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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這是一個災難頻傳的時代。二十世紀以來，全球科技變動迅速，造成了對於

環境的高度破壞，帶來了高度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大水、地震、熱浪、傳染病

在全球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與經濟的傷害，促使全球的政府組織必須重新重視災害

的重要性。 

傳統的政府統治著重在高度建設與政治說服上，對於災害存著「我們應該不

會那麼倒楣」的僥倖心理，認為災害發生的機會極小，僅需在災害來時隨機應變

即可，不需將預算投入在此類政治回收率低的施政項目上；與民眾的災害溝通多

採取單向溝通模式，使得民眾長期以來對於災害也抱持著僥倖的心態；回顧我國

賀伯颱風、九二一地震、汐止東方科學園區大火、桃芝颱風、納莉颱風、非典型

肺炎等事件，均發現政府對於災變管理的警覺性與能力有限。 

大眾媒體的報導加速危機的蔓延，也擴大危機的衝擊面（Cohn，2000）。由
於媒體與民眾意識的高漲，政府處理災害事件的過程與成效已成為媒體逐獵的焦

點，每每災害發生時，媒體都採取高度動員、即時播報的方式，將災害的原貌在

第一時間呈現給民眾，加上台灣民眾對於政治參與的熱中，促使政府災害應變增

加了複雜性與困難度，也常常發現災害應變的官員與媒體、民眾發生衝突的情形。 

政府組織是否具有高度應變與溝通能力，關係著其是否能將應變措施與決心

為民眾所知，而民眾是否會給予信任與支持，將間接的影響其未來執政與否，能

化險為夷獲取民眾信任者，組織形象與執政的滿意度將因此大受肯定﹔反之，溝

通失敗者，極有可能會危及組織與首長的形象，甚至因此下臺。 

災難頻傳的時代也代表著形象與災變管理的時代，公共關係已成為災變管理

中重要的一環。在公共行政學界，危機管理被納入公共管理專題中，主要以

Nunamaker等人（1989）所提出危機管理動態模式為主，此模式著重於危機各階
段整體資訊傳遞流程，包括組織內部災害應變規則的訂定、訓練及感應系統的設

立、應變小組的建立，以及與特定災害有關的資源管理措施，由於這項理論涵蓋

了危機三個階段的準備與決策過程，在我國政府組織研考相關研究中廣泛的被應

用，如高雄市研考會編著的高雄市設立都市危機管理專責機構之研究（民 88）﹔
而「災變公共關係管理」則是著重在溝通與形象維護，從災害發生前到發生後，

政府組織與公眾、媒體、中央、議會等之間的溝通過程，運作得宜的災變公共關

係，不僅具有形象維護的功能，甚至是改變原有敵對關係的契機。據此，這兩項

重要的管理理論，對於政府組織因應災變具有重要的指示性功能，缺一不可。 

民主社會政黨輪替所帶來的府際與府會關係的不和諧，以及不同意識型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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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政治好惡，促使災變管理的複雜性增加，更彰顯了災變公共關係管理的重要

性；在這樣的政治及環境背景下， Marra（1992）、Heath（1994）、Gonzalez-Herrero 

& Pratt（1996）等學者相繼開始危機溝通的研究，然而對於衝突的協調、溝通的
撰述仍然不足﹔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僅著重在危機管理的過程，以及媒體內容分析

上。 

據此，本研究將針對災變政府公共關係的主題加以研究，試圖將 Nunamaker

等人（1989）所提出危機管理動態模式與公共關係管理理論相結合，期望能帶動
國內對於災變公關領域的研究風潮。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災難管理已成為二十世紀台灣政府首長的首要課題。近年來台灣每年都有或

