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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概念與公共關係策略

一一有關運用媒介框架的探析

戚國仁鍾蔚文

〈本文摘要〉

本文旨在以框架概念為理論基礎，討論公共關係工作如何制定策

略。公共關舔理論的三個主要學派過去均輕視媒體運作的概念化過程

，忽略此一領域理論建構的重要性。本研究以近日來曾在媒體長篇累

晴報導的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拆遷事件」進行個案分析

，討論如何尋找事件框架以及如何呈現媒介框架。

「框架」在本研究中定義為「個人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

與思考結構 J 而新聞媒體則是社會議題的「競爭場或 J 是各種社

會框架競相爭取進入的公共領域 o 由於社會乃開放空間，不同組織可

透過社會事件、符號活動、或甚至人物劇本，爭取在新聞媒體取得主

導解釋社會意義的唯一力量。

本研究在個案分析中發現，框架除了具有核心意旨外，並有相對

與層次關係:即框架必然延伸出反面與土下的對應框架。由此觀之，

任何社會運動或公關組織人員的首要工作，在於從社會議題之眾多論

述中，發現相關面向，並選取最適合組織進行運作之框架。這項選取

過程不但牽涉到組織本身的立場，也與議題的相對立場、目標對象的

框架、以及新聞媒體框架有所牽連 o 一個「好的」框架應具有較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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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潛力，動員效果也應較佳 o

本研究隨即討論使用框架的注意事項，包括確定主要命題、鋪陳

命題、結令歷史情境、善用對比等 o 本研究認為，框架概念對公關工

作具有啟發作用，不但顯示了實務工作的理論架構，亦呈現理論的應

用層面，未來應持續受到學術研究與實務界的重視，深究其典語言的

互動關係 D

壹、緣起

公共關係學發展迄今已逾半個世紀。 Edward Bernays於一九二二年首先在紐約大

學開設公關課程，並於次年撰著 《塑造民意 (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J 一書〉

，均可視為是為本學門之濫觴( Cutl旬， Center, & Broom , 1985) 。由此推論，公共關

係學與其他領域如社會學或政治學相較，尚屬年輕學門。但公關研究由早期著重歷史

與描述性面向( Pavlik , 1987) ，演變至今日強調理論性探討或理論建構(參見

Grunig, 1992) ，短短數十年之改變則可謂極為迅速 D

本地公關研究者黃懿慧在近期一次學術演說中，曾將當前公關理論論述區分為三

個學派(黃懿慧， 1997 )。較受各方重視者，首推美國馬里蘭大學公關學教授J.

Grunig以傳播管理(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為核心的公關模式( Grun旬，

1992; Grunig & Hunt , 1984; Dozier, et a l., 1995) 0 Grunig 認為，公共關係工作主要

在協助組織有效完成任務，執行並管理組織對內、外公眾的雙向對稱溝通。由於此項

工作必須透過策略管理的方式達成， Grunig因而傾向認定公開工作屬於組織決策機制

，必須依附於管理階層，藉以平衡行銷及業務部門在組織中的發言權力。 Grunig強調

ï媒體行銷不是公閥，因為公閥的對象『不僅僅」是消費者，而應是公眾( publics 

公關著重社會責任，而非產品 J (Hunt , 1991, p.l1 :參見Grunig & Grunig, 1991 

;雙引號內為本文作者所加)。

其次，以西北大學Harris 教授為代表之行銷公關策略學派，則提出與上述迴異的

看法( Harris, 1991) 0 Harris認為，公共關係與行銷學門間傳統上具有密切關係 (參

見 Deg凹， 1987; Dunn , 1987; Goldman , 1984; Harris, 1989, Henry , 1995) ，兩者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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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融合成為 f全傳f贊雷 ú圳n削te句g叫e吋d mar此ke叫ti仙in時19 c∞omn肌I

謂，公共關係工作的目標就在服務消費者，並協助行銷部門促成購買行為，擴大組織

營業功能(參見Harris ， 1991書中有相關定義以及Public Relations Review之專輯:註

早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期，行銷學門著名學者 Kotler (亦為西北大學教授)即會

謂 r 社會對公關的需求正快速成長，因為企業發現廣告無法完全滿足需要 J ( 

Kotler & Mind此， 1978, p.l3) 0 Kotler認為公共關係不但與行銷具有相近概念與研究

方法，且應是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 )中的「第六P J (Kotler, 1984) 。類似想法

從而激發了近代公關與行銷進一步結盟的趨勢，影響所及，已使得部份公關實務工作

者強調運用大眾媒體(不限於新聞部份)搭配傳統行銷手法(如廣告、直銷、事件、

或促銷) ，以增進消費者對產品或企業之印象與興趣，進而引發購買慾望。

除了以上公關管理與行銷學派以外，近幾年來另有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從語言修辭

角度探討公共關係的功能與本質(參見Toth & Heath , 1992) 。這些研究者以符號互動

社會學( symbolic-interactionism )為基礎，建議公關研究從詞彙、意義、以及意見

出發，探析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符號互動行為。如果說上述管理學派較關心組織結構如

何影響公關行為，而行鑽學、原強調公關行為對消費者的影響，則修辭學派的重點在於

討論公關工作者如何使用符號與文字形成意見，並藉由傳連此種意見說服大眾，接受

己方想法。

以上黃氏所歸納簡介的三種公關理論學派觀之，大致福蓋了目前廣受重視的主流

公關研究範疇，然而黃氏也認為，三者對公關問題的所界定的本質不同，也對公關工

作的特色有極為不同的看法(黃懿慧， 1997) 。舉例言之， 公關管理學派認為加強雙

向溝通是解決公關問題的主要手段，行銷學派則強調透過訊息傳遞，加強品牌的忠誠

度，才能維持企業形象，擴大銷售。另一方面，修辭語藝學派較重視組織的定位與可

見度，認為以符號或文字進行意識型態的區隔，方能協助組織或企業說服公眾。

雖然上述三學派的不同公關概念提供了多面向的思考空間，但嚴格來說，三者過

去皆共同忽略新聞媒體對公關研究的影響 。 如管理學派慣於視媒體運作為現代公關的

雛形，稱其為 「新聞宣傳( press agentry) J 或 「 新聞發佈( publicity) J '僅盛行

於今日的運動行銷或影劇界等初級公關領域 (Grunig & Hunt , 1984, p.25) 。在管理學

派的公關理念中，此類新聞宣傳的功能有限，無法達到雙向溝通之理想，因此僅屬現

代公關理念尚未具體化發展前之不成熟工具。

有趣的是，行銷學派卻據此提出「行銷公關」概念(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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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Harris ， 1989, 1991; Berger, 1986) ，認為利用新聞媒體達成行銷目的乃天經地

