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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新聞中的「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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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高雄氣爆「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相關新聞為主題，聚焦四大

報的報紙與電子報為分析對象，探討高雄氣爆報導中「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的敘述模式。探究災難意義、災民再現與災難重建的意識形態。高雄氣爆新聞中

的「災民重生」的敘述模式具有再製堅強重生、英雄主義式殉難與災難重建的模

式，呈現安慰式、鼓勵式、溫情主義、災難過後正向思考的意識形態。新聞中呈

現罹難者家屬的堅強；重傷者的重生；因公殉職的英雄主義；都從話語產生正向

重建的實踐效應，以環環相扣的再現模式，凸顯災民正面迎向災難的邏輯，而此

正向思考意識形態的報導中，也使得「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遮蔽與淹沒災

難結構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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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2014年7月31號，高雄發生丙烯外洩氣爆造成32人罹難，340人受傷，道路與

房屋損毀嚴重，災區呈現失去「日常生活」的狀態。這一場風險社會的石化災難，

各大媒體的報導皆出現街道的人孔蓋被炸飛至半空中、火焰憤怒地衝上十五樓

高、火球無限擴張直徑居達十五公尺、趕來救難的消防車卻落入災難墜入炸毀塌

陷的路面、民眾在爆炸中從三多一路路面被拋至四樓樓頂，停駛在路邊的汽車被

炸飛到三樓樓頂上等新聞場景。2014年7月至2017年已氣爆三週年，回顧氣爆新

聞中，「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議題多以正向、重建、重生等正向報導來

呈現高雄氣爆災民的再現，以「盼他們走出陰霾」、「重生」等正向思考的標題與

內容進行報導。本文針對高雄氣爆新聞中「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敘述，

探究災難經驗與災難意義在新聞敘述中如何呈現，以及此種再現敘述模式「看見」

與「看不見」、「報導」與「遮蔽」什麼意識形態與災難結構。「災民重生」與「災

難重建」的敘述牽涉到災後精神與物質復原的狀態，也影響社會對於災後重建進

度的理解。本文從媒體再現與敘述模式分析闡述災民如何被詮釋，重建活動如何

進行與報導，進而影響災難重建如何被理解，災民再現被後的意識型態遮蔽什麼

結構性議題與迷思為本文欲探討之主軸。 

在高雄氣爆後三個多月，周桂田即編輯了《永續之殤—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

正義與轉型怠惰》一書，明確指出高雄氣爆須成為政府治理與社會覺醒進行轉型

與改革的重要時機，並從永續治理與環境轉型來反思公共災難的議題（周桂田主

編，2014：5）。公共災難發生時，媒體的角色必須針對災難議題進行環境轉型與

永續治理的反思，災難的報導也必須檢討政府、民間、或媒體之任務（行政院新

聞局，2000）。然而行政院新聞局強調災難新聞與集體記憶的關係，認為「災難

時期的新聞報導之重要性，在於可協助建構有關災情的社區『文化意識』，成為

閱聽眾感同身受地同理心來源，轉而形成民眾之『共同記憶』。這些報導亦有類

似『淨化全國民眾心情』的作用，協助眾人從悲情中掏空，也從悲情中重新學習

諒解與同情（行政院新聞局，2000：142）。」然而本文欲提出在災難新聞中，媒

體所打造的共同記憶背後的意識形態為何？究竟災難新聞中，關於災民復原與重

建報導的意識形態為何？在高雄氣爆新聞當中，在重建與重生的相關新聞中，不

停強調堅強重生的正向意識形態，「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新聞敘述中所

要傳達的意識形態為何。 

 

貳、文獻回顧 

 

在探討新聞符號的產製與意識形態的前行研究中，彭芸與谷玲玲（2000）指

出九二一大地震的新聞以符號的產製、編碼過程呈現的意識形態作為探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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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核心，分析新聞文本呈現意識形態是一種展現權力的過程。該文從權力的產製

意識形態的過程做為討論的重心，本文亦從氣爆中「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的新聞探究新聞中的意識形態。 

新聞產製是意識形態生產的過程。前行研究已指出台灣災難新聞的敘述模式

有幾種類型，第一、針對災難新聞強調受災者的悲慘故事，並以戲劇化的方式來

呈現，如許瓊文的研究指出「主流報紙內容以受戶悲慘故事與回憶當年受災狀況

為主，且塑造偏差的集體記憶；以災後復原為焦點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較能呈

現多元觀點，但是民眾最需要的防災知識、心靈照護、防災管理仍少提及。」（許

瓊文，2014）。看出災後重建與復原新聞塑造偏差的記憶，後續更影響實際重建

效應的不足。林照真（2013）在八八風災新聞研究中，指出電視報導在災難發生

時，會強調戲劇化效果，如災民新聞的畫面以災民的眼淚、激動的哭喊為主，常

以特寫的方式拍攝，此外，報導的方式常透過災民淺白的生平背景介紹，強調天

人永隔的遺憾以帶動觀眾情緒。在八八風災的新聞再現當中，電視新聞會一再地

重複出現災難的驚悚畫面，並訴諸災難的悲情。第二種敘述模式則是災難新聞的

的敘述模式則是強調台灣災難新聞的安慰模式。如柯惠新、劉來、朱川燕、陳洲、

南雋（2005）針對香港、台灣、中國的三地九二一報導進行分析，發現三方媒體

與受眾對災難不同的心理距離，使得媒體的事實真相各有偏重。如中國大陸媒體

未直接受到地震災害，故偏重災情的原因與影響；香港媒體則偏重災情的細節與

受災者；台灣媒體新聞則以「慰問與救災」為偏重。從比較中，看出台灣對於災

情的報導模式可以說是災難的安慰模式。第三，則是災難新聞喜悅重生模式。許

瓊文（2014）在921地震的媒體報導研究中，指出新聞聚焦在倖存者的受災經驗

與之後的災後復原故事，塑造一些重生的模式，目的在呈現災後重建成功的報

導。在文章中得出結論提到在八八風災的周年報導中，「歌頌喜悅重生」是一大

主題。慶祝喜悅重生會針對復原進度與方式進行報導，如台東的月桃編織、小林

月餅、屏東災區無患子產品與原住民部落的工坊。 

上述研究指出新聞敘述的模式中，災難的新聞被再現為悲情、戲劇化，災難

重建則出現安慰模式、歌送喜悅重生的幾種模式。上述對於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新聞的盲點則會遮蔽了災民生活從精神到物質重建的狀況。許瓊文（2014）談到

八八風災之後，喜悅重生的新聞論述只是少部分受災民眾的情境，「大部分原本

以農為業卻失去土地的民眾，因災區人口銳減而無法維生的商家，週年報導較少

探討其他就業與復原的困境，而 103 年重建條例結束後的莫拉克災區可能有的影

響，部分文創產業不能持續的原因，在第三年也完全沒有討論。」，新聞媒體呈

現光明的一面，隱含著「不需要再有任何調整」（許瓊文，2014：82），反而忽視

災民真正的困境與需求，「媒體再現莫拉克風災時，傾向將當時的情境不斷重複，

並強調其毀壞性與特殊性；以災民故事、活動、歌頌重生的慶典邏輯簡化災後的

各式問題」（同上引：84）。報紙媒體在八八風災中，新聞的論述與再現並未盡到

事前的警示責任，使得災難過後忽略了重建期的追蹤（林照真，2013；洪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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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說明了媒體會影響災後重建期的追蹤，新聞論述本身是論述實踐，更會