大或小的災害事件發生，包括九二一地震、八掌溪事件、東方科學園區大火、桃

芝颱風、納莉颱風等，造成了極大的生命與經濟損失，使得災難管理成為政府首

長不得不正視的課題。 

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七日，納莉颱風橫掃台灣北部，在竹子湖站的連

續最大 24小時小時雨量高達 862公厘，台北市市民 27人遇難，3人失蹤，16人

重傷，收容災民高達 2,053人﹔高運量捷運系統被洪水灌入而完全停駛，到當年

十月一日才逐步恢復營運，市政府各單位編列的復原經費高達 97億元。這次的
風災，使得首善之都台北陷入一片汪洋之中，災後數日，都市機能仍運作困難，

民眾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媒體將此次的災變稱作為馬英九執政以來最大的

挑戰，將直接影響市民支持率，甚至危及連任之路。 

然而，馬英九及市府團隊在這次的事件中整體形象並未受到影響，仍有高達

60.5%的民眾滿意度，本文相信這樣的民調結果立基於台北市政府的災變公共關
係管理的運作上；據此，本篇災變政府公共關係管理的研究選取台北市因應納莉

風災的個案進行研究。 

綜合以上的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項： 

１． 從公共關係的角度檢閱相關文獻，據以瞭解過去理論不足之處。 

２． 從台北市政府施政經驗，觀察其平日公共關係的運作方式及關係結果。 

３． 以危機溝通及危機公關效果理論為基礎，分析台北市納莉風災時災變公關

管理進行情形。 

４． 根據以上的瞭解與研究，期望能針對台北市政府實務運作上的問題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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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且謀求解決之道。 

５． 將災變公共關係管理的概念導入 Nunamaker等人（1989）的危機管理動態
模式中，讓危機管理的研究更趨豐富 

二、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進行台北市因應納莉風災個案的研究，探討

下列幾項研究問題： 

一、 學術界危機公關理論的發展情形為何？理論模式中有何不足之處？ 

二、 應用 Nunamaker 等人（1989）的危機管理動態模式，台北市政府實務上具
體做法為何？ 

三、 台北市政府災前防災溝通主要以哪些方式進行？ 

四、 台北市政府災前如何與主要溝通對象進行公共關係？關係結果為何？ 

五、 在納莉風災時期，台北市政府採取何種公關運作策略？ 

六、 前述台北市政府災前與主要溝通對象的關係結果，對於納莉風災時雙方互

動情形有何影響？ 

台北市政府主要的溝通對象為市民、媒體、中央政府及市議會，研究市民關

係、媒體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及府會關係，因而共同關係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市民關係 

在民主社會下，市民為市府主要的服務對象，自從市長開放民選之後，市

府的執政基礎是建立在市民的選票上，據此，市府與市民間的關係結果將

影響未來市府是否得以繼續執政。 

（二）媒體關係 

危機常引發媒體與民眾的注意而導致溝通發生問題。自從報禁解除之後，台

灣的媒體蓬勃發展，由於媒體秉持著為監督政府的第三權角色，對於災難事

件投以高度關注，加上災時媒體的幾項特性：媒體的報導增加災害處理的困

難度、媒體報導影響大眾的認知與對組織的評價、媒體是各方的角力場、災

害本身具有新聞價值，促使媒體關係在災害公共關係管理上具有高度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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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與地方關係 

在政黨輪替的政治環境下，台北市成為各政黨的選舉必爭之地，眾人也將台

北市長視為將來總統選舉的熱門人選，雖然依據災害防救法與地方制度法，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已經明白的界定了雙方之間在法制上的關係，然而中

央與地方的非正式關係，將直接影響到救災資源的配置與雙方的互動情形，

對於災變管理具重大的影響。據此，本文將討論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 

（四）府會關係 

議會對於市政府具有預算審核及質詢權，將直接影響市府重大政策執行的順

利度，因此，在政府公共關係管理的研究上必須將府會關係納入其中。 

 據此，在本研究中將針對以上的研究問題進行探討，並且以此四項關係為研

究標的，期望能瞭解公共關係管理在災變過程中的實務概況。此角度的研究方

式，重要性有兩方面：危機動態模式在政府因應災變情境下，理論撰述的不足之

處，透過公共關係管理理論的補強，使得危機動態模式更具完整性；在政府災變

公共關係管理實務上，透過對於台北市政府納莉風災時期的研究，為未來政府組

織因應災變提供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災變管理中的處理策略運用，對於政府組織與企業體均具有極大的影響，然

而就其對整體民眾與經濟的影響程度來看，政府組織的災變管理更具有意義，故

本文選擇政府組織作為研究的主體，而台北市政府為首善之都，向來被其他的地

方政府視為政府管理之效法標竿，這使得納莉風災的處理經驗成為各界研究的對

象。 

在研究主體之範圍界定上，本研究試圖區隔如下：（一）政府公共關係運作

部分：研究中將探討台北市政府在災前與納莉風災時公共關係實際運作的方式，

觀察分析市府如何與市民、媒體、中央政府、市議會進行溝通；（二）關係結果

部分：透過公正第三者的民調資料及媒體內容分析，瞭解台北市政府與市民、媒

體、中央政府、市議會溝通之關係結果，包括災前與納莉風災期間。 

至於研究時間範圍與主體，災前公共關係管理主要以馬英九上任第二屆民選

台北市市長至納莉風災前為主，而災時的公共關係管理則以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六

日至十月初，相關之文獻紀錄（新聞報導、期刊專書、市府發布的相關文件，包

括新聞稿、檢討報告等）作為分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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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法為主，以台北市政府因應納莉風災為個案，藉