義之事。在這些行銷學者的心目中 r以策略及行動，促成產品、個人、事件、想法

、或組織在媒體上長期受到正面重視J (Miller, 1987, p.6) ，原本就是行銷組合的一

環( Goldman, 1984; Kotler , 1987 )。即使如此，行銷學派迄今未發展任何學理證撮

r媒體行銷( media marketing) J 因而停留於實務層次，少有研究成果。至於修

辭語言學派則視新聞為符號文字的一種，對新聞媒體中的修辭如何影響公關功能著墨

尚少。

綜合觀之，我們大致可以獲得以下初步印象:即現代公關研究的三大學派或則忽

視新聞媒體對公關工作的必要性(如修辭學派) ，或則強將公關行為中的媒體運作歸

為未其概念基礎之操作性工作(包括管理與行銷學派皆然) 0 研究者吝於提供有關媒

體運作(如新聞發佈)之理論探討，因而窄化了公共關係學門的發展潛力。此種歸納

方式不但與公關實際工作不符(如 McElreach 會發現公關工作中的大部份任務均與新

聞媒體相關， 1993) ，亦與公關學門之發展曾多方「受惠」於媒體影響之歷史事實不

合( Cutlip, Center, and Broom , 1995) 。

本文旨在提出以框架概念為主之公關理論架構。作者認為，將公開工作型的鑑聞

媒體還作賦予理論意義，不但可彌補上述三學派之不足，亦能觸及公開選隨之越拉三

對建構公關理論有畫龍點睛之效。兩位研究者過去曾多次合作發表有關框架概念之論

文(參見參考文獻) ，但均以新聞媒體為主要論述重點。此次擴充討論主旨，嘗試將

框架理論引入公關策略研究(參見威國仁等， 1996) 0 作者們認為，公關實務工作中

的媒體運用如能藉由框架概念達成理論建構之目的，不但可促進此一領域的概念化歷

程，有助於策略連用之合理性，另一方面亦可擴充框架理論之應用範疇，拉近理論與

實務操作的應對關係。

ftt 、簡介框架概念

框架理論是社會科學界新近興起的研究取向，可謂是 「一種觀察事務的(新)世

界觀 J (語出 Wolfsfeld ， 1993 :括弧內為本文作者所添加)。簡單來說 r框架 」 意

指人們用以解釋外在世界的心理基模，是人們了解、指認、以及界定外在事物的基礎

( Gerhads & Rucht , pp.557 )。最早提出此一概念的Goffman會謂( 1974) ，社會事

件本就散布各處，彼此無所歸屬，須透過符號轉換始能成為具有關聯意義的主觀認知

。這個轉換(或再轉換)的過程，就是「框架」的基礎。換言之， Goffman強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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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是轉換社會真實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人們或組織藉由「框架」整合訊息、瞭

解事實，其形成與存在均無可避免。

美國社會學者Gamson可能是迄今引用框架理論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他認為框

架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兩類 (Gams叩on札， e剖t a叫l.， 199倪2 )一類指 rl算鄉~IÜ心以J列(仰bou叩m吋ld由ar叮y ，如窗

攝或照相機的鏡頭) J 之意，可引申為對社會事件的規範;另一類則指人們用以詮釋

社會現象的 「遙龜i吟吟吟停愕侈侈/叫!
以觀察世界的鏡頭，凡屬此鏡頭納入的實景，都成為認知世界中的部份。而鏡頭之外

的世界，即使存在於真實世界也會因為認知上無法接納而遭排斥。由「架構」的定義

來看，人們藉由框架重新建構社會意義，以了解社會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脈絡。此塵控

架的意義與心理學所稱之 t基模」接近，是主觀世界轉換社會真實的思考基礎。由前

者(界限)觀之，框架代表了取材的範圈，而後者(架構)則顯示意義再現的結構。

對社會運動者而言，框架有「連結」個人信念與社會目標的作用。 Benford ( 

1993 )以及 Snow & Benford (1988) 會進一步提出「框架聯接( frame alignment ) 

」的觀念，認為框架概念對社運者有「動員潛在支持者、預存旁觀者、以及遣散反對

者」的功能。例如，社運組織成員可透過新聞媒體的解釋與報導，將社會運動的目標

、活動、意識型態、以及現況(或稱社運組織框架) ，轉達給興趣、價值、或信念相

近的社會人士(或稱讀者框架) 0 Gamson ( 1988 )因此說明，框架一方面協助建立

了社運組織的活動策略，另一方面則展現社運活動的「基本態度 J 供一般民眾知曉

(參見〈圍一〉之田2") 。

Gamson (1984, 1988 )深信，社會中對同一事件常有不同的「解釋 J 彼此互相

競爭以爭取廣大社會大眾(尤其是新聞媒體)的認同與支持。當主流或官方的解釋框

架不穩定時，就是競爭者框架逐漸凸顯的時刻 (Gams凹， 1988, p.240) 0 過去核能問題

在各國都是「進步( progressive) J 取向，如核能發電常被視為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

力。但隨後各種相對於「進步」的反核框架逐漸形成，核能動力反被描述為影響生態

環境的最大阻礙，一種跨國性的「反核文化( nucleocrat) J 甚至在各國生根，推動

了世界性的生態保育觀念(參見Wober ， 1992 )。

此外， 一九九四年在國立台灣大學發生之「女研社放映A片」事件，研究者發現

新聞媒體初期以「法律」角度報導，從校方觀點討論該活動之合法性。但後期則以「

教育」框架接手，認為性教育應納入學校課程(鍾蔚文等， 1996) 。這些不同研究似

都顯示框架代表了社會中不同觀點之意見反射，每一社會事件都可能產生截然立場不

同之說法，或互相融合或相互對抗，彼此競爭以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同與參與(細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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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節討論)。

Gamson (1984) 等研究者因而認為，一般社會大眾常受社運組織的框架影響，

卻習而未察、視而未見。而另一方面，社會運動能否動員成功，端視社連組織能否將

組織目標(或框架)成功地轉換為公共定義，吸引民眾及新聞媒體接受。一個框架能

涵蓋的問題層面愈為廣泛，或其所能顧及的社會團體範圍愈多，動員力就愈大，因而

愈易獲得較多民眾支持(參見 Gerhards & Rucht , 1992; Klandermans , 1988; 

Mendelsohn , 1992) ，受到新聞媒體注意的可能性(或稱「新聞價值 J )也就愈大(

Ryan , 1991 )。

由這些說法來看，框架概念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是人們判斷外界真實活動的認知

依撮，同時也因為框架是聯繫個人與社會文化的橋樑( Gamson , et al., 1992: 384 )。

例如，新聞工作者在報導中所使用的語言或對事件的描述，其基礎大都來自社會文化

中早為廣大閱聽眾所熟悉的故事結構(或稱新聞基模)。新聞媒體採取某些特定角度

報導社會事件，部份原因在於受到了某些消息來源的影響(也因而排除了其他消息來

源) ，顯現了不同社會框架競爭的結果(威國仁等， 1996) 0 Entman (1993)因而認

為，框架至少存在於:新聞消息來源(因其可決定如何從自身組織的角度詮釋事件真

象)、新聞文本(如新聞中的關鍵字、語詞、標題等)、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與編

輯)、讀者(或者閱讀框架)、以及社會文化(框架的真正起源)等(參見圖一中之

c, d , hl , h2 )。總之，由以上的討論可知，任何符號系統的轉換，均涉及框架;而所

有的轉換( transformation) ，都可謂是框架的展現。

有趣的是，過去有關框架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檢索新聞媒體如何展現框架，或是新

聞工作者的框架結構如何影響新聞產品(參見Wolfsfeld ， 1993, 1997 ; Chung & 

Tsang , 1993 ;賊國仁等， 1996 ;鍾蔚文等， 1996) ，有關公共關係工作者(或稱消息

來源)如何運用框架制訂媒體策略，則尚未蔚為風氣(參見的an， 1992 ;賊國仁，

1995 )。但是如果新聞學可視為是討論「新聞媒體如何運作」的學門，則公共關係學

門或可看成是研究可口何在新聞媒體連作」的領域(威國仁， 1995) 。賊國仁等人(

1996 )曾以核能問題為研究對象，發現新聞媒體是社會議題的「競爭場域J 各方人

馬(如核能議題中的臺灣電力公司與環保團體)均嘗試進入此一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 ，爭奪對核能問題的主動發言權。這種競爭的表現，具體反映在新聞文本的

