化的狀況。 

10. 針對行政學與公共政策的研究方向而言，吳定（民85）教授所提出

概念：政府或組織在未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情境或事件，它



可能威脅到國家的生存發展或帶給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或其

他不良後果，迫使決策者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成決策，並採取行

動，使災害或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11. 國內組織學者孫本初（民84）教授則認為：危機是組織因內、外在

環境因素所引起的一種對組織生存具有立即且嚴重威脅的情境或

事件。 

以上學者對危機的界定多以國際關係、國家利益、組織管理、行政

學與公共政策等為著眼點，由於學者對危機的概念及研究角度的不同，

對其界定也會有所不同。至此，詹中原（民87）教授歸納性地對危機加

以界定：（1）危機是一種威脅國家利益及基本政策目標的情境；（2）危

機具有時間壓力；（3）危機要求必須立刻做決定；（4）危機含有高度戰

爭爆發之可能。 

（二）危機的特性 

為了完全瞭解危機的本質，並區分危機管理和日常管理之不同， 必

須對危機的定義加以延伸，全盤檢視危機的特性。最早對此提出說明的

Charles F. Hermann（1963）指出，危機的發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

管理階層已經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並意識到它會阻礙組織達成其優先目

標；（2）管理階層瞭解到，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將會惡化，終至無法

挽回；（3）管理階層面對的是突發狀況。 

由以上危機的定義、條件陳述中，可以發現危機主要的特性有三，

即突發性、不確定性、時間緊迫性，為進一步了解此三種特性，茲分述

如后： 

 突發性 

危機的爆發通常都是令人猝不及防的，但其發生不全然是突發的，

絕大部分危機是由諸多因素交互影響形成的，只是其前兆很容易被忽

視。換言之，危機的發生也可能是經過長期醞釀，直到時機成熟才一觸



即發。如果醞釀過程緩慢而微弱，管理階層一般都不會察覺，就像把青

蛙放在逐漸增溫的水中，牠將渾然不覺自己正慢慢被煮熟、邁向死亡

（Lerbinger, 1997, p.7）；誠如新近管理途徑亦認為危機之發生未必是「錯

誤的決定」造成，各種不起眼的小變數也可能釀成大災害，而抱持相對、

非均衡之多元觀點是現階段在面對各種危機類型時應有的基本態度。 

 不確定性 

這裡所指的不確定係包括狀態、影響與反應不確定，由於外在環境

複雜、變動急遽，而人類的理性有限，無法掌握完全資訊來預測外界的

變化、精確的評量每項事物，不確定性於焉產生；此種不確定會因危機

的發生而變得更加明顯。Patrick Lagadec指出當危機發生時，若是組織

內部意見紛雜，而外界的相關人士又牽扯在內，這些不確定因素將使組

織的危機處理方式以及運作都陷入混亂之中（Lerbinger, 1997, p.8）。 

 時間的緊迫性 

心理學家說過，一定程度的壓力可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壓力過

大則會破壞一個人的現實感，使其無法做出適當的決策。危機的突發

性、不確定性，加上巨大的時間壓力，在在提高了決策的困難度，而決

策者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就有限資源、資訊、高風險情境，作出適當的反

應以掌控情勢（Lerbinger, 1997, p.9）。 

此外，危機會隨其危機種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質和表徵，例如威

脅性、效果雙面性、持續性、階段性、複雜性與利益間的相互衝突性等，

都會對危機決策者、組織生存產生影響。 

二、危機的類型、成因與影響 

（一）危機的類型 

通常危機的種類會視情境組織的不同，而有多樣複雜的型態，著

名危機管理學者Fink（1986）依危機「產生型態」區分為（1）可預知

的危機（predictable crisis），如颱風、地震、水災、火災、旱災、種族衝



突等；（2）認知不全危機（misperceived crisis），因誤解所致或政府與民

眾間認知差距所產生之危機，如信譽卓著之銀行，遭人惡意造謠中傷，

發生擠兌竟致倒閉之情形；（3）無聲危機（silent crisis），如能源、環保、

貪污等平常不易感知危機存在者。 

另外，危機管理理論學者Nudell & Antokol則將危機類型分為（1）

自然災害（natural disasters），如風災、震災、洪水、雪害、海嘯等；（2）

交通意外事件（accidents），如空難、船難等；（3）科技意外事件

（technological accidents），如化學、核能意外災害等；（4）人為誘發之

災難（induced catastrophes），如政治示威、罷工、綁票劫機恐怖事件；（5）

戰爭對民眾所形成之危機（war-related emergency of civilians）（詹中原，

民79）。 

至於組織管理學者Lerbinger（1997）則依自然界造成的、人類演進

過程中所形成的、管理疏失導致的危機進一步地將其類型細分（1）天

然危機（natural crises）：即所謂的「天災」，包括地震、火山爆發、龍捲

風、颶風、洪水、山崩、潮汐、暴風雨和乾旱等威脅生命、財產和環境

本身的自然現象；（2）科技危機（technological crises）：從工業時代起，

人類運用科學和技術所造成的危機，其數量和結果都比自然危機多得

多。當人類試圖轉換自然環境時，遭遇不同程度的危險和不確定性，將

這些推到極致就會導致科技危機；（3）衝突危機（confrontation crises）：

企業、政府和各個利益團體為使需求與期望得到滿足，而進行抗爭，並

且在某些極端事例中不滿「系統」本身根本改革的個人與團體蓄意挑動

產生之危機；（4）惡意的危機（crises of malevolence）：當競爭對手與歹

徒企圖使用犯罪手法或是極端的伎倆對付某一企業、國家或經濟體，使

其不安或毀滅而表現出敵意時，便表示該組織面臨了惡意的危機；（5）

管理階層價值觀扭曲的危機（crises of skewed management values）：經理

人過份重視短期的經濟利益，忽略了比投資人更重要的的社會價值觀和



利益關係人的權益時，就會出現此類危機；（6）欺騙危機（crises of 

deception）：經理人對消費大眾蓄意隱瞞有關企業或產品的問題，或是提

供不正確資訊以誤導消費行為所造成的危機；（7）管理不當導致的危機

（crises of management misconduct）：此乃源自於社會上常見的價值觀扭

取與欺騙行為，甚至刻意進行的非法與不道德行為等，與社會所提倡的

倫理觀念相違背所造成的危機。 

（二）危機的成因 

造成組織發生危機的原因頗多，但因各學者所研究的重點不同，其

所探討的方向也就有所不同，茲就使組織發生危機的因素分述如后： 

1. 國際情勢變遷：在詭譎多變的環境中，後現代開放式的組織之衝擊

是無所不在的，例如歷經二十一世紀末的泡沫經濟之後，以往被認

為在公司治理領域領先全球的美國，2002年初爆發了恩隆公司

（Enron）、安達信會計事務所（Arthor Andersen LLP）等一連串弊

案，引發全球性金融風暴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2. 大眾傳播媒體之壓力：媒體的報導通常會影響一般社會大眾對事務

