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樣的道歉會被接受？ 

以形象修復理論探討 Youtuber的危

機處理 
 
 

《中⽂摘要》 
 隨著 YouTube 等影⾳平台崛起，網紅的定義也不斷擴張，從過去的

部落客發展⾄YouTuber，究竟當網紅發⽣危機時，什麼樣的修復策略可以

挽回形象?本⽂採⽤量化內容分析法，以形象修復理論檢視危機傳播中，

網紅道歉策略的差異以及網友針對道歉是否會選擇饒恕，以及其留⾔情緒

為何。研究結果發現，網紅的逃避責任策略與網友感知到的誠意是負向顯

著的，此外，網紅使⽤修正⾏動策略對產⽣正向情緒是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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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Introduction 
YouTube 為全球最早影音平台，自 2005 年使用者上傳第一部影片後，YouTube 以

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為其特色。至今，每個月瀏覽 YouTube 的使

用者總數已經超過 20 億，幾乎是全網路使用戶的三分之一，且單日觀看次數超過 10 億

小時(YouTube 新聞中心, 2020 年)。隨著影音平台的崛起，人們的收視習慣也逐漸改變，

不再侷限於電視、電影，而是能透過各種裝置來收看不同的影音內容。也因為行動裝

置的發達，台灣的觀眾也轉往線上收看影音內容。台灣的網路使用者中，有 88％的使

用者會造訪 YouTube 平台觀看自己感興趣的影片(Chen, 2017 年 9 月)，因此，在台灣的

網路使用者中，已經將 YouTube 視為主要觀看影音管道。 
在 YouTube 上分享自己的影音創作，並且擁有許多點閱數、訂閱量的人被稱為

YouTuber。近年來，YouTuber 除了是影片內容的創作者，也成為能夠提供許多互動的

新一代社會影響者，YouTuber 從次文化娛樂的象徵，逐漸成為主流意見的發聲者(奧美

觀點, 2019 年 9 月 20 日)。YouTuber 們各具特色，題材也大不相同，有些分享旅遊、健

行、化妝、美容、保養等等。YouTuber 跳脫傳統媒體產製模式，展現自己的特色，吸

引許多閱聽眾訂閱其頻道(何懷嵩, 2017 年 4 月 28 日)。因此，YouTuber 開始被研究者

視為社群媒體的影響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在台灣被稱為「網路紅人」，簡稱

「網紅」。 
    網紅們透過社群媒體作為組織和與人們交流的工具，早在 2006 年美國的公共關

係委員會(Commission on Public Relations) 就意識到社群媒體與新媒體所帶來的危機管

理影響(Sandlin & Gracyalny, 2018)。社群媒體經常成為公眾人物道歉的工具之一，尤其

是當該爭議又是從社群媒體而起時，先在社群媒體上道歉能夠得到閱聽眾的注意(Baer 
& Naslund, 2011)，並且因為社群是具互動式的媒體平台，公眾人物能夠與閱聽眾直接

進行互動，且其他社群使用者也會受到共同使用該平台的他人影響。 
隨著 COVID-19 的爆發，如何運用傳播的影響力已成為政府、衛生局在面對疫情

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而網紅也成為一個能夠幫忙散佈資訊的管道之一。他們能夠有

目的性的與閱聽人分享內容，因此網紅已被認為是推廣產品和思想策略的重要途徑

(Archer, Wolf, & Nalloor, 2020)。 
過往有關網紅在面對流行疾病時的傳播模式研究，主要針對網紅散佈疫情相關資

訊，提供了正向的幫助(Abidin, Lee, Barbetta, & Miao; Archer et al., 2020; Stephens, 2020; 
Tsapovsky, 2020)，卻沒有研究網紅在具有影響力的狀況下，若是危害公眾的健康狀況

或是傳遞錯誤、不實資訊時的危機處理策略為何。因此，本研究欲針對大眾傳播的形

象修復策略來檢驗作為網紅的三組 YouTuber：「一隻阿圓」、「木曜 4 超玩」與「上

班不要看」，在面對違反新冠肺炎疫情的自主健康管理規定時，不同的道歉策略會如

何影響閱聽人的接受程度，並探究何種形象修復策略更為有效。 
網紅作為公眾人物，經常面臨者公關的挑戰。當每次遭遇危機時，都是會直接影

響到其往後的生涯發展。發生危機時，若處理得好，可能會讓公眾人物獲得更多的關

注，粉絲變多。若處理的不妥當，可能會名譽受損、失去粉絲甚至消失在大眾的視野

當中。當公眾人物犯錯時，其個人針對危機所做出的回應策略至關重要。因此，本研

究希望能提供公關業者或是發生危機的公眾人物針對危機事件的應變、處理之參考，

並探究哪種策略最為有效。 



 

