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7 

東南亞的自然災難與他者化過程： 
2011 年泰國水患的媒體再現之初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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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焦點在於分析，災難新聞論述如何做為一種可能的論述權

力，反映一個國家對內鞏固集體認同和建構本國與他國地位優劣的權力

過程。透過論述分析台灣新聞對 2011 泰國大水災的報導歷程，研究發

現，泰國被建構成為一個他者，是以動態的方式被標籤、建構負面的刻

板印象，並且使其在新聞論述中被置於不同程度的劣勢位置。 

關鍵詞：東南亞、災難論述與國際政治、泰國、他者化與國際權力、媒

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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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災難研究中，國家如何參與和投入救災行動，向來是研究的焦點。

晚近則開始有學者關注國內災難論述的分析與解讀（楊昊 2006，2010），

特別在國際政治的研究討論中，往往聚焦於探討某國如何對他國發揮影

響力、展現權力以鞏固自我在國際間的權力地位和優勢，或者創造權力

的改變。在這個研究主題下，學者進一步主張，應該持續挖掘和探討各

種不同性質的權力施展方式（彭慧鸞 2000）。 
近年來，有學者另闢新徑，透過國際新聞的論述分析，探討新聞論

述如何反映出國與國之間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關係。在這個

討論脈絡中，一國媒體對於他國重大事件（特別是災難議題）的相關報

導，往往是該國對內施展對他國的權力論述（Chouliaraki 2008a）。由

於這方面研究在國內尚缺乏討論，因此本文將研究焦點設定於分析災難

新聞論述如何做為一種可能的論述權力，反映一個國家對內鞏固集體認

同和建構本國與他國地位優劣的權力過程。 
回顧過去南亞曾發生的災難事件，位在曼谷的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區

域中心（UNDP Regional Centre）以及斯理蘭卡非營利組織亞太電視教

育組織（TVE Asia Pacific）聯合出版的 Communicating Disasters: An Asia 
Pacific Resource Book，書中開宗明義便強調，大眾電視及新聞的災難傳

播具備重要的社會影響功能。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區域中心主管 Elizabeth 
Fong（2007）在該書中強調，每當災難來臨的時候，資訊被視為是最具

威力的災難管理工具。因此，不論是傳統的災難傳播研究者或者災難管

理者，往往關注大眾媒體在傳遞災難資訊時扮演的角色，期待媒體扮演

價值中立的資訊傳遞管道，給予面臨災難的社群最新的災難資訊，或者

認為媒體能夠創造貼近災難事件的效果。而新聞記者透過新聞故事加上

媒體的訊息傳遞，更具備廣大的影響力，同時能夠啟動正面的社會集體

行動，以及避免激發負面的集體恐懼等等。上述的討論，聚焦在災難事

件發生過程，以及媒體在國家社會中所具備的影響功能。 
值得關注的是，災難是最具新聞價值的報導題材，因此當某國發生

重大災難事件發生時，該災難事件也同時引發國際媒體關注，這類災難

訊息傳遞到其他各國，該災難事件究竟以什麼的方式被媒體所再現？如

何創造某國對受難國家的看法及可能的集體行動，或者反應什麼樣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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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關係，也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焦點（Joye 2010）。特別是對於後進

國家而言（如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重大災難使該國成為國際媒體關

注的焦點，進行大批報導，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國的新聞媒體如何再現

這些受難國家的災難？災難又如何被透過新聞論述的宣稱反映出什麼樣

的論述權力？是本研究核心的研究主題。 
在前述的討論脈絡下，本研究以 2011 年泰國爆發的重要自然災難─

─2011 泰國水患（Thai Flooding）為個案，進行相關研究討論。2011
年泰國爆發半世紀以來最嚴峻之水災侵襲，該水患歷經近半年之久，也

使得泰國水患成為 2011 年下半年國際間關注的環境災難新聞之一。藉此

事件，本文透過 1980 年日益受到歐洲社會科學研究者重視，並影響美國

傳播學界的批判論述分析取徑，以及遠處受難研究架構（mediation of 
distant suffering），研究分析台灣國際新聞對該環境災難事件的報導及

隱含其中的權力關係。 

二、新聞論述與權力關係的建構 

在客觀報導這個專業宣稱下，新聞在當代社會常被誤認為是反映社

會事件真相的傳播機制，然而不論從知識論或者從具體的新聞產製過程

分析，新聞都難以真正客觀、公正如實報導一個社會事件。晚近論述分

析的研究發展，更指陳新聞這一系統性組織語言，傳遞名為社會事實的

論述，在形成論述的過程正透過排除事件特定意義、強調特定面向的事

實及意義詮釋，展現特定的權力運作，包括將描述對象定義冠以負面和

刻板印象，使其處於劣勢（Fairclough 1995）。以下本節將分別兩部分

進行相關研究論述的回顧。 

（一）新聞論述做為一種權力建構：建構真實 

新聞經常被認為是一種事實和現實的資訊傳遞，被閱聽眾以一種理

所當然地方式所接收。然而不少重要的傳播理論或媒體研究早打破這種

視新聞為社會事實反映的論點。新聞的產製事實上深具建構性質，諸如

在 Tuchman（1978）的經典研究中，她指出大眾媒體做為一種資訊傳播

機制，同時對於社會事件進行篩選。然而其報導對公眾傳遞具象徵力量

的內容和同質的訊息，產生的建構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媒體可以決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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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人們必須知道的、什麼是應該知道的。因此，假若大眾新聞是社會

大眾接觸世界的窗口，則其傳播效果便展現出再建構人們對世界的認知

（Juraitë 2002：91）。這樣的研究觀點也興起一股研究潮流，以「新聞

製造（news making）」的主題開展，一系列的實證研究顯示出，新聞

內容是如何在製造過程中，產生新聞內容的特定類型和選擇性偏差。 
環境社會學者 Hannigan（1995）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指出，新

聞事件的挑選，以及新聞做為一種被建構的真實（constructed reality），

記者成為環境議題的各類宣稱的居中建構者。記者依照每日的運作常規進

行新聞製造，同時也不斷地定義和再定義被網羅進新聞的事件的意義。因

此，環境相關新聞的消息來源經常受限於來自工／商業的宣稱制訂者（例

如老闆或公關人員）、各級政府機構代表（例如首長或發言人）、環境團

體（地球之友、綠色和平），關係到環境問題的相關人等。值得注意的是，

記者經常會基於自身的新聞專業價值，包括時間線、衝突、普遍、重要性

和讀者興趣等進行環境議題的撰寫及消息來源的選擇（Mayjor and 
Atwood 2004）。上述從產製端的研究正說明了新聞並非一種能夠客觀平

衡報導真相的傳播機制，反而更應被視為是特定情境下的產物。 
因此，泰國水患這類國際新聞不僅非單純的真實訊息呈現，同時是

一種社會建構。這樣的社會建構，從產製面來說，至少展現在以下兩點： 
（1）對於新聞事件的篩選：事實上是必然經歷一種人為的選擇、過

濾。過去實證研究發現，國際新聞過往經常以重大的國際衝突事件（如

戰爭新聞），或者重大災難等硬新聞為主；晚近台灣由於新聞業逐漸轉

向市場導向的新聞表現，國際新聞小報化情況越來越明顯，意即重大國

際情勢之外，越來越多民生相關的軟性新聞成為國內主要的國際新聞題

材（李美華 2005；王泰俐、周慧儀、羅文輝 2010）。 
（2）以特定方式報導新聞事件：記者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觀點和角度

報導一件國際事件或者訊息，事實上受到一些報導原則的影響。過去研

究指出，國際事件成為新聞報導，如果不能夠透過特定報導手法將該事

件轉化於本國文化情境之中，則很難讓閱聽眾立即理解新聞的意義、吸

引閱聽眾收視。因此，外國事件往往被會新聞媒體以國內觀眾熟悉的報

導框架進行產製（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2002：2–4），這

種國際事件國內化（domestication）的新聞報導方式，獲得若干研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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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支持，也說明是國際新聞的主要產製邏輯。國內研究亦指出，新聞工

