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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了解 921 地震災區興起社區報紙的特色、災區社
區報工作者實踐社區媒介的歷程和展望。本研究以社區觀察及
深度訪談災區四個鄉鎮的社區報紙工作者。研究結果發現：災
區社區報近似媒體策進（media advocacy）及公共新聞學的理
念；社區報的結構與功能係一體的兩面，呈循環性變化；社區
報的功能面與結構面的聯結機制，係透過舉辦社區活動及設定
報導議題，達成社區重建的目標；雖然災區社區報普遍面臨經
費缺乏與專業人力不足，卻富有培力的意義，創造了「災難社
區新聞學」的類型。

關鍵詞： 地震、培力、公共新聞學、社區營造、社區報紙、災
難社區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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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近年來的社區營造經驗日益蓬勃發展，其中有一波社區營造經
驗則是面臨大型天災之後社區重建的歷史，透過社區報紙，留下社區居
民集體記憶的空間，創造台灣社區媒介發展中特殊的類型。一九九九年
九月二十一日，台灣中部發生芮氏七點四級「921 集集大地震」（以下
簡稱「921」），造成 2,333 人死亡及嚴重房屋毀損（行政院內政部消
防署，2000）。在災後的第二週起至第一個月，報導 921 災區居民的需
求與意見，在主流媒體發聲的管道與機會漸減。（陳鳳如，2001；柯惠
新等人，2003；蘇蘅，2000），關鍵在災難新聞的閱聽人口比所有的閱
聽人口少（Singer & Endreny, 1993；胡幼偉、陳嘉彰，2002）。因此，
有些災區的居民成立「社區報」或架設網站，回應災後的需求（孫式
文，2002）。本文內容多數在 921 地震災後第一年訪談共八家災區社區
報負責人的資料，而歷經十年之後，即 2009 年 1 月，作者再聯絡這八
家災區社區報紙相關人員發現，只剩下兩家社區報紙仍持續發行。時值
921 災後第十年，多數的災區社區報紙停刊了，921 災區社區報在歷史
長河裡更顯示其存在的珍貴價值。因此，本文在探討災區社區報紙能否
永續為社區發聲？災區社區報的功能與評價如何？這是本土社區營造運
動與媒體文化研究，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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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營造
近 年 來 ， 以 組 織 社 區 居 民 為 規 模 的 社 區 動 員 （ community
mobilization）運動，又稱社區組識（community organization）、社區培
力（community empowerment）或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已蔚
然形成一股全球趨勢（Nyden, Shibley & Burrows, 1997）。這一波草根
性社區動員的風潮源起於 1970 年代。在鄉村、鄰里、小的市鎮的居民
已經攜手合作，回應日形惡化的環境與經濟，捍衛社區的生存與地球的
永續經營而努力（Durning, 1989: 5）。例如，在美國及英國的鄉村社會
運動（Upsurge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 activity）延伸至歐洲、日本的
「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和第三世界國家（Boyte, 1981; Lowe, 1986: 4;
Durning, 1989; Frank & Fuentes, 1990: 163）。1970 年代初期，歐洲的都
市社會運動只是短暫的、零星的事件，至 1970 年代晚期，知識精英才
形成一個新的政治共識（Ceccarelli, 1982）。學者對這一波的社會動員
的看法不一，有些持憂心觀點（Gottdiener, 1987: 285）；有些視為發展
現代鄉村政策，提升民眾參與的能力，彌補城鄉資源差距，及促動多元
民主社會轉型的契機（Touraine, 1985; Castells, 1983）。
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可分為兩期。一、民間自發期，係指從
1986 年至 1993 年之間，社區出現自發性的組織。例如，1986 年嘉義新
港文教基金會是最早成立的社造團體。二、公部門推廣期，係指 1994
年至 2009 年之間，行政院各部門次第展開專門主題的社區營造。例
如，文建會在 1994 年公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肇始公部門推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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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理念。隨後陸續出現經濟部商業司執行的「形象商圈及商店街」計
畫，環保署的環保社區「生活環境總體改造」，經建會提出「城鄉景觀
新風貌改造運動實施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執行「創造城鄉新風貌計
畫」，及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三年計畫等（陳其南，1998: 8-1；黃黃
煌雄、郭石吉、林時機，2001）。
台灣透過社區營造與縣市綜合發展之關係，促成社區啟動「由下而
上」的機制，包括：增進社區的自主意識、發展文化觀光，及社區主動
向縣政府表達各項建設需求（陳其南，1998: 157-172）。證實社區培力
與社區意識有相關（郭坤瑞、王春勝、陳香利，2007）。但是，台灣社
區營造發展歷經二十年之後，其間不免出現批判觀點：行政人力不足、
缺乏引入新技術（陳其南，1998: 174-175）、地方選舉阻礙社區營造與
社區意識的建構（夏鑄九，2007）、造成村里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權力衝
突（黃煌雄等人，2001），以及居民表達意見的態度和技巧限制其社區
參與的程度（王培蓉、鄭欽龍，2006）。
社區（community）定義多種，社區的概念指的是一群人有共同的
內部共識、共同的目標及聯結；社區可能意指一個地理區域或非地理區
域之成員短暫的集體行動（Peruzzo, 1996; Young, 1994）。社區成員共
同經歷大規模的事件之後，可能造成廣大且長期的影響效果（Kalayjian,
1999; Zinner & Williams, 1999: 6）。例如，地震、日本廣島核爆五十週
年、美國世貿大樓 911 事件、921 震災週年等事件（Williams, Baker &
Williams, 1999；蔡鶯鶯、林永隆，2003）、2004 年的南亞大海嘯災
難，及 2009 年台灣發生五十年罕見的「八八水災」後，都可能促成關
心此一災變的社區命運共同體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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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力理論
培力（empowerment）理論最早根源於教育學門（Freire, 1970）、
社區組織∕社區營造（social organization）的領域（Mondros & Wilson,
1994; Eng, Salmon & Mullan, 1992）。「培力理論係指，一個人或一個
團體對一些重要事件或結果獲得影響力的過程。」（Fawcett et al.,
1995）。此一定義假設培力意指不同的事件對不同的人，且其形式可因
地點及時間而有變化（Rappaport, 1984; Zimmerman, 1995; Gruber &
Trickett, 1987; McMillan et al., 1995; Spreitzer, 1995; Serrano-Garcia &
Bond, 1994; Strawn, 1994; Forster-Fishman, et al., 1998; Batliwala, 1994;
Kebbel, 2006）。培力必須從社區外部引導，居民藉著一股改變的共識
（altered consciousness）和一股體認到既存的社會次序是不公平且不中
立的喚醒（awareness）（Chattophadhya, 1983: 98; Jayawardana, 1988;
Liddle & Joshi, 1986）。例如，台灣的 921 地震災區健康營造的培力過
程模式案例顯示，初期是「由上而下」，直到災區的在地團隊有自主的
社區意識的階段，再「由下而上」對外向公部門與企業申請經費補助，
自辦符合社區需求的健康促進活動（蔡鶯鶯、林永隆、徐永年，
2003）。培力理論應用於各種不同學術的領域脈絡，不只檢視培力的過
程，也檢驗培力帶來的結果。包括：兒童和青少年（Mithaug, 1992）、
殘障者（Fawcett, White, et al., 1994）、低收入老人（Minkler, 1992）、
少 數 族 群 的 健 康 照 護 （ Braithwaite & Lynthcott, 1989） 、 貧 民 區 （
Fawcett, Seekins, Whang, Muiu, & Suarez de Balcazar, 1984）和女性服務
性團體（Andrews, 1996: 141）。
評價培力（empowerment evaluation）的模式起源於傳統參與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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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participatory inquiry）和評價（Choudhary & Tandon, 1988; Whyte,
1991 ） 。 社 區 健 康 營 造 的 學 者 先 後 發 展 多 種 的 評 價 培 力 的 架 構 。
Fawcett 等人（1993）、Fawcett, Paine-Andrews 等（1995）提出涵蓋四
個要素的培力：「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計畫（planning）、執
行（implementation），及結果（outcome）」。Thompson & Kinne （
1999: 44-45）以系統觀點分析社區的改變，並建議從個人至系統等五個
測量社區改變的評價面向。至於探討地震災後社區生活重建及培力評價
的文獻不多。