影響到社會實踐的層面。 

上述前行研究中，已經指出台灣災難新聞會出現兩大敘述模式，其一為災難

的重生喜悅；其二為災難的悲劇性效果。此兩大模式的新聞再現亦出現在高雄氣

爆的新聞當中，尤其以「喜悅重生」作為災難的敘述，災民遇到災難必須堅強幾

乎成了災難報導中，最重要的結語。本文便要探究此類型的新聞文本再現何種意

識形態。 

本文針對高雄氣爆重建新聞進行分析，探討災民如何被建構為樂觀、積極面

對的態度來面對災難，災難過後，結構性、複雜性的議題與面貌沒有被報導的空

間。新聞做為集體影像與敘事記憶，有納入與排除；揭露與遮蔽的矛盾性。當災

難論述強調重生的喜悅，不但會讓災難議題被視為已經畫上句點與完結，亦會產

生具有正向思維的災難重建狀態才是具備正當性的後災難敘述，進而與重建活動

的儀式與報導相互呼應，遮蔽了尚未重建完成的真實。媒體產製與編碼過程會產

製意識型態，進而影響社會與重建行動。齊偉先（2013）指出媒體的災難敘事不

僅只是訊息的告知，更是建構災難之意義圖像的社會行動，新聞對於災難的再現，

不僅是一種新聞文本，亦會產製社會行動。「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敘述

不只是一種論述實踐，更與重建活動的安排與儀式相互呼應，形成建構災難意義

的社會行動。 

 

參、研究方法 

 

本文以文本分析探討新聞如何報導「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探討新聞

敘述模式呈現的意識形態，以及新聞文本之間如何互相鞏固，並形塑災難後正向

思考的意識形態。在分析方法上，針對高雄氣爆的新聞論述，以「災民重生」與

「災難重建」的報導為主軸，聚焦在2014年8月到2016年1月《蘋果日報》、《聯合

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四大報的紙本媒體與電子報新聞系統為分析對象。

因本文欲探討主流媒體新聞中的「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意識形態，因此

所分析的新聞文本不包含讀者投書。此外，本文以「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的相關敘述為主題，因此高雄氣爆新聞中針對市政府的職責爭論、管線之責任、

代位求償或國家賠償、善款的使用等議題不在本文探討的範疇，因此不列入討

論。本文先蒐集高雄氣爆災民重生、重建與賠償相關的四大報新聞共收集了144

則。其中災民重生的新聞共54則，佔37.5%；災民重生的新聞中，罹難者報導有

11則，佔20.4%；重傷者報導有29則，佔53.7%；罹難者家屬報導有14則，佔25.9%。

重建新聞共32則，佔22.2%。氣爆責任歸屬與責任新聞共41則，佔28.5%。賠償

爭議共17則，佔11.8%，可參見附錄一。在氣爆責任歸屬與責任新聞中，多聚焦

在市政府、榮化與華運應負之職責為主題，賠償爭議多報導善款的爭取，與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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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災民重生與重建的意識形態較無關係，因此本文以「災民重生」與「災難

重建」為主軸的86則新聞敘述為分析。 

 

 

圖 1 高雄氣爆新聞中新聞類型所佔之比例 

 

本文根據上述表格之分類，先針對報導內容分為高雄氣爆事件中的罹難者、

罹難者家屬、重傷者災民的重生論述與重建活動的新聞進行詮釋、爬梳其中的敘

述模式，以及敘述背後的意識形態。 

本文在運用文本分析方法，將新聞敘述的組成進行拆解，觀察敘述如被拼湊

起來，敘述模式又如何作結來達到敘述的效果。文本分析更重要的是社會意涵，

以及文本與文本之間相互呼應、彼此關連的互文性，互相鞏固與意識形態的完成

（游美惠，2000）。在方法論上，本文扣緊意識型態進行分析，探討「災民重生」

與「災難重建」的意識型態建構什麼災難意義；並與重建儀式產生互文性與共鳴。

意識形態的討論中，張明貴（2005）指出意識形態具有幾項功能：包含政治行動

的指導與處理整合衝突的功能；促成自我認同的功能；與提供美好生活與美好社

會的承諾的功能。當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新聞再現與建構出理想的災民形象

時，正向面對災難成為好的災民態度。藉此消除對於災難的負面感受；化解了災

難的焦慮與緊張。然而，此種敘述正屬於政治的範疇，Mclellan指出意識形態與

社會結構的資源與權力分配緊密聯繫，意識型態會讓真實關係包容於一種想像的

關係中，敘述模式會為了統治的需要而蒙蔽剝削 (Mclellan, 1987/1991: 15-46)。

因此，當災民再現與重建新聞呈現喜悅重生的正向模式，正向思考的意識型態會

掩蓋與遮蔽災難情境的真實處境，會遮蔽災難結構、災難對於災民的複雜意義，

也會維護社會結構的政治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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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向的重生與意識形態 

 

在「災民重生」的報導中，不少新聞是以人道關懷、正向撫慰的方式在進行

人物的報導，或以陽光重生的文字敘述災難對於災民的意義，卻沒有針對災難結

構性角度來報導災難為何發生在他們身上。因此，本文欲探討《自由時報》、《中

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四家的報紙媒體（含電子報）如何報導「災民

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新聞。《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

報》四大報有其立場與路線不同，在氣爆究責、賠償爭議等部分各自出現不同篇

幅、不同角度的報導，如《中國時報》報導中有「控訴高市政府跳票」、「氣爆市

府無責 里長：無法接受」等對於高雄市政府的批判；在賠償爭議的議題上，《聯

合報》則有「氣爆賠償跳票」、「氣爆善款濫用」等批評地方政策的新聞，在《自

由時報》則是出現「統籌分配款不均 陳菊認阻南方發展」等新聞，批判由藍營

執政的中央。本文主軸不在於探討責任歸屬、賠償爭議等新聞，而聚焦在「災民

重生」與「災難重建」的新聞，卻發現四大報在報導災民如何面對自身的災難時，

出現報導內容十分雷同的現象，皆以不被災難擊倒成為論述的主軸。下文將針對

罹難者家屬、因公殉職、重傷者三個部分的災民再現報導，談媒體建構出來的「災

民重生」的正向意識型態與重生喜悅的論述。 

 

一、單一面孔的罹難者家屬：災難發生、身心受創、堅強面對三部曲 

本文蒐集到氣爆新聞中，最具代表性的罹難者家屬的報導，是在高雄氣爆失

去妻子與兒子的拉麵店老闆王忠誠、在氣爆丈夫喪生的竹東里李春桂里長、里長

兒子陳冠榮醫師為四大報報導核心報導對象，為佔據報導篇幅最多的罹難者家

屬。此處以三位報導篇幅較多的罹難者家屬的災民再現的敘述模式進行分析。 

在高雄氣爆失去丈夫的罹難者家屬李春貴里長，先生為擔任過六屆前鎮區竹

東里里長的陳進發先生。陳進發在在高雄氣爆發生的 7 月 31 日因為服務里民的

過程意外因公喪生。李春桂在媒體敘述與再現中，呈現的是罹難者家屬從痛不欲

生到堅強面對的形象。《自由時報》在災難一個月內的報導當中如此描述：「前鎮

區竹東里長李春桂的丈夫在高雄氣爆事件中喪生，這次高雄氣爆事件老公不幸在

災難現場罹難，服喪期間仍投入救災，放下喪夫之痛，面對記者採訪，她都說，

活著的人更需要關心」。新聞報導李春桂事發當時痛到想跟丈夫一起走，但依然

推著小台抽水機挨家挨戶分裝服務里民，因此災民看在眼裡，告訴「自己遇到這

場災難要更堅強才行！」（蔡清華，2014a）。氣爆第一個月《中國時報》也以「強

忍喪夫之痛」、「漸漸釋懷」，「打起精神來協助災民解決停水困擾」來描述李春桂

（柯宗緯，2014）。在《中國時報》的氣爆週年報導中，竹東里里長李春桂在新

聞中，也被呈現為原本甚至想要放棄生命，在兒子陳冠榮氣的點醒之下，才從喪

夫之痛中被點醒（〈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2015）。在週年報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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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里長太太李春桂接受《中視 60 分鐘》訪問提到「有一陣子我哭的很厲害，