二、背景介紹 

1. 一隻阿圓 
    阿圓於 2012 年創辦「一隻阿圓 I am CIRCLE」的 YouTube 頻道，截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為止，共有 63 萬的粉絲訂閱他的頻道。她的影片內容涉獵許多主題，如：

韓國文化、旅遊美食、社會文化觀察、兩性議題、攝影訣竅等等(孫庭蓁,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所調查的爭議事件發生於 2020 年 2 月 29 日，阿圓出席由 YouTuber「上班

不要看」舉辦的第二屆走鐘獎，一個仿照台灣三大娛樂獎項，專門評比 YouTuber 的頒

獎典禮。由於阿圓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才從韓國返台，卻未遵照政府對於自新冠肺炎疫

區歸來需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的規定，並且參加典禮時並未配戴口罩，因而引起大批網

友撻伐(Vivian, 2020 年 7 月 31 日)。2020 年 3 月 7 日，阿圓在自己的 YouTube 平台、臉

書的粉絲專頁以及 Instagram 的個人頁面上傳了道歉的圖文與影片，希望大眾能接受他

的道歉，並且承諾會以更好的自己來面對大眾。 

2. 木曜 4 超玩 
     「木曜 4 超玩」為麥卡貝網路電視所製作的網路節目，於 2015 年開播至今，固

定班底為藝人邰智源、KID、泱泱、溫妮、阿部瑪利亞與坤達，在 YouTube 平台上的

訂閱數為 181 萬（累積至 2020/11/16）。其最著名的影片內容為一日系列，一日系列讓

班底體驗各行各業，希望能讓觀眾隨著他們的一日體驗瞭解各行各業的特別與辛苦(任
孤行, 2018 年 1 月 13 日)。他們於 2020 年 2 月 23 日從日本茨城縣返台，回台後並未自

主健康管理 14 天，且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時同樣參加「走鐘獎」，並且也未戴口罩引

起許多網友批評。木曜團隊於 2020 年 3 月 3 日於臉書發佈道歉啟事，前往日本拍攝的

全體成員將自主健康管理直至 3 月 14 日晚間 23 時 59 分，並且減少外出，外出時全程

會配戴口罩、勤洗手消毒，並取消原定的五周年特別企劃，頻道也將停更至所有成員

自主管理結束為止(msn 娛樂編輯中心, 2020 年 3 月 3 日)。 

3. 上班不要看 
上班不要看 NSFW，是一個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成立的 YouTube 頻道，創辦人為

呱吉和湯瑪士，兩人也都是這個頻道的主要成員，在 YouTube 平台上的訂閱數為 80.6
萬（累積至 2020/11/16）。上班不要看這個名稱來自於 NSFW（Not Safe/Suitable For 
Work），亦即不適合在上班時間看的頻道，以尺度較大的影片拍攝內容吸引觀眾，主

要觀眾為男性（聯合新聞網，2017 年 9 月 19 日）。 
該團隊於 2020 年 2 月 29 日舉辦了第二屆走鐘獎，但卻在活動結束隔日(3/1)才發現

有來賓自二級警告區域歸國，且於活動當日未落實強制配戴口罩的政策，作為活動主

辦單位，他們 2020 年 3 月 3 日於官方臉書發出道歉聲明文。 

4. 疫情 

 新冠肺炎(coronavirus; COVID-19)最初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被

發現，隨後在 2020 年擴散至全球多國，成為全球性的大瘟疫。台灣防疫時，需配合落

實 14 天的居家檢疫以及 7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14 天的居家檢疫需獨自一人待在室內，

確保 14 天潛伏期時不會將潛在病毒傳染給他人，而 7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則是外出都要

戴口罩，盡量避免出現在人多的公共場所。 



 

貳、文獻回顧 

ㄧ、危機傳播中的網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in crisis communications） 

1. 疫情下的危機傳播 
2020 年初，由於 COVID-19 造成多人死亡且傳染力強，為了預防他國感染者入境

並傳染給民眾，世界各國實施鎖國政策，企業縮減人力資源、行銷支出，並且有些企

業實施居家工作。人們被傳染力極強的疫情影響，大眾將注意力放在公共衛生與新冠

肺炎疫情上，許多經濟活動的停止，也幾乎讓社群媒體影響者少了許多代言與商業工

作(Tsapovsky, 2020)。 
當前風險傳播、危機傳播、健康傳播等領域的學者已經開始探索有關於新興傳染

病的風險傳播（Tang et al., 2018a），進而發展出「新興傳染疾病傳播」（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communication）。其著重於瞭解民眾的風險感知，設計有效的風險

訊息，而台灣政府採用了早期風險溝通的原則和框架來有效支持患者和公眾對

COVID-19 的反應的策略，關鍵是理解和回覆關於 COVID-19 的相關疫情內容。民眾的

風險感知是由兩個因素所構成：危險和憤怒。在風險傳播的許多早期領導人（Peter 
Sandman, Vincent Covello, and Paul Slovic）的研究對風險感知和影響進行了認真的心理

