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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希望結合東方面子

工夫及西方形象修復理論，針對目前相關研

究在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未竟之處，進行跨

文化面子工夫與形象修復策略之使用比較。

此外，本計畫亦希望探討面子框架工夫與形

象修復策略的影響與效益，尤其著重於媒體

形象報導的探討。 

本研究採多個案研究法，以「企業管理

型危機」與「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為觀察

重點，政治人物又區分為男性與女性政治人

物進行觀察。以七個個案（國內五個，國外

二個）進行深入探討，七個案內容分析樣本

共 720 則報紙報導。 

研究結果就台灣、美國企業及政治個案

在面子框架功夫及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之

異同處進行比較及討論。 

二、 前言 

「面子」與「形象」是一個跨文化現象，

本研究希望以國內發展的面子工夫理論以及

西方發展的形象修復理論為基礎，透過台灣

及美國實證資料的蒐集與分析，針對目前相

關研究在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未竟之處，進

行跨文化面子工夫與形象修復策略使用之比

較。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希望結合東方面子

工夫及西方形象修復理論，此外，本計畫亦

希望探討面子框架工夫與形象修復策略的影

響與效益，尤其著重於媒體形象報導的探討。 

三、文獻探討 

1. 面子的定義：兼談東、西方學者

對於面子定義的異同 

Goffman（1967）指出，面子是具有社

會讚許性質的自我心像；在實質運作上，面

子則具有協商（negotiation）與互動

（interaction）的特質（周美伶、何友暉，

1992；Oeztel, Ting-Toomey, Masumoto, 
Yokochi, Pan, Takai & Wilcox，2001）。
Goffman（1967）並進一步說明，若甲方對

乙方聲稱自己擁有社會讚許的價值（例如：

財富、成就），而乙方也同意甲方具有該價

值，如此，甲方方能獲得他所要的面子；反

之，若乙方不承認甲方擁有該價值，那麼甲

方就沒有面子。 

東方學者 Ho（1976）對於面子的定義

是：「面子是個人基於他在社交網中所佔的地

位、合宜的角色表現與被人接納的行為操

守，而從他人獲得的尊重與恭敬

（respectability and / or deference）；個人所獲

得的面子乃視個人及其關係密切者的生活舉

止與社會期望是否吻合而定；而在兩個人交

往的情況，面子可說是一種相互的服從、尊

重與恭敬，是雙方都期望獲得，同時也準備

回報的。」（pp.883） 

綜合學者有關面子內涵的論述（周美

伶、何友暉，1992；Goffman，1967；Brown 
& Levinson，1978），本研究總結以下三點

東、西方有關面子的共同性定義：1）面子是

他人所認可的，2）面子具有社會讚許性質的

自我心象，以及 3）面子是人與人之間交往

互動的準則。東、西方有關面子定義不同之

處則有二：1）相較而言，東方學者對於面子

的定義則傾向由靜態的角度著眼；2）社會讚

許的特質會因東、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不同

而產生差異。面子靜、動態本質的差異在本

研究中會因為媒體對於危機事件的報導降低

其影響，而東、西互異之價值觀與文化對面

子工夫所產生的影響則為本文觀察的重點，  

本研究嘗試從下列三個面向探討文化元

素對於面子框架工夫的影響： 

1）面子的內涵元素——道德導向面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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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導向面子：此面向主要呼應周美伶及何