由與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人員及媒體記者的深度訪談，瞭解當時北市所採取的公

共關係策略及活動，並藉由媒體內容分析及相關民調單位所進行的民調報告，評

估市府的關係結果及公關成效。 

為了能使得文中的資料豐富化，且推論據客觀性，本文蒐集的文獻資料，包

括現存的公共關係理論、政治溝通理論、宣傳說服概念、危機管理、府會及府際

關係等相關研究，透過這些資料檢索出相關的邏輯論點，將其進一步的運用在本

研究中。文中主要的參考文獻，依據性質可以分為： 

１．公共關係理論、溝通理論、危機管理理論等國內外相關的專書及期刊。 

２．政府機關出版品。包括政府公報、研考會委託研究案、納莉風災重建相關業

務報告、新聞處發布新聞稿件，以及政府網站刊登資訊等。 

３．法令規章。包括災害防救法、地方制度法、台北市新聞發布相關規定等。 

４．大眾傳媒相關報導。主要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三大報相關報導為

主。 

５．民調資料。公正第三者所發布的民意調查資料，主要的信度均高於 95%信賴

水準，包括 TVBS、聯合報、世新民調中心相關民意調查數據。 

６．中選會公佈得票率資料。中選會網站公布之第三屆民選台北市市長的得票率

資料。 

這些文獻資料在本研究中主要應用在於瞭解公共關係及危機管理相關領域

的研究成果、市政府公共關係之實務情形，以及關係結果的佐證上；相較於深度

訪談的研究資料，文獻資料在詳細度及客觀度上較易於邏輯上的推演，也可避免

受訪者不願表態的窘境。 

除了文獻資料外，主要採行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 個案分析 

本文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來佐證分析上一節所建構的研究問題，並且藉此瞭

解實務運作上的真實情形。研究對象為民國九十年納莉風災嚴重侵襲北台灣，當

時台北市政府所採取的溝通計畫及公關策略。 

之所以選擇此個案主要有下列幾項原因：1. 此個案發生時間距離本研究開
始的時間較其他災害個案近，且相關的檢討報告也紛紛出版，有助於資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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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訪談的記憶，2. 台北市為首善之都，相較於其他縣市在災害處理上有較完備
的制度與溝通的模式，台北市為納莉風災重創最大的都市，最適合作為研究目

標，3. 台北市素來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有助於進行媒體關係研究﹔基於以上幾
點原因，選取此個案作為政府因應災害公共關係研究的標的。 

（二） 深度訪談法 

相較於問卷面談，深度訪談主要運用在參與觀察的操作中，透過非正式方式

的進行，彈性的變化問題的內容，可以針對部分的問題作更臨場性的深入訪問，

並且透過對談的方式，拉近受訪者與訪談者的距離，獲取較多數據性及繁瑣的資

料。 

深度訪談在本文中的應用，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台北市政府在納莉風災時實

務上的運作方式，透過訪談的結果來強化理論上的不足。由於本文著重於公共關

係管理，因此在深度訪談中主要著重在政府新聞處理人員、救災主管機關、參與

採訪的媒體記者等。 

本研究主要訪談了六位受訪者，包括松山區公所社會課劉志聖課長、台北市

消防局游家祝股長、消防局第一線電話接聽人員蕭明坤先生、台北市新聞處第四

科江春慧科長、台北電台余遠炫總監，以及市府線記者楊金嚴，詳細的訪談資料

如【附錄一】；除了這六位受訪者外，台北市研考會的王志錚先生、劉昭博先生，

以及筆者的指導教授台北市研考會主委吳秀光主委也提供了許多實務上的經驗

及資料，使得本文在實務的撰述上得以豐富化，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協助的人的幫

忙。 

（三） 內容分析 

在傳播學相關研究上，內容分析是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特別適

合在傳播方面的研究，透過媒體觀察，得以回答傳播媒介研究最常問的一個問

題：「誰說了什麼（who）、對誰說（whom）、為什麼說（why）、如何說（how）、

以及產生什麼影響（what）？」。早在 1952年 Berelson（1952）就提出了內容分
析的特性適用在傳播研究上，主要的特性為： 

１． 客觀性（objectivity）：研究過程中每一個步驟的進行都須以明確的規則為依
歸﹔而客觀，就是只對分析的類目加以精確的定義，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

