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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新聞論述與自然災難的社會建構關係。採取災難的社會建構論觀

點，本研究以 TVBS 八八風災報導為個案，批判分析媒體災難新聞的論述。藉由此

個案分析，本文結論指出，大眾新聞媒體不僅報導自然災難，更是「建構災難」的

重要機制。而災難新聞論述的批判分析，便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途徑，能讓災難的社

會條件和問題現形。 

關鍵詞：災難社會學、災難研究、災難傳播、媒體建構論、環境傳播 

  

                                                      
投稿日期：2014 年 04 月 21 日；接受日期：2014 年 09 月 25 日 

* 通訊作者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一卷，第一期，2015 年 

2 

壹、前言 

Perez-Lugo (2004)指出，過去西方災難研究文獻，傾向將大眾媒體視為一種災

難管理的工具，研究多關注媒體如何被用於針對自然災難事件的防災、救災和減災

之資訊提供。這種災難管理角度看待媒體資訊傳遞的傾向，同樣見諸於國內的災難

研究，諸如楊永年(2009)以八八風災為分析，亦同樣關注到災難資訊如何正確傳遞，

如何有利於社會成員對災難的集體反應和官方治理。這類研究一方面預設了在災難

事件發生前、中、後等不同階段，媒體能夠扮演適當的資訊傳遞者，反應在研究焦

點上，研究者亦多聚焦於如何使媒體的災難相關訊息內容具備正確性、完整性等議

題；另一方面，在媒體與閱聽眾的關係之研究討論中，則預設了媒體能夠扮演資訊

傳遞甚至教育的功能，諸如提供災情損失的資訊、救援和災害反應的方法、救災進

度或災區復原情況等。換言之，當社會成員從大眾媒體接受自然災難相關訊息時，

需仰賴媒體以詳細、正確和快速為前提進行新聞產製(蘇蘅，2000)，如此便能夠相

當程度的影響社會大眾做好妥善的防災、救災及減災等災難反應行為。 

然而，上述這種將媒體視為災難管理工具的研究預設，在實證研究上恐面臨挑

戰。諸如 Quarantelli (1996)綜合整理美國災難研究中心 15 年間有關地方大眾媒體的

災難報導發現，媒體種種表現與災難管理的期待往往相衝突。國內自 921 大地震發

生以來，累積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多採取新聞內容分析的方式，詳盡分析災難

報導內容如何與新聞專業相抵觸或違反災難管理概念(林照真，2009、2013；柯惠新、

劉來、朱川燕、陳洲、南雋，2005；孫曼蘋，2000；陳憶寧，2003)。 

值得關注的是，媒體之所以時常無法扮演災難研究所期待的救災資訊工具，林

照真(2009、2013)透過新聞內容分析發現，國內重大的災難新聞確實出現大量採取

戲劇性、煽色腥和誇張式的報導方式，甚至引來災難管理單位的抗議。前述研究顯

示，媒體不應該被單純視為是災難管理工具，關鍵論點之一是，在自然災難的新聞

內容產製上，大眾媒體往往自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這樣的運作邏輯也促使媒體在

進行災難新聞報導時，時而與災難管理者的期待有所扞格。矛盾的是，研究者發現

即便大眾媒體不具必然的救災和風險管理職能，大眾媒體卻仍被絕大數人視為是重

要的災難資訊接收管道(Olofesson, 2011)。 

過去若干研究採取建構論角度反思媒體與災難、媒體論述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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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早期 Sood、Stokale 與 Rogers (1987)的研究，聚焦在新聞媒體對災難的再現，認

為媒體內容能凸顯災難特定面向，藉此影響大眾意見。Gamson 與 Modigliani (1989)

的研究則進一步釐清媒體對於社會影響並非直接的效果，尚會受到各種社會因素、

主觀經驗影響，藉此重新界定新聞媒體的論述是形成公眾意見的關鍵環節。從論述

分析角度，新聞媒體的災難論述，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瞭解公眾意見的內涵、探討新

聞在災難傳播具有的潛在影響的重要研究取徑，藉此亦得以瞭解媒體論述中隱含什

麼樣的文化預設，以及再現什麼社會主導與偏好(van Dijk, 1988)。因此本文認為，

採取社會建構角度以研究媒體論述所展現的災難意義及想像，是一重要的研究主旨。

緣此，本研究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是：從災難的社會建構論角度進行批判分析，探

討八八風災是如何被媒體新聞論述所建構？具備什麼樣的意義？本文以八八風災媒

體報導作為個案，進行理論探討。 

2009年莫拉克颱風所引發的八八水患事件堪稱 50年來危害最大之風災與水患，

該災難源於 2009 年 8 月 6 至 10 日莫拉克颱風影響臺灣期間，長滯留期、引進大量

西南氣流，當時造成了超大豪雨，以及大規模建設和生命財產的損失，包括多處防

洪設施破提、溢堤等事件，並導致南部 145 個鄉鎮淹水，山區大面積坡地坍塌和土

石流共計 1690 個災害點(周仲島、于宜強、鳳雷、陳永明、李清勝、鄭明典，2010)。

另外多處道路橋樑中斷、崩塌、堰塞湖、濁水及漂流木淤積河道海岸等複合式災難

(compound disaster)，總計釀成全臺死亡人數達 673 人、農業損失高達 165 億元(王

俊明、李心平、李鎮鍵、臧運忠、謝正倫，2010)，這樣的大災難事件也成為當時一

個媒體重要的報導事件。 

貳、從自然災難的社會建構到媒體的災難建構 

一、 自然災難的社會建構 

自然災難作為極端的環境問題，如何被理解，首先可回到災難與環境社會學的

脈絡進行討論，此項討論有助於瞭解自然災難的概念內涵和社會建構性質，進一步

連結自然災難與媒體的關係之討論。 

從災難管理的角度，過往經常以現實主義(realism)取徑將災難視為是一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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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存的事件，集中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在社會或相對自足的社會部分中，承受持續

性的嚴重危險並造成社會成員的損失和社會結構的改變，以致於無法發揮基礎的社

會功能(Tierny, 2007)。到 1980 年代的災難研究中，開始興起社會建構論的看法，

Britton (1986)便直接提出：災難是社會的產物。理由在於，天然災難的存在與否，

端賴於人類與他們所使用的自然和社會世界的互動而定。在這樣的觀點中，災難的

發生正反應出自然危害(hazards)與人類社會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之間的關係。脆

弱性可被視為特定人口在特定地理位置其所具備的文化、社會和心理特質，這些基

於社會既有條件所具備的特質，使得不同特質的人在面對自然災害後，往往會產生

不同的災難後果。因此，脆弱性的概念便展現在不同能力、地位、立場、掌握資源

能力的人，具備不同能力去面對和處理自然危害，以致於同樣的自然危害可能導致

不同程度的災難。這樣的社會建構論看法，正反映環境社會學的主流觀點，雖然我

們可以說自然危害是自然的，然而從脆弱性這個概念回頭理解自然災難，事實上災

難常常是基於人為因素、社會情境(人造環境)，使得天然危害因而形成災難的結果，

因此災難不應該單純地被視為是自然危害所造成的結果，天然災害其實具備著人為

和社會建構的內涵。 

同樣採取社會建構論取徑，Cannon (1994)研究清楚指出，自然災害與人為災難

具備緊密的關係。Cannon 認為，自然災難研究應該細部去理解，自然如何作為一種

機會及風險。在此，機會意指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取用，得轉換成為生產和生活利用，