三、社區報紙對社區發展的社會效果
社區報紙源自美國的「鄉村報紙」（Country Newspaper），又稱為
「鄉村週報」或「草根報紙」。美國喬治亞報業協會定名為「社區報
紙」（Community Newspaper）（Sim, 1969）。社區報紙係指在一定界
限的地理環境中，有一群同質性的社區居民，才可能順利發行（Chen,
1977）。
1973 年，台灣地區自「柵美報導」創刊至 1980 年，台灣社區報有
五個類型：（一）鄉村型社區報紙；（二）城鎮型社區報紙；（三）郊
區型社區報；（四）都市型社區報紙；及（五）都會區內的社區報紙（
楊藍君，1981）。此一階段的社區報分類明顯以都市化的觀點區分。在
台灣地區的社區報紙的發展，在民國六十九年行政院新聞局曾編列經費
積極輔導創立社區報紙，成立全國社區報紙聯誼會，結合社區報紙的廣
告聯營及發行聯營，但績效不彰，仍普遍面經營財力不足及人力缺乏的
窘困（轉引自楊藍君，1981: 43）。此一「由上而下」的社區報紙模
式，能否在社區長存，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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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媒介的研究大多沿用傳統的媒介社會功能的觀點，即大眾媒介
具有守望、聯繫、教育和傳遞的社會功能（Lasswell, 1948; Wright, 1960,
1974; Merton, 1967; Janowitz, 1967; Edelstein & Larsen, 1960；蘇蘅，
1996）。1970 年代，傳播學者主張，社區報紙是唯一開拓弱勢團體與
偏遠鄉鎮社區的發聲管道；社區報紙應擔負社區發言人的角色，促進社
區居民產生共同的認同感（identification）（徐佳士，1973；潘家慶，
1966:130），亦即扮演促成者的角色。
1980 年代，美國出現越戰、水門案、性別、族群、犯罪、環保等
政治和社會經濟問題，而媒體責任被大眾質疑，促使媒體反思及批判，
媒體在追尋真相的「社會責任」之外，也應有身為社會一份子的「公民
責任」。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的概念因應而生（Merrit,
1998a, 1998b; Lambeth & Thorson, 1998；黃榮浩，2005）。公共新聞學
和公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的理念相近，名稱互通，也有機構稱
之社區新聞學（community journalism）（RTNDF, 2003），本文將互用
這三個名詞。公共新聞學源起於 Dewey（1927）提倡社區與傳播的關
係，主張社會係由溝通而整合，且提出公共社群的概念，媒體有啟發大
眾的責任（Peters & Cmiel, 1991）。公共新聞學強調記者、媒體對社區
也有公民責任，主動舉辦社區公聽會，鼓勵民眾參與討論（Denton &
Thorson, 1998）。美國商業性的社區報採用公共新聞學的動機旨在提升
訂報率（轉引自黃浩榮，2005）。易言之，公共新聞學試圖跳出傳統新
聞強調客觀的主流新聞觀點，進而建構一個更具共識性、以市民為基礎
的新聞敘事方式（Martin, 2001; Black, 1997）。例如，The Dayton Daily
News, the Virginian-Pilot，因協助社區發展享譽極佳（Charity, 1996）。
Jeffres 等人（1999）調查都會區社區報三項最重要的功能是：監督功能
（watchdog）；行動者或公民新聞學的角色；及報導家庭活動及個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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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辦報齡愈長，扮演監督功能更顯著。都市化程度愈高，當地社區報
紙關注地方的社會問題及經濟發展的議題的比例也愈高。此外，企業經
營的社區較關切家居生活及人情趣味的報導、娛樂新聞及廣告；至於行
動者及社運團體發行的社區報以社會服務與居民聯絡為主。相較而言，
台灣地區的主流媒體採行公共新聞學，協助社區發展的案例，並不多見
（行政院新聞局，2008）。
1990 年代的社區媒介異於大眾媒介的特質包括：扮演社區行動參
與者等（林福岳，1993, 1998；Charity, 1996）；社區報紙在社區整合（
community integration）過程扮演觸媒的角色，有刺激或促動居民參與
社區活動及對社區認同的效果（夏瑞紅，1997；Friedland, 2001）。
綜合上述，社區報紙的功能與任務歸納如下：（一）社區報紙仍具
有大眾媒介的四大社會功能，即守望、聯繫、教育和傳遞；（二）社區
報紙乃非商業化的傳播媒介，是弱勢團體的發聲管道；（三）社區報紙
係社會福利與進步的促成者；（四）社區報紙扮演社區行動者的角色，
延伸至實踐社區新聞學的理念。

四、社區營造與社區媒體的融合
西方的社區運動者為增強社區營造組織的實體，在社區動員的過
程，以媒體策進（media advocacy）策略（又稱為媒體倡導、媒體造
勢），1 引起主流媒體的關切，報導策動的社區改革，進而達到反映及
參與政策修訂和社會改革（Wallack, Dorfman, Jernigan & Themba, 1993;
Minkler, 1997）。例如，日本阪神地震之後，以市民為主的社區重建工
作紛紛展開。因此神戶新聞社大力鼓勵市民成立基金會，申請政府補助
的方式，使社區的義工在時間、人力及財力長期持續，再造家園（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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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1997: 36）。日本的地方報紙提供外電國際災難新聞的比例多於全
國性報紙（Cho & Lacy, 2000），突顯社區媒體扮演災後社區重建的促
成者（promoter）的角色。台灣在 1980 年代以後呈現社區營造運動與
社區媒體的歷史命脈絡關係。從社區營造開始就有社區發行社區報或社
區簡訊，成為記錄社區文史記錄之工具，透過文字凝聚社區意識和社區
風格（林振春、王淑宜，2004: 73）。刊物是社區營造過程中促進社區
內外交流的基礎（陳其南，1998: 131）。唯台灣的社區營造運動與社區
媒體的文獻並不多（孫曼蘋，2008；羅時瑋，2002）。
綜觀 1970 年代起台灣出現社區報紙，在 1980 年代地方發起社區營
造的新興運動，至 1999 年的 921 地震災變出現了災區社區報紙。這三
股社區運動是競合或匯流？因此本文旨從社區營造和公共新聞學∕社區
新聞學的理念（Merrit, 1998a, 1998b; Lambeth et al., 1998；黃榮浩，
2005），以社區報工作者的觀點、歷史脈絡相關文獻，多方檢證（
triangulation）921 災區社區報紙在社區重建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

參、研究問題
研究者參考社區營造文獻（Minkler, 1997; Durning 1989）和公共新
聞學（Rosen, 1997; Parisi, 1997; Merritt, 1998a, 1998b; Giddens, 1984；孫
式文，2002），及田野觀察的結果，提出五個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災區社區報的結構特質為何？
研究問題二：災區社區報的功能為何？
研究問題三： 災區社區報的結構與功能之間的聯結機制為何?如何運
作？
研究問題四：社區報的工作者在災後社區營造的過程感受的培力意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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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研究問題五：災區社區報與公共新聞學的理念是否相符？