作者（記者、編輯）透過將國際事件重新框架（framing）指出該國際事

件與本國社會的關連性，諸如國際事件與本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社

會的關連性為何，以吸引國內閱聽人和增進其理解（洪貞玲、廖雅琴、

林舫如 2008）。換言之，新聞事件被重新包裝，傳遞到閱聽眾面前，在

新聞解讀之前，意義早已經受到新聞媒體系統性的重新建構。 
綜合而論，媒體的建構論，一方面展現在新聞產製面向的人為操作，

是特定脈絡下的產物，和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傳播效果面向上，國際環境

問題、災難新聞具備可能的媒介影響，體現在國與國的關係與社會大眾

對於他國社會的認知。 

（二）新聞論述的關係建構：他者化 

從閱聽人效果面來討論，新聞做為一種建構機制，反應在其能夠產

生特定的傳播效果。由於在建構社會大眾對自然災難的認知上，大眾媒

體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同時是相關研究領域者不可忽略的面向，然

而新聞如何促成影響、形成建構力量？英國環境傳播學者 Hansen（1991）

在其重要的研究中指出，媒介報導受限於少數消息來源，以致於影響了

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資訊多元性，如此，則環境新聞報導恐怕僅會呈現

出特定的環境議題面向，以致影響大眾對環境形成特定的面向的知覺

（awareness）和意見（opinion）。這樣的新聞報導之於環境議題的關

係，反映的是一種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效果。過去國內災難傳播

研究，臧國仁、鍾蔚文（2000）以〈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為題，亦強

調災難時期大眾新聞媒體的重要角色，不僅是滿足不同災難時期的資訊

渴求，更能夠協助受難受區文化意識的建立、閱聽眾感同身受的來源及

共同記憶的建立，乃至於化解悲情。政治學者湯京平、蔡允棟、黃紀（2002）

關注災難衝擊災區內社群和災區外社會的集體行動反應，也提及媒體能

發揮議題定調，以及政治論述傳遞的功能，這些功能會進一步影響社會

集體行動以及使社會體認重大災難的非尋常性；另一方面災民、救災者

及災區外的災難新聞閱聽眾等不同行為者交互與媒體發生許多互動，進

一步影響各類公眾有關災難以及政府的救災行動之災難認知（湯京平、

蔡允棟、黃紀 2002：146、148、152）。這些研究一方面肯定媒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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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更凸顯媒體並非客觀事實的資訊傳遞工具，在災難時刻，媒體更

扮演著社會建構的機制，得以建構社會大眾什麼是災難，進而知覺災難

如何帶來的影響，乃至影響後續可能的集體反思、反應行動等等。 
而在國際災難新聞的研究討論中，國際間的新聞論述力量、權力關

係則進一步成為重要的研究焦點，這也反映了國際災難新聞的建構論討

論，正如 Fairclough（1992）研究所指出，新聞論述被認為是特殊的社

會建構力量，反應了特定的權力關係。這樣的權力關係建構是伴隨著新

聞的建構而形成，因為對普遍社會群眾而言，新聞經常反應在實際上是

透過特定的再現方式他國災難事件，同時這種特定的再現──對他國的

災難事件新聞論述，也被假定具備改變或維持報導國與災難事件承受國

彼此的權力關係，諸如後進國家做為災難發生國，經常會以帶有負面意

義的「他者（others）」再現於國際新聞上，藉此凸顯「我者（us）」

是如何能夠妥善面對災難，更為重要的是這類國際新聞論述，這同時再

現與建構了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不平等關係。過去研究指出，掌

握論述主導權的西方先進國家，經常透過由他們所掌握的國際新聞論

述，凸顯受難的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無助、負面乃至於需要「我們」的

幫助等等意象。這樣的新聞論述展現出一種象徵權力，能夠自然而然地

定義西方國家是更具現代化、強盛的國家，而第三世界國家是缺乏治理

能力、落後，需要依賴西方國家介入管理的後進國。如此也建構出西方

優—非西方劣的權力關係想像（Chouliaraki 2006）。 
他者化概念則可以用來進一步說明，論述如何被操作來做為建構權

力關係的工具。對於他者的建構，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也就

是不斷地藉由語言論述來凸顯他人不同於自己的部分，並將此差異定義

為是一種偏差（deviance），以此同時對內和對外產生不同的論述效果：

首先，對內形成集體認同，以及在關係上形成我者與他者（優劣）分別

的論述權力效果；對外，被他者化的對象（個人或團體、國家），會經

歷邊緣化（marginalisation）、消能（disempowerment）以及社會排

除（social exclusion）（Natalie and Zwi 2006：1933–1934）。Hall（1997）

更明確定義，他者化是一種權力的隱微展現，往往鑲嵌、藏匿在再現的

實踐中（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換言之，透過論述的標示、分派

和辨明對象、意象、想法或概念，即能施展出象徵的權力。如此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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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者化與論述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掌握大眾社會論述的媒體，更是創

造論述建構他者化過程的條件（Roy 2009：27–30）。 
從國內新聞傳播研究也可以發現到，新聞論述的他者化建構，亦即

透過新聞報導讓對放在論述中成為他者，這種他者化使得新聞論述成為

彰顯權力不平等的問題來源，除了展示出社會的支配與權力關係之外（倪

炎元 1999、2002），也同時構成了普遍閱聽眾的認知，合理化現實中不

平等權力的關係，使得弱勢者不僅無法為自己發聲，甚至變成社會問題

的代罪羔羊，被誤指責為社會問題的製造者，以致於社會針對問題發展

解決的動力連帶被消減（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 2010）。 
新聞論述所創造的建構效果，不僅影響受他者化對象的自我認知，

亦可能進一步構成其實際的社會影響。也就是社會大眾會依據這樣的認

知進行重複社會行動、維繫同樣的權力支配關係，讓威權、暴力或者扭

曲互動持續發生，則從建構論角度研究新聞論述的建構效果，便應該關

注掌握權力的主控團體（dominated groups）如何透過論述的建構力量

自然化宰制與被宰制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van Dijk 1993）。 
國內有不少重要研究曾處理論述建構與對東南亞社群的他者化議

題，如夏曉鵑（2001）研究指出，媒體對外籍新娘的他者化表現在將之

塑造為「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者「唯利是圖的吸血鬼」，她們一方面

被貼上「低劣他者」的標籤，同時缺乏為自己辯解、發聲的管道，而且

繼續被「合理地壓迫」；王宏仁（2004）研究則進一步指出，他者化的

論述如何創造現實的權力互動關係，也就是透過論述建構越南工人是沒

有歷史、低劣和女性化的他者，台商得以用威權、雄性的管理方式合理

化他們對越勞的勞動控制。藍佩嘉（2005）的研究發現則說明了，仲介

業者將既有社會有關外勞的不文明、落後的他者化形象，轉變成為紀律、

服從等僕人的他者，讓外勞成為「理想女傭」的職業身份，這樣的他者

化論述正是重要的建構力量，合理化台灣人是主人、印尼外勞是僕人的

不平等關係。王志宏、沈孟穎（2008）研究則指出，他者化除了建構具

體的族裔認同，同時也能成為鞏固族群邊界的策略、謀生的方式，創造

新移民不同的互動關係。這些研究都說明了論述如何建構、複製他者，

藉此自然化、合理化有權力者與受權力掌控者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關係。 
在國際層次上，國際新聞論述也會成為一種他者化的論述機制，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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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凸顯兩個國際社會彼此差異，形成我者與他者具有國家優劣的差別，

而在認知和象徵層次上抬升自己、貶低他國的地位。特別是以災難事件

為主要報導事件的國際新聞，國際新聞論述對於後進國家的災難報導同

時也是一種他者化的過程，也就是反映在建立新聞論述過程中，對發生

災難的他國貼上落後、災難治理無效率等等負面標籤。而他者化情況進

一步會受到報導國與新聞事件國兩地鄰近性的影響，亦即彼此間的文

化、地理和心理等三面向的距離感（Joye 2010）。因此，透過環境災難

國際新聞論述的研究，瞭解台灣如何報導如泰國水患這樣的遠處環境災

難事件，有利於研究者釐清潛藏在新聞論述中媒體的社會建構力量，如

何建構台灣與泰國之間的我者與他者的關係，以及兩地社會文化的差異。 
然而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有關媒體、論述與他者化的關係討論，