的看法，如果組織在處理危機並未將正確的訊息提供給媒體、告知

民眾，而刻意掩飾錯誤或延遲發布消息等，均會對社會大眾、組織

本身遭受到負面的影響（孫本初，民84），例如民國 89年因金融風

暴影響，而出現稅前虧損十七億元的華僑銀行，經過一年的整頓與

努力，於隔（民 90）年年初國內經濟情況顯著改善的同時，第一

季稅前盈餘達八億八千九百萬元，卻被某媒體錯誤報導財政部已指

示其他行庫接手僑銀，因而導致僑銀出現異常提領。 

3. 勞方意識抬頭：員工為爭取自己的權益，紛紛組織工會來與政府或

資方進行談判，希望能獲得後者的尊重、公平的待遇等，設若談判

不成則多以自力救濟的方式向政府或企業施壓，例如中華民國全國

教師會為爭取開放公教人員組織工會、適用工會法等訴求，於去



（91）年 9月 28日發動全國教師大遊行，而獲得政府善意的回應。 

4. 不法份子的破壞行動：使用殘忍、出其不意手段威脅公、私組織有

愈來愈多的趨勢，例如 2001年 9月 11日，兩架飛機撞進美國金融

中心「雙子星大樓」，旋爾軍事重鎮「五角大廈」也繼而遭到飛機

重創，此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攻擊行動，使得各國政府對此種不法

行為備感壓力沉重而不敢掉以輕心。 

另外，扭曲的組織文化與行為、不當的管理、組織內人員對危機情

境的誤判、僵化的組織結構、財務狀況的良窳等都是直接、間接造成危

機之關鍵。 

（三）危機的影響 

危機對組織成員、決策者與組織本身之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一般而

言，當危機情境出現時，對於組織及其成員會產生極大的壓力與焦慮，

在此情形下，組織及其成員將會以異於平日的方式來處理危機事件，並

把其注意的焦點放在危機的來源上，把較不相關的的活動予以降低或忽

略，以便能全心全意地處理眼前的危機（孫本初，民84）。根據Pauchant 

& Mitroff認為危機之主要影響：（1）危及正當性；（2）推翻、打亂組織

的策略任務；（3）擾亂主觀世界，包括對外界及自我價值、權力、認知

的觀感（Lerbinger, 1997, p.7）。 

危機處理過程中，通常可以用「危機影響值」（crisis impact value）

來衡量危機產生的影響。而所謂「危機影響值」係指危機發生以後無人

挺身阻止、避免、控制或克服危機，所造成生命與財產等損失的影響。

影響值愈高，表示危機影響的範圍愈廣、牽涉的層面愈複雜；預測危機

時，將潛在的危機影響值計算出來，可以在事前了解危機的影響力（Fink, 

1986, p.37-38）。 

危機不僅破壞組織作業流程、管理技術，也會威脅整個組織的價

值、信念、精神象徵、文化及感知系統，過往產官學界都將危機視同「負



面」、「異常性」產物，其實如果運用得當，危機也可以產生「正面效應」，

在直闖組織靈魂的同時，找出其核心問題，並進行診斷。 

三、危機管理 

許多學者常將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與危機處理（Crisis 

Transaction）視為同義詞，相互混用。事實上，前者包括危機的事前防

範、事中及事後的處理等彼此連續的完整過程；後者係指危機爆發後所

採取的因應措施，它著重於事後的處理（吳定、陳德禹、張潤書與賴維

堯等，民85），與危機控制（Crisis Control）的旨趣近似，也就是於危

機發生之後，再針對當前狀況及危機情境，研訂有效執行策略，以消弭

危機或減少損害。茲就國內外學者專家對「危機管理」之界定分述如后： 

1. Fink（1986）認為任何防止危機發生，以及消弭危機所產生的危機與

疑慮，而使人更能主宰自身命運的手段或措施，都可稱為「危機管

理」。 

2. Hayes認為：危機管理是一種適應性的管理及控制過程，它是由以

下六個管理步驟所組成：（1）密切地對環境作監測；（2）實際地對

問題作了解；（3）找出可用的替選方案；（4）預測行動方案可能的

後果；（5）決定行動方案；（6）下達辦理方向及排定計畫內容等（吳

定等，民85）。 

3. 孫本初（民84）教授認為危機管理乃是「組織為了避免或減輕危機

情境所帶來的嚴重威脅，而從事的長期性規劃及不斷學習、適應的

動態過程。亦可說是一種針對危機情境所作的管理措施及因應策

略」。 

4. 前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毅（民88）則將危機管理定義：「組織體

為降低危機情境所帶來的威脅，而進行的長期規劃與不斷學習，反饋

的動態調整過程」。 

綜上所述，可知組織對於危機有計畫、有組織的管理措施與因應策



略，此一管理措施與因應策略包含危機的準備、處理及復原過程。易言

之，危機非僅於發生時要處理，平時亦應有預防措施，並且評估危機發

生之績效等制度化之作為。故自管理之本質及政府處理危機之計畫策略

行為觀之，我們似可將政府之危機管理定義如下：「政府為防止國家生

存與利益遭受威脅，以及避免或減緩人民生命及財產遭受損失所進行之

政策策略規劃、執行（處理）、考核評估之一連串過程，包括事前之預

防機制、發生時之處理機制及事後之檢討、評估作業（吳定等，民85）。」 

最廣泛受到學術界、實務界認可的緊急處理計畫是由美國國家緊急

事務處理局（FEMA）研擬而來，即一般所謂的「整合性危機管理系統」

（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EMS），此系統是以多目標途

徑為主要考量，其基本假設在於各類型的危機均有共同的特性，並將危

機管理分為四大階段的政策規劃及執行過程（詹中原，民79）；本研究

茲就自然危機綜合前者與Lerbinger（1997）所提之緊急處理策略

（Emergency Management Strategies）說明緩和（mitigation）、準備

（preparedness）、回應（response）以及復原（recovery）等四階段間不

僅具有依序漸進的「階段性」，還具有環環相扣的「循環性」關係。要

成為一位優秀的危機管理者必須在面臨災害時熟悉此四階段，才能有效

預防危機，或者將災難所造成的傷亡減至最低限度，並對下一波的災害

加以防範。 

緊急處理策略可分為三個時機，即危機發生之前、危機發生的當時，以

及危機結束的善後。在危機發生之前，管理者應查明該組織最可能面臨

什麼樣的危機、及其發生的可能性，然後事先做好準備。在第二階段，

即危機發生當時，是轉變最劇烈、最不穩定、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時間

緊迫，而且必須在極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決策。此時管理階層最高目

標是將危機本身以及媒體報導所造成的傷害減到最低。在第三階段（即

善後階段），管理階層應致力於重整組織架構、組織文化、控制機制及



管理政策，藉此恢復元氣並重振組織的聲譽。 

古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要避免危機最好的辦法就是事先

準備好一個完整的危機管理計畫，並時常照章演練。擬定先期計畫的目

的，是讓管理階層盡可能瞭解組織的不確定性及其所面對的風險，當危

機發生時才能全盤掌控，妥善處理。圖4-1中Barton（1993, p.51）說明

預防行動可以因管理上事前準備不周而遭受的損害，危機管理者可以在

此圖解下清楚地了解各種不同的內部與外部關係的交互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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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預防行動系絡 

資料來源：Laurence Barton, 1993,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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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描繪 



一個完整的應變計畫必須做到以下幾點（Lerbinger, 1997, p.20-28）： 

1. 草擬應變方案、溝通過程及責任劃分時，避免模稜兩可，語意含糊。 

2. 給負責處理主要危機事件的人員明確指示。 

3. 危機發生期間，提供組織發言人面對媒體與大眾時的指導原則。 

4. 找出組織中可用之緊急資源與人力。 

為了達成上述四項目標，Lerbinger（1997）認為必須事先做好以下

工作： 

 確認潛在風險區 

組織應先調閱過去所有緊急狀況與意外事件的剪報資料，召集所有

未被納入規劃小組編制的資深部門主管，包括法務、保全、人力資源、

安全工程師，以及地方政府官員、警察單位、消防單位、社區領袖，徵

詢他們的意見，列出曾遭遇的危機種類及主要問題，並決定最可能面對

的危機種類。除了考慮組織的特殊弱點之外，規劃小組尚須根據組織的

公共特質評估其一般弱點所在。經驗顯示，組織的公共特質愈受到肯

定，公眾對該組織的期望與評價也愈高而容易成為政府、媒體和社會行

動團體的箭靶。 

 設立危機門檻，指派危機預警負責人 

應變計畫設立危機門檻作用在於具體的警示信號或指標，可顯示危

機即將發生或迫在眉睫。聯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波帕爾

（Bhopal）毒氣外洩事件就是因為事先沒有設定危機門檻，才會拖延警

告當地居民並協助撤離的時間，造成兩千餘人死亡、二十餘萬人重傷。

而大部份的危機在發生之前不會出現清晰的警訊，忽略組織外所發生的

事故、議題或趨勢也會形成預警機制的盲點，如果不加留意，危機隨即

降臨。因此必須指派專責人員注意每一個警訊的後續發展，在其危險程

度達到危機門檻時，即向危機管理小組提出報告。 

 設立危機管理小組及危機聯絡中心 



由組織負責人、資深主管、公關室主任、法律顧問、安全主任，以

及人力資源主管等設立高階的危機管理小組。小組中每一位成員都被指

派負責處理一種緊急狀況，如火災、水災或其他人為災害等，各司其職。

組織應該讓所有的人都充分了解危機管理小組的功能、關係，以及每一

位成員的任務。在訓練危機管理者方面，應多利用各種遊戲、模擬情境

方式進行演練，蒐集資料、溝通、分析數據、決策等方面能事先嚴格的

訓練，一但有狀況，才能冷靜地處理危機。 

 事先取得應變計畫措施的許可 

如果需要向政府主管機關申請執行應變計畫的許可證明，應先行辦妥，

否則至少事先應全盤了解申請手續及程序，列出所有承辦人員的姓名、

地址、電話號碼等，以備不時之需。 

 列出應知會的相關人士名單 

所謂相關人士的名單，從危機的角度來看，凡是為保護生命與財產

安全而必須立即告知的危機當事人，以及與危機沒有直接相關的部門員

工、供應商、批發商、媒體等。當危機發生時，能依「電話樹」的方聯

繫管道，使他們能迅速地了解最新狀況。 

 列出媒體名單並準備背景資料 

專業的公關部門手邊應隨時備妥一份最新的媒體名單，列出所有通

訊社、報社、電視台及廣播電台聯絡人姓名、地址、電話、傳真及電子

信箱。對於媒體可能提出的問題，有關部門應事先準備好組織基本資料。 

 選定發言人 

危機發生時，視情況的不同指派適合的人選擔任發言人以回答外界

的質疑，該發言人要能隨時項公司的首腦報告或請示，並擁有對外發言

權，媒體訓練課程應包括如何得體回答新聞記者所提出的問題，以及面

對群眾、媒體時如何泰然自若地表現。 

未來的組織所面對的危機將會因自然生態改變、科技進步及人類本



身的意識型態而更加複雜，危機管理者也將面對更大的挑戰。對於危機

的種類、發生的原因、處理方式做深入研究並善加利用電腦與通訊技

術，可幫助危機管理者儲備足夠的能力與知識應付各種突發狀況。有關

危機管理計畫中緊急應變策略各階段任務說明如后： 

 緩和階段 

1. 此一階段目的在於規劃足以預防、減輕災難損害之各種因應措施：

Augustine（1994）的「龍捲風形成於拖車場」法則認為組織如果將

所有可能為其帶來麻煩的因素列在一張清單上，思考那些因素可能

造成的後果，估計「預防」所涉及的成本，並讓管理者儘速地決定

這些項目的因應方式，對預防工作的進行將有顯著的助益。 

2. 硬體工程學和結構性回應，例如補強易受損建築物、興建水壩、建

造近海防波堤、消波磚以減低潮汐波浪和內陸洪水的力量。 

3. 軟體工程學和環境性回應，例如以沙填滿海濱區、栽種海濱草地或

其他植物等生態工法 3（ecological engineering），以減低砂土流動和

保持自然坡度。 

4. 「被動的」或非結構性的回應，例如調節區域以限制靠近海岸線的

發展，並限制危險濱海區暴風後重建的土地使用政策。 

5. 氣象回應，例如改變雲層結構以減少颶風、颱風威脅。 

 

 準備階段 

著名的管理顧問 Fink（1986）認為每一個當權者「必須看待及規畫不可

避免的危機，在為危機作準備時，正如同一個人看待及規畫不可避免的 
 

3
生態工法的定義是整合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並使雙方互蒙其利的永續生態設計

（Mitsch，1996）。生態工法基本上是遵循自然法則，把屬於自然的地方還給自然，

並能提供居民日常休閒遊憩空間、各類生物棲息環境，及治山防洪、國土保安、水土

保持、生態保育、環境綠美化、景觀維護、自然教育、國民健康及森林遊憩等多樣化

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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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自然危機       危機事件 

                 ‧立即損失      ‧穩定災區狀況以降低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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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自然危機的危險管理階段 