甚至想要放棄生命！」，後被兒子點醒、挺過傷痛，她強打起精神，藉著忙碌，

忘記悲傷，處理里民事務覺得很有成就感（〈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

2015）。罹難者陳進發的兒子陳冠榮醫師也在新聞對於災民的報導中，佔據一定

的篇幅。氣爆後一個月，《中國時報》新聞的敘述是陳冠榮「止不住的悲傷情緒」

（黃進恭，2014），但到氣爆週年報導，則是「忍喪父通過腎臟醫師考試陳冠榮

任自救會會長」，「帶領被害家屬站起來」。（〈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

2015）另一位高雄氣爆新聞的核心人物，為因氣爆失去妻子與小兒子的拉麵店老

闆王忠誠。王忠誠在高雄市市苓雅區林泉街經營喜多拉麵，在氣爆中因為妻子與

么子出門而在氣爆的意外中喪身，氣爆後一個多月： 

 

痛失愛妻與么子，他十分傷心，原本想收掉拉麵店，大批網友卻給他支持與鼓勵，相約

到店內吃麵，生意反比以前增加五成。王爸爸昨天語帶哽咽地呼籲受災戶說：「有人比

我更慘嗎？我都站起來，你們更要站起來！」他說，氣爆後，災區周遭夜市的生意都掉

了五成，他卻感受到社會的溫暖，日後將繼續經營拉麵店，這是紀念妻兒的最好方式。

（葛祐豪，2014c） 

 

報導提到王忠誠說到：「有人比我更慘嗎？我都站得起來，你們也可以」，並以能

從災難中站起來作為報導的結語。在《中國時報》中亦描述著「拉麵店老闆王忠

誠在高雄氣爆痛失愛妻與么子，收拾悲傷重新振作；他向來店吃麵的市長陳菊說，

周遭很多商店生意掉 5 成，感受到這陣子的社會溫暖，與災區店家聯手推優惠會

繼續走下去。」當時，「協力廠商送來『揮別悲傷、重新開始』的標語高掛店門

前鼓勵老闆」（張啟芳，2014b）。中央社〈走出氣爆傷痛 受災店家帶頭衝〉中，

王忠誠表示「痛還在，但台灣人的愛溫暖了我，我會堅強走下去」。協力廠商也

送來「揮別悲傷、重新開始」標語高掛店門前，鼓勵王忠誠走出喪親之痛（〈走

出氣爆傷痛 受災店家帶頭衝〉，2014）。在罹難者家屬的報導當中，強忍悲傷並

重新展開人生為主要敘述軸線，敘述模式為災難發生，災民重新收拾悲傷重新開

始。在此，災難的重建，有一定的進程，對災民來說，連悲傷也有一定的時間進

度表。 

在 2015 年 7 月到 8 月，新聞開始針對氣爆滿週年進行災民的採訪報導，其

中針對王忠誠的敘述亦是從極度悲痛中被點醒而從災難中重新面對生命的報導

模式，從 7 月的《中國時報》就開始報導拉麵店老闆王忠誠雖然承擔失去「妻兒

的傷痛」，「但仍以高雄81氣爆自救會副會長身分，帶領災民逐漸從悲傷中走出」，

「勇敢面對人生」（吳江泉，2015a）。8 月《中時電子報》的新聞「王忠誠坦言

他一度想一走了之，大兒子對爸爸說：「如果你再走，我就真的變孤兒了！」一

席話驚醒王忠誠，他的責任未了，他接下自救會副會長的任務，要幫助大家一同

走出悲傷！（〈帶著掉進拉麵裡的眼淚 走上高雄氣爆重生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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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一走了之」到「幫助大家一起走出悲傷」為此篇報導的論述主軸。新

聞媒體與四大報，在高雄氣爆災後災民再現上，在罹難者家屬的敘述上呈現努力

走出陰霾的災民圖像為主要的敘述軸線。前文已經指出當災難論述強調重生的喜

悅，不但會讓災難議題被視為已經畫上句點與完結，亦會產生正向的災難重建狀

態才是具備正當性的災民敘述。從氣爆兩個月內以及週年報導中，皆強調災民走

出傷痛，迎向重生的報導成為主導論述時，災難的傷痛、罹難者家屬災後的生存

問題反而無法好好被正視。 

上述新聞的論述方式，先以災難發生、身心受創、但最後堅強面對的三部曲

來進行報導與書寫。在日本三一一的研究中，指出複合式災難生後周年的相關文

獻中，許多災民在災後一起床便莫名流淚，必須使用鎮定劑才能生活，生理與心

理重建並非如此簡單的工作，然而重建中被要求「加油」是一句勉勵同時也是壓

力（葉文鶯、凃心怡、李委煌，2012）。看出過度「歌頌喜悅重生」會忽略災後

重建的真正情境，其展現的「正向的意識型態」僅容許重建、樂觀、積極面對人

生的態度來面對災難 (Ehrenreich, 2010/2012)。對於災民再現的新聞敘述模式

中，其走出悲傷的正向意識形態，建構何為適當的災民臉孔，使得災難的「真實」

被新聞所遮掩 (screen)。 

 

二、因公殉職、英雄主義與正向思考：公務下的死亡與勇氣 

在罹難者的報導當中，除了前文提及的竹東里前里長陳進發之外，高雄氣爆

新聞罹難者篇幅最多的為罹難的義警消。《中國時報》的報導提及，高雄氣爆有

七名警義消罹難，其中消防局主秘林基澤和瑞隆分隊小隊長劉耀文，兩人的遺體

甚至在氣爆一個多月後才被找到，事發一年，還有 11 名警消人員仍在復健，無

法回到工作崗位（〈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2015）。在因公罹難者的

新聞再現中，災難敘述的模式被導向英雄主義式的正向思考，其敘述模式是將死

亡與勇氣、忠誠與勇敢被互相置放成為一種英雄論述，將因公殉職者的死亡被建

構為一件對社會有貢獻、英雄主義式、安撫家屬的一種論述形式。然而此類型的

新聞再現論述，罹難者的意外身亡被賦予英雄的光芒，安撫了家屬，卻掩蓋了探

討體制問題的機會，意識型態會掩蓋了剝削的結構問題。 

在《自由時報》「生死相依 高雄氣爆兩勇消遺體尋獲」一文的新聞報導中，

報導高雄氣爆失蹤的消防局主秘林基澤、瑞隆分隊小隊長劉耀文在箱涵出口處發

現遺體，新聞將之形容為「救難英靈護佑高雄」（洪定宏等，2014）；另外義消陶

廷舟在氣爆事件中身亡，棺木上覆蓋國旗，消防局鳳祥分隊長郭明忠不捨兄弟，

強調「鳳凰沒有殞落、只有重生」﹗（王榮祥，2014）；在《中國時報》2014年8

月16日的〈搶救陶廷舟 義消弟兄錄歌打氣〉一文報導45歲陶廷舟在爆炸點凱旋、

二聖路口執勤，受傷經送高醫急救有顱內出血、上半身31％燒燙傷、大腿骨折，

到院時還有意識，但經腦部開刀後陷入昏迷。其妻子表示，與丈夫在鳳山經營汽

車保養維修廠，丈夫早把救災視為生活一部分，工廠、臥室各裝設一架無線電，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18.06)。12(2)，29 – 63。 
高雄氣爆新聞中的「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為分析對象 DOI:10.6284/NPUSTHSSR.201806_12(2).2 