友暉（1992）第一點有關人際和諧及第三點

有關道德倫理層面的論述。總言之，本研究

將面子之內涵元素區分為二：成就導向型面

子與道德導向型面子。成就導向面子的元素

包括：成就、失敗、能力、地位、自主權、

人格的可信度等；相對而言，道德導向面子

則注重面子應符合人際網絡中的禮儀規範與

道德禮法。基本上，前者的面子來自於個人

的努力與成就，後者則來自於遵守禮儀與道

德規範（朱瑞玲，1987；周美伶、何友暉，

1992）。 

2）面子之單元——獨立我面子與互依我

面子：此面向同時呼應周美伶及何友暉

（1992）有關差序格局以及重要他人的論

述。獨立我面子 在個體主義文化中，個人的

「公開性的自我呈現」（即面子）與私底下的

「核心自我」類似（Ting-Toomey，1994；
Oetzel, et. al.，2001）。在此文化中，面子事

件屬獨立事件，所謂的「獨立事件」係指個

人的面子僅與個人的能力、可信度、正面特

質有關，並未和他人的面子有所連結

（Morisaki & Gudykunst，1994）。互依我面

子 在華人文化中，自我則是植基於「情境」

及「關係」的概念，它需要透過社會差序網

絡及人際關係來界定。個人被視為團體之一

份子，且與其他人之互動息息相關，因此，

面子事件往往被視為與他人息息相關的「互

依的事件」（interdependent phenomenon；
Morisaki & Gudykunst，1994）。具體言之，

中國人的面子事件係存在於人際關係中，當

個人身為社會團體的成員且和其他人有所連

結時，面子的問題即會出現（Morisaki & 
Gudykunst，1994），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假

設當事人在進行形象修復策略或面子工夫的

時候，會使用較多的互依「關係」單元；此

外，面子的運作也會採有來有往的互惠原則。 

3）面子之價值導向——社會（他人）導

向面子與自我導向面子：此面向呼應周美伶

及何友暉（1992）有關「重要他人面子」的

論述。本研究將面子之價值導向區分為二：

自我價值導向面子與他人價值導向面子。自

我價值導向面子的內涵元素包含：自我價值

（self-worth）、自我表現（self-presentation）、
自我重視（self-value），並視達成個人目標比

團體目標重要；相對的，集體主義文化則強

調他人價值，其內涵元素包括：顧慮人意、

順從他人、關注規範、重視名譽，為整體利

益會犧牲個人利益，將團體榮譽、團體目標

視為比個人榮譽及目標更為重要。 

2. 形象修復策略及形象修復策略之上層

面向 

近十年來，國內援引上述形象修復策理

論並進行實證研究者日益增多（周敏鴻，

2000；王興田，2000；吳宜蓁，2000；2002；
高菁黛，2001；黃懿慧，2001；游梓翔、溫

偉群，2002；詹乃璇，2003；林智巨，2003；
朱慧君，2003；歐振文，2003；吳錫河，2003；
吳碧珠，2003；胡志亮，2003）。黃懿慧（2001）
以 Susan L. Brinson 與 William L. Benoit 的理

論為基礎，輔以國內的個案研究進行實證分

析；研究結果顯示，上述形象修復策略理論

架構相當程度有其跨文化的適用性與解釋

力。詹乃璇（2003）、林智巨（2003）則以黃

懿慧（2001）的架構為基礎進行增修，附件

一係以黃懿慧（2001）為主，加入詹乃璇

（2003）以及林智巨（2003）研究發現所整

理的形象修復策略一覽表。 

由於形象修復策略項目有過於細瑣的缺

點，學者嘗試以「連續帶」（continuum）的

概念探討危機回應策略的上層面向

（Coombs，1999；Marcus & Goodman，
1991；McLauglin, Cody & O’Hair，1983；
Siomkos & Shrivastava，1993）。有關「連續

帶」的論述，主要是為了補強形象修復項目

細瑣的缺點，企圖建構上層的分析架構，使

理論更具簡化性、預測力與解釋力，實為一

值得繼續發展的方向。然而，上述的理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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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卻也出現以下問題：第一，為達簡化目的，