肆、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研究對象
研究者自 1999 年 10 月起，不定期訪視東勢、石岡、集集和埔里受
震災嚴重的鄉鎮。後來，研究團隊並於 2000 年在東勢與社區居民執行
衛生署補助的東勢健康社區營造的生活重建行動研究為期一年。在此一
期間，研究者每週與東勢合作的中嵙社區居民開會討論，發現災區居民
自編自寫的社區報紙成為居民獲得重建資訊的重要管道。因此，研究者
才於 2001 年選定 921 地震災區四個鄉鎮作為研究災區社區報的議題，
並立意取樣深度訪談台中縣東勢鎮、石岡鄉、南投縣埔里鎮及集集鎮出
版社區報紙的主編。研究者共訪談九名工作者，隸屬於八份社區報（見
表一），由受訪者描述在 921 地震之後社區報成立目的、經過、扮演的
角色及功能，及未來展望（訪談大綱參見附錄一）。

二、資料分析
受訪者中有兩名是「希望埔里報」的工作者，其餘各社區報只訪談
一名工作者。受訪者一名是女性，其餘皆是男性。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
間四十分鐘到兩個半小時之間。研究者依深度訪談的錄音內容，轉錄成
逐字稿，進行編碼及分析內容。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權，九位受訪者依序
編列英文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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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災區社區報工作人員及發行期數比較表
地區

社區報
名稱

創刊日期

東勢

舊街路

1999.12.1

東勢 山城週刊* 1979.7.15

東勢

創刊性質

工作人數 2001.7 2009.1 工作
發行 發行
人數
男性 女性 期數 期數

外來團體發起
11
(本街工作站)

5

6

財源

停刊
2人
1075 及 3
期 名志
工

訂閱 300
元∕年、
行政院客
委會

2

3

886

在地發起
中嵙情 1999.11.20 （中嵙重建工
作隊）

7

0

4

停刊

在地發起
2000.7.1 （南片巷藝術
工作）

0

7

1

停刊

7

捐款、行
政院文建
94 期 2 人
會、行政
院客委會
停刊
最後
期數
36 期

東勢

寮下

在地發起

石岡人家
外來團體發起
園再造通
石岡
2000.12.1 （無殼蝸牛聯 11
訊（改名
盟）
石岡人）

5

外來團體發起
集集 集集薪傳 2000.4.1
（陽明大學）

8

5

6

在地發起
（南投縣集集
集集 山城歲月 2000.4.1
綠色隧道文化
觀光促進會）

1

4

5

在地發起
（南投縣新故
希望埔里
埔里
2000.7.5
鄉文教基金
報
會）

2

3

6

47

35

合計
註 1：「*」表示直接詢問該報主編
註 2：資料收集時間 2000.08.01~2009.1.2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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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震災區社區報紙的萌芽及歷史分期
1999 年 921 震災後一個月，全國教師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
會、文化環境基金會和九二一家園重建聯盟成員，有感於「社區重建之
關鍵在於社區自主性的力量，目前災區自主性的社區工作者相當缺乏，
形成政府與外來團體在替社區服務並且決定重建方案與計畫。」（中華
民 國 全 國 教 師 會 ， 2002 ； 網 址 http://www.nta.org.tw/olddata/ruby921/
public_html/i_money.htm）。因此，全國教師會透過南投縣、台中縣市
及彰化縣教師會聯絡受災社區之教師及民眾倡導「故鄉重建由成立一百
個社區工作隊開始」的訴求（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02）。在災區舉
辦五場「社區人土參與故鄉重建研討會」，並發表新聞稿聲明如下：
「藉由與社區居民面對面溝通的方式，傳播社區自主意識，以
進行社區重建的工作，並由與會者開始，組成社區工作隊，做
社區調查、發行社區報、進行社區服務及辦理社區活動；在聯
合社區工作隊組成鄉鎮工作隊。故鄉重建的工程就由居民自主
性的社區工作隊開始。」（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02；網址
http://www.nta.org.tw/olddata/ruby921/public_html/i_money.htm
）。
災後社區報的萌芽了。在最興盛的時期，921 災區的社區報紙至少
上百種。1999 年至 2009 年之間，災區社區報紙的歷史演變，大致可分
為三個階段包括：自主期（1999）、輔導期（2000-2004）及轉型期（
2005-2009）（見表二）。
一、自主期：此階段以民間團體提供的經費為主，如地方的文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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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全國教師會（2002）、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和官方贊助
的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等民間團體補助。根據民間組織
組成的「全國災後重建聯盟」（簡稱全盟）調查（轉引自梁玉
芳，2000）顯示，至 2000 年 1 月止，新聞局也補助少許經費贊助
中部災區約有 20 家社區報先後成立，。
二、輔導期：此階段的經費來源是災區社區報前十年之間最為充沛，民
間及官方的資源並存。公部門的補助，以新聞局輔導重建區一鄉
鎮一家社區報為主，共輔導 21 家社區報紙，長達三年（20002004），共計兩千萬元（行政院新聞局，2003a, 2003b；社團法人
南投縣愛鄉文教協會，2007）。2001-2002 年，勞委會補助短期社
區報工作人力經費（行政院新聞局，2003b），及行政院文建會特
別編列「九二一永續家園社區再造方案」提供社區營造人力培訓
和贊助舉辦心靈重建活動。至於民間單位的補助，全盟在 2000 年
補助社區報紙的經費一年約四十萬元（轉引自黃秀政，2005）。
2002 年之後，全國教師會停止補助、全盟己解散，國藝會也已停
止補助災區社區媒體。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內政部社區發展政策
持續協助各社區發展協會出版社區刊物，唯前提必須是登記立案
的社區發展協會提出申請。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自 2002 年成立之
後，在 2003 年增列補助客家出版品的項目，補助部分客家鄉鎮的
災區社區報紙也獲得補助。
三、轉型期：行政院在 2005 年公告完成九二一地震重建完成階段性任
務，九二一重建基金的補助停止。2 因此，2004 年 3 月起，新聞局
不再補助災區社區報，轉型成立電子報。新聞局轉向補助社區媒
體培訓編輯採訪種子人才，不再補助社區報印刷費、編輯行政費
用，造成災區社區報的補助來源更形短拙。因此，多數的災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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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報出現不定期出刊、停刊，或與社區營造結合。公部門補助社
區報來源只留存：內政部的社區發展專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
造專案，及客委會的出版品補助，提供免費的社區報。
表二：921 震災後災區社區報補助經費來源變化：1999.9-2009.3
補助機構﹨年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自主期

輔導期

轉型期

1 內政部社會司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文建會（社區
總體營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 其他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財團法人國家
4 文化藝術基金
會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5 全國教師會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2

6

全國民間災後
重建聯盟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7

新聞局（重建
區社區報）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文建會（九二
一永續家園社
8
區再造方案網
站）

無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勞委會災區短
期就業方案

無

無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0 行政院客委會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資料來源：1. 行政院新聞局（2003a; 2003b; 2008）。
2. 須文蔚、方雅慧（2000）。
3.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2003; 2004-2008; 2007）。
4. 行政院內政部社會司（2008a; 2008b）。
5.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2008; 2007）。
6.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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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2009）。
8. 羅時瑋（2002）。
9.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02）。
10. 社團法人南投縣愛鄉文教協會（2007）。
註 1： 新聞局輔導時期自 2000 年 7 月至 2004 年 3 月止，其中 2000 年補助經費由
新聞局自籌，2001 年起至 2004 年 3 月則自 921 重建經費中勻支，實際社區
報單項補助經費約兩千萬元。
註 2： 其他係指縣市政府、鄉鎮公所及私人捐贈。

陸、主題
一、災區社區報的結構與功能互相影響
走過震災十年之後，災區社區報的家數減少了，災區社區報工作者
又是如何在重建家園的歷程，建構昔日的社區功能呢？因此本文先從社
區報紙的結構面、功能面和運作機制之架構，分析說明如下（見圖
一）：圖一左欄顯示災區社區報紙結構面的因素。圖一右欄顯示災區社
區報功能面向包括個人層次和組織層次。圖一中欄顯示災區社區報的功
能面與結構面之間的聯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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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面向