諸如土地、水、礦產、能源；風險的概念則是危害，包括限制生產、危及生命安全

的可能因子，諸如洪水、乾旱、地震。由於在社會中不同個體、社群與自然的關係

並非獨立於社會，相反的，其實經常是受限於社會經濟條件，這使得自然作為一種

機會或風險，往往以一種不公平的方式分配，如同既有的經濟、地位和權力一般。

換言之，人類如何基於社經地位的差異，影響其在社會中面對天然災害的機會或風

險的分配關係，相當程度地影響其遭遇災難的條件，而災難的發生便是基於自然災

害襲擊到脆弱的人。人們脆弱性的類型包括：生計的脆弱性(收入、生計型態、進入

資格、資產和存款、健康程度)、自我保護(建築品質、危害防護、家和工作的位置)、

社會保護(建築法規、科技介入)。因此，脆弱性作為社會學探討政經因素影響災難

的詮釋觀點，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有助於我們回頭反省災難作為一個現象，實

際上應該被更細部地分析探討，究竟是誰製造了災難，又是誰要承受(Cannon, 1994)？

藉此檢視災難發生是否蘊含社會不正義或者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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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會的政經因素影響災難形成與否之外，Tierney (2007)回顧整理，認為社

會建構論強調，人為開發因素、知識宣稱及定義是影響災難建構的主要因素。其中，

大眾媒體在災難發生時，其在知識的宣稱(如什麼因素造成災難發生)及定義(如定義

是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正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從社會建構論角度分析災難，研

究媒體如何建構災難的知識宣稱和定義，乃至於探究媒體內容如何對大眾建構特定

的社會認知，正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前述討論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天然災難的社會建構內涵。因此，本文認為自

然災難是社會的產物，應該被視為是一種通過不同的社會脆弱性和社會論述所導致

的人類社會的大規模或嚴重地生命財產損失。自然災害是否能夠轉變成為災難，依

賴人為的因素而定，包括人類社會對災害的認知以及此一認知如何促成人類社會對

災害的行動反應等一連串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媒體如何形成社會認知的影響，亦可

能會進一步影響災難的發生與否與嚴重程度。 

既有的經驗研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可以從美國卡翠娜風災的研究發現，從災

難過後，權責單位和災後報告儀式性地指出「災難已經結束」，如此疏忽了建堤防以

防範水患的措施，以及讓有色人種、中下社經地位者居住在高風險的災難區域，並

不斷經歷淹水、潰堤災難的事實，顯見正是錯誤的災害認知創造了反覆災難發生及

循環。因為，這也造成了受難的人類社會共同地忽略了，災難的發生實際上並不是

單純的自然力量襲擊人類，而是基於某些人總是居住在自然危害事件會經常發生的

地點和環境 (Freudenburg, Gramling, Laska, & Erikson, 2008)。前述理論脈絡，有助

於本文說明，將自然災難視為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單純的自然產物，更有助於研究

者理解自然災難的人為因素和迷思。此外，也有利於我們理解，何以媒體在此扮演

重要角色需受到更多深入的研究關注。因為，自然災難不會自然的以不合理地方式，

反覆出現在相類似處境的群眾和地點之上，除非透過大眾傳播的社會建構機制，使

不合理的災難問題被自然化為無可預防或難以回應的天災。 

同樣關注災難的社會建構論，Davis (1998)以美國加州作為研究，怵目驚心地

勾勒出兩種不同的火災帶來不同程度的災難，以及受到不同的社會關注以及公共資

源投入。被 Davis 刻意拿來比較的是，位在海岸邊、富人及許多好萊塢明星所居住

的Malibu，每年因為嚴重的野火，造成大量的房屋財產損失以及耗費大筆公共資源，

然而這個看似天然的災難，實際上充滿人為製造的內涵。因為，過去長期以來的法

令放縱和錯誤的開發政策，讓富有的人移居到此地，這同時是罔顧該地區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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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氣候模式，所以當地大面積的灌木加上熱、乾的季節性大風和地理結構，會使該

地區經常性面臨小野火一下子蔓延成為野火，大火並因為滅火不易而吞噬豪宅社區

的災難窘境。自然災難的重複發生，正反應出是人為因素促成的荒謬後果，這也相

當程度是受到當權者災難論述力量以及媒體報導的方式所致。其中媒體在「人禍被

誤為天災」的歷程中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因為正是美國新聞媒體和扭曲的社會政經

結構，不斷促成了錯誤的災難認知，使州政府和加州民眾未能正確面對自然災害，

導致了災難的重複發生。在其中，媒體自身同時扮演著合理化加州持續的錯誤救火、

防災政策的機制。 

綜合而論，沿著自然災難的社會建構論的討論脈絡，自然災難是社會產物，意

味著自然災難的自然危害與社會互動的結果，包含本文強調的社會建構論，不僅更

有助於本研究理解和進行後續分析災難的內涵；另一方面亦相當程度的契合本文研

究主旨，強調自然災難的社會建構歷程中，媒體扮演著重要的社會建構角色，不僅

影響社會詮釋自然災難和認識自然災難的方式，因而使真正的問題未被看見、掩蓋

環境不正義問題，更可能扮演著合理化錯誤救災政策的機制。災難的社會建構論，

同時也主張，擁有論述能力的行為者得以創造、主導一種影響社會認知的論述，促

使災難被以一種有利於論述主導者、優勢階級的特定方式再現。因而當進行媒體論

述的探討時，必須重新檢視了解什麼樣的議題具有優先性，其對於災難真實的建構

和掩蓋具有什麼影響？ 

二、新聞內容與災難建構 

新聞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真實？這向來是傳播研究的重要主題，至少自 Lippman 

(1922)開始，傳播學者便開始關注新聞內容和社會真實的落差，並嘗試探究兩者的

關係。國內外新聞研究也透過新聞內容的系統性分析，來持續探索媒介的社會建構

議題，並得到許多重要的研究發現(翁秀琪，1989；翁秀琪、許傳陽、蘇湘琦、楊韶

或、葉瓊瑜，1997；戴育賢，1994)。 

就概念定義上，研究者透過新聞內容分析論證出新聞具有社會建構效果，即是

強調，新聞的內容是一種符號真實，雖然無法等同於社會真實，但符號真實卻又是

人們認識世界，以及自己與世界關係的認知基礎。換言之，社會建構論認定新聞內

容會影響閱聽民眾對於外在世界的實際認知，包括誰是重要的？重要的事情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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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以及事情的重要性？(蔡美瑛，1995；McCombs & Shaw, 1972)。在 Scheufele 

(1999)早期的經典研究中，其分析指出新聞內容具有框架作用(framing)，透過系統性

分析新聞內容，可以發現新聞往往以特定方式決定什麼訊息是新聞素材以及如何被

報導等，而當被認定為真的新聞報導被閱聽眾所接收後，這些具有框架作用的新聞

內容能夠框限人們對於新聞報導對象、事件的認知和詮釋。Entman (1993)也發現，

這些經框架過的新聞內容，經傳播後便成為公共論述重要的一部分，會影響社會問

題特定的情境和公眾對該議題的理解。因此解釋新聞內容所呈現的方式和報導方式、

了解新聞內容所選擇的特定議題面向，則能夠瞭解新聞如何建構公眾對特定議題的

理解和詮釋。就此觀點來看，則在災難來臨時，新聞內容成為影響人們如何認識和

了解災難問題的認知參考來源。 

誠如 Juraitë (2002)指出，因為大眾新聞目前仍是社會大眾接觸外在世界的主要

資訊窗口，透過接收大眾新聞訊息，人們因此建構其對世界的認知。抱持同樣論點，

晚近 Cottle (2009)更提出「新聞具備災難的社會建構效果」的論點，認為要將媒體

帶回到災難研究中，首先應該深入分析媒體新聞內容是如何報導災難議題。這樣的

論點也說明了，何以分析新聞內容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過去西方的經典災難研究傳統，長期研究發現，災難新聞往往會一再製造一種