學者皆僅提出單一面向之連續帶；然而，在

目前提出的單一連續帶中其實可能同時包含

兩者甚或兩者以上的概念構面。舉例而言，

McLauglin, Cody and O’Hair（1983）提出「緩

和－侵略」（mitigation-aggravation）連續帶

論述，其著眼點是從組織角度或受害者角度

出發來進行回應策略，然而，其分類其實亦

包含抗辯及接納的概念。舉例而言，在實際

個案中，組織可能否認其為事件的起因者

（Marcus & Goodman，1991），但同時也從

受害者角度或以情感（Coombs，1999）觀點

進行回應。第二，單一連續帶無法反映危機

事件複雜的本質，由於上述研究皆採實驗法

進行，所以，策略的「操弄」可以依據單一

連續帶的「成份」進行設計，但是，實際個

案中危機管理者的回應可能同時涵蓋許多面

向，無法歸類為單一面向。第三，上述連續

帶的論述，並沒有考量文化或跨文化的元素。 

據此，本研究嘗試發展涵蓋面較完整的

上層面向概念架構。本研究認為，欲建構完

整的上層面向構念，必須針對危機事件的本

質進行分析才能達成。 

根據上述論述，本研究依危機事件的本

質與危機回應元素，將形象修復策略的上層

架構區分為五個面向：  

1）責任承擔：承認/接納責任—否認責

任——此面向與 Siomkos and Shrivastava
（1993）的「否認—接受責任」，以及 Marcus 
and Goodman（1991）「採納—抗辯」的概念

類近，惟本研究著重危機當事人對於「責任

承擔」之說明是採承認/接納態度或否認態

度。 

2）回應主體性：組織—公眾——此與

McLauglin, Cody and O’Hair（1983）的「緩

和—侵略」（mitigation-aggravation）概念類

近，主要著眼於危機回應係從公眾角度或組

織角度出發。 

3）回應姿態：緩和—抗辯——此面向與

Coombs（1998）的「接納—抗辯」

（accommodative-defensive）連續帶，及

McLauglin, Cody and O’Hair（1983）的「緩

和—侵略」（mitigation-aggravation）連續帶

類近，惟本面向著重探討當事人之回應係採

緩和（息事寧人）態度或抗辯（高姿態）態

度。Ting-Toomey（1988）指出，集體主義文

化注重包容與接納，個體主義文化注重人自

我與自尊的表達與不受侵犯，由此或可預估

集體主義文化傾向使用緩和性策略，而個體

主義文化傾向使用防禦性策略。詹乃璇

（2003）比較黃義交緋聞案與柯林頓緋聞案

即發現，黃義交個案傾向使用緩和性策略，

而柯林頓個案傾向使用防禦性策略。 

4）溝通目的：資訊導向或關係導向——

本面向與 Coombs（1999）所提的「資訊取

向策略」及「感情取向策略」概念類近。就

文化面向探討，本文同意 Scollon and Scollon
（1994）有關「面子溝通」的觀點；Scollon 
and Scollon 指出，在傳播的領域中，東、西

方關於面子的假設並不相同——亞洲人在傳

播的過程中會考慮面子與關係；相對地，西

方人在溝通中重視的是資訊的交換與協商

（Ting-Toomey，1994；Morisaki & 
Gudykunst，1994）。Scollon and Scollon（1994）
認為個體主義溝通的目的為資訊的交易

（transaction），因此在溝通時會以開門見

山、直接了當的方式說出自己的意見與想

法，並且也希望溝通的對方能夠提供其所需

的資訊。換言之，Scollon and Scollon（1994）
認為西方的溝通以單次的資訊交易為前提，

相反的，東方的面子溝通除了資訊外，著重

於「關係」的建立與維持。同樣的，朱瑞玲

（1987）也強調，「面子」不僅可反映一個社

會的價值取向，從面子行為的運作更可看出

個人如何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朱瑞玲，

1987，p.23）。簡言之，本面向希望探討危機

回應著重於資訊傳遞與溝通，或關係及感情

的建立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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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歸因/犯行之明確回應—模糊策