資料來源：O. Lerbinger, 1997, p.66 

 

死亡及稅一般。諾亞在下雨前即建好方舟，這並非出於懦弱或恐懼，而

是出於一種堅強。」本階段主要是在發展、改進因應危機的運作能力

（Lerbinger, 1997, p.69-75）： 

1. 設計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行動計畫、溝通計畫、防

災演習及確立基本關係。準備好應付「假如⋯，則⋯」的工作是緊

急應變計畫的核心，其權變性與危機的類型、嚴重程度有關，不同

的危機類型、嚴重程度，其處置方式也有所不同。 

2. 早期警報系統：預警能使能人們採取不同的預防措施，減少生命財

產的損失，例如窗戶在災害尚未發生前的加板裝釘，家具和其他用

品可以先行搬移至較安全的地方。 

3. 教育：政府官員努力防止傷亡需要各個團體負責人、社會大眾的合

作，政府應該給予民眾現有計畫與如何準備因應緊急狀況的相關資

脆弱補強（緩和） 

‧ 建造油牆 

‧ 興建防震建築物 

‧ 分區規劃 

‧ 改變雲層結構技

術 

預防自然危機 

‧ 應變計畫 

‧ 早期警訊系統 

‧ 公眾教育 

‧ 媒體介入 

‧ 教育員工 

‧ 演練 

回應 

‧ 損害控制 

‧ 告知媒體 

‧ 維持法治 

復原 

‧ 援助 

‧ 彌補損害 

 



訊，例如在危機發生前，使大眾了解社區緊急運作計畫和緊急事務

處理局的合法性，並促使民眾積極參與計畫之擬定。 

4. 媒體：大多數組織負責人和政府官員都對媒體採取「敬而遠之」態

度，但緊急處理計畫之籌備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與媒體充分合作，

媒體不但提供了一套無價的網絡對社會大眾施以災前教育，於災害

過程中或之後，也提供資訊、忠告和救援，減緩災害所帶來的衝擊。 

5. 演練：危機中蘊藏機會，危機中也潛伏危險，緊急應變計畫與演練

是轉危為機的關鍵所在。1989年 8月美國「聯邦及州政府聯合緊

急防災小組」動員一千名成員在舊金山演練「地震因應計畫」，不

到六個禮拜，強力的洛馬普利塔地震（Loma Prieta earthquake）襲

擊舊金山，摧毀不少建築物並引起火災，由於執行順暢的撤離行動

及緊急醫療救助，因此搶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緊急應變計畫需要持

續的訓練與練習，而偽裝災難發生、模擬情境、角色扮演都是十分

有用的技巧，組織成員不但要經常演習，並應將之視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 

 回應階段 

此一階段在於災難發生後，立即採取行動以減低危險，致力拯救

生命，使損害減至最低，即所謂「停止出血」： 

1. 隔離：危機猶如一種傳染病，妨止傳染病的流行，要先隔離傳染病

人；為了不讓危機影響別的事物，必須隔絕危機，將日常事務與

處理危機的兩組人馬分開。集體行為研究顯示，人們在劇烈的災

禍衝擊後之行為通常是衝動且情緒化的，對於情況的不確定導致

不安全感和無助感，會因個人不知道怎麼應付或該採取甚麼行動

而惡化、蔓延。 

2. 媒體：讓社會大眾知道災難侵襲後該採取的步驟，例如新聞媒體可

以告訴民眾哪條路封閉？哪裡可以得到必需用品？是媒體的責任



之一，而避免新聞媒體惡意比較、指摘所產生之後遺症，是組織

應該密切關注的課題。 

3. 社會控制：為達到此目的，軍隊、警察和國家其他守護單位都必

須嚴格地維持法律和秩序方能奏效。1989年雨果颶風（Hurricane 

Hugo）之後在聖可羅依克斯（St. Croix）的掠奪事件中，美國士兵

巡邏街道以恢復秩序的影片比暴風雨的記憶更令人印象深刻。當

時美國前總統布希派遣一千一百名陸軍部隊恢復秩序，以及八十

個聯邦機構指揮運作以為掠奪事件的回應，可見該國對維持法律

和秩序的重視。 

 復原階段 

危機管理的最後階段是，「利用現有的大量檸檬榨檸檬汁。」（美諺：

檸檬在係指不好的事）如果組織正確無誤地執行前述幾個步驟，未讓危

機更形惡化，那麼在本階段則有機會回收部份損失，並且能開始修補之

前的混亂。 

努力復原的目的在於穩定災區、確定生命維持系統再運作無虞，讓

災區儘速恢復常態的活動，並避免二次傷害（second strike），例如在美

國，國家緊急事務處理局（FEMA）是政府重要災難協調專責機構，負

責危樓、危橋、道路之修繕，提供及時災難救濟，並給受難中的人提供

貸款。 

總之，緊急應變計畫因應和復原需要整個社區、公立和私人團體的

參與，其中政府官員在發展政策和計畫上有處理危機和災難的主導權，

而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該提供人道服務，並負起最終責任。 

 

 

 

 



第二節  風險管理與溝通 

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大規模的高科技發展，將人類文明往前推

進的同時，也造成各種看不見與不可知的威脅與恐懼。因此，無論學術

界或實務界對於風險管理的興趣日見高漲。然而，風險應如何被管理的

爭論至今仍方興未艾，風險管理研究領域的出現被視為在社會科學中一

股不可忽視的趨勢，亦可說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以前組織只要加強自己的管理能力、競爭力，就可以安然度過困

境，現在處在「風險傾向社會」（risk-prone community）內組織卻須面

臨戰爭、天災、人禍等風險，危機四伏的「風險共受」（risk shared）環

境中，如何解除、舒緩威脅特定社區內全體居民的公共危機，並從中學

習成長，需要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共同努力，

以非傳統之政策分析、規劃觀點來處理互賴的、動態的、不可預測的系

列政策問題（詹中原，民 88b）。 

最好的危機管理方法是避免危機發生，不過完全的避免是不可能

的，惟在許多情形下卻是可以防患於未然的，掌握警訊、徵兆（warning 

signal）可以避免危機的發生（Pauchant＆Mitroff , 1992）。警訊或徵兆

表示某一情況有演變成危機的潛在可能性，機敏的危機管理人員會偵測

出徵兆並且建立檢視和監督危機警訊的機制、採取行動，化危機為轉

機、消弭災害於無形。在檢視系統中以確立檢視訊息的來源、蒐集訊息、

判斷訊息的危機可能性最重要。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以及建立

利益關係人關係都有助於訊息的檢視，而與危機管理息息相關。 

風險（risk）隱藏在自然造化與人們從事的各項活動中，潛在地影

響了每個人的生命與財產，台灣每年的自然與人為技術災害常造成國

家、人民的龐大損失，經年累月的防災準備都是為了紓緩風險的威脅。 

每個人或每個地區所面臨或遭逢的風險並不均等，如颱風年年侵襲



台灣地區，但是相對於同屬海島的新加坡而言，颱風可能只是國際新聞

上的一個名詞，二地面臨颱風侵襲的風險明顯不同，也因此對風險的界

定各有不同，而一般社會大眾的理解是風險（risk）＝危險（hazard）×

機率（probability），易言之，即指某項與社會大眾有關的技術或活動在

經過一段時間後，會產生特定影響的機率。 

此外，「風險」一詞在保險學、財務管理、金額稅務等金融商務領

域中，不僅使用極多，甚且已經成立一門專研的學術領域，針對日趨頻

繁的經濟活動，因為企業組織規模宏大，投資計畫價值高，可能遭遇到

財務、投資、保險等等面向上的風險就非常大，所以就有所謂的「風險

管理」研究；而如果將「風險」一詞的意義界定為「某種損失發生的不

確定性」，從字義上來看約略與「危機」相彷彿，但是「風險」的名詞

正確使用則限定於金融、保險、財務管理的領域，其不確定性的預測方

法中常使用的機率分析、趨勢分析、現金流量分析等，並不能轉嫁來預

測各種性質類別各有不同而且內容繁雜艱難的危機，所以風險與危險度

的內容應包括於危機管理範疇之下（朱愛群，民 91，頁 24 -25）。 

危機管理的程序從籌劃應變計畫即已開始，找出所有組織活動中可

能發生的情況，以及面對外在環境時可能會有的危險，各類型危機的因

應策略與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有關，例如就自然危機而言，

減少自然災難的襲擊便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概念。茲就風險管理理論及其

理論下的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風險

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等概念分述如下： 

一、風險管理 

澳洲暨紐西蘭風險管理標準（Australian / New Zealand Standard on 

Risk Management）中將「風險管理」定義：對於風險確認、分析、評

估、處理和監督的任務，以管理政策、程序和手法做系統性的應用（鄭

自隆，民88，頁13）。美國奧斯汀大學管理學者Hillary Hart（1988）認



為「風險管理」是決定風險控制選項的過程，亦即採取各種管理方法，

以減少風險的程度與損失的活動即可謂之「風險管理」。 

（一）風險管理理論 

風險管理的目的在於降低事件發生機率或事件發生結果嚴重性，此

間涉及成本問題，圖 4-3係採數量化方法來表達（1）遭遇風險的損失；

（2）預防與控制風險的成本，前者屬於被動的「損失支出」，亦即實際

損失；後者屬於主動的事前預防與事後「控制支出」，亦即預防成本（鄧

家駒，民國 87，頁 37）。當個人或組織欲將實際遭遇風險的損失控制在

很低的水準時，則必須支付高額的預防與控制風險的成本；反之，個人

或組織希望節省與控制風險成本時，則可能造成高額的實際損失。 

  

  

 

 

  

 

 

 

 

                       合理成本 

圖4-3  風險管理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鄧家駒，民87，頁37 

 

易言之，風險管理的總成本，即是遭遇風險的實際損失，加上預防

及控制成本的總合，從圖4-3的總成本曲線中，確實存在一最小總成本

可將實際損失與預防成本控制在合理的狀況下，所以風險管理的實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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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於維持一種合理代價下的風險水準，亦即在有效配置總風險成本