分析歸納時能儘量去除成見，而得到相當一致的結果。 

２． 系統性（systematicity）：內容與類目的採用與捨棄，必須符合始終一致的規
則﹔所謂的系統是指如何為訊息定類目而言。 

３． 定量性（quantitatity）：內容分析可依照規則，對擬定的類目與分析單位加
以計量，以數字來比較符號或是文字出現的次數，以達到精確的要求。 

 而內容分析在危機管理的應用上，吳宜蓁（民 91）指出媒體效能的成效指



緒緒論論       77 

 7

標可以分為三個面向： 

１．危機管理機構被引用為主要消息來源的程度。 

２．媒體報導給予危機管理機構正面或負面評價。 

３．媒體記者個人對於危機管理機構的整體評價。 

本研究關於媒體關係的部分也運用內容分析研究法，不同於傳播學研究著重

於媒體「報導呈現」上的研究，文中僅針對三大平面媒體（聯合、中時及自由時

報）版面內容進行實證分析，從納莉風災發生時間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

三十日之報導內容，分析版面上納莉風災的議題發展，以及台北市政府救災相關

訊息的見報率，主要的類目為「防災宣導與準備」、「風災損害消息」、「後續修復

消息」、「澄清負面消息」、「其他」，藉由媒體對於這些類目報導的次數分析，以

瞭解台北市政府所欲傳達的訊息與公關效果。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鋪陳，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章第一節中，主要闡明本文的研究動

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研究範圍針對研究所涵蓋的範圍加以界定；第三節研究架

構與流程說明本文的基本假設，以及論文結構上的安排﹔第四節研究方法與限

制，將引述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並且說明在研究上受限之處。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在第二章第一節中，試圖介紹國外危機溝通

研究的演進，以及國內在危機相關研究上的成果﹔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談到

Nunamaker（1989）的危機動態模式，及 Gonzalez-Herrero & Pratt（1996）的整
合對等危機溝通模式；第四節透過對於危機動態模式中對外溝通部分不足之處進

行探討，並且融合公共關係管理的理論概念，建構本文主要的研究內容。 

第三章為台北市政府之災前公共關係管理，在本章中開始探討台北市政府災

前的公共關係運作及與市民、媒體、中央政府、市議會的關係結果。第一節首先

簡略的以危機動態模式為基礎，介紹台北市政府的災害管理系統，並探討台北市

防災系統的缺失；第二節則介紹台北市政府公共關係統籌單位---新聞局，瞭解新
聞局平日進行公共關係運作的主要方式﹔第二節探討防災溝通途徑，國外學者

Marra（1992）、Heath（1994）等人均強調災害前危機溝通的重要性，充足的危
機溝通有助於民眾認識災害並且做好準備，降低災害對於生命與經濟上的危害，

直接地降低災害的嚴重度，是災變公共關係管理上重要的一環，在此將透過專節

探討台北市進行災害溝通的方式，主要包括台北電台、防災相關網站，以及災前

的防災演習﹔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分別為市民關係、媒體關係、中央與地方

關係及府會關係的探討，將論述市政府與其建立關係的方式，以及在納莉風災發

生之前，雙方間的關係結果，透過第三章的論述，以作為研究第四章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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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公共關係管理的基礎。 

 第四章為納莉風災期間台北市政府之公共關係管理。在本章中將深入探討

納莉颱風災時市府所採取的公共關係管理策略，以及與市民、媒體、中央、市議

會的災時互動情形。第一節為納莉風災背景介紹，第二節市府公關運作策略，將

分析市府在納莉風災時主要採取的公共關係方式﹔第三節討論市府的應災策

略、民眾對於應災策略的反應，以及市府與民眾的關係結果﹔第四節則為災時市

府採取的媒體策略、媒體報導議題分析，以及媒體效能分析﹔第五節將探討市府

與中央及市府與議會的互動情形。 

第五章為納莉風災後台北市政府之公共關係管理。本章第一節主要探討納莉

風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成立背景，並且以危機動態模式呈現委員會提出的具

體建議；第二節則討論納莉風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公共關係意涵；第三節探討

跨區防汛演習。 

第六章則為本文的結論與建議，主要針對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研究成果進行陳

述與說明，並且試圖將災變公共關係管理納入危機動態模式之中，希冀能對於未

來的災變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