略——本面向著重於探討危機事件當事人對

於事件歸因及犯行行為說明是否明確、或採

模糊策略。在歸因部分，Oyserman, Coon and 
Kemmelmeier（2002）指出，個體主義在判

斷事物、說明事理和推論事物的因果關係

時，傾向採用和個人相關的線索，較不會採

用和情境或社會脈絡相關的資訊，因為個體

主義認為去情境化的自我較為穩定，此種論

述形態被稱為「去情境化」

（decontextualized）。相對的，在集體主義文

化中，事物的意義與社會脈絡息息相關，集

體主義文化在進行歸因以及判斷事物時，較

傾向運用與社會脈絡、人際互動情境及社會

角色扮演等資訊進行歸因，可稱之為「情境

化」（contextualized）歸因（Oyserman, Coon 
and Kemmelmeier，2002）。 

3. 媒體效能/效益評估 

本研究將觀察危機事件中大眾媒體對於

當事人形象的報導。此媒體效能的探討有其

實務觀察與理論建構的意義。在實務觀察

上，誠如 Stocker（1997）指出，近年來之媒

體審判與組織控告媒體兩大趨勢，嚴重衝擊

組織的危機管理作業，因此，將媒體對於危

機事件的報導列為觀察重點之一，實有其反

應與探討時代趨勢的意義。此外，觀察大眾

傳播媒體在危機事件中與組織之互動，亦有

其理論建構的意涵。在探討形象管理時，

Berger and Luckmann（1967）曾指出，有關

組織的形象特質，基本上是「社會建構」

（socially constructed）的產物，而大眾傳播

媒體則是社會建構的重要力量。有關危機管

理的效益評估，多數論著將評估重點著重於

「底線數字」（bottom-linenumber）之探討，

譬如：銷售量損失、產品損壞以及名譽損傷

（Stocker，1997）。在這些指標中，雖然底

線數字是企業或組織最為關切的「變項」，然

而，誠如 Stocker（1997）引用 Poter-Novelli
於 1993 年所做的研究調查指出，「名譽傷損」

乃各類企業組織在危機事件中主要且普遍的

損失。因此，本研究決定將「形象面向」列

為重要的危機管理效益評估變項。 

四、研究方法 

1. 多個案研究法 

本計畫採行多個案研究法，採此研究設

計的原因有三：第一，個案研究法是對真實

情況，進行深度描述的實證研究法

（Lawrence，1953）。Yin（1989：23）也指

出，個案研究法最適用於探討真實情境，尤

其適用於「事件的情境與真實環境間的界線

不十分明顯的情況」。此外，本計畫的研究問

題與問題假設，也大致符合個案研究法界定

的三種情境︰「如何」（how）性質的問題是

研究重點、研究者對事件的發展沒有控制

力，以及研究重點是當代生活中的現象

（Yin，1989，p.13）。第二，不同文化（集

體主義與個體主義）、不同類型的危機（政治

人物危機與企業危機），乃至於不同個案，皆

具有其特殊性，個案研究法正可以顯現不同

案例中，所欲觀察行為之社會情境。第三，

Yin（1989）曾指出，個案研究法最大的優點

之一，是研究者可以跨越時間限制，研究事

件發展的過程。由於本研究希冀探討危機的

發展過程中，回應策略的角色與影響，經由

個案研究法，可以完整觀察面子框架工夫及

形象修復策略在事件中的發展與演化。 

2. 危機個案類型選擇 

東、西方學者有關危機類型的研究簡要

介紹如下。美國學者 Lerbinger（1997）指出，

危機類型與危機問題的本質是影響危機處理

的關鍵性變數。Lerbinger 依問題本質將危機

分為七大類型危機：天然型危機、科技型危

機、抗爭型危機、惡意型危機、管理價值偏

差型危機、管理失當型危機以及詐欺型危

機，前二類可再歸為天然型危機，中間二類

可歸類為人為型危機，而後面三類型危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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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歸類為管理型危機。此外，Marcus and 
Goodman（1991）則以「危機損害（victims）
之具體性」（損害是具體的或含混不清