測量研究。他們發現對健康的實際威脅只是風險感知的一方面。風險感知還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改變了不同受眾、資訊和不同背景下的風險接受度。例如，儘

管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戴口罩可以減少 COVID-19 的傳播，但戴口罩的可接受性和依從

性差異很大。(Malecki, Keating, & Safdar, 2020) 
但是，隨著世界逐漸適應與疫情共存的生活，大眾為配合防疫足不出戶，人們花

了許多時間瀏覽線上內容，因此數位化的趨勢刻不容緩，以社群媒體影響者的行銷模

式漸漸活躍、蓬勃發展(Stephens, 2020)。社群媒體影響者成為人們重要的訊息來源，

並且在危機時刻成為人們注意的對象，因此，社群媒體影響者的一言一行被大眾放大

檢視。 

2. 網紅的定義 
網紅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SMI）通常包括通過部落格、影片或社交網站等媒

介而獲得歡迎的個人，並由於其大量關注者/用戶而被認為具有社會影響力（Jin＆Phua，

2014）。Abidin (2015) 也提出了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定義，其指網路用戶通過文本和

視覺兩個向度分享個人生活，並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相對大量的追隨者，其與傳統在

電影、音樂或是體育領域成名的名人（Celebrity）不同，SMIs 是透過社群媒體上的形

象來獲得粉絲，而這樣的名氣算是一種名人資本（celebrity capital）(Nazem Ghanai et 
al., 2020)。其他人則將社交媒體影響者定義為一種微名人（Senft，2013 年），他們通

過創建在線形象並利用該形象吸引並吸引大量追隨者來實現社交媒體上的自我展示

（Khamis, 2016）。此外，網紅代表了新的獨立第三方代言人，可以透過部落格、推文、

社交媒體改變受眾的態度 (Nazem Ghanai et al., 2020) 。 
先前的研究已經調查了各種網紅使用的行銷技術，而這些網紅都可以被視為代言

人或 SMIs (Freberg, K., Graham, K., McGaughey, K., & Freberg, L. A., 2011), 像是部落客 
(Fu & Chen, 2012)，Vloggers (i.e., video bloggers) 或是 YouTubers (Garcia-Rapp, 2017; 
Verhellen, Dens, & De Pelsmacker, 2013) 、 Instagrammers (De Veirman et al., 2017; 
Djafarova & Rushworth, 2017)，以及網紅(Hearn & Schoenhoff, 2016; Khamis, Ang, & 



 

Welling, 2017; Lee, 2016)。如同電視一樣 YouTube 也有自己的明星，而他們從該平台贏

得了名聲，並被稱為 YouTubers(Binraya, P. A., & Panjaitan, Y. A., 2020) 。YouTuber 除

了是影片的創作者外，他們在社群平台上與閱聽人互動、溝通。YouTuber 跳脫傳統媒

體產製模式，展現自己的特色，吸引許多閱聽眾訂閱其頻道(何懷嵩, 2017 年 4 月 28 日)。
因此，YouTuber 也被許多閱聽眾視為社群媒體的影響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在台

灣被稱為「網路紅人」，簡稱「網紅」。由上述可知，YouTuber 對台灣的閱聽人來說，

極具影響力，因此，本篇研究以 YouTuber 作為研究對象。  
目前關於 SMI 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已有研究探討當公司或是組織品牌發生危

機事件時，有無 SMIs 的介入對組織聲譽的影響為何(Singh, Crisafulli, Quamina, & Xue, 
2020)，Binraya, P. A., & Panjaitan, Y. A.（2020）以語言學的角度使用論域分析並以

Logan Paul 為個案探討受眾對其兩次道歉內容的接受度，但還未有研究針對以

YouTubers 作為 SMIs 發生危機時道歉接受度的量化研究。 

二、形象修復策略（ Image restoration/repair strategy） 

William Benoit 於 1995 年提出形象修復策略（ Image restoration/repair  strategy），

該理論針對危機爆發期這一階段，聚焦於個人、組織及團體在做錯誤的事情後，如何

採 取 相 應 的 措 施 以 降 低 對 形 象 的 損 害 (Sandlin & Gracyalny, 2018) 。 
  Benoit（1997: 179-182）從形象修復理論的角度來應因組織形象危機的回應策略，