聯結機制

功能面向

源起
經費
辦報定位

媒體近用

編採政策
社區活動
人力

社區報與社區
組織及機構的
關係

編採技術設備
報導議題

通路

社區居民認同

出刊時間

社區報之間的
合作競爭
系統的改變

發行範圍
人力
區域

代表偱環性

代表關聯性
圖一：災區社區報結構、功能及聯結機制理論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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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報的結構面
1. 創辦社區報的起源
災區社區報的成立源起有兩種類型：一是由當地人發起，或由外來
團體介入（見表一）。
(1) 當地人發起的社區報共有五家。當地人面臨殘破的家園，和死傷
的親友，發起創辦的社區報主要是推行重建工作，集中社區的發
展和凝聚社區人的向心力。例如：
「對整個社區的凝聚，整個社區大家都散開了，沒有一個凝聚
力，……主編的想法是，我們的社區報要和別人的不一樣，比
較著重在社區中的每一個人，讓每一個人都可以出現在上面，
可能是社區裡面的交流吧」。（受訪者 D，訪問時間 2000 年
12 月 22 日）
(2) 外來團體介入的災區社區報紙共有三家。一種是由學者協助或指
導在地人編報；另一種是外來團體直接自行創辦社區報紙。例
如，《集集薪傳》社區報的前身是災後成立的口述歷史教室，並
請陽明大學蔡篤堅教授授課，課程結束後為了維持原團體的運
作，籌辦社區報。但東勢的《舊街路》社區報是因為學者的建議
而創辦社區報。而《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則是外來團體創辦社
區報，協助石岡社區對內溝通，對外發聲。
2. 經費來源仰賴補助募款，免費贈閱
災區社區報向政府、民間團體申請經費，或自行募款。大多數的災
區社區報因為免費，常常連印刷出版都出問題。有一名受訪者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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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21 之後，災區陸陸續續出現許多社區報，大概有 30 至
40 家左右，這些社區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不收費。但
不收費很難生存下去。雖然，短期間有熱心的人士認捐，但長
期下來一定關門」。（受訪者 B，訪問時間 2000 年 7 月 28
日）
較特殊的是，在東勢地區發行已久且付費訂閱的《山城週刊》，在
2001 年因為被認定為私人機構而無法取得補助款。但後來卻獲得卓越
新聞獎，至 2009 年 1 月仍持續出刊，且獲得客委員會的經費補助。此
外，《石岡家人再造通訊》已改名為《石岡人》，其經費來源來自捐款
及文建會和客委會的補助。其餘的受訪社區報都因人力及經費不足而停
刊了。
3. 社區報的定位為階段性任務
有些災區社區報發揮刊物告知的功能，報導當地的重建事務為主，
且定位社區報的存在階段性任務。例如，一名受訪者說：
「……做社區報是階段性的，目的一達到就會停刊。……一
年，時間到了，目標達成了，社區報就會失去它的意義。……
社區報可能就沒有用了，因為那時候做的可能就不是 921 的議
題，而是一些社會性的議題。那些社會性的議題可能就不是社
區報所能影響的。也不是社區報可以推動的了的……」。（受
訪者 I，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9 日）
回顧災後十年的歷史，果然驗證了大部份災區社區報逃脫不掉階段
性、暫時性的定位。
4. 編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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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社區報的編採政策採公共論壇的性質。包括：
(1) 社區報稿源：社區報的撰稿者大都由主編或編輯自己撰寫。由於
大部份的主編並非專職，當出現稿量不足時，社區報透過給稿費
來增加稿件，藉此減輕編輯的工作壓力。
(2) 讀者投書園地：本研究觀察的八份社區報中，只有兩家集集和埔
里的社區報固定刊載讀投稿。例如：
「這些刊物的主題有一些都有居民的回應，其中有一個單元是
－『住在埔里的 100 個理由』，是由居民投稿。」（受訪者
I，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9 日）
5. 人力資源
災區社區報的辦報過程中，最常見的困難有三缺：經費不足、人力
嚴重缺乏和缺設備（須文蔚、方雅慧，2000）。實際編報人數不超過
兩、三人，有些社區報只由一人負責單兵作業。解決人力不足的方法
是，積極找人加入，但是如果無法提供薪資，純粹要求加入者以志工形
式幫助的困難度提高。例如：
「你要叫他做義工又要承受壓力，多半就會打退堂鼓，所以這
也是我們努力了一年多來，我一直嘗試去找新的人進來，但是
一直找不進來，反而是我們原有的人一直走出去」。（受訪者
F，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2 日）
「就是招募不到啊，年輕人沒有這個……年輕人荒啊。像我們
本來就少，鄉下本來就很少…問題很大，年輕人不會投入，本
來就年輕人少，其他的像我們工作隊成員裡面……全部都是農
夫比較多」。（受訪者 C，訪問時間的 2000 年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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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在輔導期，新聞局、內政部社會司委託縣市政府在社區營造項
目中，補助經費舉辦編採研習營，培養當地居民的編報技能，才讓人力
資源不足的問題稍可紓解。
6. 編採技術與設備
外來團體辦的災區社區報較可能擁有受過訓練的編採人員。相較之
下，由當地人所成立的社區報較少由具有經驗的編輯執掌。有些社區報
沒有排版人力，必須透過外地朋友的幫助來完成排版工作。在印刷方
面，東勢沒有印製廠，東勢的社區報必須送至豐原或台中印刷。較特殊
的是，《中嵙情》社區報起初採取影印的方式，後來發現，其他社區報
是用印製方式，看起來較美觀，較吸引民眾閱讀，隨後就改變成交給印
刷廠印製。埔里有印刷廠，但《希望埔里報》不一定在當地印製，有時
也送到台中印製。集集的社區報也送到台中印製。
7. 發行通路
災區社區報的通路包括：逐戶發送、定點放置、夾報及郵寄。沒有
任何一家社區報的發行是只採取一種通路，多半都是混合兩、三種方
式，以增加社區報發行效果。逐戶發送通常都侷限於該社區報所在的鄰
里。在節省人力成本的考量下，在人潮較多的地方發放。最特別的是，
災區社區報也送到外地的機構或媒體，及立法委員、政府官員縣議員等
意見領袖。
8. 出刊週期
這些災區社區報中，只有在 921 地震前即存在的《山城週刊》，可
維持兩週一次定期出刊（見表一）。其他多是「重建工作站」的專職人
員兼任社區報的編輯工作，在稿源和經費不足之下，定期出刊的困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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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高。
9. 發行範圍
災區社區報的主要目標讀者群是社區居民。較特別的是 921 地震前
發行的老字號的《山城週刊》，其發行範圍涵蓋東勢、石岡、新社、和
平及卓蘭五個鄉鎮。其他的社區報都以所在鄉鎮為主，例如，《集集薪
傳》、《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及《石岡仔鄉親報》。有些社區報只以
該報所在里為主要發行地，例如東勢的《舊街路》以本街所在的南平里
為主，東勢的《中嵙情》以中嵙里為主，東勢的《寮下》則以公館社區
為主。
10.社區報工作團隊男性多於女性
表一顯示，本研究依據所發行的社區報的刊頭工作人員名單，去除
掛名發行人與顧問之後，合計男性人員共 47 名，女性人員共 35 名。此
一災區社區報工作者男多於女的現象，可能與參與者多是兼任社區重建
委員會成員且以男性居多有關，這點與主流媒體工作者女性多於男性的
性別分布狀況相異。
根據以上所述，災區社區報似與傳統社區報結構相似，如人力、經
費和設備。而最大不同的是，災區社區報之所以存在，來自於地震災變
後，社區的環境、人力、物力及網絡資源快速瓦解了、災區舊有的社區
結構快速失落，災區居民為了基本的生存，需要自主發聲。