37 

 

24小時只要聽到那裡需要救災，總是衝第一。內文中妻子提到「如果丈夫甦醒後

告訴我，未來還要打火救人，我一定會全力支持。」，氣爆負傷的鳳祥義消副分

隊長陶廷舟，人在高醫昏迷指數3，醫師宣告情況不樂觀，27名義消弟兄錄製〈你

是我的兄弟〉歌聲放病床邊為他打氣；「陶妻噙淚說：我以丈夫為榮。她說，丈

夫曾說義消是他實現做善事最好具體行動，也許丈夫會因救人失去生命，但他的

精神永遠存在，要告訴孩子學習爸爸勇敢精神。」（林雅惠、張啟芳，2014）。 

對於罹難者的死亡，新聞的敘述模式以「鳳凰」、「英靈」做為修辭，論述實

踐產生出的社會行動則是覆蓋國旗，新聞未呈現此次死亡因公殉職的結構性問

題，因公殉職的原因被遮蔽而未討論，在危險性的公務當中，工作者有無受到工

作安全的保障未被討論，反而是將死亡英雄化，並闡述其妻其子皆引以為榮，且

是下一代繼續效法的模式。風險社會中，死亡並非偶然，而是有其結構因素，但

以災民重生為主題的新聞則隱而不談。貝克 (Ulrich Beck)在討論風險社會時，提

到要同時從科學與社會建構來追溯風險的緣由，指出因著科學的分化，有條件

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的諸般成果細節，越發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

的洪流 (Beck, 1986/2004)。高雄氣爆傷亡也是風險社會下沒有把握的諸多細節所

造成的結果，但在因公殉職或因公受傷的新聞，呈現出另一種正向的意識形態，

亦即災難之死亡為一種英雄的表現，死亡成為具有正面意義值得追尋的事情。 

此種英雄論述也出現在因公重傷者的報導中，聯合報的〈氣爆燒傷 警專生

畢業分發仍選高雄〉一文： 

 

去年高雄氣爆發生時在高雄實習的警專學生陳瑋，被炸得跌到涵管、全身百分之四十的

二級燒燙傷，治療後回校繼續課業；他昨天畢業分發，選擇回到氣爆地點的苓雅分局，

勇敢地告訴自己「這是全新開始」。 

高雄氣爆至今一年兩個多月，身高一八三公分的陳瑋，雙手手臂仍穿著壓力衣，臉上、

脖子、雙腳，仍看得到燒燙傷復原的淡紅色疤痕，他樂觀地說「最痛苦的已經過去了」。

（劉星君，2015b） 

 

高雄實習的警專學生陳瑋的案例中，雖非罹難而是重傷，但其敘述模式依循因公

殉職的表揚模式，從受傷到「勇敢」、「樂觀」，堅強忍痛復健。此外也因為公受

傷的消防隊中隊長余泰運，因為爆炸被燒燙傷，「堅定地」「還要再回到消防隊，

還要再做外勤」（〈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2015）。氣爆當時擔任消

防替代役男陳楚睿在氣爆中受遭到全身 50%二到三度灼傷，陳楚睿引用藝人

SELINA 的話：「當你受傷那一刻，你就已經在谷底，未來的每一步，你只會往

上爬！」（〈帶著掉進拉麵裡的眼淚 走上高雄氣爆重生路〉，2015） 

因公罹難與因公重傷者的新聞敘述，被賦予英雄主義式的報導，掩蓋了工作

職場的危險性，反而是歌頌災難的犧牲，並將此犧牲視為「護佑高雄」的英靈，

強調傷者與罹難者因公殉職、因公受傷的精神，卻未將因公傷亡進行政治結構的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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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傷者的重生形象 

高雄氣爆的重傷者包含燒燙傷、截肢、腦傷、癱瘓、燒燙傷合併截肢等不同

類型的重傷害。本文發現重傷者新聞的數量會隨著社會事件的發生而增加報導，

如重傷者重生的新聞篇幅較多的時間有三波報導浪潮：第一波報導為災後滿一個

月與兩個月之間，第二波較多報導的時間則因為2015年6月27日發生八仙樂園塵

爆事件。八仙塵爆造成15死484傷，事件的時間點也促使高雄氣爆燒燙傷災民的

重生文本增多。第三波報導浪潮則是週年報導，重傷者與罹難者家屬新聞在氣爆

滿週年2015年7月31日前後出現數量較多的周年報導。 

在氣爆後一個多月，2014年9月5日的《自由時報》中敘述「高雄氣爆傷者、

警專學生陳瑋（20歲）、前鎮警分局一心派出所女警林惠雯（22歲）傷癒出院。」，

敘述模式以「早上醒來看到燒傷手臂，自己會嚇到，對火及震動還是會驚慌」，

但兩人表示「感謝各界協助，幸運活著真好，未來將努力回報社會」。敘述模式

從驚嚇、幸運活著、努力回報社會，從低谷重生的論述模式。 

2015年6月27日八仙塵爆發生，此時高雄氣爆的災民再現新聞在八仙塵爆之

後，新聞媒體又開始訪問高雄氣爆燒燙傷、截肢的重傷者，敘述模式強調安慰式

的災難敘述。2015年7月陽光基金會南區重建中心公開8位高雄氣爆傷者錄的影

片，這些傷者在高雄氣爆中受傷面積從12%到75%，「經歷清創、植皮、重建手

術等身體上的痛，也面對外觀改變、甚至失去上肢或下肢的各種壓力；他們在影

片中談經歷的醫療歷程，期許塵爆傷者也能像他們一樣得浴火重生的力量與勇

氣」（楊濡嘉，2015c）。亦有針對八仙塵暴的發生特別採訪高雄氣爆受難者，目

的在於為八仙塵暴受傷者打氣，強調彼此是災難的夥伴，八仙塵暴的災民「真的

不孤單」，新聞敘述全身66%燒傷面積、右腳截肢的徐晏祥強調「我失去一條腿

都可以站起來，你們也一定可以」（呂素麗，2015a）。此類加油打氣式的報導，

四大報很齊一出現此類型的敘述模式。在八仙塵暴之後，高雄氣爆的重傷者成為

鼓勵八仙塵暴的再現報導，「我失去腳都站起來 氣爆傷者打氣」（涂建豐，

2015）。《蘋果日報》中，吳慧芬報導的 「1隻腳都能站起 截肢男：你們也行」

一文中： 

 

去年高雄氣爆讓 33 歲的機車行老闆徐晏祥被截去右腿，全身有 62％皮膚遭三度燒傷，

醫師用手術刀劃開他的嘴角並鑽開鼻子，才讓他能開口與用新鼻孔呼吸，他說：「失去

一隻腳的我，都能再站起，你們（八仙傷患）也行。」並表示願當義工，鼓舞八仙傷患。

（吳慧芬，2015b） 

 

楊適群、張世瑜〈「 痛我懂」氣爆勇消喊加油一文中〉敘述在高雄氣爆受傷的高

市消防局中隊長黃世華（43 歲），歷經燒傷折磨，還一度擔心從此失明，但配合

「醫護治療與自我調整」，「消防的使命」，希望以切身的經歷能「鼓舞八仙塵爆

傷者」，「以勇敢樂觀的態度面對傷痛」。（楊適群、張世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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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寫出重傷者生活困境的報導十分少見，大多是呈現正面陽光的一面，在