似乎流於靜態，亦即透過特定時間點的新聞資料分析以此探討他者化的

情況。然而從國際重大災難事件和報導特質來看，國際災難往往涉及一

段較長的時間，包括災難爆發、社會因應、災難復原等歷程，而隨著災

情變化，災難在社會中所具備的意涵也會有所改變，相應的災難報導也

常是因應災情變化而形成一系列、接連好幾天甚至幾個月的持續性報

導。因此針對這類新聞事件，國際媒體在建構論述過程中，如何隨著報

導條件而變化？又如何創造意義的轉變？構成研究上的新議題。 
晚近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Chouliaraki 提出的媒介遠處受難理論

架構，結合批判論述分析研究進行研究分析，有利於研究者剖析災難的

國際新聞在不同階段的報導論述，反應在我者和他者的建構過程，呈現

的是新聞論述國與受難國彼此間潛藏於新聞論述內的兩國權力關係

（Joye 2010），以下進一步進行回顧整理。 

（三）媒介遠處受難理論與詮釋框架 

Chouliaraki（2006）提出國際災難新聞論述的理論詮釋架構──媒

介遠處受難理論。在該詮釋架構中，災難新聞被分類為三個類型，研究

者可分析新聞論述來釐清閱聽眾對於新聞所報導的遠處受難事件，如何

產生不同程度的道德和情感涉入（moral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在具體的分析架構中，Chouliaraki（2008b）指出研究者應該將分

析聚焦在媒體內容怎麼呈現閱聽眾和受難者的關係，依據災難事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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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同方式的再現，如何被新聞以不同語言和影像來連結觀看者和受

難者，可區分成三個不同類型的災難新聞： 

1. 冒險新聞（adventure news） 

新聞內容會阻礙閱聽人對受難人產生憐憫，允許閱聽眾與受難者保持

最大距離，且不採取行動。這類新聞會有一些典型的符號特徵，包括：（1）

只有簡短的事實描述；（2）單一的時空，限制閱聽人對於遠處受難（的

人事物）產生鄰近性的感受；（3）行為者的缺席，將受難者去人性化並

且壓抑在受難場景中產生行動的可能性（Chouliaraki 2008b：375–376）。 

2. 危急新聞（emergency news） 

新聞報導內容會產生對於受難者有所行動的要求。新聞故事在受難

的再現之中產生憐憫：（1）相對於冒險新聞，危急新聞特色在於，在圖

像和語言上組織上呈現更複雜的敘事，同時增加了影響閱聽眾的程度；

（2）相對於冒險新聞採用單一和抽象的時空訊息，危急新聞則以具體、

特定、多元和流動的時空敘事呈現，讓閱聽眾能夠宛如置身在受難的場

合，感受其中活生生的受難經驗，讓新聞觀看者的安全與受難者的危急，

透過這樣的國際災難新聞產生了寫實的連結；（3）從非行為者或者一些

受難者轉而變成面對重重困難的行為者，這類新聞內容會出現積極的、

個人化的受難者，同時出現拯救者／捐助者和受害者。這暗示了，受難

者能夠只能在有限和無效率的方式展現積極的一面，因此需要進行外在

的介入，包括投入更多人道救援（Chouliaraki 2008b：376–377）。 

3. 難以置信的新聞（ecstatic news）1 

這類新聞，表達的是各國媒體一窩瘋炒作、報導同一個重大災難事

                                                 
1 Chouliaraki（2008b）指出「ecstatic」借用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入神的時間
性（ecstatic temporality）一詞及概念，龔卓軍（2002）、吳靖國（2005）等研
究指出，這個詞彙、概念或被譯為「精神綻出」，表達一種吃驚、表達人在難以
置信的精神狀態並產生感受時間拉長、難以忍受等，亦即浸淫於一種入神的、
忘我的狀況。然而「ecstatic news」就中文而言，目前新聞、傳播學界尚未此
理論用語，在缺乏較好的翻譯詞彙用以說明該類新聞論述的特質狀況下，本研
究以「難以置信的新聞」作為權衡下的詞彙翻譯，以強調該新聞論述類型強調
閱聽眾因為對於新聞中的災難報導過度驚訝而精神恍惚、失去主宰的內涵。 



96 亞太研究論壇第 59期 2013.12 

件，乃至成為一段時間中特別受關注的熱門新聞，吸引世界各國的觀眾

同時聚焦於媒體前觀看此一災難新聞事件，也會創造一種閱聽人感受當

刻災難正在發生的集體感受。此外「當刻時間」的快速流動打破了閱聽

人日常的時間感受。因此，「難以置信」的這個概念，捕捉的是觀看者

的震驚及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災難畫面，以致於閱聽眾觀看的雖然是短

暫的災難新聞報導過程，卻會出現十分漫長的主觀感覺。雖然這類新聞

如同緊急新聞一般，要求閱聽眾看新聞而後產生行動，然而卻以不同的

方式再現受難。總而言之，難以置信的新聞提供閱聽眾一個反身地自我

辨識的立場，透過觀看者組織受難者做為一個具國家主權的行動者

（sovereign agency）完全地與其不幸相連結，並具備以下三種特色： 
（1）從新聞播報類型轉而採取現場實況播報：這類新聞不同於傳統

新聞的敘事，以單一、有限和無關連的新聞剪輯，而是以不斷裂地傳遞

各 種 帶 有 情 緒 感 染 力 的 影 像 和 文 字 敘 述 。 這 樣 的 新 聞 資 訊 流

（information flow）能使閱聽眾多元地接觸受難的主題，並強調、譴責

以及產生對受難事件的行動反應； 
（2）從緊急的時空（具體、特定、多元和流動的時空）轉變成令人

難以置信的時空：也就是在時間面向上，讓受難同時以現實經驗的方式

和歷史斷裂的方式。在空間面向上，連結特定的受難對象、形成感同身

受、不分你我的一體感受，因此這類新聞論述是建構全部的人都見證這

個受難的精神狀態； 
（3）受難者從能力受限的行動者轉變成為具國家主權的行動者。所

謂的至高無上的行動者是每個在受難現場的行為者能完全感受、反應和

對於其命運有所應對。特別是具備以下三個特性：（a）受難者和捐助者

不分（如911實況呈現，美國人拯救美國受難者）；（b）受難者同時位

居哀悼他們自己的受難以及分析自己的受難之觀點位置；（c）受難者有

能力去回應受害者施加在他們自己身上的磨難（Chouliaraki 2008b：

377–379）。 
Chouliaraki（2006，2008a，2008b）這個新聞類型的理論模型，旨

在建立一種分類學，分析不同型態的受難新聞報導及其媒體效果，協助

研究者分析西方國家的國際新聞論述，如何創造西方社會與其他的受難

國彼此的權力關係，特別是那些被視為較不文明、發展較落後國家的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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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事件。這樣的理論架構將有利於提供本研究一個必要的詮釋分析框

架。而在三個新聞類型之上，Joye（2010）的研究進一指出，針對遠處

受難事件的國際新聞論述，會有一開始缺乏報導的狀況。這種對國際災

難事件未有新聞論述的現象，實際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亦即是該國對

新聞事件展現出一種意義的排除。報導國可能基於鄰近性缺乏等因素，

而將某個國際受難事件視為不重要，或者不如其他國際新聞事件重要等

等。因此，該研究者認為可增加第四類的新聞論述：受忽略的新聞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種類型的新聞論述分類，依據的是新聞論述內

含的不同意義而進行分類，且分類並不具有固定的時間順序。換言之，

在特定災難報導過程中，研究者應該基於不同階段新聞論述內涵，而對

新聞論述予以歸類。進一步，這個理論框架如何結合其他有關他者化的

社會建構、災難環境傳播理論，如何進一步具體的分析，則賴於透過批

判論述分析的分析策略進行細緻的論述剖析。因此，以下進一步說明批

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內涵、本研究後續的

運用策略以及研究方法。 

三、研究方法及新聞論述分析策略 

自 1970 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研究者投入批判論述分析的建構與運

用，這使得 CDA 逐漸成為跨學科的研究取徑和典範（Wodak 2002）。

做為一個理論工具，CDA 旨在分析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語言，新聞自

然成為研究分析的主要對象之一。相關研究多探索新聞論述如何根據特

定的利益，以特定方式來再現社會各種人事物。因此 CDA 正提供了一

個機會，讓研究者更細緻地審視論述與社會、文本與情境、語言與權力

之間的關係（Henderson 2005）。 
CDA 不同於其他論述分析，其理論的批判立場，採取問題導向的論

述分析，將語言視為社會實踐，並且關注語言使用的情境，其研究興趣

特別在於語言與權力之間的關係（Wodak 1995，2002；翁秀琪 1998；

倪炎元 1999；邱玉蟬 2007）。在幾位關鍵學者如 Fairclough、van Dijk
和 Wodak 等人的研究著作中，更視 CDA 理論建構為研究核心，不僅開