的——concrete or diffuse）以及「危機責任的

可否認性」（可否認高或低——deniability 
high or low）兩個面向，將危機分為三大類：

1）意外事故（accidents）：損害性具體且否

認性高；2）產品安全與健康受威脅性之危機

（product safety and health incidents）：兩個面

向程度皆屬中等，以及 3）醜聞（scandals）：
受害性含混且可否任性高。除西方學者所提

出的危機類型外，朱瑞玲（1991：15）也指

出文化差異會反映人們對不同面子事件的重

視程度；換言之，不同文化對於面子的普遍

性與重要性具有不同程度的強調；朱瑞玲

（1991：14）的研究即明列華人社會中的四

種重要面子事件：能力失敗，品德問題，行

為失誤（或尊嚴受損），及性道德事件。 

本研究參考以上學者所提出的危機類型

論述，選擇「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與「企

業管理型危機」為觀察重點，政治人物又擬

區分為男性與女性政治人物進行觀察。 

3. 資料蒐集及分析 

報紙內容分析為本研究主要的資料來源

之一，研究問題系列一至系列五之資料皆欲

透過報紙內容分析進行探討。本案進行資料

蒐集之台灣地區報紙媒體有：中國時報、聯

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民生報、經濟

日報、工商時報共七報。 

美國地區之報紙擬觀察美國發行量最大

的前二大報：今日美國（USA Today）、紐約

時報（New York Times），此外，視個案性質

及地區特性，並加入洛杉磯時報（L.A Times）
及專業性報紙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下為本研究選取之個案及觀察時

間： 

 

   
地區 

危機 

類型 

事件 觀察時間 
則

數 

寶路飼料造

成家犬腎衰

竭事件 

2004-02-26~ 
2004-10-02 

97
則 

花旗網路銀

行資料外洩

事件 

2003-11-11~ 
2003-11-26 

60
則 

台

灣

NIKE 喬丹

快閃事件 
2004-05-04~ 
2004-07-20 

154
則 

企

業

危

機

個

案

美

國

福特休旅車

Explorer 

(SUV) 

爆胎翻覆事

件 

2000-08-01~ 
2005-04-07 

103
則 

陳唐山 PLP
事件 

2004-09-27~ 
2004-10-06 

149
則 

台

灣 謝愛齡咆哮

事件 

2004-09-17~ 

2004-09-28 

54
則 

政

治

人

物

失

言

風

波

美

國

Trent Lott
失言風波 

2002-12-05~ 

2002-12-22 

103
則 

本研究將針對媒體報導進行內容分析，

以掌握關鍵論述時期（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相關群體對事件的反應與認知

（Gamson，1992）。此外，採用內容分析法

尚有另一個利基點，那便是可提供個案間共

同的比較基礎。透過量化分析，將可以系統

性地分析個案間的差異與共通性。換言之，

內容分析近似於一次問卷調查。 

 本研究共有五位研究人員進行編碼工

作，各變項之信度介於.6 至.9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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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發現 

因篇幅所限，簡要分列研究發現如下： 

1. 台灣地區危機個案研究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面子框架工夫 

1. 台灣男性與女性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之

面子框架功夫使用情形：台灣男性政治人

物傾向使用「成就導向」、「獨立我」策略，

台灣女性政治人物則傾向使用「道德導

向」、「互依我」策略。此外，台灣男性政

治人物與台灣女性政治人物均傾向使用

「自我導向」策略，（相對於「社會導向」

策略）。 

2. 台灣企業管理型危機面子框架功夫使用

情形：寶路、花旗、NIKE 均傾向使用「成

就導向」策略（相對於「道德導向」策略），

使用「獨立我」策略（相對於「互依我」

策略），及「社會導向」策略，（相對於「自

我導向」策略）。 

3. 相較而言，台灣企業管理型危機傾向使用

「社會導向」策略，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

則傾向使用「自我導向」策略。 

 