下，維護與調整風險存在於可接受的區間之內。 

在一般風險管理中，風險理論（Risk Theory）提供如何選擇風險「著

力點」方面的重要觀念，其宗旨在於探討與解釋一般危險發生的原因與

危險形成的條件，並從中建立理論架構以推導出最佳的解決方法。風險

管理的理論可用推理邏輯或數量模式來解釋一般風險的成因及探索解

決之道，在理論中常見的為數量化的風險理論（Quantitative Risk Theory）

與兩個非數量化理論為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能量釋放理論

（Energy Release Theory），而前者涉及的範圍太廣，其中有許多內容必

須參考艱深的機率論，遠遠超過本文研究的範疇，因此略過不予引介、

討論，爰此，茲以後兩者引述整理如下（鄧家駒，民 87，頁 69-73）： 

◎  骨牌理論 

骨牌理論是 H. W. Heinrich（1940）提出，他認為人員意外傷害的

結果乃源於一連串的事故所導致，類似像骨牌效應，其原理著重於探索 

 
 
 
 
 
 
 

 
 
 
 

 

圖4-4  骨牌理論 

資料來源：鄧家駒，民87，頁70 

 

風險發生的前因後果，追本溯源地杜絕風險發生的誘因，此一觀念可用

五張骨牌的因果關係來說明當第一張骨牌倒下時，將推動第二張、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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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骨牌····陸續倒下，最後導致人員的意外傷害。但若是當中有一張骨牌

能夠屹立不搖、不被推倒，就不會發生人員的意外，詳如圖 4-4所示： 

◎  能量釋放理論 

能量釋放理論是William Haddon, Jr.（1970）提出，他認為所有意

外事故的發生均可視為一種「能量失控」（Energy is out of control）的現

象，如地震、颱風等自然現象都是因大自然的能量累積到一定程度，瞬

間將能量釋放的結果，意外事故的發生也是如此，因此提出以下策略以

防治意外的發生： 

1. 事前控制 

（1） 從開始就避免意外的發生，例如避免酒後開車、禁止核

武擴散等。 

（2） 降低意外發生的條件，例如高速公路的限速措施、遵守

機械操作程序等。 

（3） 避免危險因子的釋放，例如槍械管制、易燃物品管制、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 

（4） 降低釋放危險的條件，例如大樓設置逃生梯、消防栓、

自動灑水系統等。 

2. 保護人員與財產損害 

（1） 隔離危險，例如隔離傳染病、撤離低窪地區的居民、汽

車加裝安全氣囊、電腦軟體加裝防火牆等。 

（2） 改變危險的性質，例如使用無鉛汽油、低輻射電器等。 

（3） 加強人員與財物的保護，例如大樓使用防震建材、避雷

針、安全玻璃等。 

3. 防止損害繼續擴大 

（1） 意外發生時立即加以補救，例如準備救護車、急救箱

等。 



（2） 持續提供損傷的修護，例如災後廢棄物的清理、環境的

消毒等。 

本理論適用於不同類型的意外之上，即使是人際關係惡化、管理失

當所引發的危機，也需要作全面性的控制；能量釋放的論點，正是一種

從各種層面去控制危險發生的理論。 

（二）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管理是一個形塑風險發展與回應風險發生的過程，如同其他控

制系統，它涵蓋三個基本要素（1）目標設定；（2）資訊的蒐集與詮釋；

（3）影響人類行為的活動，調整物質結構（Hood & Jones, 1996, p.6）。    

圖 4-5說明風險管理流程各個步驟應注意的重點，並透過多元的風險溝

通彼此間互為因果、息息相關： 

 
 
 

 
 
  
 
 

 
 
 
 

 
 
 
 

 
 
 

圖4-5  風險管理循環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Hood & David K.C. Jones, 1996,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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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災難及其優先順序（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hazard prioritization） 

    本步驟主要是在對組織本身及其組織策略、風險管理背景做一清楚

的界定與說明，發掘與認清組織的弱點所在，並將可能面臨的風險依優

先順序排定、紀錄與述明。 

◎具風險特質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including risk characterization） 

了解組織可能遭遇的風險特質，將可能會發生？可能會如何發生？

會發生在何處？以及將為之付出的代價有多大？等狀況先行釐清，再進

一步判定目前風險的可控制性、可能性與後果以建立風險層級。 

◎明確、開放的政策決定（policy decision with open and explicit） 

    對照先前的風險評斷標準，在目標設定的情況下來決定一套因應風

險的辦法，依據決策者的智慧與偏好、個體的性質，以及環境、法規與

習俗或成本與利益等考量來預先設定所希望的結果及可容忍的變異範

圍，並提供多元的溝通管道，讓利益關係人充分參與決策過程，共同設

定風險優先處理事項，使各種風險計畫更符合實際的需求。 

◎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 

    在確認、評估處理選項、準備處理計畫之後，即開始執行計畫；在

執行過程中如果發現實際情況與風險標準有違背、出入，應考慮修正原

已存在或發展中的風險標準。 

◎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 

    風險管理必須隨著時間與環境的變遷來適度修正其策略。整合風險

管理的各部分、確定各計畫間的關聯性，以及評估變遷後的情況是否較

先前改善是本步驟的主要內容，其目的在監督與檢視風險管理計畫的效

果是否達到原定的目標，以作為策略是否修正的依據。 

（三）風險管理障礙 

面對不同風險時，管理者必須比衡量危機的科學家、工程師及其他

技術人員看得更遠，並且具有面對及直接對付風險的勇氣，有許多思考



模式是進行風險管理的障礙（Lerbinger, 1997, p. 267-268）： 

1. 宿命的態度：事前即斷言該發生的一定會發生，特別是一般人咸認

自然帶來的某些混亂與災難是不可避免的，逆來順受外別無他法。 

2. 自然症候群：迫使人們接受自然的力量與結果，而且反對人們的干

涉，例如有部分商界人士希望放任市場自由運作，堅信體質不良的

公司一定會被淘汰，體質好的公司才有辦法生存。這種思考方式的

最大問題在於人為干涉的可能性都遭到剝奪。 

3. 自我防衛：刻意迴避不愉快、具威脅性的資訊與事件，甚至為了害

怕破壞團體關係而無視風險之存在，誠如 Irving L. Janis(1989)所言： 

 
         當危機浮現，決策者傾向於採用不會威脅到主流價值的解決方

式，也就是不會對他們與組織裡的「重要人物」的關係有不利影響，

特別是那些主事者、新政策執行者也不會反對的方案。 

 

4. 不願干擾眼前目標的達成：O型環的瑕疵可能延遲挑戰者號的

既定行程，決策者竟執意忽視此一重大設計瑕疵，只為達成所

謂的「既定目標」。 

二、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在過去二十年裡成為一項新興的紀律，決策者必須認真的

看待，特別是高危險群的政府、企業。依據Lerbinger（1997）的說法風

險分析應該包括界定災難（harzard identification）、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所代表的意義（significance of risk）三個層面： 

（一）界定災難 

風險分析應從界定災難開始，接著是區分災難與風險之不同；如果

災難具有讓某人受到傷害的可能性，就存在著風險。在平時，組織裡的

每個單位都應該抱著最壞打算的心理，利用產品、製作過程的工程分

析、消費者回饋、員工安全紀錄、社區的投訴，以及社會行動團體的要



求與抗議等任何可用的資訊檢視潛在風險。 

（二）風險評估 

預測自然或人為災難對人類健康或環境傷害的嚴重性與可能性。一

個沒有缺點、沒有風險而可充分享受工業進步所帶來果實的社會是不存

在。而評估的標準除依實際物體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外，社會、經濟、政

治評價與人類對風險的感受都應列入，並由科技專家以外的人來進行評

鑑，避免因惡性競爭、政治考量而忽視安全因素。風險評估的方法頗有

彈性，例如在先進科技社會裡，通常以避免、轉移和縮小風險的方式，

處理污染物、有毒物等不得不存在的嫌惡設施。此外，一些風險平衡、

風險利潤分析及成本利潤分析等方法也都運用在可接受風險的範圍中。 

（三）風險所代表的意義 

在確認與評估風險之後，應先確定甚麼樣的風險是可以被接受的，

甚麼是「夠安全」？考慮哪些行動可能引起風險，以及在降低風險與維

持利益的代價之間如何進行協調？諸如此類，都是從事風險分析時所必

須考量的因素。 

三、風險認知 

有關社會大眾對風險之認知，常常就如Irving Lerch（1980）所言：

「我們不怕危險的可能⋯⋯害怕的是一種個人的、非理性的恐懼」。公

眾集會時，一般人因被要求接受低於百萬分之一的癌症死亡增加率而憤

怒，卻忽略抽菸、開車、自來水的氟含量等更大的風險；在核能議題上

也存在類似的誤解，特別是經由媒體傳播以影響一般社會大眾觀感方面

更經常被誇大，例如在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核能電廠事件之後，

美國聯邦政府在哈佛甘迺迪學院召開說明會中向與會者表示：新聞從業

人員不了解也無力調查微妙的科學辯論，逕自誇大了放射線的危險性，

並製造客觀的假象，藉以找出事情的兩極看法來支持特定政治或利益目

的，完全不以無偏見的資訊填補無知的鴻溝為職志；如此偏頗地將基礎



科學與應用科技劃上等號而抑制科技結果，不僅是破壞了公共設備、強

迫社會依賴較昂貴的非核能源，對往後人類的進展更產生不可彌補的影

響（Lerbinger, 1997, p.273）。 

風險認知因素經常會激怒社區並因此抗拒各式的議題，包括安置有

毒廢棄物的設備、企業設備的許可與擴充，以及有關環境與人體健康的

議題。表4-1是風險認知因素影響人們對風險接受度的概況：  

 

表4-1      影響人們對風險接受度的風險認知因素               

接受度較高                           接受度較低             

自發性                               非自發性 
效果迅速                             效果延滯 
無其他選擇                           有許多其他選擇 
有心理準備                           無心理準備 
揭露的必要性                         無法揭露 
工作上會遇到的                       工作上很少遇到 
一般危險                             令人害怕的危險 
會影響一般人                         只對敏感的人有影響 
預料中事                             可能被扭曲 
結果可改變的                         結果無法改變的 
資料來源：O. Lerbinger, 1997, p..276 