創 CDA 的討論、應用，更引領這個研究取向發展，吸引許多研究者持

續投入研究工作。其中 Van Dijk（2001）認為我們大部分的社會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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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關世界的知識與信念都是來自我們已經讀過和看過的新聞報

導。不論是透過報紙或電視的新聞，新聞論述的結構具有特別的社會、

政治或意識型態的意涵，因此我們可以更批判性的關注新聞，則在批判

論述分析的討論中，論述分析重要的特徵之一是描述文本或對話的語言

使用，複雜的論述分析不限於文本分析也關注文本和說話之間的結構，

一方面是涉及到個體認知，另一方面則是關於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情境。 
CDA 有一個核心的理論預設，認為論述是一種語言使用（被寫就的

文本或者即時的日常對話互動、傳播），不只是做為一個文本、語言也

並非是單純的意義載具，語言與論述同時是一種社會實踐，不僅會再現

社會、反映社會隱晦不顯的社會結構，同時引導集體行動者去建構世界

的（符合宰制階級利益的）各種現實的組織，包括世界觀、階級關係和

權力關係與自我認同（Fairclough 1992，1995；Wodak 2002）。具體的

分析策略，研究者應該關注新聞論述如何從標題、影片構圖、摘要到正

文進行新聞論述安排，其中建構了什麼主題？又有哪些行為者及如何被

再現？新聞利用什麼樣的修辭和文法表達？根據前述的文本分析，探討

新聞論述產製者構成了什麼樣的論述策略以達成特定的效果（Carvalho 
2008：167–171）？ 

針對本研究對象的具體資料蒐集。本文根據 2011 年 7 月底爆發的泰

國水患，以民視電視的國際新聞為分析資料。僅選擇民視的相關國際報

導的理由主要基於：首先，遠端受難中介理論，主要建立在電視新聞素

材的分析討論基礎之上，因此在此初探性的實證研究中，本文以國內無

線電視新聞為資料蒐集對象；其次，在國內無線及有線等電視新聞台，

僅民視建立較為完整的新聞資料庫（呂雅雯、盧鴻毅、侯心雅 2010），

因此本文以民視影音新聞資料庫為新聞資料取樣；第三，在國內既有的

傳播實證研究中，目前僅支持說明不同媒體機構立場在產製國內政治相

關新聞時，確實會出現報導差異，尚未有研究指出不同媒體機構的政治

立場差異會影響國際災難新聞的報導。 
綜合上述考量，本文依據泰國水患、泰國淹水、泰國水災等關鍵字

進行內文搜尋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新聞，剔除與本研究主題無關、內文

僅帶到泰國水災卻不是報導水患災情為主的新聞，2011 年 7 月到 12 月

共搜尋到 75 則，分佈如表 1（各篇新聞報導標題、報導時間詳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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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民視泰國水患新聞（2011.07–2011.12） 

月份 7 8 9 10 11 12 

則數 0 0 1 52 21 1 

總計 7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民視新聞資料庫。 

 
正式進入研究分析部分，本研究對於資料蒐集與藉此分析提出研究

論點（making argument）的適切性，進行反身性的方法論思考（Alvesson 
and Sköldberg 2000）。由於本資料蒐集策略具有若干的研究限制，包

括無法透過國內不同新聞媒體之比較，以了解不同媒體機構性質、政治

傾向的差異是否影響其國際災難報導的方式，因此，研究結果無法說明

整體社會所反映的意識形態。因此本研究分析結果僅以民視的媒體再現

為例，初探國際災難新聞論述如何系統性地施展他者化權力的過程。 
進一步反思，國內國際新聞多以編譯國外通訊社或大型媒體來做為

國際新聞報導，這點似乎與西方國際新聞的產製差異甚多，西方國際新

聞產製方式多來自於外設的通訊記者或者派遣記者前往現場進行新聞採

訪。如何考量這樣的差異，本文參考國內有關國際新聞研究的研究，認

為不僅是民視，國內的國際新聞多編譯自外國通訊社或者大型新聞媒

體，但國際新聞的採用往往會透過編譯而非直譯的方式，根據國內化的

新聞價值對於新聞事件進行重新包裝，再傳遞到閱聽眾面前，這樣的過

程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新聞媒體系統性的重新建構。換言之，民視國際新

聞編譯也同樣經過國內化的這一項轉譯的過程，本文認為這個重新建構

的過程也相當程度反映出國內對於泰國他者化的意義建構和論述權力施

展（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2002；洪貞玲、廖雅琴、林舫如 
2008）。 

四、分析與討論 

2011 年 7 月底，泰國爆發號稱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水患，全泰國 77
個府有 65 個府面臨大規模、嚴重的洪水或淹水問題。直到年底，泰國總

計造成了 884 人死亡及數百萬居民流離失所，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經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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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更高達 1.4 兆泰株（約 457 億美金）。此次洪水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排上泰國自然災害損失的前五名。不僅是國內的災損，泰國在汽車製造、

旅遊和國際重要的農業出口稻米都發生問題，也擾亂了既有的國際糧食

交易秩序、全球工業鍊的維繫。其中在泰投資的全球各大國家更蒙受鉅

額損失，尤其是最大投資國包括日本、美國、新加坡、荷蘭、馬來西亞、

中國等，台灣也名列其中（Suzuki 2012；DalpinoSource 2012）。 
整體而言，2011 泰國水患不僅對泰國是一場大災難，也重創相關國

際產業和商業活動。泰國水患的原因包含自然危害（natural hazard）及

人為因素。自然危害部分，此次水患正逢泰國每年 7 到 10 月的季風雨季

期間。然而此次季風雨季期間卻爆發出堪稱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水患，從

自然氣候變化來看，過去三十年泰國這段時間區域平均雨量大約在 117
到 148 公釐之間，但 2011 年這段雨季，熱帶季風帶來大量的雨水，特別

在 8 月中旬到 9 月間，降雨量高出平常氣候數值一至兩倍，9 月底、10
月初泰國又相繼面臨熱帶氣旋影響，造成泰國北部、東北部及中部相繼

淹水，同時泰國境內湄南河流域由於雨量暴增，加上 10 月湄南河出海口

兩次大潮影響河水排出大海的速率，使得這個東南亞最大流域之一的大

河溢堤、潰堤、漫流。此外，人為管理不當同時被質疑是促成水患更加

嚴重的因素，諸如水庫管理問題受到批判。由於泰國境內四大水庫的蓄

水量在 8 月已經超過 70%，到 10 月接近滿庫狀態而進行洩洪，但正當湄

南河超高水位的狀況下，此洩洪更加惡化湄南河流域淹水災情，也引發

泰國官方水庫管理不當的爭議（張志新等 2011；Aon Benfield 2012）。 
透過泰國水患事件簡單回顧，以下進一步以民視無線新聞台進行資

料蒐集，分析討論該台國際新聞論述。 

（一）受忽略的新聞論述：高他者化與再現意義的排除 

事實上早在 3 月間，由於豐沛的雨量，在泰南已開始出現大淹水的

狀況，泰國防災雨減災部（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Department）當時便宣佈有八個府面臨水患，國際媒體如 CNN 在 2011
年 3 月份便有新聞報導泰國水患的傷亡情況，然而這樣的國際新聞並沒

有受到持續、廣泛的關注。到 9 月、10 月泰國淹水疫情蔓延至全國三分

之一，甚至圍困國際知名城市泰國首府曼谷時，泰國水災開始成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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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重要報導對象，參考國際前三大的國際新聞社之一的路透社