《蘋果日報》發起的「祈願早日康復．為八仙傷者集氣加油！」活動中，更以高

雄氣爆傷者為八仙塵爆傷者打氣，以「命活著才有未來」的態度再現災難，提到

「高雄八一氣爆傷者的過來人」，並發文幫八仙塵爆傷患打氣「復健之路是很漫

長及遙遠的，命活著才有未來」；《蘋果》在臉書亦發起「祈願早日康復．為八仙

傷者集氣加油！」為傷者加油打氣。一位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高雄市丙烯外洩氣

爆事件傷者的網友 Rock Leon Chang 說，希望所有傷者的親朋好友能夠在這關鍵

時期可以陪伴在身邊，共同加油打氣，「可以戰勝死神，可得到勝利的，先保住

命再來談以後」，畢竟「復健之路是很漫長及遙遠的，命活著才有未來」，所以請

大家一定不要放棄一定要撐住，「你們都還很年輕還有很多美好的人生再等著你

們的」（劉人豪，2015）。 

在八仙塵爆之後，高雄氣爆的災民大量被再現與重新提起，而再現的目的為

鼓勵塵爆災民，呈現陽光、重生的面孔。儘管有些新聞的敘述模式是呈現災難的

嚴重，災情之難忍，但結尾則強調災民可以忍人之所不能忍而度過難關。如《聯

合報》在〈痛像刀割 「想到換藥就發抖」〉，敘述高市消防副中隊長余泰運去年

高雄氣爆被烈火焚身一度命危，「靠著意志力和家人陪伴度過；昨以過來人為八

仙傷患打氣」，「撐過去還有美好的人生」；又如關於余泰運的報導，先描述余泰

運當時全身百分之十二面積二至三度灼傷，在加護病房昏迷五天，醒來時看到自

己臉皮焦黑，每天想到要換藥就發抖，「量血壓更是噩夢」，血壓束帶一繃緊，肉

開始滲血，綑在手掌的白色紗布被血染紅，床單上都是血，但「與痛共存總會走

過來的」，余泰運現在仍每天到陽光基金會復健，十個手指關節仍無法彎曲，每

天復健至少要痛卅次，仍忍痛練習，余泰運表示「復健是辛苦而漫長的路」，必

須耐心一步步走下去，提醒傷者一定要穿壓力衣，皮膚復長後才會光滑，信任醫

師的專業就能好轉（陳維鈞，2015b）。 

這一則新聞先呈現重傷者受傷的嚴重程度，然後以如何克服傷痛、「撐過去

還有美好的人生」、從傷痛到好轉作為敘述的模式，相近的論述模式包含〈氣爆

傷臉 高雄警消「像把整張面膜剝下來」〉一文敘述前鎮警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巡佐

張明煌全身近百分之廿燒燙傷，「正努力復健，還無法上班」。「生死一瞬間，比

槍戰還可怕」，快一年了，陰影還在。「命是撿回來，跟罹難和受重傷的人比來，

我算幸運的」，「學佛的他，靠信仰度過這段創傷期」（劉星君，2015a）。 

氣爆新聞重建與災民再現新聞，以陽光喜悅重生的論述為主軸。論述模式災

難發生、受創、浴火重生、感謝付出的人的邏輯，或是「我可以，你一定也行」

的走出災難模式。關於重傷者重生的敘述模式，可以看到皆必須正面面對創傷與

災難，才是被認可的合格的災民。 

 

四、重建活動的儀式 

氣爆災民的再現論述本身式一種論述實踐，更會與災後實際的重建儀式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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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互相呼應與互文。前文提到媒體的災難敘事不僅只是訊息的告知，更是建構災

難之意義圖像的社會行動（齊偉先，2013），媒體論述會影響災後重建期的追蹤

與重建計畫，亦看到各種重建計畫皆是以走出災難為目的。 

高雄氣爆之後，重建活動多具有儀式性、撫慰人心的效果。如2014年9月首

廟天壇舉辦祈福廟會，為高雄氣爆受難者家屬點燈祈福，希望「撫慰家屬心靈，

協助他們早日走出傷痛」（黃文鍠，2014）。之後又有各種音樂晚會的舉辦，如謝

銘祐與陳建瑋在旗津黑沙搖滾節演出，合唱為高雄氣爆創作的台語新歌「毋甘」，

希望為高雄氣爆灌注「正面能量」（陽昕翰，2014）。又如台積電規劃高雄舉辦感

恩與祝福餐會；目的為祝福高雄未來更美好（洪友芳，2014）。此外，旗津黑沙

搖滾節在高雄氣爆後，以「用搖滾愛高雄、用音樂挺高雄」為號召，廣邀全台創

作樂團用音符譜出對高雄的愛（葛祐豪，2014a）。氣爆災後各式音樂會中，目的

是要「透過音樂與家屬一起化解被燒灼及焦躁的心情」，及儘快恢復昔日榮景的

期待（洪定宏，2014）。此外，「五月天災區義唱 高雄浴火重生」報導了高雄市

「八一氣爆」滿五個月時，五月天封街義唱，氣爆處搭起舞台，帶領眾人大合唱

「倔強」，在「被火燒過才能出現鳳凰」歌詞中，為高雄新生打氣。新聞也報導

五月天在高雄二聖、凱旋氣爆災區封街開唱，帶領眾人大合唱「倔強」，在「被

火燒過才能出現鳳凰」歌詞中，為高雄新生打氣，「盼高雄再現生命力」（梅衍儂、

簡淳琪、蔡孟妤，2015）。 

在2016年由高雄市觀光局與原住民委員會共同推動「高雄南橫馬拉松」活

動，「高雄氣爆自救會代表、以及氣爆當時身受重傷的陳姿予與林黛甄都相偕出

席，以行動說明他們正以跑馬拉松一樣的堅持毅力，重建重生。」，「曾是台灣超

馬第一女健將、雙腳截肢後依然在馬拉松戰場上不斷為他人陪跑加油的超馬媽媽

邱淑容，今天將南橫馬拉松『為希望再生而跑』的大會精神旗，交到觀光局長許

傳盛手上，許傳盛對超馬媽媽和八一氣爆傷者重生的毅力表示佩服，這次賽事也

將提供氣爆地區居民報名費折扣優惠，更感謝各界的疼惜與付出，讓高雄再站起

來。」（〈2016高雄南橫馬拉松 等你來挑戰〉，2015）。另外，「紅十字會辦桌 和

高雄氣爆災民圍爐」一文中報導了紅十字會昨舉辦「高雄氣爆歲末關懷晚會」，

不少市民參加餐會時表示，見到氣爆當時共患難的受災及救災人員，都覺得有溫

暖的感覺，也希望大家都能儘快恢復身體健康，遠離陰霾（梁雅雯，2015a）。此

外，高雄氣爆將滿週年時，氣爆受災戶自救會發起「給高雄的限時批：我希望，

重生的高雄」活動，作家「藤井樹」吳子雲在粉絲頁率先響應，PO文寫道「我

是吳子雲，我希望重生的高雄，是台灣最美麗的驕傲。」也有許多網友紛紛寫下

自己的祝福，希望重生的高雄「是台灣最勇敢的城市」、「像海豚東東一樣逆境重

生！」「成為人民幸福的城市」、「熱情有活力」、「迎向陽光的向日葵」、「讓下一

代安心成長」、「成為人民幸福的城市。」（任羿馨，2015）。在週年的活動當中，

《聯合報》在〈醫生娘畫筆 記錄氣爆的高雄〉報導高雄氣爆自救會舉辦「為愛

一起走」重生活動，帶著對已逝親人的愛重新生活，「點亮祈願樹為罹難者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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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住在災區的醫生娘艾荷昨在場分享自己用油畫悼念這場巨變的10幅作品，用