分為五大類(如表一)： 
表一：Benoit 形象修復策略 

否認 Denial 單純否認 
Simple Denial 

直接表明自己沒做過某事，或者向公眾直接否認危

機的存在。 
推卸責任 

Shift Blame 
表明自己未做某事，且指出責任方為誰。 

逃避責任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 

合理反應

Provocation 
因他人錯誤而引發自身的錯誤行為。 

無力控制

Defeasibility 
缺乏相關資訊，超過個人能力控制範疇。 

純屬意外 
Accident 

以不可預判的偶發原因引發錯誤行為。 

動機良善 
Good intentions 

雖然造成不好的後果，但動機是純良的，屬逃避責

任。 
降低危險衝突 

R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 

道己之長 Bolstering 強調自己與公眾觀點一致，以善行或長處抵消惡

行。 
淡化傷害

Minimization 
降低公眾對自己錯誤行為的感知程度。 

劃分區隔

Differentiation 
將公眾所關注的情境與自己所在的情境分離，在對

比之下讓公眾淡化對危機的看法。 
提高層次

Transcendence 
利用公眾的思考空間進行操作，即誘導看問題的角

度或方向。 
反擊對手 

Attack accuser 
對指控者的動機發出質疑，降低其可信度。 

給予補償

Compensation 
危機主體對受害個體及團體進行物質上或精神上的

補償。 



 

修復行動 
Correcting 

Action 

復原或預防（Solve 
or prevent） 

「我下次不會再犯錯了」。 

直接道歉 
Mortification 

直接對受害個體及團體進行道歉，並請求諒解。 

 
 
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日益普及是形象修復領域最重大的變化之一。過去的形象修復

策略皆是以大眾媒體為模型，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將形象修復策略應用在社群媒體平台

中(Sandlin & Gracyalny, 2018; ten Brinke & Adams, 2015)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研究人

員 已 使 用 Benoit 的 理 論 來 分 析 名 人  (Moody, 2011) 、 企 業 (Caldiero et al., 2009; 
Muralidharan, Dillistone, & Shin, 2011)和體育人物 (Glantz & Benoit, 2017; Hambrick, 
Frederick, & Sanderson, 2013; Sheckels, 2013)。Benoit（2014,p132）明確表示：當我們採

用新媒體（例如網路、Facebook、Twitter）時，我們需要研究這些媒體的形象修復。 
其他學者也主張此一立場(Fawkes and Gregory, 2001; Moody, 2011; Morris and Ogan, 

1996; Muralidharan et al., 2011; Taylor and Kent, 2010)。 此外，Nazem Ghanai (2020)也表

示過去的文獻還未探討網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的品牌管理以及危機溝通，而

Singh, Crisafulli, Quamina, and Xue (2020)等學者也表示，關於網紅的危機處理研究仍處

於起步階段。因此，社交媒體的出現和廣泛採用為重新考慮與形象像修復策略相關的

先前理論框架提供了機會。        
RQ1：違反疫情相關規定的三組 YouTuber「木曜 4 超玩」與「一隻阿圓」以及主

辦方「上班不要看」在道歉文中使用的策略有何種差異？ 

三、有效的人際道歉（Interpersonal apology） 
        有效的人際道歉中，道歉的形式與道歉內容都有重要的作用，影響著接受者

的感知 (Lewicki, Polin, & Lount, 2016)。許多學者就道歉內容供了許多建議，如

Schlenker and Darby (1981)提到有五個重要元素：表達道歉之意、表達自己經歷悔恨、

悲痛、難堪(expression of remorse-sorrow-embarrassment)、表示願意為受到傷害的受害

者提供協助與賠償、對自己表示嚴厲懲罰以及直接表示期望獲得饒恕。Schmitt, 
Gollwitzer, Forster, and Montada (2004)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有效的人際道歉包含五件事：

承認過錯、承認造成的傷害、表達悔恨之意、請求原諒以及提供補償。Lewicki & 
Polin(2016)也回顧有關的道歉文獻，分析了名人引人注目的道歉。他們認為有效道歉

應該包含這六個成分，包括：（1）表示遺憾（2）解釋犯罪發生的原因（3）確認責任

（4）聲明悔改之意（5）提出修復的方法（6）請求饒恕。此外，在罪行嚴重的狀況下，

表達歉意的次數必須多於一般的道歉，才會被認為是真誠的、有效的，能獲得接收者

的原諒(Lewicki et al., 2016)。 
道歉具有兩個基本功能：首先，道歉被視為一種「社會要求」，表明道歉者知道

自己做錯事。其次，道歉應該伴隨著情感表達，為道歉者的意圖提供更多的含義

(Schlenker & Darby, 1981)。道歉者承認自己犯錯，是道歉者對社會規範的一種表態，

即承認自己造成的傷害並且願意付出代價已改正自己所做的傷害。如上述所提到的幾

位學者所認為道歉需構成的要素中，許多學者將重點聚焦在責任追究與承認錯誤後隨

之而來的責任，表達對自己的行為的自責感，較容易被他人視為有誠意，且其犯罪行

為較容易被饒恕(ten Brinke & Adams, 2015)。另外，請求饒恕也是道歉中重要的一環，



 

目的是為了將原本單向進行的道歉陳述，變成能夠讓受害者也參與的的雙向溝通管道。

整合了上述所說的人際道歉組成成分，我們將人際道歉的元素以下表呈現： 
 

 
表二：Lewiki & Polin 人際道歉組成要素 

道歉組成要素 解釋 
表達悔恨之意 

(Expression of regret) 
道歉者表達自己做錯事的懊悔與難過。 

解釋過錯 
(Explanation) 