研究問題二：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 

1. 男性與台灣女性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形

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使用情形：台灣男性

政治人物傾向使用「接納」策略，台灣女

性政治人物則傾向使用「抗辯」策略；男

性與女性政治人物均傾向使用「組織」策

略（相對於「公眾」策略），「緩和」策略

（相對於「侵略」策略），「資訊導向」策

略（相對於「關係導向」策略）。在「歸

因/犯行明確性」部分，男性與女性政治

人物均傾向使用「明確」策略（相對於「模

糊」策略）。 

2. 台灣企業管理型危機形象修復策略上層

面向使用情形：三個企業管理型危機均傾

向使用「接納」策略（相對於「抗辯」策

略），「組織」策略，（相對於「公眾」策

略），「緩和」策略（相對於「侵略」策略），

「資訊導向」策略（相對於「關係導向」

策略）。在「歸因/犯行明確性」部分，寶

路、花旗較傾向使用「明確」策略，而

Nike 則無特別使用「模糊」或「明確」

策略。 

3. 台灣企業管理型危機與政治人物失言型

危機兩者在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的使

用大致採用類近策略，只有在「責任承

擔」、「歸因/犯行明確性」部分有差異。 

 

研究問題三：面子框架工夫及形象修復

策略上層面向與媒體效能間之關聯性 

1. 在台灣企業管理型危機中，當傾向使用

「道德」、「社會」、「公眾」、「關係導向」

策略時，媒體之組織形象報導較佳。 

 

2. 美國地區危機個案研究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面子框架工夫 

1. 美國失言型危機「Lott 事件」中，Lott
傾向使用「道德導向」策略（相對於「成

就導向」策略），「獨立我」策略（相對於

「互依我」策略），及「自我導向」策略

（相對於「社會導向」策略）。 

2. 美國企業管理型危機「福特休旅車

Explorer 爆胎翻覆事件」中，Ford 及

Firestone 皆傾向使用「成就導向」策略（相

對於「道德導向」策略）、「獨立我」策略

（相對於「互依我」策略），及「自我導

向」策略（相對於「社會導向」策略）。 

3. 比較美國企業管理型危機與政治人物失

言型危機使用面子框架工夫之相異處：企

業管理型危機傾向使用「成就導向」策

略，國外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則傾向使用

「道德導向」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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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二：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 

1. 美國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Lott 事件」形

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使用情形：Lott 傾向

使用「接納」策略（相對於「抗辯」策略）、

「組織」策略（相對於「公眾」策略），「緩

和」策略（相對於「侵略」策略），「資訊

導向」策略（相對於「關係導向」策略）

及「明確」策略（相對於「模糊」策略）。 

2. 美國企業管理型危機「福特休旅車

Explorer 爆胎翻覆事件」中，Ford 傾向

使用「抗辯」與「接納」策略，Firestone
傾向使用「接納」策略（相對於「抗辯」

策略）；二者皆傾向使用「組織」策略（相

對於「公眾」策略）、「緩和」策略（相對

於「侵略」策略）、「資訊導向」策略（相

對於「關係導向」策略），及「明確」策

略（相對於「模糊」策略）。 

3. 美國企業管理型危機與政治人物失言型

危機：兩者在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上有

均類近策略的傾向。 

 

研究問題三：面子框架工夫及形象修復策略

上層面向與媒體效能間之關聯性 

1. 在美國企業管理型危機中，當傾向使用

「成就」、「獨立我」、「自我導向」策略時，

媒體之組織形象報導較佳。 

2. 在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中，使用「社會導

向」策略得到的媒體整體形象報導較佳。 

3. 在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上，企業管理型

危機中，當傾向使用「組織」、「侵略」、「模

糊」、「資訊導向」策略時，媒體之組織形

象報導較佳。 

4. 在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中，使用「公眾導

向」策略得到的媒體整體形象報導較佳。 

 