 

表4-2則是風險認知因素影響公眾對風險關注的程度： 
表 4-2     影響人們關心風險的增減因素                         
更關心                               較不關心                
會導致傷亡                           導致傷亡可能性很小 
不常見                               常見 
陌生的機制或程序                     熟悉的機制或程序 
會危及兒童                           不會危及兒童 
可能會影響後代子孫                   不會危及後代子孫 
會有立即受害者                       不會有立即受害者 
媒體特別關注                         媒體不太會關注 
有嚴重的意外                         沒有嚴重的意外 
風險與利益不對等                     風險與利益相等 
利益不明確                           利益明確 
資料來源：O. Lerbinger, 1997, p.277 



從以上列表中，歸納出風險認知的幾項原則： 

1. 人們在熟悉的情境中不會感受到危險的存在：熟悉的事務，諸如汽

車、香煙、酒不會令人害怕；反之，核能發電因涉及罕為人知的高

科技領域，其所在地大多遠離都會區，且被限制參觀而讓人害怕。 

2. 成本利益高，使風險容易被接受：認知與需求有密切的關係，低度

開發國家不害怕核能發電，因其經濟成長的重要性遠超過風險；相

對的，在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的居民對「鄰避」（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態度是十分堅持的，他們覺得社會成本的負擔集中該社

區，或者更自私的是，就算他們本身受益，他們也不願意負擔任何

社會成本。 

3. 能夠掌控的風險，較不畏懼恐懼：人們從事花式跳傘、高空彈跳、

滑雪、滑板等高危險的休閒活動，是因為覺得自己可以掌控這些情

境；然而，即使居住在核能發電廠旁邊比一週騎一次腳踏車出遊危

險性更低，前者的風險安全措施卻仍被否定。 

4. 害怕未知的、可怕的風險及具代表性的意外：未知風險如醫學藥品、

生化科技是科學帶來嶄新的且觀察不到的風險，類似這種缺乏控

制、隱含災難因子事故，通常被視為意外事件的綜合體，易言之，

即使小小的事件也會被認為是更大毀滅性災難的先兆。 

四、風險溝通 

溝通是基本的社會過程，居住在共同環境、制度、活動和利益的一

群人，如果不能以任何方式來溝通，人們將不瞭解他們的共同利益之所

在，甚至不知道採取任何有目標的共同行動。 

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溝通」通常意謂著組織中人員間觀念和消息

的傳遞與了解的過程，可以促進共同了解、增強團隊力量，是完成組織

使命及任務的一種手段。而在危機處理過程中，溝通也是不可或缺的手

段，良性的溝通會降低衝突、化危機為轉機， Hillary Hart（1998）、Lerbinger



（1997）、F. J. Marra（1993）等學者咸認危機溝通是危機處理成功與否

最具關鍵的因素，因此居於危機處理領域中最重要的地位。爰此，在進

一步探討風險溝通的真義之前，有必要先對溝通的定義、過程有個初步

的了解： 

（一）溝通的定義 

溝通一詞來自英文 communication一字的翻譯而來，在「大英百科

全書」中的界定是用任何方法，彼此交換訊息，是指一個人與另一個人

之間用視覺、符號、電話、電報、收音機、電視、或其他工具為媒介，

所從事之交換訊息的方法。以此定義，「溝通」包括要素有下列五點：（1）

發動者：意指有目的文字或語言傳遞者；（2）溝通媒介：例如收發室、

廣播電台等；（3）溝通的工具：如命令、報告、手冊等；（4）溝通的接

受人；（5）所期望的反應。 

此類之定義方式是為一般社會上通常對「溝通」一詞的看法，強調

「溝通」的特性在於互動性、媒介性、期待性及目的性。然而依社會科

學研究者使用不同之研究途徑所產生之「溝通」定義殊異，茲引述若干

定義如下（轉引自吳瓊恩，民 85，頁 428-429）： 

1. Herbert. A. Simon（1957）：「組織中某一成員將決策的前提傳送

給其他人的過程，稱之為溝通。」本定義強調組織中的溝通行

為，並且將溝通行為與決策行為相結合，做統一之描述，是屬

於行政學系絡下的溝通意義。 

2. David W. Johnson（1972）：「溝通即是雙向交換，受訊者瞭解傳

訊者所想要表達的相同訊息。」這個定義強調溝通是「雙向互

換」（two-way exchange）的過程，溝通者彼此質疑、澄清觀點、

修正事實，並分享思想與情感；與單向的「賦予資訊」

（information-giving）有所不同。 

3. Philip V. Lewis（1975）：「溝通意謂訊息、觀念、或態度的分享，



並在傳訊者與受訊者之間產生某種理解的程度。」此定義特強

調「觀念」與「態度」的分享，而不僅只設定於「訊息」的互

換。 

4. Charles R. Berger & Steven H. Chaffee（1987）：「溝通科學試圖

以發展可檢證的理論，包括定律的通則來理解符號的、記號的

系統的產生、過程、與效果，並解釋與其有關的現象。」此種

定義結合「科學」的觀點，強調溝通學是一種科學，需要發展

可檢證的理論通則，其研究對象諸如符號、記號系統的產生與

過程等，則與前述三種定義範圍相當。 

至此，吳瓊恩教授以描述性的方法提出結論：溝通的必要條件為（1）

至少是兩個人以上的互動；（2）溝通必須是有意義內容的傳送過程。 

（二）溝通的過程 

溝通過程的理解，主要源於三個要素：傳訊者、受訊者、與可理解

的訊息，茲以 Sy Lazarus（1975）之溝通過程模型介紹如下： 

 
              過濾 
 
                                               過濾 

 
 
 
 
                                        

圖4-6  溝通過程的模型 

資料來源：Sy Lazarus, 1975, p.3 

 

溝通過程分為傳訊者、受訊者、與可理解的訊息三部份。當傳訊者

要把訊息傳送出去時，傳訊者必然在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受到態

度、角色期待、非語文的暗示等情緒影響、過濾後才將訊息發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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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訊者也同時受到如前述之情緒影響、過濾後才接受訊息，並且將所

理解的意義對傳訊者做一反饋（Lazarus, 1975, p.3-8）。 

自 1970年代以來，特殊科學傳播領域漸漸擴大，也更加細分為環

境溝通、健康溝通、風險溝通等等，其中風險溝通是這個領域裡最新的

範疇。「風險溝通」之定義至今尚未定讞，一般都採信1989年美國國家

研究會議（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的說法：「個體、團體和機構

之間資訊、意見交換的互動過程，它涉及有關自然風險的多數訊息，是

風險管理的一部份。」其目的誠如William Ruckelhaus（1986）所言：「讓

人們共同承擔風險議題的決策責任」，以及美國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管理者Lee M. Thomas（1986）：

「在風險管理中，必須確認人民對不可避免的權益交換有較完整的了

解」。據此，Lerbinger（1997）認為組織應提供大眾充足的風險情境資

訊與背景知識，以使他們能參與對話，間接參與危機決策過程，目標是

要「製造一個參與的、有興趣的、理性的、關切的、有解決問題趨勢的

合作群體」。而者所謂的「參與」應該是針對所有對特定風險問題有興

趣或有關聯的大眾，包括媒體、環保團體、學校、員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退休員工也包含在內）、客戶、交易商、供應商、投資人及股東、附

近居民、社區組織、醫院、私立療養院、青年團體、政府官員及相關機

構。 

風險溝通主要的溝通信念有三：所認知的是真實的、目標在建立信

任與可靠性，以及溝通是一種技巧。茲列舉有效風險溝通過程應注意的

要點： 

1. 爭取信任：風險議題不能只靠技術資訊解決，與民眾有關的利益與

風險也應被確認，亦即讓民眾了解事實，取得共識來相互配合、共

渡難關。 

2. 提供長期教育：突然接受到新資訊，人們通常無法馬上適應，就像



食物中包含致癌物，即使他們不會造成立即性的傷害，但情緒反彈

是免不了。因此，及早告知人們豐富、便宜的食物供應的背後與殺

蟲劑的使用有關，讓消費者使用前就能有所選擇、取捨。 

3. 體系內及時的溝通網路：危機爆發需快速動員國家及社會的整體力

量，若無及時溝通的網路，就無法取得一致的步伐，集中力量來解

決問題而影響民眾的配合與支持度，例如經由科學家與記者的對話

可以縮短釐清問題與有效提供解決方法之距離。 

4. 溝通訊息：溝通內容要簡單、扼要、易懂、易記、易執行，並且採

非技術性的陳述，專業術語對未具專業知識的一般大眾，因不了解

而不具任何意義，例如颱風警報中，可指明籠罩在暴風圈內的縣市

及其因應之道，而非只是告知暴風半徑、降雨量。 

5. 政策不要反覆：迫在眉睫的緊急狀況，處理人、事、物時難免會有

瑕疵，但若非原則性的重大錯誤，儘量不要反覆變化以免令人無所

適從。 

危機管理學者 Luoise K. Comfort（1988）認為（1）組織間資訊公

開持續的流動；（2）不同組織和政府間人員的溝通和信任的程度；（3）

在參與的組織間清晰陳述專業的價值、目標和規範，並以此選擇、評估

及解釋由受災現場傳回的資訊；（4）藉由組織間不斷回饋的過程，發覺

並修正處理的缺失等四項因素會影響組織解決危機問題的能力。政府是

影響層面最廣、最具規模的組織體，其動見觀瞻與人民生命、財產與福

祉息息相關，因此，在風險溝通中政府對外、內溝通是最值得關注： 

1. 政府對外溝通 

◎  與民眾溝通 

為使危機管理措施獲民眾支持，政府須與民眾良好溝通。部分危機

管理學者認為，政府與民眾溝通的主要目的在於傳遞環境風險資訊給予

一般大眾，提高民眾對危機的察覺，促使民眾在危機發生時自行採取保



護措施。並認為政府可採行（1）建立危機管理機關的公信力；（2）設

立機動性的溝通管道；（3）增加民眾對政府所設計方案的接受性等三種

途徑以增強民眾對政府的向心力（鄭自隆，民 88，頁 22）。 

此外，政府發佈警報時若能同時提供具體的行動方案和步驟，清

楚建立所建議方案和降低損失之間的關聯，將可提高民眾對政府建議的

認同度，配合採取一致行動。 

◎  與媒體溝通 

媒體對於構建大眾對風險理解與態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而內容廣泛的風險溝通計畫應將媒體關係包括在內。大眾傳播媒體常