組合內容上(參見〈圖一〉之 "d" )。翁秀琪( 1996 )研究圍內婦女團體以及孫秀蕙

( 1995 )研究反核運動的策略，也都有類似結論，即社會組織的運動策略其實與新聞

媒體連作息息相關，兩者應合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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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述了以框架理論觀察新聞媒體運作的想法。本文基本上承襲了Davis ( 

1990 )所稱的社會真實建構學派(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的論點，認為社會

真實其有開放性，容許各種不同之意義詮釋。不同組織因而可透過社會事件、符號活

動、或甚至人物劇本，爭取對社會意義的「唯一」或最佳詮釋力量。這種現象使得包

括媒體在內的符號真實成為各方運用資源、爭奪社會意義的公開場所，一方面容許主

流意識團體(如政府建制機構)提供官方框架，傳達政令宣導，建立政策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卻也容納政治弱勢團體(如一般社會團體)加入，散播相對框架，陳述反對

意見。雙方(或多方)均藉此符號論域建構真實，嘗試發展某一框架的文本策略，藉

此運用新聞內容以影響讀者支持其論點，進而獲取政治或社會實質利益。

下節將進一步解釋框架概念的呈現方式，並以「台北市十四、十五公園預定地違

建拆遷事件」為例，說明公共關係工作者如何發展框架並表現於媒體策略與文本中。

框架在此處持續定義為「人們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 J 一方面是

依據過去經驗解讀現有事件或議題的參考架構，另一方面亦是轉換真實的規則或界限

，顯示了解讀真實世界時所取材的範園。

參、實例研討

一、背景說明(參見〈阿件一) ) 

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位於中山區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口附近，界於晶

華飯店至欣欣百貨公司後方之一大片土地 。 原為日本人據台時期之墓地，有兩千五百

座墳墓，包括葬於台灣之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之墓及一座日本神社。國民政府遷台

後，陸續有人遷入，多為貧民、老弱或榮民等社會人士。這些居民在墳地上搭屋起1土

，與墳墓共居，成為「台北最大違建區域」。

早於李登輝總統搶任台北市長任內，市府即已公告此一區域為公園預定地。民國

八十三年間，黃大洲擔任市長，市府提出特別預算，希望市議會支持拆遷。但當時尚

未接定詳細計畫，以致更多違建戶遷入。第一任民選市長競選期間，民進黨候選人陳

水扁承諾當地居民將以「先建後拆」原則協助安置，因而在當地(中山區康樂里)獲

得最高票，並當選台北市長。

八十五年底，市府重新要求議會審查特別預算。陳水扁表示，十四、十五號公園

位處林森北路兩側，過去三年間曾因人多擁擠發生十六次火警。該處人墳雜處，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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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都市之瘤J 公共安全堪虞。十二月底，市建管處向市長提出過年後拆遷計畫

，市長表示將於元宵節後(三月四日)執行。市議會於一月十六日通過特別預算，將

規畫費刪減為兩干萬元，引起市長不滿，雙方不斷放話 。

二月初，學界人士(台大城鄉所師生)發表聲明，要求市府緩拆違建，並應先擬

定安置弱勢拆遷戶之詳細計畫。隨後，學界人士並拜訪市府官員，舉行公共論壇，發

起連署聲明，後又赴現場與居民共進年夜飯。但市府拆遷計畫並未變動，僅放寬補償

認定標準。當地拆遷戶翟所祥因恐無處棲身，於二月廿六日懸梁自盡，拆遷計畫照舊

。三月四日上午，市府以一千餘名警力進駐現場，展開拆遷工作，兩三天內，此一 「

歷史舊觀」已被迅速夷為平地，掩埋數十年之日人墳墓 「重見天 日 J (引號內文字均

出自報章用語)。

二、討論:如何發展與呈現事件框架

根據上節所述，新聞媒體基本上可視為是一個遍佈社會議題的公共領域，不同組

織均嘗試透過此一管道宣揚己方框架。換言之，新聞媒體代表了開放性的空間，不同

社會意義得以在此空間中展現，但又非 「所有」社會意義均得展現 。 由於此空間既開

放又有其侷限性，因而產生了社會議題之競爭局面。以下我們討論有關設定框架策略

的重要步驟:首先探討在此事件中的框架類別，接著進一步解釋如何使用框架。

(一)搜尋與事件相關之各種框架(註三 )

我們從上述有關 「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的參與者觀之，可發現此一事件至

少涉及了下列幾種彼此競爭的框架:

1.行使公權力:此一框架的代表人物包括市長以及其他市府官員 。從新聞報導分

析來看，市長陳水扁等人最常表達的意念，即拆除違建乃公權力的表現，目的

在維護公共利益與公共安全(參見 〈 附件一 > )。由於市府決定未來將於拆建

現場開闢「公園」並增建音樂台，此種美好遠景與目前現存之「人墳共居」對

比，成為此一框架的基本符號圖像( symbolic devices )或視覺影像( visual 

images; 參見Gamson & Lasch, 1983 )。另一方面，市府強調現場違建戶多屬

外來遷入，有些甚至為高收入所得者(如康樂里長) ，卻仍觀靚市府拆遷補助

費，至為不當。而市府有誠意協助真正弱勢貧窮老人與榮民遷離，安置辦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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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並無矛盾之處。

2. 欺凌弱勢團體:此一框架代表人物為「學界人士J 實際上由國立台灣大學城

鄉研究所師生組成。當市長仍為官派職務時，這些學界人士多以同情反對黨

(民進黨)為其主要政治立場，且在第一屆民選市長競選期間，協助民進黨候

選人陳水扁擬定都市計畫政見。陳水扁當選市長後，部份城鄉所教授接受延攬

成為市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該所教授張景森並出任市都市發展局長。但在

「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中，這些都市計畫學界人士質疑市府決策粗糙，並

無適當安置計畫，因此要求市府停止拆除計畫在先，重新擬定安置計畫於後，

但兩者均未獲得市府「善意」回應，雙方關係決裂。學界因而成立「反對市府

推土機」 聯盟，多次前往市府會面商議，但均無功而返。學界隨後不斷在反對

活動中凸顯「市府政策制訂草率 J 且「違反市長競選諾言」 兩個主要論點。

3. 政客作秀 r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經學界人士介入後，立即成為新聞媒體

關注焦點，隨後亦引起不同政黨人物注意。行政院政務委員馬英九曾多次前往

現場探訪拆遷戶，拆遷夜並停留至清晨一時左右;國民黨與新黨市議員以及民

進黨前主席施明德亦曾在現場「瞭解狀況」。這些人物的出現，有些基於關心

選區居民利益，有些則有意藉此建立形象。其主要訴求內容大都強調市府拆遷

計畫草率，使得弱勢居民無處容身，而馬英九或議員們以「關t懷居民 J r協

助居民與市府談判」為主要象徵手法。

4. 都市更新:男一種說法，則強調都市必須發展。拆遷工作固然對少數人不便，

但在維護大多數市民利益的前提下，違建戶應配合市政建設，及早遷離。與此

框架相對應者，則為社區框架，核心意旨強調遷離計董必須維護社區原有人際

網絡(如居民彼此多以鄉親互認，相處如同家人) ，因此應就地改建為國民住

宅。

(二)框架的對應與層次關係

從以上討論來看，我們似可發現每一個框架除了都有其核心意旨外，也都可能存

在有「不利」 因子，而這個不利因子恰恰就是對立框架的核心意義(參見〈圍二 "a"