解釋自己為何會犯下這樣的錯誤。 

承擔責任 
(Acknowledgement of responsibility) 

陳述自己知道自已犯了什麼錯，須承擔責任。 

宣告不會再犯同樣的錯 
(Declaration of repentance) 

給受害者承諾，表示自己以後不會犯下同等錯誤。 

提供修復方法 
(Offer of repair) 

希望受害者能夠修復對自己的信任(trust 
rebuilding)，以及提供補償受害者的方式。 

請求饒恕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希望受害者能夠饒恕此次犯錯作為。 

 
依據上述，關於有效的人際道歉，不同學者的看法不同，本研究認為有效的人際

道歉會使公眾感知到較高的誠意以及願意選擇饒恕，故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2：同樣面對沒戴口罩的疫情風波，受眾對於 Youtuber「木曜四超玩」與「一

隻阿圓」的道歉是否會選擇饒恕以及感知到的誠意有何差異？ 
 
四、道歉後的情緒感知 
情緒通常被認為是人際關係的研究變量，影響危機管理（Coombs 和 Holladay，

2005； Jin，Liu 和 Austin，2014； Jin，Pang，2010）。當 YouTuber 在社群網站上道歉

時，會引起關注者、接收道歉者來互動與表達情緒。此外，通過社交媒體評論表達的

情緒可能是危機的預警信號或衡量受眾反應和參與度的指標，並且可以影響圍繞該問

題的討論（Jin等人，2014年; Matejic，2015年; Valentini，Romenti和 Kruckenber，2017
年）在一定程度上，人們期望道歉者基於罪惡感和感到羞恥而道歉的，因此，真誠的

道歉需要有悲傷的情緒，才能感知道歉的誠意。道歉者可能希望顯得溫暖和討人喜歡，

但卻會讓道歉接收者認為他們表達幸福感，並且，微笑可能會讓道歉接收者感知到撒

謊與幸災樂禍的意味(Scher & Darley, 1997)。因此，在道歉時表達悲傷的情緒更能表現

出道歉者的誠意。 
 針對線上用戶表達情感的方式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使用基本情緒來將情緒分

類到不同類別中，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Bues, 2009)、臉部表情的傳達(Ekman, Friesen, 
& Ellsworth, 2013)；另一種則是將情感類別表示為情感的連續維度，舉例來說，Izard 
(1977)描述了四種不同維度的情緒分類標準而 Antonacci, Fronzetti Colladon, Stefanini, 
and Gloor (2017)將社群中的文本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別，分別是正面的文本與負面的文

本。此外，Griffin(2004)的研究發現，如果個人認為自己暴露於風險的可能性很高，或

是認為淺在風險會對自己造成嚴重的危害，會容易產生負面情感。總結來說，本研究

認為道歉的誠意越高，受眾越容易選擇饒恕，其所感知的負面情緒也會越低，依據以

上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3：三位網紅在通過社交媒體上的道歉策略如何影響下方評論感知到的道歉誠

意、是否饒恕以及情緒感知？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研究網紅遇到相同危機時，所進行的道歉策略有何不同，而與閱聽人對

於道歉的接受程度是否相關聯，以及觀察在道歉文本下方的評論接收者是否有感受到

真誠和饒恕，因此採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法是傳播領域中十分客

觀、有系統地量化研究方法，可以針對報章雜誌、歌詞、電視節目、廣播等不同傳播

媒介的內容進行分析與歸納（陳雅文，1995 年 12 月）。在進行分析時，能夠拆解文

本內容，將文本視為可測量的單位。本研究所進行的內容分析即採用此種特性，針對

網紅的道歉文本以及閱聽人在道歉文本下方的回覆進行分析。研究將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筆者將分析網紅在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中的道歉文本，試圖檢驗其道歉文本

採取了何種 Benoit 在形象修復策略提出的道歉策略；第二階段的內容分析則是以網紅

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道歉文本下方，閱聽人回覆的評論為主，試圖觀察閱聽人在評

論中是否有感受到該則道歉文本的誠意，以及表達是否願意接受網紅的道歉，並且願

意饒恕、原諒網紅的行為。 
 

一、   研究樣本 
（一）Facebook 粉絲專頁道歉文本  
第一階段的樣本選擇以未遵照政府對於新冠肺炎疫區歸來需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的