畫筆記錄災區情景、慈善團體進駐、警消救災等畫面，「將負面情緒沉澱在畫作

中，框架保留起來，打起精神轉換為正向樂觀的心情整理家園」（歐陽良盈，2015）。 

上述的重建活動，是一種災難重建儀式，呼籲從災難中重新站起來、重建重

生的敘述模式，強調「早日走出傷痛」、「浴火重生」、「正向樂觀」等心態，與災

民的重生文本相互呼應。新聞報導也成為災難儀式的一種，呼應了行政院新聞局

強調災難時期的新聞報導之重要性，須達到「淨化全國民眾心情」的作用，協助

眾人從悲情中掏空，也從悲情中重新學習諒解與同情（行政院新聞局，2000：

142）。」。重建活動的報導敘述除了產生論述實踐之外，也是實際的實踐效應。 

 

伍、結論 

 

本文觀察到四大報的平面報紙與電子報針對「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

新聞敘述進行分析，看見其中再製了堅強重生、英雄主義式殉難的敘述，呈現安

慰式、鼓勵式、溫情主義的新聞話語，亦呈現災難過後正向思考的意識形態，將

災難的意義詮釋為個人「浴火重生」而必須更堅強的意義，此種敘述模式將災難

的復原與從災難重生視為線性必然的導向，將重生轉為個人的責任，並產生集體

安慰式的氛圍。新聞中呈現罹難者家屬的堅強；重傷者的重生；因公殉職的英雄

主義；正向重建儀式幾種敘述模式，是環環相扣的再現模式，並論述形構出正面

迎向災難的邏輯。本文欲指出在正向思考的意識形態的報導中，災難的意義被齊

一化，災難的複雜意義與結構問題在新聞報導當中被遮蔽與淹沒。尚‧布希亞在

討論新聞時，提到媒體為虛擬之鏡，就像外科手術一樣，具有做美容手術的效應，

災民的臉孔成為拉過皮的面孔 (Baudrillard, 1991/2003: 30)。當高雄氣爆重建新聞

在「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的議題上，報導災後重建的完成與災民已經重生

的圖像，其正向意識形態正如一種災後的拉皮手術，表面已走出災難完成重建，

齊一化的正向災民重生報導正如氣爆路段的拉皮工程，讓災難的複雜性簡化，新

聞成為災難的擬像，且為災難提供美容手術展現一張拉過皮的臉孔，而讓重建與

災民遮蔽在一片正向思考的意識形態背後。 

正向、樂觀、陽光重建、英雄主義、安慰式的意識形態，在氣爆重建與災民

再現新聞中，各大報出現大同小異災民正向的想像與形象。此種敘述的效應會壟

斷對災難意義的詮釋，並賦予災民重生一定的時間進度表，建構何為合格、稱職、

具備正當性的災民形象。此外，敘述會影響重建活動的走向與社會效應。災民重

生與重建的論述在單一、大量、同一價值觀、正向思考走向下被排除了。此種以

正向思考的意識型態來報導災難重建與新聞，正如芭芭拉•艾倫瑞克提出的「正

向態度並不能真切反映我們的狀況或心情，它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是我們解讀世

界的方法，是我們認為該如何處世的方法，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正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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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renreich, 2010/2012: 11)。正向意識形態會強調學習正向思考，就必須時時壓

抑或阻擋「負向」想法，不去想可能會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而此災難的正向意

識形態會影響災難意義的詮釋與價值體系，災難後的重生論述也會成為社會集體

的災難記憶。 

大眾媒體事件使得人們實際相聚一堂的傳統儀式，會引起集體的歡騰、興奮

與哀慟。儀式性的媒體事件「重要性並不僅在於它們被共同經歷，更在於它們召

喚並確立了特定人們共享的象徵與意義。」 (Edles, 2002/2006)。正向的災難重

生與重建的新聞論述，產生了道德舒適感，也會掩蓋結構上的事實。災難新聞的

製作，也讓集體民眾經歷災難的發生、悲痛、重建、新生等不同的階段，而災難

經驗就在新聞製作的過程中，建構了集體共享的災難的階段性歷程。「正向思考

的另一面，就是嚴厲要求個人負起責任」 (Ehrenreich, 2010/2012: 15)，當災難的

意義被個人化，成為重新思考人生意義的方式，此種正向思考的意識型態與新聞

論述不僅落入災難意義的個人化，也會掩蓋了結構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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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09/21 自由時報 疑兩勇消遺體尋獲 檢方比對 DNA 

3 2014/09/21 自由時報 
尋獲遺體前 小隊長劉耀文曾託夢稱受困地下

室 

4 2014/08/01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 前竹東里長罹難 

5 2014/08/01 中時電子報 前里長陳進發送水慰勞警消 不幸罹難 

6 2014/08/03 中時電子報 竹東里長：災難原本可以避免的 

7 2014/08/03 中時電子報 陳進發妻子李春桂 籲各界協助災民走出傷痛 

8 2014/08/04 中時電子報 前里長妻：代夫完成遺願 

9 2014/08/15 中時電子報 祭陳進發 陳菊：石化業威脅高雄人 

10 2014/08/02 蘋果日報 
趕救災被炸飛 勇消殉職 4 死 2 失蹤 32 傷 打

火兄弟慘烈 

11 2014/08/04 06:25 蘋果日報 夫妻一起當里長 陳進發服務夢碎 

重傷

者 

1 2014/08/16 中時電子報 搶救陶廷舟 義消弟兄錄歌打氣 

2 2015/04/03 23:47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重傷者 控訴高市府跳票 

3 2015/07/01 08:34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毀容 過來人鼓勵八仙傷者 

4 2015/07/03 14:41 中時電子報 「1 隻腳都能站」 高雄氣爆傷患：你們也行 

5 2015/07/23 20:50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傷者鼓勵八仙：能活下來就很幸運 

6 2015/07/24 04:09 中時電子報 「日子難熬 熬過去就是你的」 

7 2015/12/22 中時電子報 消防局拍婚照 林彥良溢幸福 

8 2015/06/25 03:23 聯合報 
身上的疤痕，就是我的故事 

氣爆傷臉「像把整張面膜剝下來」 

9 2015/07/02 02:23 聯合報 痛像刀割 「想到換藥就發抖」 

10 2015/07/18 02:54 聯合報 
高雄氣爆 

療傷 用忙碌包裝悲痛 

11 2015/07/23 03:05 聯合報 731 氣爆周年論壇 受災者說心聲 

12 2015/07/23 09:37 聯合報 

氣爆受災清寒生 免試上台大 

一家人依賴母親 1 萬多月薪 感嘆貧窮是世襲

「吃都成問題 怎麼念書」 獲希望方案錄取法

律系 

13 2015/07/23 18:25 聯合影音 氣爆重傷者失去一隻腳 為幼女努力站起來 

14 2015/07/24 02:57 聯合報 氣爆傷患挺身 為塵爆復健引路 

15 2015/10/24 03:23 聯合報 
731 那晚，實習執勤被炸得跌到涵管… 

氣爆燒傷 警專生分發仍選高雄 

16 2015/11/17 07:13 聯合報 
兒時 見火從空中來 老後 見火往地上去... 