> )。例如，市府官員從行使公權力的框架詮釋此一事件，而反對者卻可能站在贊成

行使公權力的前提下，借力使力地對「如何行使公權力」有不同看法，因而提出了「

行使公權力吋且暴.n J 的相對框架(參見 〈表一 > )。

Tankard et al. ( 1991 )會研究美國反墮胎團體的框架內涵，發現「支持墮胎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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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動不但隨後立即延伸出了「反墮胎」的議題，並進一步發展了 r Ii'反』支持墮胎

」、 r Ii'反』反墮胎」的社會運動。由此觀之，框架的意冒與相對框架之間似乎存有

對應關係，亦即每一框架必然有其反面意冒，而此反面意冒常成為對抗原有框架的基

本立場;前述「都市更新」與 「維護社區關係」亦有同樣意義。有些應對關係較為相

近(如 〈 圖二〉之「行使公權力」與「行使公權力組暴 J ) ，有些則意旨較遠(如 〈

圖二〉之「行使公權力組暴」與「都市更新 J )。此外，框架間除了有對應關係以外

，似又有層次關係。「行使公權力」固然是「行使公權力組暴」 的反面框架，但兩者

亦可合併產生上層框架，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J 而「行使公權力組暴」 此一框架

也可能包含了「暴君」、「官欺民反」、「政府欺凌弱勢居民」等較低層次框架(參

見〈圖二 "b" > )。換言之，不同框架在抽象層次似均可有所統攝，產生互相結合的

可能。

威國仁等( 1996 )曾分析國內有關核廢料處理的新聞報導，發現台灣電力公司與

反核環保團體(如環保聯盟)雖然對核能議題的意見南轅北轍，難以溝通，但在較抽

象的議題(如對環境的認知、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的看法卻十分接近。例如，雙方

都同意「過分強調經濟發展會破壞環境J 也都不同意 「人能控制自然環境與物種的

關係 J 顯示兩者有觀念相近之處，亦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註四這種「合作空

間 J 就可有利於統攝框架的抽象意旨。

而在較低層次，則不同框架之意義經常相左，成為抗爭團體互相對立的主要原因

。如在「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中 r行使公權力」與「欺凌弱勢團體」兩者都從

公權力角度詮釋此一事件，但對市府行使公權力是否恰當所提出的意見卻南轅北轍。

(三)框架的生態環境:友好與敵對框架

框架概念與其他生物一樣，有其特殊生存情境;而議題是否能動員民眾，獲得支

持，與此生存情境中的框架清晰與否息息相關。以下再以「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

」為例，討論框架與情境的關係。

第一，友好與敵對框架:如前所述，在同一時空環境中可能存在有多種或友好或

敵對之框架，如在本個案中 r政府欺凌弱勢居民」 、「公權力粗暴 」 、「寧要公園

不要人命」、甚至「尊重社區歷史」均可謂係平行框架:彼此有相同意旨，可加以結

盟。對於公關策略使用者而言，首要工作就在分析社會議題之生態環境，瞭解相關之

平行與相對框架，以便決定可結盟或需要對抗之潛在意旨。

第二，前曾述及框架之間亦有層級結構，每一框架都有與其相對應之上下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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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上層相對應之框架為文化或社會中的強勢價值體系 ( 參見 〈 園一 > > 中之

"i") ，自然容易觸動心弦 ，產生聯盟效果。例如 ，個案中所提出的 「政府欺凌弱勢居

民」 框架，其實與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歷史文化價值如「官逼民反」 一脈相承。與事

件中之男一框架「都市計畫或更新」框架相較，自然顯得氣勢旺盛， 易於獲得新聞媒

體工作人員的青睞(註五 ) 。

第三，使用框架時，不但需要考量同一時空下的對應價值觀，且須探析採用框架

是否能與施用對象契合 ，產生共鳴效果 O 社會學家Snow與Benford等人( 1988 ; 

Snow et a l., 1986 )會長期研究社運組織使用框架的情形，認為連結社運組織的意識

型態與參與者的認知框架，是社運人員的重要課題。另一位社會學者Klandermans ( 

1988 )則強調，社運組織的框架聯盟目的不但在建立「共識動員尋找理念相同的

伙伴，更有鼓舞功能，讓同好群起行動(參見本文 〈 圖一 〉 中之"j" )。

第四，所謂「共識動員」的意思，乃指 r (社運)組織使其觀點受到(民眾)支

持的過程 J (劉祥航， 1994 ' 頁曰:括號內為本文作者所加)。此一概念近年來己與

媒體研究結合， 如Ryan ( 1991 )與Klandersmans ( 1988 )即分別認為共識動員需以

「媒體動員」的概念取代:社運組織藉由新聞媒介將活動宗旨傳送給一般大眾 ，而此

傳送的結果常可影響意識型態相近的民眾 ， 或直接參加社運，或捐款贊助(戚國仁，

1995 ;參見本文〈圖一 〉 中之 "j 1 " 與 "j2" )。

由此觀之，社運組織在設計策略時，似有必要將「媒介框架 J (參閱鍾蔚文等，

1996 )列為策略制訂中的重要步驟。公關行銷學派過去習以將「媒介運作( media 

strategies ) J 看做是行銷推廣策略中的一環 ，其實也是基於相同考量。社運研究者

的an (1991) 曾由框架策略的角度， 說明使用媒介框架時須注意之條件 :

一一新聞價值:新聞價值有時為事件本身所持有 ，但大多數時候則有賴公關人員

將其相關鉤子 (news peg ;註六)找出。

一一框架的共鳴與對應。例如，在一個尚停留於重視溫飽的社會文化中，很難訴

諸於都市更新的框架 ，必須也從 「生存權」的角度設計訊息方能打動人心( 註七)。

換言之 ，設計框架必須考慮與大環境的相應台之處 ;框架有其歷史淵源 ， 這點過去已

送經討論，可參見鍾蔚文等 ( 1996 )。

一一與其他友好框架連結，並分析敵對框架的內涵 ， 發展對策。

(四)呈現框架的策略

依定義來看，框架乃選擇的過程(鍾蔚文等 ， 1996 ) ，係從眾多相關參考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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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最有可能受到大眾與新聞媒體青睞的方向，發展文字策略 D 在此選擇過程中，應

進一步考慮以下幾點:

一一決定呈現框架的方式。一般來說，呈現框架有三三種途徑i包括工創造事件」

，即Boorstin (1961) 早年所稱之假事件( pseud.s左空哇哇吼叫。事件本身戲劇性愈強，

新聞性愈高。民國七十八、九年的「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曾以露宿台北街頭( r八二