災區迷思，也就是將災民刻板印象化，認定災民往往會出現失常，包括願意接受撤

離家園、面對災難落荒而逃、趁火打劫、哄抬物價或驚慌失措等等(Quarantelli & 

Dynes, 1972; Wenger, Dynes, Sebok, & Neff, 1975)。 

晚近Franks (2006)分析來自九個國家64家媒體近2000篇新聞報導，研究發現，

西方媒體有自我興趣(self-interest)的傾向，報導焦點往往會設定在與西方國家自己有

關的題材，此外媒體較關注災難對於經濟的影響，而非災難所造成的受難者故事(張

宜君、林宗弘，2012)。 

當媒體帶來偏差的災難認識，也就可能造成錯誤的災難治理，形成另一場災難。

Tierney、Bevc 與 Kuligowski (2006)研究發現，電子媒體報導重點經常被擺在具戲劇

性、不尋常和例外的行為(exceptional behaviors)上，這樣的報導，進而使社會大眾相

信這些特殊社會行為和現象在災難時候會發生是正常的。在後續分析中，兩位研究

者發現，正是媒體的刻板印象和戰區比喻，使得強調民主人權的美國政府取得正當

性，在卡翠娜風災時，運用更加嚴厲的法律，並由軍隊取代消防救災單位來主導屬

於內政的災區管制和救災行動。紐奧良災區居民，則因為災難迷思而採取強烈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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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防衛做法，高舉「你打劫、我們開槍(you loot, we shoot)」，這些因為媒體所造成

的災難迷思，增加了災難期間死亡和受傷的風險。這也正凸顯新聞論述成為一種社

會建構機制，可能帶來社會和災難治理單位偏差的災難想像，以至於創造救災期間

的人為災難。則媒體的社會建構也就反映在論述建構意義、意義影響現實災難治理

與災難行為的產生。 

Cottle (2009)研究分析國際媒體在自然災難的新聞報導內容，研究發現新聞內

容經常會儀式性報導關注屍體、死難數字，以及戲劇性畫面。這樣的報導不僅會強

化閱聽大眾興起憐憫和同情等情緒，同時吸引閱聽民眾的目光，以達成提升收視率

以及商業收益的目的。 

在過去國內的研究中，亦發現新聞媒體報導在競爭因素下，傾向以聳動、誇大、

故事性呈現的方式吸引閱聽人的收視(林照真，2009)。林照真(2010)針對風災的災難

報導研究，進一步發現媒體受限政治意識形態，為爭取收視率而無法符合災難管理

期待，不僅未能善盡報導災難事實、提供正確資訊的社會責任，同時混淆真相，甚

至製造另一場新聞災難。 

此外，由於氣候相關災難的討論，經常涉及風險和科學傳播的議題，陳憶寧

(2011)的研究雖然不是以災難新聞為主題，然而其關注科學家與記者在科學新聞的

看法差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提供本文解釋的基礎，理解為何新聞報導會傾向於以

誇大或故事化的方式呈現災難事件。陳憶寧(2011)透過 1046 位科學家和 67 位記者

的問卷調查以及六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在其研究發現科學家認為記者基於缺乏科

學素養、傳播過程缺乏對科學家諮詢和理解科學，以及追求新聞價值等因素，使得

戲劇化和衝突性成為科學新聞報導的顯著特質。本文認為，這樣的解釋同樣也反映

在災難事件的新聞傳播之上，不同的是，災難情境中，不僅是新聞記者、新聞組織

傾向於以戲劇化和衝突性作為報導的表現主軸，政治人物與媒體關係更日益強化了

戲劇性演出。 

若干研究發現，美國的災難治理出現 CNN 症候群的現象，此用來說明美國聯

邦政府在面對各州頻繁的災害發生的狀況下，出現總統根據電視報導來核准各州救

災協助和補助的現象(柯三吉、丘昌泰、郭介恆、孫健忠、張文俊，2002)，以及總

統必須對大小災難進行政治回應，而出現災難全國化的問題(林照真，2009)。同時

在現實狀況中，可以發現政治人物積極、力求表現，更加助長了新聞的戲劇化和強

調衝突性的報導導向，諸如中國汶川大地震爆發時，中國總理溫家寶短時間親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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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電視新聞鏡頭前面對災民，以一句「對不起，我來晚了」富戲劇性的表現蔚

為近年的經典，隨後並被中外媒體整理出一連串的溫氏救災語錄，側面說明了政治

人物與媒體的加乘效果，往往助長了媒體在報導災難時的戲劇性(世界新聞網，2009)。

這些研究一方面肯定媒體對社會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力，並指出媒體具備的多元傳

播功能。 

Su (2012)研究發現，重大災難報導會受到過去相關災難敘事的影響。換言之，

新聞工作者在新聞產製過程，集體所進行的不是客觀呈現當下的災難事件，而是借

用過去相關災難事件的報導敘事來套用再現當下的災難事件。記者因此會密集報導

災難的血腥、驚悚畫面、出現違反客觀專業原則、罔顧新聞倫理的災難報導內容(林

照真，2009；Ewart, 2002; Knight, 2006)。 

近期林照真(2013)系統性分析八八風災電視新聞報導內容，研究發現災情越嚴

重，新聞媒體越會採取評價框架報導，監督、批判災難管理單位的救災進度，加上

普遍採取悲情、故事性報導，以至於未能善盡災情告知的角色。進一步解釋造成此

問題的原因，林照真(2013)認為正是因為收視率競爭造成媒體罔顧應有的社會責任

角色。 

本文認為，從媒體的新聞建構論角度，探討新聞論述內容，實際上也有賴於研

究者進一步分析、探討，新聞中看似自然合理的論述，如何形成建構效果，而這樣

的討論正是論述分析這樣的研究取徑著力的面向，論述分析關注焦點之一便是藉由

更細緻的語言論述、詞彙、論述策略等等的分析，詮釋其中的建構邏輯和過程，而

這樣的研究無疑能夠跟傳統以大量新聞內容進行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所互補

(Fairclough, 1992, 1995; Henderson, 2005; Wodak, 2006)。 

綜合上述，本文將採取社會建構論角度，具體分析災難新聞論述的報導方式，

怎麼使災難以特殊的論述過程形成建構效果，藉此解釋電視新聞如何成為建構自然

災難的重要社會機制，以進一步釐清新聞媒體在災難建構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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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有鑑於本文研究目的和問題，本文將採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ursive 