（Reuters），2011 年 7 到 12 月總計約有 470 則有關泰國水患的新聞。2 
從過去有關國際新聞的討論，嚴重的災難和衝突事件經常是傳統的

國際新聞主要報導題材，根據王泰俐、周慧儀、羅文輝（2011）近期研

究也發現，台灣不論是商業電視台或者公共電視在國際新聞報導上，仍

然以犯罪衝突事件或者意外災難的新聞為優先報導題材。然而 7 月份當

泰國水患開始爆發，災情迅速蔓延的情況下，民視新聞 7 月及 8 月份均

無針對泰國水患導致災情進行報導，這樣的新聞缺漏並非無新聞事件所

以才沒有報導，反而是一個應該受到國際矚目的災難國際新聞事件被過

濾，進而忽視。 
媒體對於國外重大災難事件的忽略，從批判論述分析的研究取徑來

看深具意涵，Joye（2010）提出三點解釋角度：首先反應在西方媒體的

一般意識型態觀點，係意味著將報導國將受災的國家歸類為不屬於我們

（not us）的他者（the others）。以 SARS 事件為例，對西方國家來說，

爆發疫情的中國是一個不被西方社會所熟悉、非民主的共產主義國家，

因而假定了這樣的社會缺乏管理疫情能力，因此疫情在中國爆發，不被

視為是一個意外，卻反而像是一種可預期的災禍。換言之，這種「可預

期的意外」是該災難事件不構成國際災難新聞強調「意外」的價值標準

的可能解釋，因而不被西方媒體視為是應該報導的國際災難新聞；其次

西方國家的國際新聞對於如中國之類的災難事件忽略，反應了兩地缺乏

鄰近性，亦即西方國家缺乏與中國有所關連的集體認知；最後，在有限

的國際新聞版面中，被視為更重要的其他新聞事件往往容易淹沒該新聞

事件，諸如昔日的波斯灣戰爭等等（Jooy 2010：592–593）。 
依前述的分析邏輯來看，台灣主要的民間無線新聞台民視在這段期

間缺乏泰國淹水新聞報導，邏輯上可能反應出西方媒體對於泰國的他者

化。由於國內國際新聞若非特殊因素，往往運用各家通訊社或國際新聞

媒體做為新聞來源，以編譯方式來報導國際事件。而在泰國水患初期時，

由於缺乏國際媒體的關注報導，也使得民視缺乏該災難新聞資訊。然而

進一步分析此階段國際通訊社和國際新聞台缺乏這類報導的因素，依照

                                                 
2 可參考路透社官網新聞搜尋引擎：http://www.reuters.com/search?blob=t
hai+floods（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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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受難的詮釋架構分析，可能就反映出西方媒體對於泰國基礎建設和

治水觀念、防災能力不佳的認知，成為其基本認知，因此淹水就成為一

個見怪不怪的事件。換言之，7、8 月水患爆發卻未能構成反映國際新聞

價值判斷，正彰顯不將之視為如「我們」或其他先進國家那樣，有大規

模淹水就是一種「意外事件」。導致泰國水患初期無法成為國際媒體的

報導焦點，自然也難成為依賴編譯製作國際新聞的民視的關注。 
其次是台灣與泰國之間，在這段時間缺乏鄰近性的建構，包括在文

化、地理和歷史上的關連性未受到意識。過去相關研究指出，國際新聞

往往需要透過國際議題國內化的新聞處理，也就是在新聞中建立文化、

兩地社會的議題連結（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 2002；洪貞玲、

廖雅琴、林舫如 2008）。因此，若從國際新聞國內化的觀點來看，則這

進一步也意味著，即便 7、8 月民視國際新聞中心已經獲得了有關泰國水

災的外電消息，然而因為新聞工作者沒有辦法將泰國水災這類遠地事件

予以在地化、產生兩地連結，因此導致可能的新聞忽略。 
另外，泰國災難事件可能遭受其它更為重要的國際新聞事件所淹

沒，諸如 2011 年 7 月份，受到西方關注的媒體大亨梅鐸旗下公司爆發一

連串的竊聽醜聞、中東國際衝突緊張情勢、日本 311 複合式災情的後續

報導、備受西方關注的阿拉伯極權政府垮台（阿拉伯之春）等等，這些

新聞事件受到民視更多關注。這樣的新聞事件過濾和挑選，亦反應出台

灣國際新聞與西方國際新聞的特殊關係，亦即國內缺乏採訪國際事件的

能力和人力，長期依賴西方外電獲知重要的國際新聞訊息，以致於在國

際重要新聞事件的挑選上，已先受到西方國際新聞媒體過濾的思考方式

所影響。 
與本研究主題相關連的是，對於泰國水患的國際新聞的忽略，不僅

是新聞內容的忽略，同時是一種排除（excluded），一來透過新聞價值

的篩選結果，是基於從新聞價值上的排除，使得這個災難事件對於台灣

的國際新聞產製而言，顯得不重要的；二來，泰國的水患受難不被視為

值得關心的事情，從媒體的社會建構角度而論，正因為受難者和災難事

件未被再現於台灣新聞媒體之上，則對台灣社會的閱聽眾而言，不僅無

從知道及看見他們受難、痛苦的存在，甚而凸顯泰國水患這個遠處的災

難的不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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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新聞論述：降低他者化程度 

在 7、8、9 月忽略泰國水患的國際新聞後，進入 10 月至 10 月中旬，

民視新聞台開始出現大量的泰國水患新聞報導，直接以泰國水患為主題

的報導共光在 10 月就高達 52 則，佔總新聞則數將 69%。現實上，10 月

份洪水已經從曼谷以外地區蔓延到泰國首都曼谷，造成的各種損害程度

已經超出過去五十年以來的泰國相關災害統計。這段時間開始有不少新

聞論述強調洪水的規模以及洪水造成泰國各地、大規模的災害，以此做

為新聞報導主題，典型例子例如以下一則新聞： 

最近要到泰國的旅客要注意囉！受到猛烈降雨影響，泰國已經

連續 3 個月淹大水，造成至少 280 人死亡，而現在，洪水逐漸

逼近首都曼谷，因此外交部已經將曼谷和其他災區列為橙色旅

遊警戒，非必要絕對不要前往。 
大雨下個不停，曼谷市民的心情也七上八下，因為當局警告，

洪水就要來了，從 7 月以來，泰國北部山區就因為長時間大量

降雨，爆發洪水災情，整座城鎮泡水的景象一再重演，但現在

這股洪流，即將順著昭披耶河衝向下游的曼谷市區，而且更慘

的是，15 日到 18 日剛好碰上大潮，洪水水位恐怕會非常驚人，

風聲鶴唳之下，曼谷市民紛紛到超市囤貨，米、泡麵、瓶裝水，

一下子就被搶購一空。 
這場延續三個月的洪水，號稱是泰國半世紀以來最大洪災，不

只造成超過八百萬人受災，大片工業區也全泡湯，畫面上幾百

輛汽車就這樣報銷，泰國財政部長估計，整體經濟損失直逼 590
億台幣，等到洪水入侵曼谷，災情恐怕還會更加慘重（2011 年

10 月 13 日 12 點 04 分民視新聞） 。 

從上則新聞論述可以發現，電視台的新聞使用，首先直接採用外電

新聞畫面，並下了一個新聞標題：〈世紀洪災逼近 曼谷嚴陣以待〉，說

明此則新聞主旨在說明洪水災情的超規模以及嚴重性，以致於即將突破

了泰國官方極力保全曼谷的水患治理策略，同時以暗喻的方式表達泰國

最重要的首都曼谷面對這場世紀水患不僅是「如臨大敵」，更是最後一

道重要防守要塞一般。配合新聞畫面採取空中鳥瞰一大片沿著大河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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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的景象，同時在新聞畫面上緣明確標示此則新聞畫面是「兩個小時