六夜宿忠孝東路」及「八二五重返重返忠孝東路 J )或無殼佳偶集團結婚的事件，持

續吸引新聞媒體注意(參見胡晉翔， 1994 ;註八)。此類事件之動作鮮明，技巧性高

，可以立刻喚起新聞媒體重視。但由於詮釋空間過大，事件走向易淪由新聞媒體主導

，使得框架可掌控性相對縮減。再加上事件本身的報導深度有限，如果媒體無意探討

背後議題，新聞高潮迅速下降。

第二種呈現途徑可界定為直接針對議題表示意見，如控訴市府叫「欺凌弱勢 o 此

種方式雖然較能觸及問題核心，容易建立框架，但因缺乏故事性 (storytelling ;註九

) ，不符合媒介形式常規，因此常被淡化，或被其他新聞所吸納 o 在本個案中，有關

「都市更新」的框架即為一例:此一框架雖有其特殊觀點，但卻因故事性不強，僅能

在事件中成為「配件」。改進之道在於多使用隱喻，創造視像效果，以便成為獨立議

題，供各方討論。

第三種呈現框架的途徑，則是說自己的故事，透過事件或甚至廣告進行直接訴求

。此種方式僅在於敘述事件的經過，無需加上明顯意見評論，以讓讀者或觀眾自行判

斷，留下詮釋空間。「說故事」的呈現手法過去經常為公關人員使用，如在伊拉克進

攻科威特時，科國流亡政府會委託美國公關公司協助，讓一名科籍婦女進入美國國會

作證，控訴伊拉克軍人之不人道行為，連醫院中的婦女與嬰兒都不放過。此一情景透

過電視實況轉播立即引起美國民眾憤慨，因而間接促成美國布希總統決定進軍中東(

註十)。與第一類呈現方式相較，此種說故事的方式更能掌握框架形貌，因此影響媒

介或讀者框架的機率較高。

確定主題，包括凸顯參與者及動作兩者。過去研究會發現 r 主題( theme 

) J 指的是符號世界的抽象意義，或言說的高層結構( Chung & Tsang , 1993 )。鍾蔚

文等( 1996 )認為，任何言說( discourse )均有主題形式，係由命題( proposition ) 

組成，而命題與命題間會因主題接近而形成高層次的命題。這種由低到高的推論過程

，即可謂是框架的界定方法，或可稱做是形成框架概念的「一貫性( coherence) J 

。此種界定主題結構的方式類同於行銷策略中的目標制訂，均屬高層次之抽象思考。

一旦決定主題形式，則下層的執行方案( action)會隨之變動。我們亦可將所有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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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視為是襯托主題(或主要參與者) ，而文字的使用因而就是在凸顯高層抽象意義

(如本個案事件中的 「行使公權力」或「公權力粗暴 J )。

反過來說，選擇不同參與者或動作也會襯托出不同框架。例如，在十四、十五號

公園拆遷案中，如果決定凸顯「市府欺凌弱勢居民」這個框架，就應強調「強勢陳水

扁」與「弱勢榮民」這些與參與者有關的語彙，並使用 「官欺民反」與「無處容身」

等類似形容語句。學界人士以 「推土機」作為主要圖像隱喻( metaphor) ，試圖彰顯

「強勢市府」的意圖則仍類同。

此外，一旦決定了參與者，尚可將「市府J 、「陳水扁 」 、「強勢 」 、「官逼」

等相關名詞集結作為行動主詞，而將「貧弱 」 、「窮人」、「墳墓J 等引伸作為相對

主詞，以進一步形成次層次的對抗子框架。語言在此處顯示了強大定義功能，能將上

層抽象思考不斷引伸為印象深刻之實際操作，反映了 「沒有字彙，就沒有事實」的語

言再現張力( Potter, 1996, p.102 )。

一一鋪陳主題:在訊息設計過程中，無論是純淨式的新聞報導或是議論式的意見

陳述，均可透過以下幾個因素襯托框架(參見 〈表一 > ) ，如圖像:選擇「推土機」

或選擇屬於遠景中的「綠地」 與「公園 J 兩者所傳達的訊息截然不同。學界人士不

斷以推土機作為市府政策粗暴、組糙的象徵物，圖像意義十分明顯(註十一)。

歷史情境:事件必須與歷史情境結合，始能產生詮釋意義，此一論點早在

Gamson的相關框架論述中已有討論(女日Gamson & Modigliani, 1989) 0 Gamson 並

提出了框架對應的說法，認為框架內涵須與歷史情境產生連結，以便建立單一事件的

歷史聯想，促成友好框架的聯盟與共鳴。在「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遷案」中，新黨議

員曾於二月二十八日當天批評陳水扁市長對老兵安置不當，可能會引發另一次「二二

八事件 J 就是最佳例證。

對比:對比的目的，乃在藉此凸顯或誇大不合理現象，讓訊息接收者特別注意或

特別記憶這些資訊。 Pan & Kosicki ( 1992 )稱此為框架的劇本結構，是一種重組社

會真實的功能。還用對比，不但可將事件核心意義「對焦( focusing) J '讓主要命

題浮現，同時亦可將其他較不重要的部份刪除，可視為是重組事實的重要步驟。此種

呈現問題的方式，類似人類學家所稱之「價值二元」說，易於將道德與實用之價值落

於可操控、解釋的範疇(註十二)。

以上簡略介紹了制訂框架策略的影響因素，如框架與相對框架、框架的層次、以

及框架的生態環境。由本節討論來看，框架雖然一方面代表了言說的高層意義，是策

略使用的上層結構，但事件策畫者在使用框架概念時 ，仍須同時思考呈現事件的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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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便以文字或符號完整地反映上層概念。我們在本文中簡介了部份相關言說內

涵，如參與者、圖像、對比等，未來須針對更細節之語文使用部份進行討論。

此外，框架，策略的訂定須同時分析媒介框架與讀者框架，嘗試連結三者始能產生

效果。這項工作極其複雜，可能並非一般事務性公關人員所能擔負，而須進一步發展

言說分析技巧。此點因篇幅所限，可參考戚國仁等( 1996 )之相關討論。

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框架概念為基礎，簡介了媒介策略的使用契機與呈現方式。過去相關公關

理論的不同學派均未針對此一重要領域有所著墨，忽略了新聞媒介運作概念對公關實

際運作的影響，因而延緩了相關理論建構的重要時機。本文借用框架概念討論媒介策

略運用之理論背景，顯示不同組織使用媒介資源其實有其理論根據，無論意義傳送或

建構社會議題，均與公共領域中的競爭態勢有關(註十三)。由此觀之，框架概念一

方面可視為是公關理論中的另一種取向，可提供不同於公關管理、行銷公閥、公關修

辭等學派的詮釋角度，但另一方面又有連結其他三種取向的功能，可彌補三者之不

足。

例如，框架理論主張人們或組織僅能再現社會真實，無法忠實且完整地反應社會

意義，此點與公關修辭學派的符號轉述真實之說法不謀而合。但修辭學派僅關心影響

溝通成效的語藝問題，忽視媒體活動的執行策略，也未涵蓋有關社會議題之界定。而

以框架概念研究公關策略，一方面強調語言與符號在框限事實時所扮演的功能，另一

方面也重視言說活動反應上層主題的一貫性。

此外，框架理論視新聞媒體為再現事實的重要符號訊息 (message) ，此點與行

銷公關的基本論點一致。但是框架概念進一步討論了使用媒體之文本策略與讀者間的

互動，則超越了行銷公關學派所關心之範疇。

至於有關如何設定組織內部行動框架的討論，相近於公關管理學派對組織文化的

觀點。但框架理論不但強調組織具有建構真實的主動性，並進一步嘗試將組織框架與

個人(讀者)、社會文化連結，解釋框架與事件情境的關連性。

由以上檢討可知，框架概念涵蓋了社會真實、符號世界、與目標受眾之認知結構

三者的互動，並特別強調不同社會組織利用新聞文本展現對真實事件的詮釋涵意，其

理論深度與廣度均可作為公關領域未來發展之重要新興方向。

在框架理論部份，我們從社會學者如Goffman ， Gamson , Snow , Benf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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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dermans等人的研究出發，從而建立了不同論點。傳統框架理論認為議題才是符