是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也是最有效的溝通管道。但危機爆發後蜂擁

而至的傳播媒體記者，因其固有的媒體特質和記者素質等因素，卻會對

災區現場、救援人員造成困擾。爰此，要瞭解媒體報導何種危機？來源

何在？資訊正確與否以及應該歸罪於誰？成為危機管理及風險溝通在

面對媒體時的重要課題。Eleanor Singer & Phyllis Endrency（1993）指出

人們所知道的風險及伴隨而來的危機源自於新聞報導，以及有關意外、

疾病、自然災難及科學突破的專題報導。這些報導創造了一個「社會定

義」，而這個定義引導人們對風險的認知與選擇，而不是精確的、合理

的利潤與成本的計算。危機事件發生時媒體會採信不確實的消息，實在

是因為資料來源不足卻必須報導，因此危機管理機關如果在平時就進行

風險評估的工作，預擬危機爆發後可能引起的爭論問題，在「事前準備

好完備的資料」，等到危機真正發生時，由專業發言人「主動提供各項

訊息」，危機管理機關就能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並且可以立於主導地

位來抑制不實訊息流傳。 

2. 政府對內溝通 

資訊的流通是增進彼此了解，步調一致的基礎。完善的風險溝通，

需要政府內部專責因應機構建構的完備性，以及相關風險訊息、災情的



迅速傳遞的正確性；只有政府機構本身能夠掌握清晰之相關訊息、有效

處理訊息，才能進一步與社會大眾溝通說明。 

另外，危機管理講求時效性，要求在最短時間內獲得豐富、具利用

價值的資訊，有利管理者做正確決定，一些學者建議應用電腦科技於危

機管理體系中，增加溝通效率。Comfort（1988）曾提出「協同資料蒐

集系統」（Concurrent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的概念，將此系統與

層級節制體系相結合，優點為：（1）採用系統方法處理危機發生時快速

升高的複雜性，可儘快更正錯誤；（2）促使決策者於危機發生前及早準

備，減少災難損失；（3）便利組織間的學習；（4）有利廣泛應用電子資

料處理技術。             

溝通方式不只是由專家傳遞消息給非專家的線性溝通。風險溝通過

程中也會面臨一些阻礙，例如處理的資訊像奈米（nanometer）、生化醫

藥、電腦、高科技資訊等方面的專有名詞與專業知識，要向外行的公眾

傳遞一些量化數據資料時會有所困難。其次，風險溝通所需的資訊類別

複雜，牽涉範圍廣泛，諸如物理學、化學、統計學、心理學、工程學等

等在進行風險決策時都必須加以處理，因此整合、分析、回應這些不同

類別的知識與資料，更是加重了風險溝通的困難度（Hart, 1998）。另外，

風險控制決策單位分歧，以美國的情況就有聯邦、州政府與地方政府三

個層級，國內政府組織在處理在處理風險溝通的職權劃分上若沒有明確

的規定，將不可免除這樣的阻礙發生。 

事實上，「風險溝通」與人們的「認知」有關，甚至可以說是一種

「選擇」，例如人們會選擇在自己家裡的水龍頭裝置淨水過濾器，這和

風險評估中使用的統計科學是不同的。風險評估中之風險通常和事件、

結果或價值觀有關。風險=或然率×重要性（Risk = Probability × 

Magnitude），而那些負面事件通常被稱為危險，危險=或然率×重要性

（Hazard = Probability × Magnitude），此公式包括人們主觀的判定、社會



價值等其他無法量化的因素，通常一個好的風險溝通應同時考慮可以量

化和無法量化的因素（鄭自隆，民 88，頁 15）。 

 

 

 

 

 

 

 

 

 

 

 

 

 

 

 

 

 

 

 

 

 

 

 



第三節   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 

議題管理（Issue Management）一般都與利益關係人關係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有關，因為利益關係人是社會與政治競技

場的參與者，他們常偏袒某一特定議題。議題所涉及的利益關係人遠比

公共政策過程牽涉到的人數更多，對特殊組織而言，其中包括可以影響

目標達成的任何人。因此，與公共關係領域非常類似的，列出並分析組

織的利益關係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獨立的活動。議

題管理與對立危機（conforntational crisis）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其之所

以發生常與缺乏現存或新的利益關係人的議題管理警覺性有關；如果丹

尼餐廳（Denny’s Restaurant）能夠認真的對待客戶的抱怨，就可能避免

因「漠視人權」所造成的憾事並減少損失。 

丹尼餐廳在美國擁有一千五百家連鎖店，其中許多家店經理實施

「排黑」（blackout）政策以限制非裔美人顧客的人數，讓該公司違反實

施三十年之久的人權法案。全案調查的過程中，調查局派遣六個非裔聯

邦密探光顧馬里蘭州丹尼餐廳，等了五十五分鐘都沒人來招呼他們，而

在同時卻有十五個白人受到殷勤招待，甚至第二批、第三批白人顧客也

沒等很久。面對四千三百件種族岐視的投訴，經過美國司法部的協調，

丹尼餐廳在 1994年 5月同意支付包括精神損失及法律費用總共五千四

百四十萬美元給非裔美人顧客。對於為何漠視人權法案、故意怠慢非裔

美人顧客，丹尼餐廳的管理階層始終沒有提出合理的解釋（Lerbinger, 

1997, p.318-319）。 

一、議題管理 

    議題管理1976年由Howard Chase首先提出，發展至 1990年代，

由於企業組織加入了諸如目標管理（Goal-driven Performance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流程



再造（Process Re-engineering），與綠色行銷（Green Marketing）等方法，

而與原始的意義有很大的不同。議題管理是現代最新的危機處理途徑，

並且是企業管理、公共關係、廣播電視等領域的主流危機處理思維，可

惜是尚未被正式轉借到國家層級的危機管理。原本「議題」指的是一種

會威脅企業的「危機因子」，「管理」調強的是企業有必要及早在經營環

境中，標定出可能威脅企業的議題，並進行預防處理（朱延智，民89，

頁18）。 

在討論議題管理的意涵之前，有必要先對公共議題的定義、種類有

個初步的了解，俾便進一步探討議題管理的真義，茲就公共議題定義（轉

引自吳宜蓁，民國 87，頁 10-11）與種類分述如后： 

（一）公共議題定義 

1. 著名管理學者 R. R. Crable & S. L. Vibbert（1985）認為某些團體或組

織意識到有某些社會問題的存在，這些問題就是所謂「公共議題」。 

2. S. A. Renfro（1993）認為「公共議題」指涉不同的群體對於有限資

源的競爭，以及對於問題解決知道產生爭論。 

3. B. E. Hainsworth（1990)從衝突的角度切入，認為「公共議題」係不

同團體之間產生的衝突，唯有透過一方的退讓，或是透過立法或行

政方面的規範，形成公共政策，才有可能解決衝突。 

4. J. E. Post（1978）& D. W. Greening, (1991）兩位學者從企業的角度

來看，認為「公共議題」是企業表現與社會大眾期望之間所存在的

落差。 

5. 休士頓大學教授 Robert L. Heath（1997）指出，議題是公共政策的

前身，是事實、價值觀和政策的三部曲，組織先有某種行為，這個

行為觸犯了社會上某種價值觀，因此產生爭論與衝突，進而促成公

共政策的擬定或修正，以規範組織的行為。 

（二）公共議題的種類 



公共議題的種類繁多，分類的方式不一而足。以類型、議題影響

的範圍、地理區域來區分者不勝枚舉，茲以Peter F. Bartha（1982）& 

Heath（1997）等學者之看法，將議題針對五種群眾分成下列四種類

型，在表 4-3的箭頭方向及其涵蓋的範圍，指涉議題形成公共政策過

程中，特定群眾參與決策的程度，例如通貨膨脹、失業問題是一個普

遍性議題，影響層面遍及整個社會，成本與利益都是由各方團體平均

分攤，這種議題通常需由政府、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與參與，亟需公

權力的介入與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方向的改變。 

 

表4-3  議題的類型 

群眾 
議題 

民眾 媒體 利益團體 政治領袖 公部門 

普遍性議題 
‧ 廣泛地感受 
‧ 明顯的問題 
‧ 直接影響 
‧ 政府解決途徑 

界定議

題。要求

解決方

案。 

反映民眾

情緒。 
辨論焦

點。精確

論據。 

發展解決

方案。 
發展、執

行解決方

案。 

鼓吹性議題 
‧ 潛在的問題 
‧ 間接/未來的影
響 

‧ 複合式解決途徑

由代表會

議回應。

增增強民眾

意識。支

持/反對
解決方案

界定議題

設定議程

鼓吹解決

方案。 
 

界定議題 
鼓吹/發展
解決方案 

發展/執行
解決方案

選擇性議題 
‧ 影響特定群體 
‧ 綜合性 

除動員

外，餘

無差

異。 

吸引民眾

注意。掩

護媒體事

件。 

 

界定議題

。遊說。

裁決。發

展解決方

案。 

協商。發

展/執行解
決方案。

科技性議題 
‧ 理論/抽象 
‧ 無法描繪 

不知道議

題的存

在。 

專題報導 界定議

題。發展/
協商解決

方案。 

採取解決

方案。 
 
 
⋯⋯⋯⋯ 

界定議題

發展/協商
/執行解決
方案。 
 

資料來源：整理自P. F. Bartha, Business Quarterly, 47, October, 1982, p. 78-90 

 