3. 台灣地區與美國地區危機個案比較分

析之研究問題 

1. 企業管理型危機：台灣「寶路事件」和美

國「Ford 事件」均傾向使用「成就導向」、

「獨立我」之面子框架功夫策略。相異之

處則為「社會 v.s 自我導向」面向，台灣

「寶路事件」傾向使用「社會導向」框架，

美國「Ford 事件」則傾向使用「自我導

向」框架。 

2. 在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上，台灣「寶路

事件」和美國「Ford 事件」同樣傾向使

用「組織」角度的回應主體策略、「明確」

角度的歸因/犯行明確性策略、「資訊」角

度的溝通目的策略以及「緩和」的回應姿

態。相異處則為台灣「寶路事件」傾向使

用「接納」策略，美國「Ford 事件」則

傾向使用「抗辯」策略。 

3. 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台灣「PLP 事件」與

美國「Lott 事件」皆傾向使用「獨立我」

及「自我導向」之面子框架功夫策略；相

異之處則為台灣「PLP 事件」傾向使用「成

就導向」策略，而美國「Lott 事件」則傾

向使用「道德導向」策略。 

4. 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台灣「PLP 事件」與

美國「Lott 事件」同樣傾向使用上層面向

策略包括「接納」、「組織」角度的回應主

體策略、「明確」角度的歸因/犯行明確性

策略、「資訊」角度的溝通目的策略，以

及「緩和」的回應姿態。 

5. 企業管理型危機使用的面子框架功夫比

較：台灣「寶路事件」，當傾向使用「道

德」、「社會」策略時，媒體報導之組織形

象較佳；反之，美國「Ford 事件」中，

當傾向使用「成就」、「自我導向」策略時，

媒體報導之組織形象較佳。在形象修復策

略上層面向上，台灣「寶路事件」，當傾

向使用「公眾」、「關係導向」策略時，媒

體報導之組織形象較佳；反之，在美國

「Ford 事件」中，當傾向使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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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導向」策略時，媒體報導之組織形

象較佳。 

6. 政治人物失言型危機台灣「PLP 事件」與

美國「Lott 事件」使用的面子框架功夫與

形象修復策略上層面向則無顯著差異。 

六、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以跨文化面子工夫與形象修復理

論為基礎，選擇七個個案（國內五個，國外

二個）針對企業管理型危機和政治人物失言

風波進行深入探討，七個案內容分析樣本共

包括 720 則報紙報導。具體研究貢獻如下： 
1）以框架理論及跨文化觀點對面子工夫研究

進行補充； 
2）從在地觀點與跨文化觀點待補強形象修復

策略理論； 
3）發展形象修復理論上層面向架構； 

4)綜合東方面子工夫理論及西方形象修復策

略的研究發現，對跨文化政治傳播與企業傳

播，提出實然面的解釋。 

參與本計畫之研究助理所獲得之訓練包

括： 
1）強化對危機管理與公共關係理論之認識； 
2）強化對形象修復策略與面子框架工夫理論

的認識； 
3）充實對統計及電腦方面的知識與實做經

驗； 
4）量化研究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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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危機形象修復策略一覽表1 