前」，不僅強調災難事件的即時性，同時也提高了泰國水患的緊急感。

接續在新聞報導中，記者更使用許多強烈語氣的字詞進行敘述，包括「絕

對不要前往」、「警告」、「爆發洪水災情」、「驚人」、「風聲鶴唳」、

以及充滿災難意象敘述，諸如「整座城都泡在洪水裡」、「大片工業區

也全泡湯」，這些語言的使用，以更複雜、具情緒和意象的敘述，營造

出高程度的緊張、危急氣氛。透過這種更為具體、特定聚焦以及影像與

文字交錯的敘事，使整則新聞論述不僅強化閱聽眾與在遠處面臨水災的

泰國的鄰近感受，即時性的資訊和臨場感的畫面則進一步創造了原本距

離遙遠、無具體時間感的兩地，進一步產生了寫實的連結（Chouliaraki 
2006，2008b），緊接的新聞報導傳遞的災損訊息，便不再僅是數字，而

是創造更加寫實和具體的中介經驗，使得台灣觀眾能更加感受泰國受難

的情境。 
這段時間新聞報導呈現危急新聞特徵，另一方面表現在，受難者在

新聞論述中，是以在重重困難條件中行動的行為者展現，這包括出現，

他們可能會表現面對災難的積極求生，或者原本去個人化的受難者描述

轉而被新聞媒體用更具體的故事進行再現，從下則新聞可見： 

不過北邊大城府的邦芭茵工業區，16 日因為連夜豪雨變成汪洋

一片，不少民眾都爬上屋頂避難，當局趕緊出動船隻，將兩百

名民眾緊急撤離，但就在這名婦女準備上船時，屋頂突然塌陷，

當場摔得鼻青臉腫，還好最後幸運脫困，而部份救援艇因為空

間太小，民眾只好用手攀住船，在水裡載浮載沈，過程險象環

生（2011 年 10 月 17 日 11 點 34 分民視新聞）。 

這則新聞以現場直擊的方式，更具象的情節和場景描述語言，具體

表達一位婦女逃難過程如何遭受困難（屋頂突然倒塌）、行動怎麼受到

限制，但仍然獲救平安。透過這類更為細節描述特定人物對象的故事，

不僅讓電視機前的閱聽眾透過這則國際新聞獲得災難的資訊，更讓觀眾

眼見寫實的受難，同時更容易因此激發觀眾對於遠處受難者的情緒、憐

憫之心。 
危急新聞最重要的特徵，根據 Chouliaraki（2008b）研究指出的，

是能夠觸發閱聽眾的行動上的反應，這是透過與新聞論述描述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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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和受害者的互動表現，暗示或傳達遠處受難者需要更多外在介

入。在這段時間，同樣可以發現不少新聞特別描述了救援和協助的行動，

諸如： 

鏡頭轉到集中救援物資的倉庫，一包又一包的食物與救援物

資，以人龍傳遞的方式送出去，倉庫內人聲鼎沸，義工們分裝

衣服的手也沒有停下來過（2011 年 10 月 17 日 17:04 民視新聞）。 

透過身歷其境般的新聞描述，包括具視覺意象的救援物資「人龍傳

遞」，以及聽覺意象的「人聲鼎沸」，凸顯「義工」參與並融洽於災難

場景之中，進一步分析這樣的論述使用，預設了義工參與、義工在災區

是一件理所當然之事（take-for-granted），而這也反應出不僅憐憫遠處

受難的感受，執行救援行動也被建構為是理所當然之事，則新聞論述正

是具合理化的救援行動關鍵的社會知識基礎。 

（三）難以置信的新聞論述：打破我者與他者的二分關係 

進入到 10 月中後期至 11 月上旬，可以發現一些新聞論述更加強調

泰國水患當刻正發生的效果，不僅打破了泰國與台灣不同地理環境、時

空的隔閡，新聞論述也表現出更加快速流動之感。另外，分析新聞處理

的方式，這類新聞的論述特色是，出現更多、更複雜的國內化的新聞處

理方式，諸如以下兩則新聞的部分報導： 

泰國遭逢五十年來最大的洪水侵襲，首都曼谷郊區也已經開始

淹水，在台灣的泰國勞工，只能守在電視機前面，關心親人的

安危，有的泰勞說等到水退，還是要回去看看。 

泰國遭受五十年來最大洪水侵襲，遠在桃園打工的泰國人，星

期假日聚集在車站廣場，彼此聊天的話題，都是在關心家裡淹

大水了沒。 

走進泰國料理餐廳，電視上播放的，也都是泰國衛星電視的淹

水畫面，泰國有將近一半的省分浸在水裡，一名泰國女婿說，

岳父的房子淹了有一層樓之高，讓他們提心吊膽（2011 年 10
月 16 日 18 時 34 分）。 

泰國首都曼谷半世紀以來最大的毀城危機，即將到了關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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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累積了十個翡翠水庫的洪水已經進逼曼谷周邊（2011 年 10
月 26 日 18 時 01 分民視新聞）」 

上述兩則新聞論述中，第一則新聞描述在台灣工作的泰國勞工的擔

心景象，「遠在桃園打工的泰國人」，利用更小的地理單位名稱（桃園）

創造出更在地化的鄰近性感受，同時以在台工作的行為者、為台灣人普

遍熟悉的泰國移工做為重要的兩地關係連結樞紐，進一步構連了泰國與

泰國潛在的生活經驗和鉅觀的經濟關係。緊接以在台灣風行普遍、大家

更為熟悉的「泰國料理餐廳」的電視播放泰國淹水畫面，表達台灣人（泰

國女婿）擔心（在泰國）的岳父的房子淹水，兩種行為者（做為泰國人

的在台打工者、做為台灣人的泰國女婿）高度展現了泰國與台灣兩地的

鄰近性；第二則新聞則呈現出典型的國內化新聞處理，也就是透過台灣

觀眾更為熟悉、可想像的「翡翠水庫」表達泰國曼谷需要承受的洪水量，

以及災情的可想像（洪貞玲、廖雅琴、林舫如 2008）。這兩則短短的新

聞，透過具體的人物故事描述、複雜的行為者關係交織，包括細緻的國

內化新聞處理，展現兩地多層次的連結關係的再建構，藉此也拉近了泰

國與台灣兩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距離。 
透過新聞論述的歸納分析可以發現，民視新聞媒體及其閱聽眾正透