Analysis, CDA)取徑，進行研究主題的探討與資料分析。自 1980 年代以來，批判論

述分析發展出具有批判性的媒體分析架構(如表 1)，有利於研究者系統性的分析新聞

論述隱含的社會問題(Fairclough, 1992; van Dijk, 1988)，因此本文將採取此一研究方

法同時探討新聞論述如何對應於災難發生的社會情境，同時從實際的經驗現象和理

論層次上，共同來瞭解自然災難的新聞論述所內涵的種種複雜的社會問題。 

批判論述分析被運用於風險問題的媒體建構的分析討論，因為根據批判論述分

析的發展內涵，其強調論述與社會的辯證關係(邱玉蟬，2007)。在這個辯證關係中，

新聞論述不僅是經驗世界的再現，亦透過由語言所中介和對應認知的過程中生產意

義，以此塑造和被重塑出我們的認知世界、自我認同和社會關係，如此也反映了論 

述建構社會現實。因此，新聞語言同時是社會世界的構成(王孝勇，2011；翁秀琪，

1998；Erjavec, 2004)。本文認為，批判論述分析作為一個具理論意涵的分析工具(倪

表 1 批判論述分析架構 

分析層次 定義 

版面及結構組織 諸如新聞在哪個版面、頁碼、篇幅大小以及是否有附圖照等

等，進而結構組織表示文章從標題、摘要、第一段到整篇文章

的安排。 

目標 與主題和標題相仿的概念，關注文本建構了什麼主題。 

行為者 關注新聞中哪些行為者被提及又如何被再現。 

語言、文法和修辭 辨識新聞文本中的關鍵的概念，以及該概念與其它討論架構之

間的關係，這是論述分析重要的部分。修辭則關係到特定真實

的再現，為分析新聞如何建構風險意義的重要面向。文法分析

則是揭示潛藏在文句中的預測。 

論述策略 社會行為者有關真實的論述操控形式，包括記者為了達成特定

效果或目標所使用的論述形式。 

資料來源：整理自Carvalho (2008 , pp. 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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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元，1999、2012)，同時有助於研究者探索新聞媒體如何在災難事件中扮演災難社

會的再現，以及形塑可能的災難意義和社會認知。 

CDA 被視為是一個跨領域和多元整合運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取徑，可見有研

究者策略性地運用批判論述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依據不同研究目的進行論述的分析。

在國內重要的傳播學研究中，亦可以看見研究者如黃靖惠(2011)成功利用批判論述

分析中的文本內容分析，分析單一媒體內容，藉此揭露隱含在新聞論述中重要意義、

內涵。因此，在具體的分析架構中，Carvalho (2008)綜合整理 van Dijk、Fairclough

等主要的CDA研究者之研究取徑和分析架構，提出適合進行新聞文本的分析架構，

本文認為該理論架構同樣適合作為災難新聞媒體研究之參考。 

在資料蒐集上，本文以國內具代表性的電視新聞媒體 TVBS 作為主要分析素材。

挑選 TVBS 主要理由在於：自 1994 年正式開播以來，該新聞台收視率經常居冠或

領先其他新聞台，而其在新聞內容也是各家電視台監看、競爭的目標，因此新聞內

容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其次根據既有研究指出，台灣各家電視新聞頻道，不論是主

管和記者流動性大，意味著各台在新聞選材、報導、挑選和編排上形成同質化，因

此研究一家具代表性電視台，也會反應其他電視台的新聞特質(曾國峰，2010)。最

後，在各家流動的主管和記者之中，有不少新聞從業者都曾在 TVBS 任職，他們的

新聞工作經驗和新聞產製知識也往往在該台累積形成。基於前述三項理由，因此本

文挑選 TVBS 為研究個案。 

本文蒐集 TVBS 新聞的黃金時段─晚間六、七點新聞，分析新聞報導如何論述

此一災難事件，進而建構出什麼樣的災難迷思(disaster myths)以及恐懼的災難社會觀。

TVBS 晚間六、七點新聞報導為新聞的黃金時段，此段新聞除了擁有最多的收視率

之外，亦是該臺每日最完整的新聞彙整時段。本研究新聞蒐集橫跨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2 日，周仲島等(2010)指出，此時段之新聞報導除涵蓋莫拉克颱風主要影

響臺灣的階段(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此外亦包含密集的救災新聞訊息以及對於災

情的檢討。本研究蒐集 TVBS 此段時間之莫拉克風災報導，共計 304 則。各天新聞

則數分佈，請參見表 2。 

關注於新聞媒體在災難論述建構扮演的角色，本文以 2009 年八八風災新聞論

述進行分析，嘗試瞭解這個被認為是造成 50 年臺灣最大水患災情的天然災害(王俊

明等，2010；周仲島等，2010；蔣斌，2010)，大眾媒體的新聞論述如何建構特定的

災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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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VBS 晚間六七點新聞，莫拉克風災新聞報導統計 

編號 新聞日期 則數 

1 2009/08/06 15 則 

2 2009/08/07 47 則 

3 2009/08/08 47 則 

4 2009/08/09 55 則 

5 2009/08/10 42 則 

6 2009/08/11 51 則 

7 2009/08/12 47 則 

共計 304 則 

在進入分析之前，首先概略說明新聞報導概況。從 TVBS 晚間六七點新聞，2009

年 8 月 6 日至 12 日共計 304 則新聞報導分佈，可以發現 8 月 6 日颱風暴風圈開始接

近臺灣陸地，新聞臺開始在此時段密集報導相關新聞。一般而言，六七點新聞總則

數大約在 45~55 之間，8 月 6 日當節新聞出現 15 則八八風災相關新聞，佔該時段總

新聞量的三分之一，這些新聞多以颱風氣候變化之預報、颱風來臨造成旅遊觀光影

響、各地颱風假資訊發佈，以及預測農作物和菜價高漲等民生議題為主。 

隨著颱風暴風圈逐漸籠罩臺灣地區，8月 7日臺灣開始出現明顯的風勢和雨勢，

並且出現零星小規模災情。新聞報導除了增加莫拉克颱風走向和氣候預測上修資訊

之外，由於相應的災情事件發生，包括溪水暴漲、潰堤、土石流現象和人員受困、

交通影響等，使得相關新聞報導量增加，是促使整體相關新聞則數提升的主要因素。

當日此時段新聞，除了引發高度爭議的日本知名藝人酒井法子吸毒等新聞之外，颱

風及災情相關報導比例也提升至全時段新聞量的九成以上。 

8 月 8 日後直到 8 月 12 日幾天，隨著東部、南部、中部重大災情陸續爆發，

災情和救災的報導量大幅增加，包含政府地方災難管理成為新聞主題，使得八八水

患或八八風災的報導，幾乎佔滿新聞報導的全時段。雖然從報導折線圖(圖 1)來看，

8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新聞報導量有若干變化，然而這段時間新聞幾乎全部都是八八

風災相關報導，而新聞則數量的變化出現下滑現象，係因部分災情新聞報導長度拉

長。後續，本文將針對本研究主旨，歸納分析新聞報導內容所涉及的主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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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VBS 六七點新聞八八風災報導數折線圖(08/06~08/12) 

肆、分析與討論 

一、多元的擬人化颱風：建構矛盾的災害預期 

分析八八風災正式爆發災情前，TVBS 新聞在黃金時段的報導則數已開始提升，

約佔該時段總新聞量的 30%左右，到 8 月 8 日已經可以看到，新聞時段幾乎全部都

是災難新聞。而水患災情傳出之前的新聞，主題多以堤防災情的天氣預報資訊外， 

多以風雨影響交通、民眾日常生活，或者民眾無畏風雨的這類主題為主。在這些新

聞之中，被報導的主要行為者則多以消費者和受影響的旅遊、餐廳、旅館業者為主， 

諸如新聞多會報導消費者因為預期心理而到大賣場採買，旅遊區業者遭退房、

餐飲業績大降等等，值得關注的是，新聞論述多採取趣味性口吻或者大量地生動比

喻的語言，進行民生消費議題的報導。而在颱風預報的新聞方面，則會轉換成為謹

慎、官僚式的語言，以營造民眾警覺的氣氛。 

而在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真正登臺並造成重大災情前，新聞臺對於颱風播報即

採取如臨大敵兼具無所畏懼的矛盾論述，這樣的論述策略，凸顯新聞台企圖創造緊

張又刺激的收視感受，以此掙得收視率。曾如過去研究指出，這樣的新聞報導手法，

往往能夠讓閱聽眾更加緊盯螢幕收視(Cottle, 2009；林照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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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 8 月 6 日、7 日兩天的新聞播報中，相關新聞報導一方面採取例行