（二）災區社區報的功能
921 地震十年之後，災區社區報改變了什麼？本文從媒體近用參考
Thompson & Kinne（1999: 44-45）提出五個測量社區改變的概念，論述
災區社區報功能與改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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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的改變
(1) 居民近用災區社區報
全球各地報紙的閱讀率逐年下降，在災區也無法避免。從閱聽人接
收分析的角度來看，社區報在居民的心目中排序仍不如主流的媒體（蔡
鶯鶯，2001）。一項系統抽樣調查東勢及集集 20 歲以上居民參與社區
報的意願問卷結果發現，在 1192 名成功受訪問卷中，其中有關民眾日
常從哪裡知道本鎮的消息？除了人際傳播管道之外，依次是電視（
28%）、報紙（16%）、廣播（2.2%），及社區報（2.2%）。又行政院
新聞局（2003b）調查二十家災區社區報的讀者意見的結果發現，災區
社區和一般報紙之報導內容以「地方性」（66%）、「親和力」（
49%），和「獨特性」（14%）為前三項優勢。至於災區社區對居民生
活的幫助程度，以普通（61%）最高、其次是很多（19%）、很少（
15%）。而受訪者期望社區報舉辦的活動類別，以藝文活動最高（
49%），依次是親子活動（44%），及民俗技藝（39%）。換言之，災
區社區報對生活幫助題材的實用性是較弱的，多數社區報紙之深度報導
的持續性之功能較不明顯。可能是社區報工作者的編採專業素養參差不
齊、人力短絀及不定期出刊有關。但是民眾仍期望災區社區報扮演公共
論壇及意見交流的功能。顯示，在居民的心目中，震災後的出現的社區
報，雖然不至於取代主流媒體，但至少提供災區重建資訊，補充主流媒
體偏向資本市場漠視災區資訊的遺憾，彰顯其為弱勢者發聲的社會功
能。
(2) 工作者 Vs. 社區居民對社區報的認同
即使災區社區報的閱報率不高，但不影響社區報持續發聲的精神。
例如，有一家社區報其創刊時間在民國 89 年夏季，距離地震發生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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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有關災區的消息已經愈來愈少，為了有傳遞訊息的管道，才創辦
社區報。從社區報供給者的角度來看居民的認同，大多持正面的看法。
例如：
「…業餘幫忙當然越來越多了…有時候像要寄社區報，請他們
幫忙折啊、有什麼事情來當義工…」。（受訪者 E，訪問時間
2000 年 11 月 29 日）
「居民倒對我們的內容覺得還不錯啦，很溫馨這樣子。」（受
訪者 A，訪問時間 2000 年 11 月 16 日）
「他擔心我們支持不下去，後幾集他看不到了。」（受訪者
G，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3 日）
「覺得蠻好玩的，看到自己在報紙上，他們反應都蠻正面
的。」（受訪者 D，訪問時間 2000 年 12 月 22 日）
不過也因為經費來源的關係，部分居民質疑社區報的立場。例如：
「那我們因為是掛著鎮公所的名義出版發行，然後因為有一個
聲音它就是說你們是替作宣傳的」。（受訪者 F，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2 日）
唯從災區讀者對災區社區報內容的回饋的調查結果未必符合社區報
工作者的預期。一項東勢及集集的居民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 65% 表
示不願意以行動來協助社區報者。至於願意協助社區報的事項，以介紹
讀者 71% 最高，真正涉入社區報的發行出版工作的仍屬少數（蔡鶯
鶯，2001）。上述調查顯示，災後第一年社區居民在參與社區報存觀望
態度多，以具體行動出力者少。兩年後，行政院新聞局（2003b）執行
二十家災區社區報的讀者意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6% 的讀者不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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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社區報發行的原因中，以「增加支出」（32%）最多，依次是「沒
時間看」（24%）及「不太瞭解及可讀性不高」（15%）。
災區的民眾參與社區報的意願與工作者的熱情有相當程度的落差，
可能和災民在災後失業及本來就是經濟上的弱勢有關。例如，根據
2000 年 7 月，在東勢的一項 328 份面訪居民的社區調查發現，5.8% 的
受訪者表示有失業的困擾在就業問題有六成的受訪者（62%）表示地震
後有農業損失，以水果欠收和價格慘跌最多。相較而言，災區失業問題
顯然比行政院主計處同年公布的台中縣人口失業率 3.57% 嚴重（蔡鶯
鶯、林永隆、徐永年，2000），及 2009 年 2 月全球金融大海嘯之下，
台灣全國失業率 5.75%（行政院主計處，2009）更形嚴峻。易言之，災
區居民在經濟上的弱勢可能才是影響社區民眾參與支持社區報的主要因
素。
(3) 培訓社區種子，居民培力
災區社區報也促使社區個人層次培力的改變。由於外來團體不可能
永遠駐紮在當地，因而社區報若要維繫下去，就勢必要由當地人來接
辦，且逐漸培養當地居民辦報的能力。受訪者主張，在完成重建到一定
程度後，社區報就應「功成身退」。埔里社區報工作者希望，以更小的
單位做為社區報內容範圍及發行主體，也積極地成立「XX 工作坊」，
訓練在地和在外求學的學生從事編採工作。雖然，在地工作者參與社區
報及培訓編採人力的時間投入，可能緩不濟急，實質上是災區居民經歷
培力必要的過程。
2. 社區組織的改變：建構社區報與社區重建組織的互動關係
921 地震後出現的災區社區報，是社區組織改革劇烈之下的產物，
也改變社區報和其他社區組織的互動關係。作者據此提出 921 地震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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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結構三角型互動模式，說明災區社區報工作者的團體，在辦報發發
聲的過程，其和社區內部和外部的組織、團體或個人的社會聯結（
social connectedness）的關聯（見圖二）說明如次：
圖二的三角型互動模式由三個面向構成，包括：公部門、公益團體
及社區媒體。一、公部門是指提供災後重建與立法的核心單位。二、公
益團體則偏向補充公部門資源不足的且需特殊照顧的族群。三、社區媒
體係指所在的災區社區報工作者由既是社區工作隊成員，擔任促成社區
居民參與的行動者組成為社區的發聲角色。最重要的是，這三個面向建
構成的核心，係包含居民在災後參與的社區重建議題、社區事務及文化
活動等。每一個面向都和此一核心議題有關聯。三個面向都含有社區內
部與社區外部的網絡，透過這些雙向互動的網絡，提供給災民資訊與資
源，促成居民自助且互助的社區願景。
公益團體