翻轉宿命 看高雄火光後重生 

17 2014/08/03 蘋果日報 
役男 50%灼傷「我會忍耐」 帥氣當模特兒 母

痛哭：怎傷成這樣 

 18 2014/08/08 蘋果日報 
清創「打止痛針還痛到流淚」 沙發師傅氣爆

燒傷 70％ 復健至少 2 年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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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分類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9 2014/12/19 蘋果日報 
認不出燒傷父 1 歲兒爆哭 「一定挺下去」盼

兇手真誠道歉 

20 2015/06/30 19:01 蘋果日報 高雄氣爆傷者打氣 「命活著才有未來」 

21 2015/06/30 20:56 蘋果日報 氣爆 50%灼傷役男 謝女友不離不棄 

22 2015/07/02 蘋果日報 「痛我懂」氣爆勇消喊加油 

23 2015/07/03 蘋果日報 「1 隻腳都能站起」 截肢男：你們也行 

24 2015/07/04 18:05 蘋果日報 
投入高雄氣爆復健 成大醫師役男盼再助八仙

傷者 

25 2015/07/06 12:40 蘋果日報 替代役男陪伴燒燙傷患者復健的經驗 

26 2015/07/23 19:29 蘋果日報 【更新】「我失去腳都站起來」 氣爆傷者打氣 

27 2015/07/27 10:07 蘋果日報 感人！氣爆傷友拍影片 為塵爆傷友加油 

28 2015/07/29 09:47 蘋果日報 網友回憶氣爆那晚 「心還是好痛」 

29 2015/10/16 17:11 蘋果日報 2016 高雄南橫馬拉松 等你來挑戰 

罹難

者家

屬 

1 2014/08/01 中時電子報 勇哉前里長陳進發罹難 醫師兒痛哭 

2 2014/08/02 中時電子報 醫師兒子：父親節等你回家 

3 2014/09/24 中時電子報 菊訪災區 拉麵店老闆：會走下去 

4 2015/07/18 04:10 中時電子報 妻兒罹難拉麵老闆：台灣人的愛溫暖了我 

5 2015/07/23 16:35 中時電子報 氣爆周年仍憶妻兒 至今不吃自家拉麵 

6 2015/07/31 3:17 中時電子報 一年了 高雄氣爆受害家屬重生路 

7 2015/08/04 11:05 中時電子報 帶著掉進拉麵裡的眼淚 走上高雄氣爆重生路 

8 2015/10/11 04:09 中時電子報 王忠誠買 iphone 祭亡妻 

9 2014/08/05 14:54 蘋果日報 治喪不忘服務 陳進發遺孀令人動容 

10 2015/07/18 蘋果日報 里長兒忍父喪談判 崩潰好幾次 

11 2015/07/23 18:24 蘋果日報 【更新】麵一上桌 憶氣爆亡妻的淚全滴進湯 

12 2015/10/01 07:48 蘋果日報 我的爸爸是消防員…看完不哭沒心肝 

13 2015/10/10 蘋果日報 
排 4天半 夫送氣爆亡妻 i6s 首日賣 3.5萬支 8

成要玫瑰金 

14 2015/10/10 00:01 蘋果日報 i6s 祭氣爆亡妻 麵店老闆排 107 小時 

說明 

筆者整理新聞共 144 則，其中重生新聞共 54 則，佔 37.5%。另，重生新聞中，

罹難者有 11 則，佔 20.4%、重傷者有 29 則，佔 53.7%、罹難者家屬有 14 則，佔

25.9%。（小數點後一位四捨五入） 

 

二、重建新聞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2014/09/20 自由時報 謝銘祐搭檔陳建瑋 10 月搖滾旗津 

2 2014/09/23 自由時報 台灣首廟天壇祈安禮斗法會 

3 2014/09/24 自由時報 氣爆災區商店促銷 陳菊消費力挺 

（續後頁）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18.06)。12(2)，29 – 63。 
高雄氣爆新聞中的「災民重生」與「災難重建」： 

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為分析對象 DOI:10.6284/NPUSTHSSR.201806_12(2).2 

60 

 

（接前頁）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4 2014/09/25 自由時報 
房產》調查：高雄氣爆後都更及復建商機 帶動投

資意願 

5 2014/09/26 自由時報 民眾盼道路、公園命名感謝救災 台積電婉謝 

6 2014/09/27 自由時報 〈南部〉挽面工作站 下月進駐氣爆災區 

7 2014/08/02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 災民盼恢復水電交通 

8 2014/08/11 中時電子報 災區里長急 市府打樁救急無動靜 

9 2014/12/05 04:10 中時電子報 氣爆災區重建 評價不一 

10 2014/12/29 04:10 中時電子報 高雄讚起來 商圈拚買氣 

11 2015/07/06 20:13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倖存者談捐款 免重蹈「殘酷的慈悲」 

12 2014/09/03 3:40 聯合報 
中秋腳步近‧送愛到災區 

氣爆戶越媳 號召姐妹做月餅送受災戶 

13 2015/01/02 10:15 聯合報 

氣爆過後 縫合街道的傷 阿信：路平了 心暖了 你

們都回來了 

五月天災區義唱 高雄浴火重生 

14 2015/01/02 聯合報 人潮回來了 氣爆災民當一日小販 

15 2015/01/12 03:00 聯合報 氣爆災區生意差 街友變多了 

16 2015/01/18 02:47 聯合報 

紅十字會辦桌 和氣爆災民圍爐 

晚會上捐贈消防車及AED等設備 歌星蔡小琥也公

益獻唱 陳菊則再次向市民表達歉意 

17 2015/01/26 03:19 聯合報 

陳菊上任滿月 市府團隊拚成績 

4 月底前移除無主箱涵管線 協助智崴科技與日本

講談社合作 要兌現「安全、宜居城市」承諾 

18 2015/02/01 02:18 聯合報 正覺新興里送暖 贈千元紅包 

19 2015/02/26 03:30 聯合報 荷蘭溫暖男聲 氣爆區快閃高歌 

20 2015/07/07 03:09 聯合報 氣爆周年 「寫信」為災民打氣 

21 2015/07/27 02:40 聯合報 
氣爆周年 高雄災區高掛正常營業 人潮回不來了 

三多、一心、凱旋路街景復原 但災難仍未被淡忘 

22 2015/07/29 08:20 聯合報 
逃過死劫 但夜市生意一落千丈 

沒時間喪志 氣爆傷友轉業賣麵 

23 2015/08/03 07:46 聯合報 醫生娘畫筆 記錄氣爆的高雄 

24 2015/09/01 08:07 聯合報 土木技師 書寫氣爆重建甘苦 

25 2014/08/03 蘋果日報 按摩陪聊天 幫災民紓壓 

26 2014/11/12 14:55 蘋果日報 【更新】氣爆災區搶通車 挖破水管災民怒 

27 2014/11/19 12:07 蘋果日報 選前拼績效 氣爆災區明通車 

28 2014/11/20 蘋果日報 
吸票 氣爆災區趕今通車 人行道未完工 楊秋興陣

營：騙選票 

29 2015/08/02 21:20 蘋果日報 台語歌后高雄攬客 助小販走出低潮 

30 2015/09/25 21:40 蘋果日報 【更新】壁畫療傷 宋楚瑜訪高雄氣爆災區 

31 2015/10/29 16:20 蘋果日報 【更新】高雄氣爆都過周年 他家還在淹水 

32 2015/11/05 12:53 蘋果日報 高雄氣爆引發家族爭產 岳母告贏女婿 

說明 
筆者整理新聞共 144 則，其中重建新聞共 32 則，佔 22.2%。（小數

點後一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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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爆責任歸屬與爭論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2014/09/21 自由時報 《一週大事》9 月 14 日至 9 月 20 日 