過新聞論述，被邀請與遠處受難的泰國災情形成連結，這樣的連結創造

了一種特殊的國際新聞價值，不同於第一段時間的民視新聞並未報導此

一事件，亦即隱沒、忽略及排除泰國水患這個重大災難事件。這段時間

的國際災難新聞報導做為一種危急新聞論述，凸顯了以故事化、具體化

的災難情勢敘事和直擊的視覺影像再現泰國水患，同時更可以發現新聞

論述的生產。利用國內化的新聞論述再現方式，以此創造了台灣新聞閱

聽眾和泰國的鄰近性，這樣的鄰近性同時讓泰國水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

方式呈現：「累積了 10 個翡翠水庫的洪水」。 
根據 Chouliaraki（2008b），這樣的難以置信往往會提供閱聽眾反

身地自我檢視的立場，包括對這種斷裂傳遞情緒的、具感染力的影像和

文字形成反應，形成感同身受之受難感或者讓原本是他們、我們這樣的

兩地集體認同上的分別界線取消，我們應該如何去幫助自己人？此外進

行共同譴責和強調這場災難事件究竟誰應該負責？亦更加反應兩地在此

刻的連結。 



東南亞的自然災難與他者化過程：2011年泰國水患的媒體再現之初探研究 107 

泰國曼谷的洪水災情再度拉緊報，重災區大城省的多個工業區

已經變成汪洋，許多在當地設廠的台商，損失慘重。 
一名台商剛剛斥資 34 億台幣，搭蓋飲料廠房，全新廠房還沒開

始運作，就已經全部泡湯，讓飲料廠老闆欲哭無淚。 
這名泰國經商 15 年的台商，不久前與友人合資，斥資 34 億台

幣，在大城省的洛察納工業區打造飲料工廠，新工廠預計 11 月

開始營運，沒想到一場大洪水打亂了計畫，剛組裝好的精密儀

器設備全都泡湯，就在泰國政府宣佈曼谷東邊與西邊七個區為

水災危險區域這天，飲料廠老闆帶著記者坐船回到淹在汪洋中

的新工廠進行視察，大水不但沒有退去，還比一星期前高…… 

盈拉政府救災宛如無頭蒼蠅，大水何時能退去沒人說得準。就

算大水退去，工廠也要花一段時間才能恢復營運，泰國經濟勢

必將受到衝擊，設廠在災區的台商，內心也在淌血（2011 年 10
月 20 日 14 時 34 分）。 

前述新聞論述是該則新聞的結尾，該則新聞以〈曼谷洪災重創！台

商損失慘〉做為標題，標題展現出新聞的主旨，前文描述一位台商「斥

資 34 億，搭蓋飲料廠房」，卻遭逢大水，新聞論述採用高度情緒的成語

描述這樣的鉅額損失：「欲哭無淚」，下一段描述「飲料廠老闆帶著記

者坐船回到淹在汪洋中的新工廠進行視察」，原本以第三者、隱身於鏡

頭後的客觀描述，轉變成為記者自己現身於新聞中、進行實地的採訪。

在這樣的新聞論述中，記者既是再現受難現場的實況訊息傳達者，同時

也是遠地的新聞閱聽眾的災難現場代理人，創造是一種感同身受災難現

場的擬真經驗。進一步，前則新聞最後一段，首句便以譴責的語氣批判，

泰國總理「盈拉政府救災宛如無頭蒼蠅」，最後結尾「泰國經濟勢必將

受到衝擊，設廠在災區的台商，內心也在淌血」，不僅再現了泰國與台

商的共同受災，同時以「淌血」這樣的強烈感受表達，彼此命運相連。 

泰國洪水已逼近曼谷市中心，死亡人數 6 日破五百，位在昭披

耶河以西的吞武里，是台商聚集之地，三百多家中小型台商起

碼有 30%已經被淹，不過不少人不願棄守，在這個節骨眼，台

商郭修敏伸出援手，三星期來做了兩萬七千包沙包，並將沙包

連同與抽水機，送給困守家園的台商，一起來看看台商在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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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奮鬥、相互支援的故事（2011 年 11 月 6 日 18 點 34 分民

視新聞）。  

上面這則新聞，新聞論述中首先強調曼谷淹水在短短六天時間造成

超過五百人的死亡，這個傷亡數字做為水患的災難後果，緊接著表達台

商的義舉，並且透過鏡頭影像再現台商的救援作為。災難做為因，造成

外界、台灣商人救援的行動反應結果，因果的語意構連同時展現的是現

實的呈現，這樣的新聞論述能夠形成一種建構的效果，創造出電視機前

的台灣閱聽眾從原來的旁觀者，進入自我反省的狀態，諸如想像自身如

果同時也是救援者時，是否一如新聞報導中那位台商一樣。 
整體而言，因為不斷有充滿情緒、具感染力的影像與文字，以寫實

故事方式創造閱聽人與泰國這個遠處受難社會的連結，可能進一步創造

坐在台灣沙發看電視的閱聽眾因為受到遠處災難的新聞論述感染，而見

證災難的真實、產生自我也受難的精神狀態和中介經驗。這段時間的災

難新聞論述，不僅是鏡頭前所報導的泰國的台灣商人救援或台商的工廠

損失，連同閱聽眾自己經由新聞論述、自我辨認和自省的過程，在精神

與情緒上上都可能與受難的泰國當地人串連，也反映出兩國我者和他者

不在明顯二分、認同邊界正模糊化。 

（四）冒險新聞論述：再他者化過程 

相較於前述強調危急、緊張甚至難以置信的受難，進入 11 月上旬這

段時間的新聞內容開始回復到僅是用相對簡短的事實描述，單一的時空

敘述報導泰國水患事件。諸如以下兩則新聞： 

〈發國難財！曼谷計程小船出動！〉 

就在大部分民眾飽受水患所苦的同時，泰國曼谷卻有腦筋動得

快的民眾，發起了小小的災難財，過去在馬路上，騎摩托車當

計程車的小黃駕駛，現在竟改划小船載客，價格還以過去兩倍

價計算，沒想到，生意出奇的好……就在大部分民眾飽受水患

所苦的同時，泰國曼谷卻有腦筋動得快的民眾，發起了小小的

災難財，過去在馬路上，騎摩托車當計程車的小黃駕駛，現在

竟改划小船載客，價格還以過去兩倍價計算，沒想到，生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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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好（11 月 8 日 21 點 34 分） 

〈水淹曼谷民不驚 雨衣雨鞋熱賣〉 

水淹曼谷已經超過兩個禮拜，民眾似乎漸漸習慣泡在水裡的生

活，其中，不少人眼見這水一時半刻不會消，乾脆發點小財，

在路邊賣起了周邊商品，舉凡雨衣、雨鞋、甚至是有馬達的小

船，通通熱賣……泰國民眾，面對世紀水患，態度倒是相當鎮

定，照樣涉水而行，能趁機發財就發財，反正，無論水退不退，

生活還是要過（11 月 9 日 16 點 4 分）。 

上述第一則新聞，旨在報導水患當刻小船載客取代原本摩托車、計

程車載客的功能這一個現象，然而卻用「發國難財」做為該現象的再現，

利用帶有嘲諷意味的用語將泰國民眾的行為貼上負面標籤（「泰國曼谷

卻有腦筋動得快的民眾，發起了小小的災難財」），而在新聞論述中，

對泰國水患民眾予以去災難化、去悲情化現象同樣表現在第二則新聞，

「民眾似乎漸漸習慣泡在水裡的生活……乾脆發點小財，在路邊賣起了

周邊商品，舉凡雨衣、雨鞋、甚至是有馬達的小船，通通熱賣」。 
這則新聞看似報導的是泰國曼谷水患民眾面對水患找到正面的集體

因應行為，然而卻與前則新聞一般「乾脆發點小財」雷同，暗示了泰國

災民能夠從災難牟利，潛藏在新聞論述的表面語意背後，仍是發「國難

財」這種帶有道德譴責的負面標籤意涵。 
整體而言，這類新聞論述，反應出冒險新聞論述的特徵，是將受難

者去人性化，且其新聞論述的效果是反應在阻斷、干擾閱聽人對於遠處

受難的人事物可能產生的鄰近性感受。從這類新聞也可以看到，新聞論

述中又再現了負面意義的他者標籤，亦即他者化泰國受難民眾，暗示了

他們是貪財之人，以及他們的樂天知命就是能夠（應該）忍受淹水的低

水準生活品質等等。而無論水災是不是真的即時獲得解決，一般的泰國

民眾因為水患的痛苦，相當程度的被這類新聞所掩飾、隱藏（呂雅雯、

盧鴻毅、侯心雅 2010），亦即新聞論述將泰國人對於水患的適應轉換、

建構成為一個「另類的代罪羔羊」，使「他們」被再現成為不是社會問

題的製造者，但他們的表現讓是做為社會問題的水患已不構成嚴重的社

會問題，因為民眾可以忍受。如此，也正反應了冒險新聞論述所隱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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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化效果，也就是讓新聞論述成為自然化權力不平等的問題來源（倪

炎元 1999、2002；Fairclough 1992；van Dijk 1993）。相較於前兩段時

期，該新聞論述建構出的新的真實則是，一般民眾的生活適應能力、忍

受的能力反倒成為活該受罪的因素，而因為水患而無力解決的社會問

題、應該受到咎責的管理當局，在這個新聞論述的過程都被合理化了。 
進一步，反應在台灣與泰國水患受難兩地關係上，前段時間強調感

同身受、應該有所救援做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壓力，也會因為這類新聞

而得到舒緩，當泰國水患民眾回到他者的類別，而我們便僅需要當一個

單純、無責任的新聞觀看者，既不需要有任何災難救援的道德責任，也

毫無義務對受難者維持哀悼或者因憐憫而承受的受難精神狀態。 

五、結論 

過往經常會將新聞的語言與論述視為是一種中性、客觀的表達，因

而忽略了新聞論述同時是一種社會實踐，不僅會再現社會、反映社會隱

晦不顯的社會結構，同時是引導集體行動者去組織世界（符合宰制階級

利益的）各種現實的機制，包括世界觀、階級關係和權力關係與自我認

同（Fairclough 1992，1995；Wodak 2002）。晚近研究者發現，對於他

國的災難事件報導，實際上反應出特殊的權力建立的過程。這意味著一

國社會中有關他國、遠處受難的人事物之新聞報導，意涵著特定的社會、

政治或意識型態的鑲嵌，包括自然化彼此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建立他者

化效果乃至於強化兩地社會的差異，而不是融合。因此，本研究透過遠

處受難理論架構和批判論述分析策略，剖析新聞論述如何再現、建構泰

國水患事件，有利於釐清潛藏在遠處受難的國際新聞報導的建構意涵，

亦即新聞論述是如何做為一種權力論述，變動性的建構兩地的關係以及

台灣對於泰國水患的社會認知、意義。 
這樣的研究分析有助於本文在結論指出，新聞報導毫無疑問是任何

國家社會大眾接觸和理解遠處受難國家最為普遍和直接的管道，然而由

於特殊的文化社會差異以及新聞論述的建構功能，往往造成我者與他者

的分別以及對兩地關係的社會想像落差。因此，新聞論述是一種建構而

非客觀呈現事實的產物，同時，新聞做為一個普遍的社會事實傳遞的傳

播機制，新聞論述是一個關鍵的社會建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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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做為一個初探性質的研究，針對未來研究建議，本文認為研