從以上公共議題的定義、種類觀之，公共議題是組織內、外部的趨

勢或狀況，對組織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當變動產生時，一定可以在組織

的某處感覺到議題的存在；如果產生變動但對組織並沒有重大影響，也

就沒有議題的存在。易言之，議題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可確認的利害關

係團體的衝突－來自組織中如何分配資源以處理特定問題。因此，「爭

論」意味著組織利害關係人之間的競爭，是變動的主要面向，也是議題

的癥結所在。 

組織愈早發現正要發生議題的訊號，就能愈快按照其所認清之議

題、議題排序、議題分析、策略規劃、執行等步驟設計出有力方案以

為因應，如果等到人們具體落實他們對議題的意見，可能已經來不

及，因為要修飾已發展的議題，甚至升高成為立法行動或危機比較困

難。以創造社會活力的觀點， Hazel Henderson（1978）指出（1）表

面的平靜；（2）意見領袖的關心；（3）公眾瞭解；（4）公眾關注；（5）

公眾覺醒及組織；（6）群眾行動及對立法者施壓；（7）立法等七個積

累的情境來說明議題的生命循環過程，並把這些情境發展成三個階段

（Lerbinger, 1997, p.320-321）： 

◎  議題浮現階段（Emerging Issue Phase） 

激發社會活力必須仰賴思想領袖與意見領袖對社會議題的關心，並

引導利益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加入討論的行列。一般書刊、報紙雜誌、論

文期刊所關心的主題，以及地方上的小事故或災難都可能打破表面的平

靜而發展成議題；換言之，議題可說是在「政府官員桌子上的電話鈴聲

響起」就開始，此時媒體也開始尋找事實，但一般社會大眾仍蒙在鼓裡。 

◎  大眾參與階段（Public Involvement Phase） 

當意見領袖散佈議題並在書刊、媒體及專業會議發表它的特質後，

議題即進展到大眾參與的階段。此時具「議程決定功能」（agenda-setting 

function）的媒體成為一般社會大眾得知概念且增進了解的主要管道，



人們（特別是利益及壓力團體）也許開始表示關心，甚至採取行動。同

時，地方立法者也開始會對議題有興趣，尤其是如果議題在他們的轄區

可能演變成危機。 

◎  立法階段（Legislative Phase） 

如果一個議題在討論的過程停留的時間夠久，而社會活力也還持續

著，要求立法的壓力終將制定成法律。當一個受到政治人物、國會助理

及行政官員注意的議題正在發生時，多數利益團體影響政策的意圖將更

強烈，除企圖想影響媒體對議題的報導，利益團體也會以直接遊說方式

來影響立法。本研究綜合整理Henderson（1978）說法，將公共議題的

生命週期繪圖如下： 

 

 

 

 

 

 

 

 

 

 

 

 

 

       圖4-7  公共議題的生命週期（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議題管理主要的意涵係指可能影響到組織的潛在或即將顯現的政

經及社會議題，以便及時動員和協調可用資源，形成策略，影響議題發

展。以下是不同學者（或機構）對於議題管理的定義（吳宜蓁，民87，

頁20-23）： 

1. 公共政策顧問 Howard Chase（1982），是議題管理這個名詞的創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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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關注 

公眾覺醒及組織 

群眾行動及對立法

者施壓、立法 



人，也是議題管理協會（Issue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MA）主席，

他認為動員、協調與整合企業組織所有的策略規劃和公共事務（公

共關係）的功能，使企業有效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不至於

受到公共政策的負面影響。 

2. Hainsworth（1988）& M. Meng（1987）認為議題管理是企業管理功

能的一種，主要在界定對企業足以造成影響的潛在議題，以動員企

業的資源，並且透過策略的運用，排除議題可能帶來的威脅，甚至

進一步去影響議題的發展方向。 

3. 美國公共關係協會（Pubil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PRSA）在

1987年將議題管理定義為：企業組織針對其所關注的公共政策，進

行系統化的界定和行動。 

4. R. A. Armstrong（1981）指出，議題管理的重點在於企業指認出重要

的政府議題或社會議題，並且加以排定優先順序，以及早作出適當

的回應。 

在眾多研究議題管理的學者中，以 Heath（1991）描繪議題管理意

涵最完整，他認為議題管理是企業組織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一種資

源管理，透過對公共政策的研究，了解社會責任所在和民（利益關係人）

之所欲，然後運用雙向溝通的方式來促進共識、化解衝突。企業可能改

變其產品、服務或作業方式來回應公共政策的要求；或是促使公共政策

改變，以符合原有的產品、服務或是作業方式。議題管理不僅僅是消費

者關係、媒體關係或是政府關係而已，而是包含所有能與利益關係人互

惠互利的策略性規劃－可能包括產品策略、服務策略、作業策略或是溝

通策略。議題管理的目的，是希望企業能與它周遭的環境和諧共處，消

極面是防止與企業經營目標相衝突的公共政策產生；積極面則是推動有

利企業發展的公共政策。 

議題管理是有計畫的公關傳播活動，其目的在促使外界環境可以



形成良好的反應或正向的民意氣氛，為了縮短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間的

期望（意見、態度和信念）落差，當組織表現與利益關係人期望差距

變大的時候，議題隨即出現，利益關係人便可能採取行動，要求組織

照他們的期望來改善。Lerbinger（1997）、Heath（1986）& R. A. 

Nelson( 1986）等學者提出議題管理流程解決實際如何與應該如何之間

落差的問題，同時也考量各個利害關係團體對組織不同的認知，茲引

述 Lerbinger（1997）見解如下： 

◎  界定議題（issues identification） 

組織從偵測外界民意氣氛、政府政策傾向來認知與分類會產生影

響的議題，而議題的確認可從（1）議題對目前、未來影響程度；（2）

議題的擴散成國際性、區域性、全國性、地方性可能性；（3）組織對

此議題的控制程度等三方面著手。在此階段組織需採取主動積極的態

度控制議題，而非坐等議題的衝擊。 

◎  議題優先順序（issues priortization） 

組織確定一連串必需關心的議題之後，接著就是評估議題的衝擊

性，依其重要性如對組織的影響大小、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的程度、成

為立法行動或演變成訴訟的可能性，以及組織在面對社會大眾或政府

採取激烈行動時所能承受之壓力大小來排定順序。 

◎  議題分析（issues analysis） 

這個步驟需要結合各方面的專業能力，如研究、專業判斷以及實務

經驗來應付多變的議題分析過程，分析過程可由檢視相關因素開始： 

1. 社會、經濟、政治因素：例如以居家及學校方面的地震預防議題而

言，假設站在居家的角度評估議題，應該考慮基本維生設施如緊急

防救袋、安全避難場所之準備與安排；學校方面則應注意如訂定震

災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演練，使全校師生熟知應變與處置要領、定

期檢查公共維生系統與逃生設施、保全系統斷電時之人工方式的迅



速開啟、學校照明設備與書櫃應加以固定以防止地震時掉落而造成

意外。 

2. 政府因素：政府與民意機構對此議題的態度？例如國內企業要求到

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八吋晶圓時，應先評估政府立場為何？ 

3. 媒體與意見領袖的看法：先了解媒體目前的立場，並推估以後可能

的立場。 

4. 社會大眾的反應：透過大規模民意調查、媒體的民意論壇、call-in

或 call-uot內容來推論民眾的態度。 

◎  策略規劃（strategy formulation） 

組織不要為了否定一項議題的存在，而擺出受害者的姿態；相反

地，在對議題分析後，即應形成不同的反應策略、對個案進行風險評估、

考慮各種不同狀況，並有系統、有計畫地透過多元且適當的管道向社會

大眾說明議題的處理策略。 

◎  實行（implementation） 

議題管理程序的最後步驟是組織利用傳播管道進行宣傳及從事實

際活動。如前所述，有些政府單位很快地與媒體、社會大眾等利益關係

人表達本身對公共議題的立場，並尋求利益關係人的支持，擬定廣泛的

計畫；核四興建案例顯示，如果善用議題管理，是可以協助政府決定當

核四興建與否爭議發生時應何時介入？採取甚麼樣的行動？有效地掌

握議題發展。 

總之，組織整體的規劃與管理中，公共關係、議題管理和策略管理

三種功能的發揮，與組織的任務與目標的達成息息相關。策略規劃中涉

及公共政策擬訂與執行部分，由議題管理功能負責；公共關係部門因負

責環境偵測與對外溝通的工作，因此必須與議題管理業務配合無間（吳

宜蓁，民 85，頁 93）。 

 



二、利益關係人關係 

（一）利益關係人定義 

依據佛瑞曼（R. Edward Freeman, 1980）說法，利益關係人管理理

論始於1963年，當時是美國史丹佛研究所設計的計畫課程的一部份。

他認為利益關係人是環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組織與利益關係人應該

保持合作，組織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僅表現在議題上，也表現在利益關

係人關係上。所謂「利益關係人」，係包括所有受到影響的個人、團體

及組織，只要足夠影響組織行為，都是潛在的利益關係人（Lerbinger, 

1997, p.327）。 

另有學者認為，利益關係人的觀點源自於系統理論，而促使組織

進步的動力，其一為組織內部次系統的運作管理；其二就是組織外部

的利益關係人，透過教育、協商、壓力或是法令規範等手段，以外圍

力量督促組織從事契合其利益的行動（L. Grunig, 1992）。 

（二）利益關係人種類 

確認利益關係人及其間的關係是在進一步探討利益關係人議題首

要澄清、辨認的工作；以一般企業來說，其利益關係人包括該企業提

供勞力的員工、提供資本的股東、提供「土地」的當地社區、購買產

品的客戶、提供各種原料及服務的供應商、提供社會服務的非營利組

織、對企業提出要求的許多社會活動團體，以及可能危機的潛在受害

者；正如大眾是公共關係的專有名詞，利益關係人也可是虛擬的、屬

於組織的「廣泛的組織性範圍」（extended organizational chart）。爰此，

利益關係人可以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團體：初級的和次級的。所作所為

有害於或有利於組織的個人或團體，即構成初級利益關係人，組織如

果沒有辦法和初級利益關係人維持正面的互動關係，那麼組織可能會

慘遭失敗；例如就政府而言，基本的主要利益關係人包括員工、民眾。

而所謂的次級利益關係人，是那些行為會影響組織，或是被組織影響



的人，常見的次級利益關係人包括媒體、行動團體以及競爭者等，對

組織有影響力的人雖然無法阻止組織的運作，但仍然會帶來傷害（W. 