居民

社區重建
健康營造
心靈重建
社區總體營造
公部門

社區媒體

圖二：921 地震災區組織結構三角型互動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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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次系統之間的橫向關係
(1) 增進社區內部與外部組織的互動網絡
災區社區報在社區內部與外部的互動扮演穿針引線的連結功能。就
社區內部而言，災區居民除了被動地接收社區報導之外，有些居民會主
動投稿。社區藉著社區報紙記錄重建過程發揮了社區凝聚意識，增加社
區民眾關心重建工作的進行。例如：
「…是地震後我們才有，可是希望一直做下去可以凝聚整個
社區」。（受訪者 D，訪問時間 2000 年 12 月 22 日）
「…就是凝聚我們『集集』人對在地的關心…」。（受訪者
F，訪問時間 2001 年 2 月 12 日）
外地人的稿件通常是讀者基於自己的興趣或對某些議題的關懷而投
稿，也促成社區外部連結的功能。例如：
「我們也希望說我們社區的人主動來投稿，不是設定說我們在
寫，…草屯有一個心理治療師他已經來投稿了，因為他覺得有
意思，想要把他的想法反應出來…」。（受訪者 G，2001 年 2
月 13 日）
(2) 社區報與公部門的關係不穩定
部分社區營造團體與公部門權力糾葛（黃秀政，2005:608-609）。
而災區社區報和社區公部門的運作，也涉及政治角力。有些災區社區報
與政府的關係並不穩定。中央政府補助災區經費辦社區報，但並不表示
地方政府都支持與關心社區報的發展。例如：
「縣政府好像跟我們沒什麼關係，因為縣政府比較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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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情好像還是以縣政府的體系在做事情，跟民間好像也沒
什麼關係，鄉鎮公所基本上也不屬於支持的」。（受訪者 H，
2001 年 2 月 19 日）
縣政府和鎮公所不支持的情形，可能造成社區報工作者參與公部門
的溝通障礙。價值觀的歧異，可能造成彼此各行其事的局面。例如，一
位受訪者的指出：
「鄉鎮公所對我們的工作有不同的看法，在不同的看法裡面就
會有很多不同的意見是批評的……也沒有那麼好溝通，因為這
個部分是雙方面的價值觀跟很多事情是有距離的，所以變成到
後來各做各的，公部門做公部門的，我們做我們的。」（受訪
者 H，2001 年 2 月 19 日）
較特殊的是，有一個社區報的經費是由鎮公所支持，雖然鎮公所並
不介入該報的編輯作業，但是由於是「XX 文化協會」與「XX 鎮公
所」聯合掛名發行，致有些居民會認為該報是鎮公所的傳聲筒。顯示，
社區報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拿捏，實是一大問題。
4. 外部系統的改變：社區媒體的整合
災區的外部系統改變主要來自於政府宣布重建階段結束，公部門的
補助斷炊了，促成社區媒體的關係變化。在同一個鄉鎮內若同時有兩家
以上的社區報，其立場與關注重點通常互異。例如，在東勢的四家社區
報立場互異明顯。這四家社區報所強調的內容上各不相同，一家走重建
路線；一家著重產業；一家仍維持過去報導農業產銷及社區生活；而另
一家則偏重在社區公共藝術議題。其中有三家社區報發行範圍也都只以
該報所在的鄰里為主，而《山城週刊》的發行範圍則跨卓蘭、東勢、石
岡及苗栗等鄉鎮。基於人力與資源的考量，有人提議，將其整合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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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綜合的社區報，並將範圍擴及整個東勢。在埔里和集集都出現相同
的狀況，由於社區報工作者之間理念的差距，要整合雙方資源成了一件
不可行的事情。例如，一名受訪者指出：
「不是不一樣，就是做法上還是會有一些差異。因為這個報紙
也有找我討論嘛，他是希望比較長期合作，因為他的廣告策略
都出來了，他跟政府系統也都建立了關係，所以…基本上主要
是機構的想法，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差距」。（受訪者 H，2001
年 2 月 19 日）
相反地，災區社區報與主流媒體的互動是互補的關係。一家社區報
自認為與主流媒體的關係是良好而友善的。主因是該報長期對地方事務
的關注與貢獻。例如，一名受訪者指出：
「我們跟這些媒體的關係應該算是還算相當不錯，那相當不錯
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媒體的這些朋友，第一個我們長期在地
方，我們個人跟這個組織它做事的態度跟品質是什麼，所以，
基本上媒體對我們的態度是相當肯定的」。（受訪者 H，2001
年 2 月 19 日）
從社區媒體的整合過程發現，由於災區社區報工作者認為各社區報
的議題取向不同，合併之議似乎無實現之日。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災難
傳播的特殊現象：災區社區報彼此之間的競爭性質多於合作；而災區社
區報與主流媒體的之間卻容易維持合作的關係。
5. 整個系統的改變：社區工作者、社區報與社區營造三合一
災後整個系統的改變是漸近的。有些社區報轉而尋求社區總體營造
的補助，報導社區產業。本研究發現，從個人、次系統和外部系統的互

‧205‧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期

2010 年 1 月

動連結來看，社區報的工作者中，有些是社區重建的參與者，又兼社區
健康營造、社區總體營造及社區產業營造的工作者，其角色的重疊性
高。這樣多元多色的社區行動者的角色，在災區社區報工作者很普遍，
若和非災區的社區報工作者相較及早期社區報只是報導、告知，且訂閱
收費，保有「獨立自主經營」的客觀立場顯有差異。尤其是在新聞局不
再補助災區社區報之後，有些社區行動者的角色，隨著社區環境的變
化，從參與災後社區重建、發行社區報，以至與社區營造的歷程，已隱
然建構一個三合一的系統（見圖三），並承襲社區營造由居民自主的社
區意識的社會功能。
社區健康營造

社區產業

社區文化產業

災區社區重建

社區報

社區行動者

圖三：社區行動者、社區媒介與社區營造聯結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06‧

921 地震災後的社區報紙與培力

（三）結構面與功能面之聯結機制
災區社區報如何扣連結構面與功能面之間的聯結機制呢？本文觀察
發現，多數災區社區報工作者透過議題設定，及舉辦社區活動的策略，
讓居民在生活中感受社區報實質的存在，不僅是社區工作者影響居民的
途徑，也實踐其辦報的理想。
1. 議題設定
災區社區報議題設定的類目包括：政令宣導、重建議題、心靈重
建、文史紀錄和健康活動的報導。在政令宣導方面，主要是重建和補助
訊息等。例如，一名受訪者表示：
「官方一些必須知道的訊息，民眾有可能在報紙上錯過的，或
者公部門通知不夠徹底，我們可以輔助，特別是很重要的關於
補助的訊息」。（受訪者 E，2000 年 11 月 29 日）
有部分受訪者把社區報當作是教育的、宣導的工具，讓社區的居民
能夠脫離自掃門前雪的心態，能夠踏出家門，共同關心社區的事務，並
且提供力量促進社區的發展，成為一個公共論壇，而這也是部份社區報
盼望能夠達成的目標。此外，災區社區報也出現過各項重建的專題報
導，例如：
「現在東豐大橋要建嘛……像第五期啊，我們會出些東豐大橋
的，希望它將來建好是什麼樣子」。（受訪者 A，2000 年 11
月 16 日）
「像第 2 期的主題就在做組合屋的基本狀況跟基礎調查資料建
立」。（受訪者 I，2001 年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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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報報導心靈創傷復原的題材，居民訴說彼此的經驗，是一種消
解壓力的方式。例如：
「…描寫一些災後餘生的心情故事，讓災民可以將心中的陰霾
發洩出來」。（受訪者 B，2000 年 7 月 28 日）
有三家社區報都採取口述歷史的形式，或報導社區的文物。例如：
「……這一期介紹石岡唯一的一家咖啡屋，它很特殊，因為老
闆喜歡各種輪子的東西。以前報導過破的水缸、報導過其他的
香爐，它在地震後遺失了，後來再懷念，那有很多文化傳承的
意義在裡面。」（受訪者 E，2000 年 11 月 29 日）
比較特殊的是，有一家社區報因為列入衛生署健康營造計畫的一部
份，以文化與健康議題為主軸，很有特色。
2. 舉辦多元性的社區營造活動
災區社區報大部份由社區重建工作隊發行，並舉辦災區營造或重建
活動包括：社區綠美化、參訪社區、社區環保活動及振興產業的產銷活
動。除了嚴肅的公共事務的活動之外，社區報也常預告軟性的社區活
動。如進修課程、演講、義診、研習活動及讀書會等。
綜而言之，災區社區報的功能面與結構面之間的聯結機制，係融入
兩個主要過程而運作：災區社區報舉辦社區活動及設定報導的議題。易
言之，議題設定與活動的取材不只受結構面向的影響，同時影響災區社
區報的功能面向，形成一個偱環性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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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論
一、災區社區報的特質與促進社區營造與產業接軌
地震災後十年來，社區報改變可謂風雲變色，依照各分期的發展階
段，呈現不同的社會功能。更重要的是，災後初期，有部分社區報工作
者已體認災區最重要的是經濟問題，居民賴以維生的產業急需重整與復
甦。這是災區社區報與傳統社區報在報導議題最大不同之處。後來，雖
然公部門停止 921 重建經費的補助，有些災區社區報紙「回歸」社區營
造運動的本質，有些社區報轉型為促成社區觀光、文化產業之路。顯示
了社區媒體在社區重建的過程，發揮「推展文化重建為全民運動，和凝
聚共識」的功能（黃秀政，2005）。部分學者指出，有些災區社區報積
極的涉入社區議題，將社區報做為社區運動的工具（孫曼蘋，2001）。
災變後十年後的視角和災變後的初期發展的論述並不一致，可能是來自
時空變化。從歷史沿革看出，在 1980 年代起，台灣的公部門發動「由
上而下」及部分民間「由下而上」社區營造的經驗，奠下社區自主意識
的基礎。在 921 震災之後，災區社區報發行起源於全國教師會的倡導，
隨後在短期內蓬勃興起，社區報在災區的創始與發展，不啻締造了社區
營造的深化的契機。