的颱風播報框架，首先是颱風新聞經常會出現的民生消費議題，因颱風而無法賺錢

或可能受損的行業，諸如「宜花東飯店業者訂房取消」、「花蓮活動取消住房或日期

延後」，「業者降價爭取八八節慶祝餐」以及三星蔥、蔬菜飆漲等新聞報導；颱風不

打烊或者不受影響反而賺錢的新聞，也多有之；其次是包括報導颱風的陣風強度、

各地雨量預測等等，此類新聞在標題上以擬人化修辭描述莫拉克的來襲，包括「莫

拉克『臨／淋』頭」、「莫拉克『撲』臺」等，不僅強調颱風的迫近，同時運用帶有

威脅或者逼迫語意的動詞。「淋頭」、「撲臺」等動詞則同時創造了擬人化的颱風具有

負面、乃至如猛獸兇惡一般的意義，特別能夠連結同時段八七水災的新聞回顧，在

新聞論述中強調當時山洪爆發、馬路淹水、公車漂流等歷史紀錄畫面和慘狀，使得

莫拉克的凶猛、擬人意象更加凸顯。 

然而，由於莫拉克颱風後續移動速度趨緩，8 月 7 日氣象預報標題則改採「中

颱『拖拖拉拉』，原地不動午夜登臺」，「拖拖拉拉」作為動詞，描述中颱行進緩慢，

在語意上除了降低颱風的威脅感，同時此語句也暗示了作為主詞的閱聽眾，期待颱

風快快來到、無所畏懼之感。這樣的報導與氣象主播報導烘托出「對莫拉克的來襲，

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主要論述，相當程度降低了莫拉克颱風原有的風險意涵，

此階段的新聞論述正建立觀眾對颱風正面期待的社會認知，有利於形塑一種集體的

期待：莫拉克颱風能帶來雨量，解決當時既有的水庫缺水問題。 

同時有釣客不畏風雨釣魚受困、衝浪不怕死出遊等新聞報導，特別是一則新聞

報導風雨中百貨公司持續營業的新聞。主播於新聞稿頭中報導：「的確今天很多人風

雨無阻的逛街，除了臺灣民眾對颱風似乎已經見怪不怪，也包括來到臺灣的這些大

陸遊客，他們就是想要見識一下，什麼叫做颱風」，同時新聞畫面以標語「『颱風好

爽啊』陸客冒雨狂刷血拼」，凸顯颱風是作為一個引人刺激、強化娛樂的「生活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當 8月 8日災情爆發後，隔日晚間新聞大量報導災情相關新聞，

這個階段的報導主題以各地災情、緊急訊息、災民樣貌為主。其也往往會大量運用

特定的語言，刻意凸顯災難破損景象、介入式報導(挺進災區、刻意出現記者被風吹

水淹的畫面)、強調受難以及死難報導，故事化、煽情的報導罹難者及受難者故事、

戲劇性的視覺影像等。這樣的災難新聞內容，正如林照真(2009、2013)指出，說明

災難新聞未能在第一時間點提供確切警訊、疏散及照顧災民的資訊。進一步分析，

八八風災爆發後的報導新聞結構、語言、文法和修辭特性。以 8 月 9 日 18:00 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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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報第一則新聞： 

 

主播：「這次莫拉克所帶來的驚人雨量，根據估計已經遠遠超過了

八七水災，這八八水患造成了南臺灣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災情。臺東知

本溫泉區這六樓高的金帥飯店，今天轟然倒地，躺在溪流裡；屏東沿海

區域水淹兩層樓到今天沒有退，災民是挨餓受困當中；而雙園大橋今天

被水給沖塌了，兩臺車落海還有帶救援；臺南縣更說是有半數的鄉鎮都

泡在水里面，也有三十七萬戶大停水；目前比較嚴重的是，整個雨已經

從南臺灣移到中臺灣了，所以剛剛包括臺中也包括了彰化陸續傳出了也

都淹水，今天馬總統還有行政院長劉兆玄都南下勘災，閣揆更是要夜宿

災區，但是這麼多的災情，考驗中央救災效率。」 

 

此為整節新聞開場的稿頭內容，開頭強調「驚人的雨量」是南臺灣「半世紀」

以來最慘重的災情，表達災情的超乎尋常，同時以實際的案例作為舉例說明，災難

的不可思議，包括透過文字影像並現金帥飯店倒地、橋樑毀壞，以及屏東大面積的

淹水和臺南大停水的景象，藉此建構風災的嚴重程度和廣大的災害影響範圍，呈現

的不僅是災情和災難風險的警告，透過破壞、毀損，以及悲劇性的字詞影響使用，

讓災情與自然無情毀壞大地的概念相連結。進一步檢視新聞論述，強調戲劇化意象

的成語和形容詞被大量採用，模擬表現驚人的災難意象。後續新聞論述中，以「『轟

然』倒地、『躺在』溪流裡」描述金帥飯店倒塌事件，前句以狀聲詞，強調飯店倒塌

的動態、激烈的過程，連結「倒地」此一動詞，連接後句擬人化的動詞「躺在」，造

成一個富有張力、動靜並現的畫面描述。另外諸如「半數的城鎮都『泡』在水裡等」

敘述句，也都是採取誇大、擬人的動詞讓災難意象以生動、誇張的方式呈現，配合

後續新聞帶入金帥飯店倒塌瞬間畫面、救難人員穿梭在淹水的屏東城鎮、雙園大橋

斷裂以及橋面坍塌，並消失在暴漲溪水的新聞畫面，同時畫面下方不斷有「颱風災

情」的跑馬資訊，使得文字和畫面都以緊張、煽情和高張力的論述風格呈現災情。

這樣的新聞處理方式，自 8 月 8 日起，隨著臺灣開始出現重大災情時，便明顯成為

典型的新聞論述方式。 

過去災難傳播的討論，多從災難管理角度，將災難前新聞媒體傳播功能設定在

災難預警和環境偵測上，期望發揮傳播效果是使社會大眾能夠提高警覺、增加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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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行動(林照真，2009；湯京平、蔡允棟、黃紀，2002；臧國仁、鍾蔚文，2000)，