規定，並且參加典禮時並未配戴口罩，因而引發爭議的兩組 YouTuber「木曜 4 超

玩」、「一隻阿圓」以及舉辦「走鐘獎」的 YouTuber「上班不要看」於 Facebook 上

發佈的道歉文本進行內容分析。「木曜 4 超玩」以及「上班不要看」皆於 2020 年 3 月

3 日在 Facebook 以文章形式公開道歉而「一隻阿圓」則於 3 月 7 日上傳了道歉文。 
 

（二）Facebook 道歉文本下方留言 
第二階段以「木曜 4 超玩」、「一隻阿圓」、「上班不要看」的道歉文本下方的

所有回覆留言為樣本，「木曜 4 超玩」為 1453 則，「一隻阿圓」為 5744 則，「上班不

要看」則為 848 則留言。過濾掉不相關的留言，如：廣告、垃圾訊息、無關的留言，

以及只有圖片的留言後，我們在剩下的留言中個別隨機抽樣選取 200 則進行分析。 
 

二、  資料擷取               
 資料擷取也可就研究樣本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需要擷取的資料為發生危機

的 YouTuber：「一隻阿圓」、「木曜 4 超玩」、「上班不要看」在 Facebook 上的道歉

文本。筆者先分別在 Facebook 的搜尋欄中分別打入關鍵字搜尋「一隻阿圓」、「木曜

4超玩」、「上班不要看」等粉絲專頁，點入粉絲專頁後，在搜尋粉絲專頁內容的欄位

中搜尋「道歉」，並比對道歉文本是否是針對此事件（即「走鐘獎」來賓未戴口罩、

違反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道歉，並將整篇文章複製文本內容留存。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需搜集「木曜 4 超玩」、「一隻阿圓」、「上班不要

看」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針對違反疫情防疫措施的道歉文本下方的評論留言。抓取

的區間自 2020 年 3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26 日，由於需將上述三位 Facebook 的留言抓

取下來，其留言資料相當龐雜，統計 Facebook 下方的留言，「木曜 4 超玩」為 1453
則、「一隻阿圓」為 5744 則、「上班不要看」為 848 則留言，故筆者使用 Python 程

式語言進行資料抓取。Python 是 Guido van Rossum 所開發的程式語言，支援許多不同



 

的程式範式，是一種直譯式、進階與通用型的程式語言。其中包括物件導向、結構

化、指令式、函數式和反射式程式。透過輸入特定的程式代碼展開所有留言，並且抓

取所有的留言。  
 

三、   類目建構 
（一）文本形象修復策略 
  第一階段為檢驗網紅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中的道歉文本是否有利用

Benoit 提出的道歉策略來進行危機處理，因此，第一階段的分析類目主要以 Benoit 於

1995 年提出的形象修復策略來進行分析。分析類目共分為五大類：否認、逃避責任、

降低危險衝突、修復行動與直接道歉，而在這五大類之中，又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危機

處理方式，如：否認可以分為單純否認、推卸責任；逃避責任可以分為合理反應、無

力控制、純屬意外、動機良善；降低危險衝突可以分成道己之長、淡化傷害、劃分區

隔、提高層次、反擊對手與給予補償。依據編碼類目之意義，編碼以 1 代表「有」使

用 此 形 象 修 復 策 略 、 而  0 則 代 表 「 無 」 使 用 此 形 象 修 復 策 略 。  
 

（二）Facebook 道歉文本下方留言 
  第二階段為檢驗網紅在 Facebook 的粉絲專頁中道歉是否讓閱聽人接受並

且感受到道歉的誠意，願意進一步原諒網紅所做的行為。本研究參考 Sandlin and 
Gracyalny (2018)針對公眾人物面臨危機時應用社群媒體進行形象修復策略下方的留言

編碼，列出了幾個編碼類目如下，如：感知道歉誠意、選擇饒恕、留言情緒以及留言

的分類，以下將詳述之。 
1. 感知道歉誠意 
   在 Lewicki & Polin(2016)研究名人道歉應具備何種條件較容易接受，研究結果

發現若閱聽人能夠感知到名人道歉的誠意，更容易接受其道歉。因此，本研究將再次

檢驗網紅的道歉誠意。編碼則以-1 代表「無感知到道歉的誠意」、0 代表沒有提到或是

無所謂誠意與否、1 則代表「有感知到道歉的誠意」。 
2. 選擇饒恕與否 
   當網紅在進行危機處理時，最重要的就是得到閱聽人的諒解與饒恕，並且盡可

能的減少觀眾流失。因此筆者也將檢驗閱聽人在觀看道歉文本後，留言中是否有對選

擇饒恕與否進行表態。編碼以-1 代表「不饒恕」、0 代表沒有提到或是無所謂饒恕與否、

1 則代表「選擇饒恕」。 
3. 留言情緒 
 本研究參考 Wu, Li, Shen, & He (2020)針對大眾在公開的線上論域中表達意見，

並且為大眾的留言情緒進行分類，共可分為三大類，正面、中性以及負面。正面情緒

有下列幾種表達方式：高興(Happy-for)、欽佩(admiration)、感恩(Gratitude)、憐憫(pity)、
希望 (hope)、驕傲 (pride)；而負面則是悲傷 (sad)、恐懼 (fear)、生氣 (anger)、責備