號真實的主要核心意義，因此社會組織須注意掌握社會脈動，瞭解議題之流動性(參

見Gitlin ， 1980針對學生社會運動之討論)。本研究則認為，框架的重心除了在於顯現

議題結構外(見上節討論之主題) ，另項重點則在這些議題結構的組成內涵乃藉由語

言互動而來。換言之，框架理論固然與議題訊息有闕，但訊息係由語言(包括符號圖

像)構成，討論框架必須針對語言進行分析，並討論訊息製定的策略，以便瞭解組織

與個人的訴求要旨。

因此，我們在此處提出修正後的框架概念，認為框架研究須從傳統地議題導向轉

而探索文本中的語言內涵，以進一步推斷符號機制如何轉換真實，以及不同社會組織

如何利用符號言說系統呈現社會事件。我們雖曾借用van Dijk (1987 , 1988 )的言說什

析結構以瞭解文本言說結構，但我們特別強調文本的可操控性:即框架並非單指文本

內容，更代表了文本與組織間的互動(或組織操控文本的過程) ，以及這種互動背後

的社會意義 (Lorenzo. 1996) 0 研究公共關係的媒體運用策略，就在檢討不同社會組

織如何藉由語言世界呈現對社會事件的看法，以及這些不同看法如何在新聞媒體的文

本中相互競爭。

總之，本文嘗試將框架概念應用於媒介運作實務過程，並藉此延伸框架理論於行

動執行層面。本文發現，框架其實並非單獨存在於社會情境，而係不斷發展、不斷擴

充之動態意念。任何框架策略使用者均須著重下列諸事(參見 〈 圖三 〉

第一:組織本身之基本框架;

第二:社會情境中之其他框架(包括友好與敵對立場) : 

第三:策略施用對象的基本框架(區隔出有可能接受或不接受己方立場之對象) ; 

第四:新聞媒體的固有框架。

簡言之，使用框架除了需要考膚、己身之有利層面外，尚需針對目標對象(包括有

意動員之群眾與新聞媒體)與情境進行分析，以便選擇有利或排除相對之立場 。 當然

，善用框架並非代表成功機率較大，但是愈加瞭解情勢，理論上有助於策略發展，應

無疑義。本文因此建議未來尚可針對其他社會事件進行個案分析，以瞭解不同議題如

何影響框架的呈現方式:例如，本文曾提出三種呈現框架的基本方式，這些手法是否

受限於某些特定社會議題?又如在框架呈現手法中，哪些較具開放性因而容易受到新

聞媒體工作者的喜愛?為何?這些框架的呈現手法與新聞媒體內部常規有無相關(註

十四?是否電子媒體的新聞報導特別倚賴圖像的使用?此一有關框架語言訊息製作

的部份，未來亟需進一步釐清。至於框架與使用情境(如使用時機)的關連性，本文

• 113 • 



﹒廣告學研究﹒ 第九集民86年7 月

並未觸及，亦待澄清。

總之，本文一方面代表了對傳統公關理論的進一步推演，另一方面可視為對框架

概念的延伸討論。未來相關研究似可繼續針對框架策略的語言內涵進行分析，進一步

改善應用框架概念的可行性。

註釋

註一:黃懿慧將「全傳播(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J 譯為「整合行

銷傳播 J 涵意相近，都暗示了公開與行銷工作之連結。但此一結合隨後亦

會引發公關學者研究「行銷帝國主義( marketing imperialism) J '發現部

份公關工作已被行銷部門所「侵蝕( encroachment) J '參見Lauzen ， 1992 

a.1992b 。

註 二:由於〈圖一〉涵蓋較廣，此處僅討論有關公關之部分，餘可參考戚國仁等，

1996 。

註 三:因限於篇幅，本文並未深入討論取得框架方法，可參見鍾蔚文等， 1996 :戚

國仁等， 1996 。此處僅討論了部份文本框架，其他框架尚有如陳水扁市長曾

不斷在言說中指稱，拆遷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之違建，乃基於完成李總

統之心顧。此些框架在整體新聞報導中並未受到重視，此處省略。

註 四:引自該文頁23 。媒體策略使用者應特別重視框架層次觀的功能，即上層框架

有統一之效，而下層框架之功能在於對抗或分化。共產黨進行統戰，就是在

尋找可以建立統一戰線的共同框架，並以相對框架對抗，製造矛盾。

註 五:有關媒體人員如何在此事件中協助設定框架，見註十四。

註 六 r新聞鉤子」為新聞學中的重要概念， Ryan ( 1991 )為「與新聞事件相關」

的其他消息。

註 七:學界人士在十四、五公園拆遷案中無法藉由媒介吸引更多參與者的原因之

一，可能在於台北市民多數為中產階級，對一般社會運動並不熱衷。而經常

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在政治立場上與執政民進黨較為接近，學界所使用的

「官欺民反」框架無法與其產生共鳴效果。

註 八:胡晉翔發現，雖然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善於製造幽默且具新聞性的活動，但是

一則學者專家參與情形並不熱烈，再則媒體缺乏對運動背景的探討。在所有

235則新聞樣本中，僅有四則論及先前事件及歷史(頁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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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九:新聞的故事性為近年來興起的研究趨向。依照Oavis (1990)的說法，新聞敘

事理論的宗旨在討論新聞故事的基本結構，以暸解社會事件如何受到新聞從

業人員的轉述。論者認為，新聞故事有一些標準化的結構，可以協助記者撰

寫客觀報導，如倒寶塔寫作，或如電視新聞記者在現場出現的報導方式。

Roeh (1989)則認為記者的敘事行為，其實是將「所知」轉化為「告知」的過

程，其間必然隱涵了記者的自我選擇與判斷，亦即本文文獻中所描述的個人

框架，可參閱〈圖一〉中之 "hl" 。

註十:不幸的是，事後發現此婦女乃科威特駐美使館人員眷屬，在伊拉克進軍科國

時並未親眼目睹伊拉克軍人之 「 惡行 J 整個事件似乎與受雇之Hill & 

Knowlton公關公司故意欺瞞有關，因而引起此事件是否涉及公關道德的爭

議。見Manheim ， 1991 。

註十一:有關符號圖像的意義，可參見Edelman (1964 )與Bennett (1988) 的說法。

基本上，他們認為，圖像符號乃人類基本形式，儲存了對外界活動的基本認

知元素。如Edelman曾謂 r對大多數人說，政治就是一連串圖像，透過電

視新聞、報紙、雜誌、以及一些討論後置於心中 J (1964 , p.5) 。

註十二:法國人類學者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uss )認為在人類神話中均存有困境

或矛盾，以兩元價值對比的結構表現，此兩元對比的過程中，常出現中介因

子促使兩元對立趨於緩和而解脫困境。黃新生研究電視新聞中的神話結構與

意義，電視新聞中以「利」與「弊」的對此最多 r善」與「惡」其次。學

者專家常以特殊地位與專家知識，對新聞事件提出解釋性之意見，扮演了中

介角色，成為李維史陀理論中的介中因子。以上說法，參見黃新生， 1990 ' 