但從 TVBS 的八八風災新聞報導上可以發現，在真正巨大災難發生前，莫拉克颱風

經由新聞論述，出現矛盾的再現，颱風被擬人化為兼具令人害怕的威脅以及無所畏

懼的挑戰。然而，多元、矛盾的擬人化颱風論述，也相形地讓莫拉克颱風這個連 CNN

都大篇幅報導的重大危害風險之嚴重性，被相當程度的「輕忽」。災難前的想像，透

過新聞論述歷程被再建構，成為一種不一致的災難風險意義，從一開始的大難臨頭

轉變為缺乏嚴肅性、可被等閒視之的災難風險想像，這也相當程度降低社會對這個

颱風的危險意識和預警反應。 

二、故事化、鮮明情節的災難意象：混淆自然災害與災難的

認知 

自 8 月 8 日起，八八風災新聞的報導題材轉變成為災情為主，首先在新聞版面

上，大量報導災難新聞災情。就新聞結構來看，則多以居住建築毀損、傷亡者、家

屬悲哀、人員衝突、道路橋樑等重要基礎建設崩毀、山河變色等畫面，大量集中報

導自然力量對於土地、社會所造成的破壞力，另外也不斷更新災情數字，包括死傷

人數、財物損失。這段時間的災情新聞幾乎佔滿整個黃金時段，造成災難新聞成為

唯一的新聞播報內容。這時段的新聞報導的主要行為者，包括了災民以及官員之外，

現場直擊災情的前線記者也是一再出現在新聞畫面之中。 

從語言修辭來分析，此階段的新聞運用許多煽情的修辭語法，搭配災情畫面來

再現災民的負面情緒。就內容上，新聞對於不同災情嚴重程度地區的報導，也採取

不同的敘事手法。自 8 月 8 日起，臺東及南部山區、沿岸低窪地區，出現嚴重的水

患問題，成為 TVBS 黃金時段主要的報導內容。依據災難程度不同，可以發現新聞

論述的差異。較輕微的淹水，如高雄愛河沿岸區域，新聞論述以「很多高雄市民萬

萬沒想到，連愛河的河水竟然也滿出來了……，來不及搬走的家具，……損失慘重」，

這類新聞處理，多著重淹水帶來的日常生活不便，以及家庭財產的損害，值得注意

的是新聞結語，多用「損失慘重」作結，表達面對災害災民只能無奈以對。 

而對「災情慘重」地區的新聞報導，包括臺東太麻里潰堤、泰和村淹水，屏東

佳冬、林邊、東港、茄萣等沿海聚落面臨大面積、水深超過一樓高、有致命危險的

淹水問題，新聞報導則一方面採取更為強烈的論述，諸如「泰和村全村被淹沒，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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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說，我家不見了，這真是 50 年來最慘重的情況」、「山洪爆發毀家園，多良村民

求救 TVBS」等，這些新聞將報導聚焦在交通中斷、停水停電、斷糧危機等危及情

事上，不再只是停留於颱風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報導層次。這個階段的新聞報導，

特別將論述環繞在颱風對於生命的危害，新聞論述進一步以求救、傳遞緊急、救難

等做為主要報導內容。 

此外，「家不見」、「家園付之一炬」亦更加頻繁出現，成為此階段主要的新聞

論述用語。媒體呼籲救災進而也成為媒體自詡為替災民向政府求救的管道，新聞論

述也多次出現呼籲政府積極協助災民逃離家園。影像亦配合記者與救難人員搭乘直

昇機救難畫面，對應高空鳥勘畫面拍攝洪水和斷路，不論是搶救或者災難景象，都

透過這些新聞論述，以相當密集、大篇幅的方式將「災難的意象」傳遞、再現到電

視螢光幕上。而受難民眾此時亦成為新聞報導的主角，諸如關於屏東地區的救災新

聞，記者旁白描述：「從軍方救生挺走下來，一張張驚慌的臉，彷彿浩劫歸來般的狼

狽」，運用災難電影敘事充滿戲劇的描述，記者讓客觀新聞敘述轉為故事化的語言描

述，一幅幅災民被救出的景象，「浩劫歸來的狼狽」，如此的新聞論述不僅讓災民的

悲劇形象更具刻板印象，同時透過隱喻的運用，災民不論家是否真的徹底毀壞，在

未經查證的新聞論述中，這些災民都因此被建構成為無家可歸、家再也回不去了的

「難民」。 

從論述策略來分析這類的災難新聞，將對災區內外的觀眾造成不同影響效果。

對於災區外的觀眾而言，這樣的論述往往造成情緒與認知的衝擊，更建構出一個由

新聞論述所中介的擬真的災難事實，讓災區外的電視觀眾會傾向同意，在這類新聞

論述背後的一個假定：「災民淹水的家園似乎已經徹底毀壞而難以復原」。於是乎進

而造成了災區外的民眾更願意進行捐助行動，以及支持政府撤離災民。此外，民眾

也更會透過電視新聞來了解整個救援情況，讓電視新聞達成使民眾持續收視新聞的

目的。 

伴隨著更多各地相關的災難情勢和救難新聞畫面，新聞論述也開始用更多富含

劇情和故事化的新聞題材，同時運用擬人、擬狀的修辭，細節性地描述淹水、逃難

的過程。如一則關於太麻里溪潰堤，其新聞論述如下： 

 

主播：「失去自己的家園，而且眼見自己的家人摯愛到現在還是下

落不明，這樣的心情很多人其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但終究要來追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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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什麼樣的理由造成太麻里溪的整治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好的功效？

村民說這一次真的是五十年來受到的最慘的一次水患了，原因就在於這

太麻里溪河堤北岸，有兩百公尺的河堤被暴漲的溪水給沖垮，使得民眾

當時來不及逃，因此而受困，事實上連要撤退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走，因

為從至高點往下看，哪裡是溪流？哪裡是農田或是鐵軌？根本分不清楚，

全部都是大水。四年前的水患當時災情慘重，而這一次惡夢重新再來，

大家不免要問，到底安全何時能來？」 

 

整段新聞論述，特別是潰堤逃難那一段細節描述，反應逃難的驚險，從浩劫餘

生進而是歷劫後的一片茫然，從緊急求救到被救後的茫然，整段的新聞災情被具象

化、戲劇化，大量採用災難電影的情節式語言、修辭，成功地促成了後續新聞報導

所提到的「事實上連要撤退都不知道要往哪裡走，……全部都是大水」。值得注意的

是，這一句新聞描述，句中空缺的主詞，在論述策略上，正能夠創造出一種召喚的

效果，邀請置身事外的閱聽眾進入災難情境，讓螢幕前的每一個不同背景的臺灣觀

眾，能夠透過新聞的論述化身成為新聞描述的劫後餘生的主角，或者透過新聞影像

來再現災民感受，形成一種彷彿身歷其境的建構效果。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論述

過程，反映出連貫的結構組織，因此能夠達成主播在新聞一開始所破題的主張，透

過新聞「很多人其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事實上，在災情爆發後，TVBS 關於八八風災新聞不僅大量採取身歷其境的新

聞論述，同時又是透過短暫時間，由受訪災民在新聞鏡頭面前所提供的片段訊息，

以及記者透過「事後」看畫面來說故事，藉此成功再現遍地成災的印象。這樣的新

聞論述之中，無論是否真實，已經達成了渲染情緒的建構效果。對缺席的行動者─

─災區外的台灣觀眾，會受到這個深具感染力、細節化逃難故事的新聞論述的邀請，

在腦海中隨之浮現相類似的意象：那一片大洪水以及待救援、等待(我們)伸援手的

逃難者。這樣的新聞論述，因此成了讓觀眾親臨災難現場的重要意義載具。這樣的

新聞論述，自然也很容易讓閱聽眾對「惡夢是真的」這樣的報導用詞產生心理上的

共鳴。而在一系列的新聞論述中，災難的想像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程度和差異，往往

被一語帶過、被弭平。 

就整段新聞的結構組織來看，這種透過說故事、戲劇化的災難場面描述，搭配

被刻意捕捉的新聞畫面，包括被鏡頭放大的斷橋、洪水沖倒的房舍、哀淒的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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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等，以及巨幅的一棟棟房屋淹水景象，配合不斷傳遞的災難資訊跑馬畫面及新

聞製作的旁白成為建構災難最佳新聞論述。許多影音文字被精緻的設計，包裹著被

相當具體化的災難意象，這樣的新聞論述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災難資訊，而是一種具