2 2014/09/22 自由時報 中油不南遷 藍委：高雄人民氣憤不已 

3 2014/09/22 自由時報 私讓輸油管 6 選將按鈴告中油 

4 2014/09/23 自由時報 高雄氣爆究責 楊秋興：陳菊和王世堅沒兩樣 

5 2014/09/24 自由時報 明赴雄檢應訊 陳菊：鄉親不要來相挺 

6 2014/09/24 自由時報 楊秋興罵陳菊「老太婆」 堅不道歉 

7 2014/09/24 自由時報 陳菊明應訊 謝長廷：應先傳吳敦義 

8 2014/09/25 自由時報 〈南部〉楊秋興罵陳菊「老太婆」 綠要求道歉 

9 2014/09/25 自由時報 陳菊被講「老太婆」 蔡英文：令人失望 

10 2014/09/25 自由時報 陳菊為氣爆案出庭應訊 聲援民眾喊加油 

11 2014/09/26 自由時報 
〈中部〉感恩之旅首站到台中》合照上傳 有機會

帶高通通回家 

12 2014/09/26 自由時報 〈南部〉統籌分配款不均 陳菊認阻南方發展 

13 2014/09/26 自由時報 雄檢辦氣爆案 陳菊四人請回 

14 2014/10/01 自由時報 氣爆災民陳情監委 痛批發放補助不公 

15 2014/08/02 中時電子報 災民排隊領物資 不滿社會局安置 

16 2014/08/11 中時電子報 高雄豪雨 氣爆災民怨氣沖天 

17 2014/08/15 中時電子報 石化專區 陳菊：與市民討論 

18 2014/08/18 中時電子報 攔陳菊質問 「災民的命賤嗎？」 

19 2014/09/08 中時電子報 高雄氣爆災區 中秋節變調 

20 2014/09/23 中時電子報 走出氣爆傷痛 受災店家帶頭衝 

21 2014/11/10 中時電子報 災民的心聲 

22 2014/12/18 12:04 中時電子報 氣爆市府無責 里長：無法接受 

23 2014/12/19 04:10 中時電子報 災民氣爆 嘆百姓命不值錢 

24 2014/12/19 04:10 中時電子報 雄檢和稀泥 高雄氣爆枉死 32 人 

25 2015/04/20 12:11 中時電子報 Selina 夫張承中 PO 文向陳菊請命 

26 2015/07/24 04:09 中時電子報 腦麻兒繪牆 氣爆巷變藝廊 

27 2015/07/27 04:10 中時電子報 與石化管線為鄰 一地震就得去收驚 

28 2015/12/29 18:41 中時電子報 澎恰恰今揪團挺趙天麟 加碼拍電影 

29 2015/04/01 03:00 聯合報 奢想「高雄市長柯Ｐ」飆一句… 

30 2014/08/06 蘋果日報 逃難嬤哽咽：有便當就好 

31 2014/11/22 15:42 蘋果日報 【大選更新】楊秋興探氣爆受災戶 居民一堆抱怨 

32 2014/11/25 20:20 蘋果日報 【大選更新】長輩染登革熱亡 氣爆災民控陳菊瀆職 

33 2014/11/28 17:17 蘋果日報 【大選】氣爆爭議還在燒 災民向楊秋興陳情 

34 2014/11/29 14:05 蘋果日報 氣爆災民投票 「選對災民好的人」 

35 2014/12/08 15:36 蘋果日報 【更新】人行道沒斜坡 災民轟：請直升機送貨嗎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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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頁）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36 2014/12/25 15:39 蘋果日報 【更新】正妹老師聖誕愛心 吳念真也感動 

37 2015/02/27 12:05 蘋果日報 氣爆災民為何想同歸於盡 

38 2015/07/18 蘋果日報 復健等求償 男嘆「市府說了算」 

39 2015/07/18 08:52 蘋果日報 高雄氣爆受災戶教唐美娜 「什麼才是國難」 

40 2015/07/19 00:00 蘋果日報 高雄氣爆將滿週年 網友集氣挺高雄重生 

41 2015/07/31 蘋果日報 45.6 億善款「僅 4 成助傷者」 

說明 
筆者整理新聞共 144 則，其中氣爆責任歸屬與責任新聞共 41 則，佔

28.5%。（小數點後一位四捨五入） 

 

四、賠償爭議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2015/07/07 04:10 中時電子報 氣爆傷者投書 八仙捐款勿蹈覆轍 

2 2015/07/15 10:56 中時電子報 八仙家屬不是乞丐 高雄氣爆災民：我們才是 

3 2015/07/18 04:10 中時電子報 45 億捐款剩 7.5 億 高雄氣爆災民：怎麼花的 

4 2014/08/10 03:03 聯合報 扮災民拿錢領貨 「社會怎麼了」 

5 2015/02/27 03:13 聯合報 

氣爆災民討補助 要帶汽油堵陳菊 

自稱氣爆受傷 不滿申請補助遭拒 酒後連打 3 通 1999

嗆聲 社會局：就醫時間隔太久 無法判定與氣爆有關 

6 2015/04/02 02:50 聯合報 

氣爆賠償跳票 法制局：儘快辦理 

災民投書民意論壇 市議員為此質詢 法制局統計 已

撥出賠償金額 1 億 6500 萬元 重傷、罹難者賠償會加

速處理 

7 2015/04/21 02:28 聯合報 

高市氣爆求償難 

張承中 他們不是 Selina 

張指出 市府燒傷認定不合理 門檻高 應留給傷者尊

嚴 市府稱 「代位求償」乃證據 越詳細越好 非刻意

刁難 

8 2015/07/01 03:26 聯合報 區公所捐日薪 助八仙傷患 

9 2015/07/07 03:09 聯合報 

氣爆善款濫用？ 市府：流向透明 

傷者投書 善款挹注消防局 1 億 2000 萬增補器材 市

府：流向定期公布網站 與逾 9 成重傷者達成協議 

10 2015/07/27 02:40 聯合報 
「市府寧可花大錢找律師…」 

代位求償 災民有話說 

11 2015/07/31 03:06 聯合報 照顧 55 氣爆學子到 25 歲 經費 1.6 億 

12 2014/12/19 20:36 蘋果日報 紅十字會拒請款 災民批「幾億災款何用」 

13 2015/02/26 20:00 蘋果日報 【更新】補助款沒拿到 氣爆災民揚言搬瓦斯炸陳菊 

14 2015/02/27 蘋果日報 領嘸補助 氣爆災民嗆燒陳菊 

15 2015/07/15 12:58 蘋果日報 【更新】唐美娜的乞丐說 高雄氣爆受災戶這麼說 

16 2015/07/15 18:29 蘋果日報 【更新】高雄氣爆自救會長：不該永無止盡全民買單 

17 2015/07/15 23:36 蘋果日報 【更新】乞丐說分化南北 高雄氣爆災民憤怒 

說明 
筆者整理新聞共 144 則，其中賠償爭議共 17 則，佔 11.8%。（小數點

後一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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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es of Rebirth and Reconstruction News on 

Kaohsiung Explosion: 

Focus on “Liberty Times”,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Apple Daily” 

 

Shu-Ch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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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ologies and disaster representation in the News on 

Kaohsiung Gas Explosion. With text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content and 

discourses of ―Liberty Times‖, ―China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Apple 

Daily‖. 144 news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se four major newspapers included in the 

analyzed samp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journalists emphasized rebirth, hero 

discourse and positive ideologies after the disaster. The images of survivors should be 

strong and positive, and the discourse of victims is heroism. This article wishes to 

point out how the faces of the victims and the disaster were covered, and what 

ideologies embedded in the news discourse under positive thinking. 

 

Keywords: Positive Ideology, Kaohsiung Explosion, Disaster Narrative, Media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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