第九章。

註十三:此處討論的公關媒體運用策略，其實並不限於「公共關係」領域，舉凡任何

有意使用新聞媒體或使用策略之社會組織(如非營利事業) ，均可參考。註

十四:有關新聞媒體如何在本個案事件中協助呈現框架，可由下列說明中略

見端倪。

根據聯合報市政組記者楊金嚴所做的自述(聯合報， 1997) ，此次公圍拆遷

案，市政府原有的作業計畫並未對近四百戶老弱住戶有所安排。直至元月廿

七日公園特別預算經市議會通過後，該報副總編輯唐經瀾指示要對「安置問

題作個專題和深入報導，以提醒市府注意 J (頁5 )。於是，楊記者決定對

拆遷區內的老榮民與中低收入戶何去何從進行討論，因為其他題材「可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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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多，也不易受社會支持」。但楊記者之召集人希望另多找一個觀點，至

少再寫一篇，以免過於單薄，因而決定從「規畫為音樂公園」是否適宜合理

著手。

報導刊出後(元月廿九、卅日) ， 台大城鄉所學生打電話找楊記者，表示

「看法一致(頁6) J '並說即將主辦「反對市府推土機公共論壇 J 請楊

記者配合。楊因而在隔天晚間 「一方面打電話詢問瞭解〈都計局長〉張景森

對城鄉所批評的回應，進行平衡報導，同時提醒他安置問題如果不解決，一

旦有老榮民自殺，將成市府最大負數...... (頁6) J 。隨後 ，楊並告訴張 ，

如此事處理不好，甚至會影響張以後回台大城鄉所教書(因此事城鄉所師生

與市府之意見相左)。楊說 r 對我的分析，張景森在電話中沈吟半駒，然

後說他會向市長報告這問題 ，同時準備找社會局長陳菊協助安置。隨後，楊

表示他的報導終於將張與陳兩人都「拱」了出來(頁7) ，整個新聞也漸入

高潮。

由以上節錄觀之，在此個案事件中，記者與台大城鄉所學生之間確實有些互

動，姑且不論此種互動的深淺。至於兩者(城鄉所與新聞媒體)闊的框架究

竟屬誰影響誰，本研究因未進行深度訪談，無法探知。此一問題值得未來研

究繼續探索，以瞭解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的框架互動過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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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十四、十五公園拆遷事件中的主要框架內涵

行使公權力 欺凌弱勢團體 政客作秀 都市更新

參與者市府收回 市府趕走貧困 議員、施明德 夏鑄九、

公地 居民 立委、馬英九 台大城鄉所

圖像 綠地、 推土機 慰問、關懷、 市民住宅

公園 抗爭 窮人墳墓、墳場

對比 政府對 政府對 拆遷倉促對 決心對人情味

刁民 老弱民眾 無處容身

歷史 比較黃大洲 陳水扁連反 新二二八事件 ? 

情境 版補償辦法 競選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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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聞或媒介框架與社會議題的關聯

資料來源:威國仁等，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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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更新

行使公權力 |友對

敵對

a. I 對應

政客花招

好應 a. 

行使公權力粗暴

bl 暴君

b2 官欺民反

b3 政府欺凌弱勢居民 尊重社區歷史

目標對象(如台北市民或新聞媒體)

圖二:框架的生態環境試擬

*圖二顯示，在框架的生態環境中，意旨相近的框架可能因合併而組成層級關係 o 例

如，與「行使公權力組暴」框架相關者，可能有「政府欺凌弱勢居民」、「官欺民

反」、「暴君」等，這些意旨可能進一步與「政客花招」、「尊重社區歷史」形成

相同框架環境，合併成為統一框架，而與「行使公權力」對抗 o 再者，這些友好框

架或敵對框架之存在，均與目標對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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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框架
l| 
對立組織框架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社會

情境與

議題

. 
. .... 

|| 
組織框架

4 

F 

媒體框架
|| 
其他框架

圖三:框架使用之動態架構

說明:在同一社會情境中，組織須針對有意呈現的框架尋找可結盟的友好對象，或對

抗敵對意旨(以虛線表示)。在使用框架時，並須瞭解框架施用對象(如讀者

或媒體)的看法，以便產生共識，提高接受效果(以實線表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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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十四、五號公園拆遷事件之新聞報導

1116 台北市議會討論十四、五號公園特別預算，並於稍早通過此項工程「先建後

拆」原則。

台北市長陳水扁稱此原則乃 「 陳水扁條款 J 絕不接受。陳並稱此兩公園乃在

李登輝、黃大洲市長任內即已規畫興建，為了都市景觀、市民利益、與公共安

全，必須貫徹執行;對當地居民之抗爭，陳表示已有周全準備。

1117 陳水扁在議會強硬表示，無論有無預算，均要拆到底。

國民黨團發出動員令，要求二十二位黨籍市議員支持在特別預算通過前，不得

先拆，否則走上街頭抗爭。

1122 拆遷戶前往市議會陳情，抗議陳水扁未遵守先建後拆諾言。陳未予接見，但在

議會表示，拆遷費優糧，拆遷戶不得得寸進尺。

兩名市府官員澄清，陳水扁版之拆遷補償費用較黃大洲版優厚。

1125 台北市議會通過預算(陳水扁條款) ，並作成先建後拆始得動用預算但書。

1126 市議會召開臨時會，討論特別預算案，國民黨團要求市府遵守「先建後拆」 競

選諾言。

1129- 工務局長李鴻基因不滿建管處長陳光雄未完成預算程序，急著寄拆遷通知給拆

1130 遷戶而在局長室發生爭執，李隨後下 「逐客令 」 。

2/1 部份學界與社團人士發表連署聲明，要求市府立即停止三月四日的拆除計畫，

重新擬定安置計畫。

212 陳水扁上午在視察晴光市場大火現場時重申，市府如期遷移違建戶。

下午，學界人士(多數為市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在森林公園舉行「反對市府

推土機」公共論壇，以座談會方式要求市府暫緩拆除計畫 ，重新思考安置方

案。現場以「市府推土機，有決心， 沒人情」為主題，學界並質疑市府決策粗

糙。

2/3 針對學界指責市府決策組糙，市府都計局長張景森與社會局者陳菊聯袂舉行記

者會，指稱市府無法緩拆也無法原地安置違建戶 。

2/ 5 在學界、議員關懷下，拆遷戶提前共度小年夜，舉行「最後團爐」 。

城鄉所學生在南京東路與林森南路口發起連署簽名 ，呼籲暫緩拆遷。學生並改

編陳水扁的競選歌曲「台北新故鄉」 為 「 窮人的墳場、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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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退輔會台北榮民服務處長胡允武至康樂里瞭解狀況，協助安置榮民。