Timothy Coombs, 1999, p.20）。 

名單甫經確定，組織應釐清組織與其利益關係人之間，以及各類

利益關係人之間的關係。對組織來說，初級利益關係人和次級利益關

係人是互相作用的，每一個利益關係人都和組織有某種的聯繫，這些

聯繫包括經濟上的、社會上的以及政治上的。而所謂利益關係人的管

理即是組織和各種利益關係人間關係的管理。我們可以從組織是否有

效處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並與利益關係人維持一種衡常的關係，來

判斷組織的成功與否（Coombs, 1999, p.20-21）。由此可知，除了列出、

區分利益關係人名單外，應該進一步了解、關注組織與利益關係人之

間，以及每一個利益關係人團體的其他關係，並從對利益關係人的警

覺、認知、目前正在進行的溝通及其溝通的方向是單向的還是雙向，

了解利益關係人的目標、關切及利益，根據利益關係人的利益做調節

的意願等衡量利益關係人關係的品質（Lerbinger, 1997, p.332）。 

Freeman（1979）將利益關係人解讀為「在建設性諮商氛圍中協助

機構與外部環境打交道的網絡」。利益關係人關係，不惟組織與利益關

係人關係，也包括利益關係人團體間的互動關係，所以處理利益關係

人關係最有效率及最有用的策略，是在良好的協商指導之下同時處理

影響數個利益關係人的議題。除了根本否認議題存在外，Lerbinger

（1997）以利益關係人為議題將管理策略分為： 

1. 反作用的策略：組織不願正面回應問題，甚且反駁批評者，例如

1989年艾克森公司（Exxon Pipeling Co.,）超級油輪佛爾岱號

（Valdez）撞上暗礁，二十四桶原油外溢，污染阿拉斯加的威廉王

子灣（Prince William Sound）附近水域。當事件發生之初，該公司

企圖轉移視聽，將水獺、海鳥、魚類、野生動物的暴斃，以及數百



哩的沙灘、海岸遭到破壞都怪罪於人類的疏失，遲滯十天後才發表

一封公開信致歉。 

2. 事先行動的策略：組織主動發布與事件相關的資訊給社區居民，並

且表明立場，例如 1980年寶鹼公司（Procter & Gamble, P&G）製

造的「可靠」衛生棉和一種罕見、致命的「中毒休克症候群」（toxic 

shock syndrome）糾纏不清，而被迫收回的危機中，在傳染病控制

中心（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足以認定罹患「中毒休克症候群」與使用「可靠」衛生棉有關的前

提下，一週內即決定收回價值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可靠」衛生棉以

降低消費者的疑慮。 

3. 交互作用的策略：在危機事件發生時，組織應該先認同利益關係人

團體提出異議、發動抗爭的正當性，然後再提出妥善處理意外事件

的保證，例如，在 1982年李德公司（Arthur D. Little, Inc）與美國

國防部簽約，進行足以致人於死的神經瓦斯及起泡藥劑實驗事件

中，如果該公司一開始就在公眾諮商程序中取得社區的同意，最後

提出由科學家及安全專家將器具、設備、程序設計得更完美，以及

一次只使用少量的化學品進行實驗的承諾，獲得社區的認同就比較

有可能。 

（三）組織與利益關係人良好關係的要素 

組織及其利益關係人是相互依賴的，其間的關係是自然發生的，而

利益關係人關係的良窳在一般管理與危機管理中同樣居於關鍵地位。組

織和利益關係人關係不像議題管理和風險轉移，存在著眾所公認的模式

或程序，因此本研究從相關著作（Coombs, 1999, p.45-50）中提出的一

些建立關係的原則，試圖就其對危機管理的價值與應用分別加以說明：  

1. 維持密切往來 

「企業應該和客戶維持密切往來」長久以來一直是企業經營的鐵



律。組織和利益關係人會因為密切往來、進行對話而互相了解、尊重，

進而讓雙方對彼此都產生正面積極的認知（Gruning，1992）。另外，組

織可以透過和利益關係人維持密切往來及早發現問題，防止這些問題浮

上檯面而演變成為具爭議性的議題。易言之，如果可以在問題發生之初

及早因應、解決，則可以避免衝突升高，並且有助於形成良好的組織與

利益關係人關係。 

2. 組織信用 

「可信性」是一種用於說服上的概念、一種接收者對傳播者的態

度。在危機管理上組織是傳播者，而利益關係人則是接收者；就「訊息」

而言，可信性對於說服效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研究顯示可信性可以

區分為專業能力與值得信賴兩個要素。所謂「專業能力」係指傳播者對

課題所具備的知識，專業的組織看起來是適任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

的；所謂「值得信賴」即指傳播者對接受者表現出善意或關心，一個值

得信賴的組織是真誠的、作風正派的，而且當它做決策時，會考慮行為

對利益關係人的影響。 

危機處理時，組織必須在危機中控制得宜並表現出同情之心，此兩

者意涵和可信性的專業能力及值得信賴的概念有很多相通之處。「控制

得宜」包括組織擁有正確和完整的危機資訊，資訊正確而完整則意味著

組織是危機方面的專家。所謂「同情心」係指對於被危機波及者的關心

和關注。同情心和值得信賴係一體兩面、互為因果，是任何危機時刻的

基本要素，因為對危機的解釋，常是非此即彼的，必須能夠迅速的掌握

事件的原委或提出該組織對危機的說明。但此一說法存在一個必要的前

提－即利益關係人會相信組織的陳述。在某些危機中，利益關係人所接

受的關於危機的解釋會決定危機處理是否成功，因而影響危機所帶來的

傷害與影響程度。 

3. 符合期望 



某些企業理論家非常強調組織維持其正當性的重要性，當組織能夠

符合利益關係人士的期望時，就是具有正當性。具有正當性的組織能夠

免於被批評，進而得到利益關係人的支持；相反的，如果沒有辦法符合

期望，則會引致批評，而且可能和利益關係人發生衝突。組織具有正當

性，隱含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關係良好，而所謂的良好的組織利益關係人

關係應該包括：（1）組織與利益關係人經常進行雙向溝通；（2）彼此了

解與尊重；（3）組織被認為足以擔當工作、完成任務；（4）組織被認為

是值得信賴並符合倫理規範的；（5）組織被認為擁有操作權；（6）組織

了解利益關係人的期望；（7）組織展現對利益關係人的關心；（8）組織

能夠符合大部分利益關係人的期望。 

組織的信譽係利益關係人對組織所說所做認知的結果。維持密切往

來、符合期望可以增加共同了解、發展共同尊重，從而建立良好的組織

信譽；信賴感一直是衡量信譽的指標，值得信賴的組織代表一種良好的

利益關係人關係，因為在這種情形下，組織被認為是足以信任的專家

（Coombs, 1999, p.50）。 

議題及利益關係人關係的管理是危機管理中幫助預測及避免危機

的必要步驟，即使發生危機，也可減少損失及提供重建的能力。政治

與社會的壓力都使利益關係人參與決策的機會增加，許多公共政策要

求公眾參與，諸如環境法要求製造或儲存有毒物質的公司，對附近社

區居民提供資訊，並將居民涵括在緊急計畫內。只要居民警覺到危機

可能發生，業者都必須耐心加以解釋。在垃圾場、焚化爐、核能電廠

及其他 NIMBY案例中，上述步驟都是十分重要的。 

總而言之，由於筆者的研究興趣，以上除簡明扼要介紹危機概念與

危機管理外，將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理論依序

作一整理： 

在危機（Crisis）概念與危機管理（Crisis Management）方面筆者係



回顧六○年代至今學術界與實務界對危機定義、特性、類型、成因與影

響的界定；危機管理部分引介管理學者 Lerbinger（1997）的自然災害「緊

急處理策略」（emergency management strategies）的四階段理論與 Barton

（1993）的「預防行動系絡」（Preventive Action Families）型模，說明

一位優秀的管理者必須熟悉「緩和階段」、「準備階段」、「回應階段」、「復

原階段」四階段，平時應即了解組織內、外部及其交互過程可能引發的

危機，才能「防微杜漸」，一但發生災難，即可將災難所造成的傷亡減

至最低限度，並防範下一波可能的災害。 

在風險管理與溝通（Risk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方面，

則引用企業管理學者鄧家駒（民 87）的風險管理理論（包括骨牌理論、

能量釋放理論），公共管理學者 Christopher Hood & David K. C. Jones

（1996）的風險管理型模，傳播學者 Sy Lazarus（1975）的溝通過程模

型，以及 Lerbinger（1997）的風險分析、風險認知理論說明在災害發生

之前，政府如何結合風險管理與緊急處理過程，將潛在危機消弭於一般

管理中，達到危機管理最高境界。 

在議題管理（Issue Management）與利益關係人關係（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方面，因為利益關係人是社會與政治競技場的參與者，

所以議題管理一般都與利益關係人關係有關。議題管理1976年由

Howard Chase首先提出，是現代最新的危機處理途徑，也是企業管理、

公共關係、廣播電視等領域的主流危機處理思維，可惜是尚未被正式轉

借到國家層級的危機管理。爰此，筆者引介 Peter F. Bartha（1982）、Hazel 

Henderson（1978）、Lerbinger（1997）公共議題的分類、生命週期、管

理流程，以及W. Timothy Coombs（1999）對利益關係人的見解以說明

議題形成公共政策過程中，特定群眾參與決策以及公權力涉入的程度，

對危機處理的影響。 

危機預防理論在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方面



的探討仍方興未艾，各種論點亦尚未定讞，而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共

享」（risk shared）、「風險傾向社會」（risk-prone community），如何在危

機發生前期即進行解除、舒緩威脅公共危機，是當前人類共同努力的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