二、傳統社區報與災區社區報之社會功能比較
表三顯示，傳統社區報與災區社區報的社會功能之異同。相同之處
是，兩者在告知、文化傳遞及促進社發展和社會動員的功能相似，但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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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次序互異。特別是，在 921 地震之後，災區社區營造團體也會發行社
區報紙，凝聚社區意識，旨在讓社區居民清楚自己社區的人事物，自己
是社區的主角，維繫居民的情感、提升居民對營造工作的向心力和參與
感。
表三：傳統社區報紙與地震災區社區報的社會功能比較
傳統社區報

災區社區報

兩者的共同性 兩者的差異

守望*

重建記錄

V

教育*

教育宣導

V

傳遞文化*

文化傳遞

V

告知**

凝聚共識

V

娛樂**

心靈重建／健康營造

V

促進社區發展功能*** 鼓勵居民參與公共事務

V

社會動員功能****

V

公共論壇
促進觀光、振興產業

V

階段性任務

V

參考來源：* Lasswell (1948); **Wright (1960); ***楊藍君 (1981);
****McQuail (1994)
* V 表示展現的社會功能

要言之，這波災區社區報與台灣傳統五類社區報最大不同是：多數
沒有廣告與訂戶；經費由社區報工作者自籌或由公私部門補助，且免費
贈閱；以及人力多來自社區居民志願參與；多數的災區社區報扮演階段
性任務，有些隨著災後重建完成後消失，有些則轉型為社區營造的社區
動員功能延續出刊。
災區社區報展現的其他社會功能還包括：政令宣導重建和補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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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重建記錄、凝聚共識、促進觀光、振興產業經濟及健康營造等公共
議題，至於娛樂功能則轉型為心靈重建的活動形態。而文化傳遞的功能
則驗證在執行社區口述歷史，培訓社區編採種子，及建立社區集體記憶
的行動。

三、在地社區報工作者的培力
本研究以社區工作者（含在地團體和外來團體）的培力改變為主。
本文根據培力的歷程：議題設定、計畫、執行，及結果（Fawcett et al.,
1993; Fawcett, Paine-Andrews et al., 1995），評價析災區社區報紙工作者
的培力過程發現：（一）多數由災區重建團隊或社區營造的成員的主導
計畫及執行階段，很少是集合社區所有民眾辦報。多數居民陷入「接受
免費贈閱，但不付費買社區報」的情結。可能是災區的失業率偏高，影
響居民參與社區報的意願，兩者的關連性，似是災變後社區培力過程必
要的歷程，值得社區報工作者反思與行動的焦點。但通常也只有少數人
會全程參與，此一發現與災區健康營造的歷程相似（蔡鶯鶯、林永隆，
徐永年，2003）。（二）當重建完成到一定程度時，外來團體就會離
開，或著手培養當地的工作者接手，且融合社區觀光及產業營造。有些
則在 921 重建經費結束後停刊（行政院新聞局，2003b）。但如果全賴
外界補助就能生存的說法，也不盡然。少數社區報的工作者來自其新聞
專業的向背景，以山城週刊而言，總編輯是新聞科系出身，且是東勢在
地人，一舉兩得。多數社區報面臨人力缺乏的可能解決之道，聯結學
界、媒體專業工作者，或大專替代役，進駐社區和高中和國中小學，提
供編採技能及培訓在地傳播編採種子志工，以及教育部也擴大在社區執
行媒體近用的研習課程，培訓社區媒體工作者之種子師資，以協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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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近用媒體和培養公民的媒體素養。
此一傳承顯示，社區報的工作者，藉由辦理社區報的過程中，重新
建構內容、指導及使用口語及非語文的方式傳遞重建的訊息。社區報工
作者不只提升其社區重建的能力，也發揮了保留社區災難的歷史的貢
獻。難得的是，參與者在此過程找出災難的意義與社區重建的轉機，藉
此創造社區的認同，將災變轉化或重新建構此一災變以應付新的挑戰的
能力和意義（Antonovsky, 1990; Zinner & Williams, 1999: 8-9）。雖然方
雅慧（2000）觀察，初期社區報的源起的確是由上（知識份子）而下、
由外（外來團體、專業）而內。十年來災區社區報隨著重建工作的進
展，報導題材亦隨階段性演變已不再侷限於初期的模式，很多外來團體
撤出，災區工作者才真正實踐「由下而上」的草根性社區自主的歷程。
因此，長期觀察培力過程的變化，是重要關鍵。
簡言之，由於這些社區報紙的工作者也是災後自組重建工作隊的成
員，創造了災區居民自辦社區報的里程碑，和台灣 1973 年至 1990 年代
的社區報紙（付費訂閱）的理念實踐模式，劃下分水嶺。

四、災區公共新聞學
921 災區社區報的報導主軸都扣緊重建相關議題，隱然創造了融合
社區動員特質的災難「災區公共新聞學」類型的可能性。其印證公共新
聞學理念的證據分敘如下：

（一）促成社區對話與社區認同
本文研究發現，地震後災區新興的社區報工作者，因投入社區報的
編務工作而改變其人際網絡，例如，社區重建、鼓勵居民投稿、定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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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舉辦活動，不只形成一個支持性的社區團體，且建構出災區重建論
壇的平台。儼似，社群提供的協助與支持常會形成一種「弱聯結」（
weak ties）的現象（Albrecht & Adelman, 1987）。例如，這些外來團體
石岡家園再造工作隊的個人，都不是震災前居民的家人及親密的好朋
友。似印證社區災變也會改變社區的人際網絡與互動的理論。
根 據 「 溝 通 性 的 整 合 的 社 區 理 論 」 （ theory of communi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強調，後工業化的資訊社會，社區係透過一系列
的溝通活動來達成社區整合的生態，且在溝通的過程產生社區意識（
Friedland, 2001）。有七成八的民眾同意「社區報提供居民交流的園
地」（蔡鶯鶯，2001）。依此來看，災區社區報藉著主辦社區活動提供
社區居民一個公共領域的參與機制，讓居民交流受災經驗，紓解居民心
理壓力。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社區報紙仍以扮演監督者的角色為主，其次才
是公共新聞學的角色（Lasswell, 1948; Wright, 1960；楊藍君，1981；
McQuail, 1994; Jeffres, et al., 1999）。地震後災區新興的社區報紙工作
者卻以行動者自居、社會動員的角色為主，告知、監督為輔。唯少數的
災區社區報的公共新聞學的色彩濃厚。但本研究觀察的兩家社區報固定
刊載讀者的投稿，與讀者互動，鼓勵居民投稿，參與公共事務，和公共
新聞學∕社區新聞學達成居民意見交流、公共論壇的實踐方法相似。再
從民眾的需求來看，根據行政院新聞局（2003b）調查重建區社區報開
設民眾意見信箱之必要性的結果指出，有 66% 的受訪者認為有必要、
27% 認為沒有必要。顯示，災區社區報更積極地以公共論壇的編採政
策回應居民的需求是必然的趨勢。
由於災區社區報的特殊多樣性，因此，過去以都市化程度來區分五
種台灣社區報的類型，（楊藍君，1981）並不適當。而且，2009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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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後，行政院新聞局也援引 921 前例，在莫拉克颱風受災地
區發行「八八重建報」（行政院新聞局，2009 年 9 月 1 日）。綜而言
之，由於大型災難的遽變與重建過程漫長，出現特有的「災難社區新聞
學」，突顯災難社區傳播之階段性與必要性之特色（行政院新聞局，
2003a, 2003b），已在台灣社區報的歷史發展脈絡，創造新的典範。