說服力、達成建構效果的新聞內容，帶給觀眾更多感官和情緒上的衝擊。這樣的衝

擊一方面容易激發集體的行動，強化災難發生時的利他行為、捐款行為出現(湯京平

等，2002)，同時也使觀眾容易陷入簡單的責備和災難歸因(蔣斌，2010)，而無法反

思檢討新聞論述中所反應的諸多迷思(Davis, 1998; Quarantelli, 1996; Wenger & 

Friedman, 1986)。例如新聞論述傾向於描述堤防和防洪建築沒有完備作法，是造成

淹水的問題，卻忽略了此次颱風所帶來的強力豪雨遠超過一般防洪的規模，使得溢

堤或是部分的潰堤難免發生，一如卡翠娜風災情況(Tierney et al., 2006)，堤防反而加

重災情的嚴重性，因為會讓水排不出去或者讓大水傾流而下。此外，缺乏國土規劃

的土地不當開發問題、屏東沿岸長期以來超抽地下水的地層下陷這些問題，都是造

成了自然環境遭遇莫拉克颱風所夾帶的豪雨，進一步引發嚴重淹水、土石流、泥流、

洪水和土石坍方，以及堰塞湖，以致於造成居住此環境中的居民，發生大規模人員

傷亡和重大財產損失(王俊明等，2010；周仲島等，2010)。然而前述深入考究災難

形成因素的題材，在追求收視率和聳動畫面的新聞論述構成中，往往會被排除在外，

難以成為新聞內容。 

當媒體採用特定的新聞論述，讓災民在災難新聞論述的過程中被定義和宣稱為

難民，則新聞論述也就系統性地忽略了，災民原本為何會居住在高度環境脆弱的區

域、災區觀光飯店是否不當開發自然等問題，且忽略自然環境長期在強調人為優先、

開發為先，過度相信水泥建築、科技文明可以使人類成為天然災害的例外等因素，

讓許多人過於安心躲在大型水泥的背後，忽略自然環境因不當開發而變得脆弱，反

而會造成更嚴重的生活損傷(Davis, 1998; Tierney et al., 2006)。缺乏更為結構性的問

題檢討，自然難以解答：「為什麼淹水、遷村、逃難的惡夢，總是在特定地區上演？」

新聞也無法更積極的揭露，是否存在著某些政治經濟因素，使得淹水總是在相對缺

乏資源的地方？為何相對資源缺乏的地方總是偏鄉或山地部落(Cannon, 1994)。簡言

之，當新聞論述不斷再現災民的望天興嘆或無奈，則自然無情、人無可奈何、聽天

由命的災難意義也就同時被產製，進而也掩飾了自然災難發生的深層政治、社會問

題(Freudenburg et al., 2008)。 

此外，過去西方研究發現，災難新聞建構出災區迷思，會刻板印象地認定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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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出現落荒而逃、趁火打劫、哄抬物價或驚慌失措、悲情等各種失常行為

(Quarantelli & Dynes, 1972; Quarantelli, 1996; Wenger et al., 1975)，而這樣的迷思進而

也會造成社會和災難治理單位的特定災難想像，使得值得受到注意的議題無法進入

公共討論。 

在八八風災，可以見到逃難新聞論述也進一步將災民建構為逃難者，這樣的刻

板印象讓災區災民互助能力不易受支持，留守家園的合理性也容易不被支持，也正

當化了政府派遣軍隊強制居民離開家的救難行為。值得批判的是，新聞論述所創造

的災民為難民、亟待政府派遣軍隊救援的刻板印象，可能使社會無法認真討論，軍

隊作為災區救援者可能產生的問題，不去質問為何內政部無法強化警消的救災設備

和能力？為何軍隊讓未經救難訓練、義務役的年輕人投入危險的救災工作？這些問

題受到忽略，恐怕會讓社會災難治理持續處於缺乏健全制度的窘境。 

三、定義救災權責：建構泛政治化的治理矛盾 

遇到重大災情，政府作為社會託付、仰賴的公共資源分配機構，自然須負擔起

主要的防災、救災責任，也往往基於此，一旦在救災過程有若干處置失當，立刻成

為新聞抨擊的對象，這自然也基於媒體自視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使新聞媒體

更習慣於監督政府機關的災難治理措施。 

從 TVBS 八八風災新聞論述中，則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首長，以及行政主管往

往是媒體直接監督和報導的對象。特別是被視為最高權力核心的總統，更是醒目的

求援對象，新聞論述強調馬總統發揮政治魄力、扮演推動政府救災效率的核心人物，

甚至是能夠救苦救難的，協助災民的單一個案。諸如一則新聞報導，一對母子在總

統視察災區的時候，哭喊攔下總統，希望能夠協助他們尋找失蹤的父親。當鏡頭捕

捉這充滿張力、戲劇化的新聞事件後，位居權力核心的總統變成一個具有絕對的社

會責任，去協助關心丈夫、父親失蹤遭遇的受難家屬。這則新聞連日成為新聞焦點，

在陳情隔天後，新聞媒體來到這對母子的居所，做出了以下這則報導： 

 

記者：「回家的路如今布滿巨石和漂流木，帶著丈夫李漢邦的衣物，

重回太和村家園，眼前早已看不見熟悉的景物，原本的老葉園，更是不

見輪廓。兒子聲聲哭喊著爸爸，今年還來不及過父親節……恐怕是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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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給沖走了。……出通聯記錄，證實昨天早上就報了案，隔天下午還不

見父親的失蹤名單，一家人找上馬總統……前一天的陳情似乎沒起什麼

作用。」 

災民子(攔馬尋父民眾李昱穎)：「從昨天到現在到底給我們什麼協

助？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懂。」 

記者：「太麻里溪畔一臺臺怪手，唯一這臺綠色的是李家人自己找

來開挖……家人靠自己力量，在周圍尋找最後希望，質問相關單位究竟

幫了什麼忙？」 

 

從上述這則新聞論述，可以發現，整則新聞的目的，是試圖建構「攔轎喊冤」

的這個主題，在組織結構上，則採用災民在鏡頭前接受訪問，是攔轎喊冤的隔日，

災民在鏡頭面前質問「從昨天到現在，(政府／馬總統)到底給我們什麼協助？」，新

聞論述相當巧妙的透過跨時間(前後兩天的新聞事件)，組織了一個「攔轎喊冤，卻

於事無補」、「升斗小民需自食其力」的論述，不僅有力的抨擊總統乃至行政院官員

在災難時，並沒有真正做到「要苦民所苦」，連帶也抨擊政府救災組織訊息的混亂無

章法，乃至救災怠慢。這樣的論述策略所能夠達成的效果，正體現出過去災難研究

所指出的 CNN 症候群，也就是媒體過度強調災難時民選總統必須對災難有直接且

全面的作為，使得總統必須在電視畫面直擊下，成為新聞論述的主角、接受新聞媒

體定義什麼是總統應有的職責、什麼才是他應有之作為等等(林照真，2009)。 

然而，這樣的新聞論述卻也反映出，新聞媒體容易忽略現有救災體制的重要性。

就現實來看，經過多次災難救災問題和教訓，八八風災當時，臺灣救災體系已進一

步制度化，依法規災難處置應該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及地方政府擔任全權的專

責。在既有的防災救災體系，總統雖然是國家最高領導者，在災難治理過程中，並

非第一線執行和處理救災事務的主責者。然而新聞媒體論述創造了總統的新職責，

使其心力放置在災難配置等事務上，形成一種新聞論述具備建構力量的最好說明。8

月 9 日總統到南部巡視災情，並在新聞鏡頭前直接以手機播打電話給臺北市消防局

指揮、徵調橡皮艇到特定災區。這樣的舉止，正反映了新聞論述對其救災工作、苦

民所苦的角色定義，亦即在新聞鏡頭前演出總統是掌握救災、負責救災者。但這樣

的舉措卻正違反了救災指揮體系制度，更可能干擾了實際的救災資源調度。 

另外，此次八八風災媒體論述亦創造出中央與地方在救災過程中的衝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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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上這個矛盾發生於 2009 年 8 月 8 日時，當時的內政部長在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提到屏東災害反應稍慢，這個新聞出現後，接續好幾天的新聞開始持續聚焦在這