 策略 定義 子類目 子類目定義 
*對方以前犯過同樣的

錯誤 
組織針對指控者以前犯過的錯

誤進行攻擊。 
*此行動為該指控者蓄

意為之 
組織表示指控者的行動是蓄意

的。 
*對方不顧已知的負面

結果，仍蓄意為之 
組織表示指控者已知的負面結

果，卻仍然蓄意指控 
*反指對方之指控行為

乃涉嫌圖利 
組織表示指控者的指控行為是

涉嫌圖利的行為 
*指對方破壞關係的和

諧 
組織表示指控者的行為破壞雙

方關係的和諧 
*指對方不遵守禮儀規

範 
組織表示指控者不遵守禮儀規

範 
*指對方不遵守法律規

定 
組織表示指控者不遵守法律規

定 

 *攻擊/反擊 
對指控者本人、指

控的標準，或指控

的內容進行攻擊。

*攻擊對方之可信度 
組織表示指控者的可信度低，

不可採信 
否認發生該事件 組織否認發生該事件 
*否認犯行 組織否認曾經犯行 否認 

表明自己沒有從事

該事件，該為事件

負的是別人。 *否認該指控的真實性 組織否認指控的真實性 

責任不在我 
聲稱事件之責任不在自己，而

在他人 

自衛(因應)行為 
聲稱(或意指)組織的行動，是為

因應他人的不當行為或政策而

產生 
不知者無罪/非能力所

及  
以「缺乏相關資源」或「非能

力所及」的說詞，逃避責任 
事出意外 組織強調事件的發生純屬意外

純屬善意 組織強調其作為純屬善意 

逃避責任 

雖然問題確實存

在，但組織逃避於

事件中所應該或被

認為應該擔負的責

任 

*雙方認知不同 
組織表示組織與指控者雙方的

認知不同 

*遺憾 組織對於事件發生表示遺憾 

組

織

發

生

危

機

後

的

形

象

修

復

策

略 
 

形式上致意 
組織以遺憾、痛心

等字眼，表達其對

於事件發生的感覺 *痛心 組織對於事件發生感到痛心 

                                                 
1 *號表詹乃璇（2003）加入之形象修復策略類目，**則表林智巨（2003）所加入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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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正面形象(行動)/
正面記錄，為轉化負面

形象 

組織強調正面特質、正確行

動，或以往正面的紀錄，以降

低外界之攻擊 

沒那麼嚴重 
聲稱或意指，情況不如外界所

指稱的那般嚴重 

使用比較或區辨 
用相似或較為嚴重的事件，來

與此事件進行比較 

轉換框架 
將行為放在對組織較有利的內

容框架中 

*超越策略 
試圖擴大戰線，將公眾注意力

從危機事件導向曾經更高的抽

象格局 

*稱讚他人 
讚美他人，博取組織讚許對象

的認同 
*請求贊同/支持 組織請求外界的認同與支持 

降低外界之

攻擊 
組織嘗試降低外界

對其負面之感覺 

*表示自己是受害者 
組織表示自己是受害者，博取

同情 

承認 
組織承認相關指控，包括組織

的責任及錯誤 承認/道歉 
組織承認指控，並/
或請求原諒 

道歉 組織道歉，並/或請求原諒 
對受害者進行 
損害補償(或賠償) 

對目標對象進行金錢或非金錢

補償 
採行修復(善後)工作或

預防措施 
組織對於所造成的傷害，進行

金錢或時間上的修復工作 
進行修正行

動 

組織承諾採行修正

措施，並／或承諾

或防止該錯誤再發

生。(對於修復或預

防的工作不以受害

者為限) 
修改企業本身的公共

政策 
組織對其企業公共政策進行修

改 

提供指示性的資訊 
組織提供公眾行動上可以遵循

的資訊，即組織提供行動方針

提供心理調節性的資

訊 
組織提供公眾心理調節或適應

該事件的資訊 
提供資訊 

組織對於大眾或目

標對象，提供心理

與行為層面的訊息

提供事實資訊 組織提供有關事件的相關訊息

建構新議題 
組織創立新議題，

企圖分散被攻擊的

焦點 
建構新議題 

組織透過創立或建構新議題，

企圖模糊焦點 

*保留法律追溯權 表示對事件將保留法律追訴權

*尋法律途徑解決 
表示將尋求法律途徑解決該事

件 

組

織

發

生

危

機

後

的

形

象

修

復

策

略 

*採取法律行

動 
表示已經或即將採

取法律訴訟。 

*寄出存證信函 
表示已經寄出存證信函，即將

進入法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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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鈴申告 按鈴申告，表示正式提出告訴

*已進入司法程序，不

便對外做說明 
表示已經進入司法程序，不便

再對外說明事件 

**流淚哭泣 
以流淚哭泣的行動，求取大眾

的同情，降低事件衝擊性 
**哀兵策略 

採用低姿態的行

動，求取同情 
**自我哀憐 

個人進行自我憐憫的動作，表

現出受到極大委屈，博取同情

*不發表評論 
對危機事件不表示

任何意見 
*不發表評論 對危機事件不表示任何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