陳水扁透露，李登輝希望他貫徹拆遷計畫。社工人員進行最後一次訪視，協助

安置。老榮民「淚漣漣 J 哭訴「乾脆叫陳水扁把我丟掉海裡去」。

2/ 12 都市計畫學者拜訪張景森(市都計局長)、陳菊(社會局長) ，表達關切之

意，要求擴大照顧貧弱戶，局長坦承貧窮認定過於嚴格。

2/ 15 國民黨議員批評社會局安置過程組糙，拆遷戶面臨無處容身窘境。

2/ 17 拆遷戶安置方式引起民間版與官方版之討論。學者提出就地改建國民住宅，要

市長提供安養中心。

老兵臨釀到桃園縣長選舉現場揭發陳水扁騙局，討回公道。

市府設聯合服務站，專解難題:陳水扁在市政會議批評相關單位未做好前置作

業。

2/ 19 市府舉辦拆遷戶擴大說明會，但雙方無交集，場面火爆。市府並開始發放補償

費，部份拆遷戶抱怨發放不公。

2120 社會局安排拆遷戶參觀養老院。市府迄今已支付169多戶近八千萬元拆遷費，

商家開始大拍賣。

民間學者與市府官員會面，同意將對如何安置住戶再協商。

2125 工務局放寬補償認定標準，三百戶受惠。住戶雖有搬遷費，但仍苦無居處。

2126 預定拆遷戶老榮民霍所祥因沒錢且快要無處棲身，上午懸梁自盡。附近拆遷戶

群情激債，下午群起赴市府拉白布條抗議。市府由副市長陳師孟出面安撫，僅

強調市府絕對安置三百戶貧弱拆遷戶後，才會執行拆除。市府調集百名社工員

深入該社區，避免二度意外。

台大建築所師生批評市府罔顧人命，表示台北新故鄉，無疑是「窮人墳墓 」 。

學界組成「反對市府推土機聯盟 J 要求市府有更周詳安置行動及完善公園設

計。

在野黨議員表達強烈不滿，要求市府緩拆，待安置後再拆。

2127 陳水扁鬆口稱市府不會讓老弱流浪街頭，將兼顧市府公權力及老弱安全。

台大城鄉所學生代表與市府都市計畫局長張景森會面，雙方觀念不同，互拍桌

面，不歡而散。張景森說，學生扭曲意思，披著道德光環，肆意批評別人，對

他個人有成見，強要求別人表態。

一百多名社工員及公園處人員協助搬遷，免費弱勢戶暫住勞工育樂中心。

2/ 28 新黨批評，市府用鐵蹄踩出來的公園，一意孤行，強行拆除窮人、老人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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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如果對老兵安置不當，造成民眾傷亡，會引發另一次二二八事件。

3/ 1 兩公園拆遷戶舉辦惜別餐會，四、五百戶拆遷戶手持蠟燭，繞行林森北路，告

別家園。會場以「奶奶我們在那裡」及「市府推土機」為對比佈置。居民共約

每年三月三日回到現場聚會一次。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要求馬英九同檔推土

機。

陳水扁對震旦集團演講時稱，很多拆遷戶屬高所得者，安置辦法已屬有史以來

最好。

312 商家忙出清存貨，熙熙攘攘;住戶忙搬家，悽悽慘慘。

拆遷補償費共發放近八億元，八百零四戶。社工人員安置拆遷戶，看盡人間滄

桑事。

3/ 3 拆除前的最後一夜，氣氛緊繃。市府忙著連夜撤走尚未搬遷的居民，現住戶、

城鄉所師生及民意代表現場守夜，進行最後抗爭。市警局動員一干兩百名警

力，徒手維持秩序。公園預定地周邊徹夜人潮洶湧，如同白晝。

陳水扁喊話，排除抗爭，點名「中央政務委員」最好想清楚，不要和市府、市

民對立。

馬英九守夜聲援住戶，於晨間十二時四十五分離去，市長選戰道出火藥味。

鄭文祥於午夜十一時搬走，弱勢戶完全遷離。十餘民代堅持守夜。

市府稱拆遷透明化，已邀約觀察團進駐。

千餘響力進駐現場，陳師孟坐鎮指揮，拆除人員將於凌晨四時集結，敲下第一

鍾，如遇抗拒者請往附近安置。

3/4 早九點四十五分，第一鍾，台北市最大範圍違建走入歷史。十四、十五號公園

預定地拆遷戶守夜，施明德、三黨民代作陪。一夜六起火警，火舌商L竄，居民

抗議。陳水扁強調拆除違建是落實公安及對李總統指示有所交代，不滿施明德

介入。施發表聲明:無意與同志對立。

國民黨批阿扁，民進黨聲援陳市長。

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之遠景在那裡?阿扁:建音樂公園;城鄉所:建市民

住宅。

3/5 十四、十五號公園地上物拆遷，兩、三天已清潔溜溜，違建、攤商全成廢墟一

片。

掩埋在違建區內數十年， 2.500座日本人之墳墓重見天日，包括第七任總督明

石元二郎之墓，日人後裔請怪手「手下留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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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點名批判退輔會、馬英九讓老兵和榮民睡在墳墓上，未善盡照顧之責 o 讚

揚警局完成不可能任務 D

翟所祥告別式，方式決定。

環保聯盟會長高成炎，向台北地檢署控告行政院政務委員馬英九參與並包庇十

四號公園預定地住戶之集會，且市警局未行處理，明顯失職。

台大城鄉所宣佈展開第二階段行動，準備與市長、副市長、市都市發展局長進

行辯論，並將追蹤弱勢居民情況，檢驗市府安置計畫。

議員質詢時指出，拆遷過程引發眾多爭議，市長應巷議會專案報告 o

3/ 6 違建夷平，大批日人墓碑出土 I鳥居」醒目佇立。日據峙代第七任總督之孫

請示，若能留葬原地是「最大幸福」。

副市長陳師孟表示，規畫音樂公園與保存歷史不衝突，市府願廣納意見。

阿扁:拆除大直雞南山連建沒有時間表，市府不接受關說，不接受杯葛，也不

比照十四、十五號公園違建拆除之補償費用。

317 對前日本據台總督家囑爭取保留墳墓一事，陳水扁表示，公共工程拆遷墳墓絕

對會一視同仁，且「中國鬼不能不如日本鬼」。

民進黨中央安撫溝通，施明德與陳水扁衝突就此打住 D

*由於本研究無意討論新聞媒介之框架(參閱鍾蔚文等， 1996 ;威國仁等， 1996) , 

本附件未列出各則新聞之篇幅大小(新闇洞)或所佔版面位置。本附件所列內容大

都出自中國時報標題(八十六年一月至三月八日) ，部份出自聯合報，本文作者僅

小幅度修改文字。此外，由於本研究未嘗試討論或比較不同媒體處理此事件之異

同，本附件末列出其他新聞媒體對同一事件之報導內容。本附件所列之日期為事件

發生日，或報導刊出之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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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Framing as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ies 

Kuo-Jen Tsang & Wei-Wen Chung 

ABSTRACT 

Framing analysis has been a growing area of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at deals with how the messages are "framed" in 

news coverage. Past research has implied that fram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ideas and scripts as ai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Gamson , for example, defined frames as the focus of concern or 

controversy that suggests what the issue is abou t. He also suggests 

that frames may be located by identifying the central organizing idea 

10 a news story. 

In this short essay we continue our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framing by examining how it may be applied in public relations. A re

cent news event was case studied with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in mind: how a frame may be developed by the pr strategis

t? What is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frame? In terms of frame compe

tition , how a frame may be linked with other frames available in an 

event? 

We first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ìs of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event , and identified major frames that have appeared. By follow

ing our earlier presumption that each frame has its own core ideas 

which may be perceived as the theme of the discourse , we further 

proposed that each frame always encounters an "opposite" meaning 

that may be termed as "anti-frame ," and these two may be generalized 

to a higher level to form a more abstract meaning of the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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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paper , we then submitted steps that may 

be involved in developing a frame in a social even t. For example , an 

attack strategy should be adopted if the frame attracts the highest de

gree of consensus from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Otherwise , 

more conservative tactics should be taken to absorb the opposite 

meaning with an aim to form tþe macro-frame. 

In the conclusion we recommended pr practitioners to conduct 

detailed analyses of social events in order to recognize both frames 

that are hospitalized and alienated. It is hypothesized in the paper 

that th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the better chance to be suc

cessful in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of fr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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