個議題，更擴大詮釋指出，內政部長公開指責地方屏東縣救災慢半拍。在稍後的新

聞報導中，當時的屏東縣長 call in 到電視臺，直接說明，他跟內政部長並沒有太多

衝突情緒，後續的受訪內容，屏東縣長也僅以救災優先和救災進度說明為主。然而，

新聞台對此新聞的延續報導，開始採取藍綠政治矛盾的框架。換言之，縱然兩位新

聞當事人頻頻在新聞鏡頭前試圖澄清，彼此沒有矛盾對立的問題，但在一連串新聞

報導的論述中，中央與地方在救災執行上的矛盾卻持續被新聞建構起來。代表藍色

政黨的中央與綠色政黨的受災地方首長，在新聞論述之中，災難管理、救災執行的

矛盾被建構而起，這樣的論述策略反映在能夠使閱聽眾對於救災治理的信任度感到

懷疑，而這類新聞論述同時造成觀眾邊罵邊看、收視率持續攀升。與此同時，觀眾

也就容易輕忽了既有的中央、地方救災協作，是否有哪些需要立即改進而未改進。

而記者自然也無法善盡第四權的職責，未能在新聞中質問內政部長作為重要的救災

督導，為什麼離開中央防災應變中心，而是隨著總統、行政院長腳步後跟著到南部

勘災。 

綜合而論，新聞論述在政治人物救災報導上，所建構的意涵反映在新聞論述可

能促成了具體的救災職權的泛政治化，使得已經制度化的救災事務、救災體系，卻

在新聞論述建構下，造成總統、主責官員不是在機構內調度、指揮救災，而是頻頻

走向災區前線、用親力親為的形象來博得新聞報導的版面。而在這類泛政治化的災

難新聞論述，非救災指揮統籌者的總統，卻能夠以在鏡頭面前逕自進行救災物資的

指揮調度。內政部長甚至在救災期間離開指揮管理崗位，跑去為救災罹難的飛官扶

棺。這些與救災制度和災難管理邏輯相斥的內容，能夠被不加批評地、再現於新聞

畫面之中，形成見怪不怪的現象，深刻凸顯出 CNN 效應的建構效果(林照真，2009)。 

值得重視的是，從 TVBS 的新聞論述中可以發現，被新聞媒體渲染、擴大和再

建構，成為連日新聞鏡頭追擊的中央與地方矛盾，演變後來成為內政部長至屏東協

助救災，屏東縣長真的避不見面的情況。這也凸顯新聞論述不僅不是客觀的傳播媒

介，更具備建構真實的影響(Davis, 1998; Hansen, 1991)。新聞論述能夠建構災難意

義，被建構的災難意義更能影響現實災難治理與災難行為的產生(Tierney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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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從過去災難與媒體關係的研究討論，可以發現兩種主要的觀點：從災難治理的

角度討論，普遍假定大眾媒體對於社會具備深遠的傳播影響力，因此在災難發生時，

媒體自然應該服膺災難管理體系，傳遞正確的災情及救災訊息。反映在研究上，研

究焦點經常在於，如何促使大眾媒體能夠善盡作為災難管理工具的職能(孫曼蘋，

2000；楊永年，2009；蘇蘅，2000)，在這個脈絡下，研究者也開始注意到媒體作為

獨立的行為體，研究者關注媒體特殊的運作機制(林照真，2009、2010)，因此有學

者主張，不該將大眾媒體單純充作救災治理的傳播工具(Olofesson, 2011; Perez-Lugo, 

2004)。晚近更有研究者主張，新聞是建構災難的機制，強調新聞內容無法多元、客

觀的報導災情，而是會用特定的論述方式和選材來再現災難，因此所謂新聞對災難

的建構，其概念是指新聞以特定方式再現災難的面貌和意義，進而影響閱聽眾對災

難事件本身的認知和後續行為決策(Cottle, 2009)。換言之，這些研究往往透過預設

了災難新聞所具備的災難建構效果，是通過災難影響閱聽眾的認知、形成災難的大

眾學習過程，以致影響其後續因應災難的過程。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研究成果多是

建立在對災難新聞內容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之上，然而這樣的量化分析無法有效釐

清新聞論述是如何建構災難以特定方式呈現。 

因此，建立在既有研究基礎，本論文藉由國內具代表性的新聞媒體 TVBS 有關

八八風災的新聞論述分析，本研究得以進一步釐清，災難爆發前後的災難新聞論述

是以什麼樣的論述方式再現、描述、建構災難，進而讓新聞媒體成為建構災難的重

要機制。具體而言，這樣的災難新聞論述體現出： 

1. 災難前的新聞論述以矛盾修辭建構出閱聽眾的災難風險想像。對於莫拉克

颱風的報導，災難新聞論述從大難臨頭轉變為可被等閒視之的報導主題，

而這個矛盾的風險想像，相當程度的降低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和預警反

應。 

2. 新聞論述掩飾了八八風災這個自然災難的社會性質，包括既有的政治、社

會問題、人類與自然失衡關係等。此外本研究也指出，新聞創造災民為逃

難者的刻板印象，正合理化了國內欠缺健全救災制度的現實。 

3. 在定義救災權責上，從本文分析發現，新聞論述出現泛政治化的現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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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容易扭曲管理單位在救災的協作實況，也造成民眾會因災難新聞而無解

救災管理制度。 

透過這樣的分析討論，本研究不僅說明新聞論述如何通過特殊的論述過程，以

特定方式來建構八八風災這場自然災難。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助於災難傳播研究者

認知到，災難新聞論述不僅不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單純的災難管理工具，而是一種災

難的社會建構機制，僅能以特定的方式呈現災難的特定面向，影響社會面對災難的

前中後因應作為，其中不乏與災難管理相矛盾的問題，包括了使社會忽視真正的災

難問題肇因、不合理的救災過程等等。反映在災難新聞的研究取徑上，本論文因此

主張，當研究者採取社會建構論來分析新聞內容時，應採取更具批判性的分析角度

來釐清暗藏在災難新聞論述中的建構意涵。本文認為，讓隱而不顯的災難的社會建

構條件和問題現形，社會才有機會進行積極的改革，從而朝真正的減災目標邁進。

而災難新聞論述的批判分析，便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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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crucial role that news media plays when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How news media may construct the audience’s perceptions about 

disasters and create social cognition is elaborated by researchers apply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he study adopts critical discursive analysis (CDA) method to 

analyze the TVBS disaster news discourses of Typhoon Morakot. The study results 

support the researchers’ argument on the fact that news media not only reports natural 

disasters, but also represents a crucial mechanism to “construct disasters.” Therefore, 

CDA could be a useful research tool to unmask social problems within natural disasters in 

news discourses. 

Keywords: disaster sociology, disaster research, disaster communication, media 

constructionism,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