（reproach）、羞恥(shame)；中性則是未表現出正負面情緒為主。編碼以-1 代表「負

面情緒」、0 代表中性、1 則代表「正面情緒」。 
 

四、信度檢測 
本研究共有兩位編碼員，在制定完編碼簿後，先挑選出 10％的樣本留言數開始進

行內容分析的前測，網紅道歉文本的兩位編碼員的 Cohen’s kappa 值為 0.85、後測



 

Cohen’s kappa 值為 0.91。而兩位編碼員在網紅道歉文本下方留言的前測 Cohen’s kappa
值為 0.83，後測 Cohen’s kappa 值為 0.87。 

 
表三：編碼員信度檢測 

編碼員信度檢測 網紅道歉文本 網紅道歉文本下方留言 

前測 0.86 0.83 

後測 0.89 0.87 

 

肆、結果分析 

一、網紅所使用的形象修復策略 
 三位網紅皆在其 Facebook 粉專上針對事件發佈一篇道歉文，本研究以句子為最

小單位，編碼完後進行分析，欲探知三位網紅所使用的形象修復策略以及比例各自為

何。 

1.「一隻阿圓」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一隻阿圓」在道歉文中所使用的策略總數為 30 次，由表格四可看出「一隻阿

圓」在道歉策略中，最常使用的是逃避責任這個策略 14 次（47%），最少的則為否認

策略 1 次（3%）。 
 

表四:「一隻阿圓」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注：Ｎ＝1 

 2.「木曜 4 超玩」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木曜 4 超玩」在道歉文中所使用的策略總數為 34 次，由表格五可看出「木曜

4 超玩」完全沒有使用否認這個策略（0%），最常使用的策略為降低危險衝突 18 次

（53％），其次為逃避責任 8 次（24%）。 
 

 
 
 

 次數 百分比 

否認 1 3% 
逃避責任 14 47% 
降低危險衝突 11 37% 

修復行動 6 20% 
直接道歉 8 27% 
總數 30  



 

 
表五:「木曜 4 超玩」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次數 百分比 

否認 0 0% 
逃避責任 8 24% 
降低危險衝突 18 53% 

修復行動 2 6% 
直接道歉 4 12% 
總數 34  

注：Ｎ＝1 

3.「上班不要看」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身為主辦方的「上班不要看」在道歉文中所使用的策略總數為 21 次，由表格六

可看出使用次數最少的為否認策略（0%），最常使用的策略為降低危險衝突 11 次

（52%），其次為逃避責任 4 次（19%）。 
 

表六:「上班不要看」所使用之形象修復策略 

注：Ｎ＝1 

二、留言分析 
從道歉貼文下面的留言隨機抽取 200 則，我們分別分析了受眾是否感知到誠意、

選擇饒恕與否以及留言的情緒。有誠意的話編碼為 1，無所謂誠意與否為 0，無誠意為

-1；選擇饒恕為 1，無所謂饒不饒恕為 0，不饒恕為-1；正向情緒為 1，中性情緒為 0，

負向情緒為-1。 

1.「一隻阿圓」之留言分析 
從表七可以看出網友看完道歉文所感知誠意，無誠意 50 次（25%）明顯高於有誠

意 12 次（6%）；而看完道歉文後是否選擇饒恕中，不饒恕 155 次（77.5%）明顯高於

饒恕 15 次（7.5%）；留言的情緒中負向情緒 133 次（66.5%）也明顯高於正向情緒 10
次（5%）。此外，留言的內容中出現最多次為單純謾罵的內容 60 次（30％）。 
 

 次數 百分比 

否認 0 0% 
逃避責任 4 19% 
降低危險衝突 11 52% 

修復行動 3 14% 
直接道歉 3 14% 
總數 21  



 

表七:「一隻阿圓」之留言分析 

        注：N=200 
2.「木曜 4 超玩」之留言分析 
從表八可以看出，從文本中感知的道歉誠意中，有誠意 132 次（66%）明顯高於無

誠意 7 次（3.5%）；而看完文本後是否選擇饒恕中，饒恕 155 次（77.5%）明顯高於不

饒恕 25 次（12.5%）；留言的情緒中正向情緒 127 次（63.5%）也明顯高於負向情緒 31
次（15.5%）。此外，留言的內容中出現最多次為鼓勵的內容 106 次（53％）。 

 
 

 次數 百分比 

道歉有無誠意 
有誠意 12 6% 
無所謂誠意與否 138 69% 
無誠意 50 25% 

總計 200 100% 

饒恕與否 
饒恕 15 7.5% 
無所謂饒不饒恕 30 15% 
不饒恕 155 77.5% 
總計 200 100% 

留言情緒 
正向 10 5% 
中立 57 28.5% 
負向 133 66.5% 
總計 200 100% 



 