究者日後應該更加關注新聞論述所具備的多元、流動的建構性質。特別

是採用 Chouliaraki 遠方受難媒體論述的詮釋架構時，不應該僅是靜態

的套用、關注災難新聞意涵的類型化，更應該注意到這樣的詮釋架構在

解釋一段新聞論述形成的歷時過程，如何可以被進一步擴充，做為解釋

國際新聞論述的建構效果和他者化、兩地的動態關係。另外，未來研究

可聚焦在解釋不同媒體性質的國際災難新聞論述的表現是否具差異性？

針對同一外國災難事件，不同新聞機構的新聞論述是否呈現差異或一致

性？表現出什麼樣的社會意識形態？這些都是未來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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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民視泰國水患國際新聞統計表 

編號 新聞標題 報導日期及時間 
1 泰國豪雨成災 鱷魚趁亂溜走 2011／09／14 14：34 
2 颱風接二連三 越泰水患恐惡化 2011／10／04 23：34 
3 泰國中部水患 二十年來最嚴重 2011／10／07 23：05 
4 泰國水淹古城 居民大撤離 2011／10／09 22：34 
5 半世紀最慘水患 泰總理視災區 2011／10／10 22：34 
6 泰國洪災 日2百企業受創 2011／10／12 17：05 
7 世紀洪災逼近 曼谷嚴陣以待 2011／10／13 12：04 
8 泰國破紀錄豪雨 日系企業慘 2011／10／13 19：34 
9 泰國水患擴大 僧侶救經書 2011／10／14 10：34 

10 洪水逼近曼谷 軍隊急堆沙包 2011／10／14 18：34 
11 保護曼谷！ 洪水淹郊區窮人 2011／10／15 11：34 
12 曼谷水患不停 洪峰將至 2011／10／15 18：34 
13 泰國洪災 荷蘭義工贈物資相助 2011／10／16 12：34 
14 抗洪大作戰！ 曼谷嚴陣以待 2011／10／16 15：04 
15 泰官員喊話 要觀光客免驚 2011／10／16 17：04 
16 泰國水患 台灣廠損失近十億 2011／10／16 17：04 
17 家鄉洪災 台灣泰國勞工憂心 2011／10／16 18：34 
18 曼谷抗水患 發動小船引水入海 2011／10／16 21：04 
19 號召千船抗洪 引導洪峰入海 2011／10／17 11：34 
20 泰國洪災 台食品廠沖走35億 2011／10／17 12：04 
21 泰國洪災嚴重 經損已達30億 2011／10／17 17：04 
22 泰洪水重挫車廠 轉單台灣受惠 2011／10／17 18：04 
23 貨櫃取代沙包 泰國阻洪災肆虐 2011／10／18 14：34 
24 沙包破功 泰國又一工業區停擺 2011／10／19 23：34 
25 曼谷洪災重創！台商損失慘 2011／10／20 14：34 
26 泰國逢水患 日本八大車廠停產 2011／10／20 16：34 
27 曼谷恐難保 盈拉：開水門二 2011／10／20 17：34 
28 洪水進曼谷 盈拉：盡力降損失 2011／10／21 15：04 
29 水漫北曼谷 廊曼機場收難容災民 2011／10／21 23：34 
30 泰水災慘 我國提升為紅色警戒 2011／10／22 12：04 
31 紅色警戒發「泰」晚 旅行社罵翻 2011／10／22 17：34 
32 水淹曼谷 北部.東部開始淹水 2011／10／22 18：34 
33 泰機場變避難中心 已容3千人 2011／10／22 18：34 
34 洪水進逼曼谷 堆沙包警戒 2011／10／23 16：04 
35 潰堤又遇大潮 曼谷警報升高 2011／10／24 17：04 
36 泰國洪水 全球硬碟供應吃緊 2011／10／24 17：04 
37 洪峰大潮將至 曼谷全市拉警報 2011／10／25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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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新聞標題 報導日期及時間 
38 泰洪水蔓延 廊曼機場也淹水 2011／10／25 23：05 
39 泰國洪峰 最快今天抵達曼谷 2011／10／26 18：01 
40 洪峰將至曼谷 唐人街陷惡水 2011／10／26 17：05 
41 曼谷也淪陷 泰半世紀最慘水患 2011／10／26 21：34 
42 曼谷難保 市長首度下令疏散 2011／10／27 11：05 
43 水淹曼谷 撤？死守？民眾兩難 2011／10／27 17：05 
44 泰國水患 日系車廠斷鏈 2011／10／28 09：47 
45 最大洪峰10／28抵曼谷 皇宮告急 2011／10／28 11：05 
46 惡水包圍曼谷 災區斷糧危機 2011／10／28 17：34 
47 特大洪鋒抵曼谷 大皇宮又進水 2011／10／29 11：35 
48 第一波洪峰襲曼谷 幸未釀災 2011／10／29 18：35 
49 漲潮低於預期 泰國大水可望退 2011／10／29 23：05 
50 水漫泰國 民眾樂觀續打泰拳 2011／10／30 11：34 
51 1／3泰國淹汪洋 盈拉惹民怨 2011／10／30 12：05 
52 沙包擋不住！ 泰軍肉身擋惡水 2011／10／30 16：34 
53 通過大潮考驗 曼谷危機仍未解 2011／10／31 16：34 
54 泰洪災 大象受困進退不得 2011／11／01 16：34 
55 曼谷有望十天水退 市郊拉警報 2011／11／01 17：34 
56 曼谷洪災持續 火車疏散民眾 2011／11／01 22：34 
57 泰國又一水危機 水質污染嚴重 2011／11／02 12：05 
58 民怒砸水閘 修復後派警守 2011／11／02 23：34 
59 大水進逼市中心 曼谷失守危機 2011／11／03 21：34 
60 曼谷水仍淹 危及地鐵站 2011／11／04 23：04 
61 市中心不保？盈拉：只「小幅淹水」 2011／11／05 18：04 
62 泰台商送沙包 吞武里患難見真情 2011／11／06 18：34 
63 防洪閘門故障 曼谷洪災慘 2011／11／07 19：04 
64 發國難財！曼谷計程小船出動！ 2011／11／08 21：34 
65 水淹曼谷民不驚 雨衣雨鞋熱賣 2011／11／09 16：04 
66 曼谷淹大水 邦昌工業區拉警報 2011／11／09 21：34 
67 曼谷垃圾水上飄 民眾染鼠尿病 2011／11／10 12：34 
68 曼谷局部水退 周末大潮又來 2011／11／11 17：34 
69 泰國中部積水消退 大象幫清理 2011／11／13 12：34 
70 水淹曼谷西區 國宅居民不願撤 2011／11／14 18：34 
71 曼谷洪水不退 車輛違停國道 2011／11／15 14：34 
72 水患另類災民 緬甸外勞際遇慘 2011／11／15 19：34 
73 遊客未回籠 泰國觀光損失慘 2011／11／19 17：35 
74 泰水患災後清理 僧侶帶頭掃 2011／11／22 18：34 
75 84歲生日 泰皇抱病公開演說 2011／12／05 17：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民視新聞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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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Disaster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rocess of Other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hailand Flooding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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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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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how discourses of disaster 
news become a discursive power.  By analyzing the news discourses 
of the 2011 Thailand flo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 
news coverage of the disaster was created to dynamically constitu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ail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aiwan news about the suffering in Thailand involved a 
discursive process of “othering” of Thailand.  This othering process 
not only constructed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Thailand but located it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Disast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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