（二）辦報實踐社區關懷的公共理念
本文發現創辦社區的有志之士或許是從外地來的專業團隊，也或許
是當地熱心的居民，而不論創辦的單位為何社區報透過社區重建議題的
探討、或是對社區活動的報導，促進災區內與災區外居民共同關懷社區
公共事務的行動，顯示在地人的主體性、對社區營造有幫助（黃秀政，
2005: 512）。災區社區報與美國發展的公共新聞學在實踐公共理念的相
似之處是：一、社區報的發行製作與讀者群都是以在地的社區居民為主
（Martin, 2001）。二、由行動者及社運團體發行的社區報以社會服務
與居民聯絡，亦即社區工作者扮演行動者或「公民新聞學」的角色。此
外，台灣災難後的社區新聞學有兩大特質與美國商業型報紙實踐公共新
聞學且付費社區報（黃浩榮，2005；楊意菁，2007）是不同的：多數的
災區社區報紙是免費贈閱；社區編報者且是災區的行動者。易言之，災
區社區報的工作人力是志願性累積成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堪
稱是「災難社區新聞學」。

五、災區社區報結構與功能的融合
研究者原先以結構功能學派來探討災區社區報的社會功能，卻發現
此一素樸的架構不足以詮釋災區社區報的發展。後來，研究者改從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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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面與功能面的架構來分析災區社區報對社區的貢獻之處。本文發
現，社區報的結構面影響社區活動與社區議題的運作為主要的聯結機
制，繼而影響社區報的功能面。例如，讀者居民的反應、居民社區參與
的提高就是具體的指標。而結構面則決定了社區報的存續與否，但功能
面的優缺點及回饋結果都會導致下一階段社區報性結構的變化。此外，
本文發現災區社區報的歷程，災區社區報的結構與功能的關係，比較接
近 Giddens（1984）強調的「結構化理論」（structuration），即結構與
功能互為一體的兩面；而不是結構與功能的二元論，也不是只偏向傳統
的功能分析面向，亦即超越過去媒介的功能分析忽略了結構面的組成要
素的盲點。因此，研究者認為，若要社區報繼續發揮其功能，就必須先
解決其結構的問題，也就是人力與經費。但是空有結構，一旦讀者的反
應不佳或社區報工作者的互動網絡的功能不佳，現存的結構也未必能永
續生存。

六、展望
檢視 921 震災十年後，災區社區報紙永續存在的關鍵，不可以漠視
的是：公部門的經費補助政策影響社區報辦活動的重要來源。矛盾的
是，新聞局在輔導災區社區報三年之後，完成重建社區報讀者調查結果
顯示，災區社區報獲得讀者的支持。後來卻仍以階段性任務完成，停止
補助，即使建議由文建會成立新故鄉社區營造專案來承接，但多數災區
社區報走上熄燈號，儼似歷史必然？（楊藍君，1981）。
本研究發現，在大災難之後，社區報因為災後重建的需要而大量興
起，在這過程中，因為人們有共同經歷災難的歷史經驗，及重建的集體
記憶，從而增進居民的共同意識，加強了居民對社區的情感。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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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些外來團體已培育了當地工作者之後，卻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
成為社區觀光與產業再造的發聲平台，開創另一永續經營的機制。唯只
要經費問題不解決，社區報的運作都會一直蒙上沈重的陰霾。比較特別
的是，多數的災區社區報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但此一集體的記憶空間，
對增進社區意識與促成居民參與行動的效果，值得肯定和長期觀察。準
此來看，2009 年的八八水災之後，為災民在災後由新聞局印製的重建
報勢必有退出官方補助的一天，如何延續社區工作者的培力，九二一災
區在地社區報的陪伴與發展才是永續經營的關鍵，似可借鏡。

捌、省思
本研究面臨以下限制：（一）社區報紙在研究期間停刊或不定期出
版。（二）本研究進行期間為災後第二年，十年來災區社區報的變化有
所不同，值得深入與長時期持續的觀察，以掌握社區報的整體永續的發
展過程。

玖、結論
綜合本文的結論如下：（一）災區社區報與商業的主流媒體明顯不
同在於，其經營理念大多以贈閱及公益活動，亦突顯災區社區報面臨經
費缺乏與專業人力不足的結構和特質。（二）地震後災區社區報呈現的
特質是，社區報紙工作者以行動者自居、社會動員的角色為主，告知、
監督為輔。（三）社區報的結構與功能係一體的兩面，隨時空變化，呈
循環性地改變。（四）社區報的功能面與結構面之間有聯結機制，社區
報透過舉辦社區活動及設定報導的議題的過程，達成社區營造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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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區報工作者處於災後的困境，在重建的歷程中體驗培力的感
受。（六）災區社區報較接近媒體促進及公共新聞學的理念，堪稱「災
難社區新聞學」。

註釋
1
2

Media advocacy 中文可譯為媒體倡導、媒體造勢，而在社區動員過程有策動的
意涵，因此本文使用媒體策進之譯稱。
總統於 2000 年 2 月 3 日公布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施行期間自生效日起算
五年。但在 2004 年 12 月 24 日立法院第 5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通過施行期
限延長一年至民國九十五年二月四日。所以，此一條例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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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問題綱要
一、辦報或加入社區報的經過？
1. 加入社區報的原因？
2. 社區報發行製作細節，例如編製、通路、經費、人力等。
二、對社區報的功能看法、期待或社區報的目的？
1. 認為社區報應該具有的功能？
2. 社區報內容的取捨標準？
三、社區的反應？
1. 社區居民與社區報的互動情形？
2. 社區居民的對社區報的態度？
3. 社區報與其他機構的互動情形？
4. 社區報對社區造成的影響？
四、對社區報未來的展望？
1. 對社區報發展方向的規劃？
2. 對未來發展所做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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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and Empowerment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Disaster
Ying-Ying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emerging
community newspapers after the 921 Chi-Chi earthquake disaster in Taiwan.
The primary investigator conducted the in-depth interviews by asking nine
editors who were in charge of the community newspapers based at the 921
Chi-Chi earthquake stricken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haracters of targeted community newspapers are similar to the
public journalism. The conne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mmunity newspapers has been performed through two
main processes of hold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as well as agenda-settings.
In addition, the main participants and some 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been
empowered by publishing the newspapers and rebuilding the community
regardless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these
community newspapers. This incredible grass-rooted movement has created
a new pattern called as the Disaster of Community Journalism.
Keywords: Earthquake, empowerment, public journalism, community building,
community newspapers, Disaster of Community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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