表八:「木曜 4 超玩」之留言分析 

         注：N=200 

 3.「上班不要看」之留言分析 
從表九可以看出，從文本中感知的道歉誠意中，有誠意 124 次（62%）明顯高於無

誠意 25 次（12.5%）；而看完文本後是否選擇饒恕中，饒恕 156 次（78%）明顯高於不

饒恕 25 次（12.5%）；留言的情緒中正向情緒 127 次（63.5%）也明顯高於負向情緒 24
次（12%）。此外，留言的內容中出現最多次為鼓勵的內容 111 次（55.5％）。 

 
 
 
 
 
 
 
 
 
 
 
 
 
 
 

 次數 百分比 

道歉有無誠意 
有誠意 132 66% 
無所謂誠意與否 61 30.5% 
無誠意 7 3.5% 

總計 200 100% 

饒恕與否 
饒恕 155 77.5% 
無所謂饒不饒恕 20 10% 
不饒恕 25 12.5% 
總計 200 100% 

留言情緒 
正向 127 63.5% 
中立 42 21% 
負向 31 15.5% 
總計 200 100% 



 

表九:「上班不要看」之留言分析 

        注：N=200 
 

三、相關分析 
 利用 SPSS 統計軟體中的皮爾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將網紅的十四項

回應策略，根據 Benoit（1995）形象修復理論的五大項進行合併：否認（ Denial）、

逃避責任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降低危險衝突 （R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修復（正）行動（ Correcting Action）、直接道歉（ Mortification）。同時分

析三篇道歉貼文下的留言，針對公眾感知留言的誠意與否、是否選擇饒恕、留言的情

緒等以比例方式，進行相關分析。 

1.感知留言的誠意與否 
綜合比較三位網紅的策略可以發現，選擇否認策略與公眾感知誠意與否呈現負相

關（r = .99; p < .05），也就是說使用越多否認策略公眾感知的誠意越低，而降低危險

衝突策略與感知誠意呈現顯著正相關（r = 1.00 ; p < .01）也就是說，如果網紅主動給予

補償、或是降低公眾對自己錯誤行為的感知程度，可以大幅增加公眾感知的誠意程度。

最後，認錯道歉對感知誠意與否呈現負相關（r = -.998 ; p < .05），也就是說單純聲明

我下次不會犯錯了並不會增加公眾所感知到的誠意。而其餘兩項策略（逃避責任、修

正行動）對感知誠意與否接沒有顯著關係。 

2.是否選擇饒恕 
由分析策略與公眾是否選擇饒恕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否認策略與選擇饒恕是顯

著的負相關（r = -1.00; p < .01）。也就是說，向公眾直接否認危機的存在不僅會讓公眾

 次數 百分比 

道歉有無誠意 
有誠意 124 62% 
無所謂誠意與否 19 9.5% 
無誠意 25 12.5% 

總計 200 100% 

饒恕與否 
饒恕 156 78% 
無所謂饒不饒恕 19 9.5% 
不饒恕 25 12.5% 
總計 200 100% 

留言情緒 
正向 127 63.5% 
中立 49 24.5% 
負向 24 12% 
總計 200 100% 



 

感知沒有誠意也會讓公眾不選擇饒恕該網紅。而降低危險衝突與選擇饒恕之間呈現正

相關（r = .99; p < .05）換句話說，給予公眾補償等策略會使公眾選擇饒恕該網紅。最

後，其餘三個策略（逃避責任、修正行動、認錯道歉）皆與公眾是否會往紅選擇饒恕

沒有顯著關係。 

3.留言的正向情緒 
比較三位網紅的策略可以發現，使用否認策略與留言的正向情緒呈現顯著負相關

（r = -1.00; p < .01），降低危險衝突與正向情緒呈現正相關（r = .99; p < .05）也就是

說，給予公眾補償等策略可以提升公眾的正向情緒。此外，其餘三個策略（逃避責任、

修正行動、認錯道歉）皆無顯著相關。 
四、獨立樣本 T-test 
最後我們進行獨立樣本 T-test，以確定公眾對「一隻阿圓」以及「木曜 4 超玩」所

感知到的誠意、饒恕、正負向情緒有顯著差異。首先關於感知到的誠意( t(200)= -
15.11,p = .002 )顯示兩組資料具顯著差異，此外「一隻阿圓」感知誠意的平均數為 -0.19，

標準差為 0.52，「木曜 4 超玩」平均數為 0.63，標準差為 0.55。接著關於是否選擇饒

恕，兩者間並沒有顯著差異，最後是正負向情緒，具有比感知誠意更顯著的差異

( t(200)= -16.31, p = .000)，而「一隻阿圓」留言的正負向情緒的平均數為 -0.62 標準差

為 0.58，表示其留言偏向負面；「木曜 4 超玩」平均數為 0.63，標準差為 0.75，表示

其留言偏向正面。 
 

伍、問題與討論 

一、形象修復策略的使用 
欲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一：違反疫情相關規定的兩組 YouTuber「木曜 4 超玩」

與「一隻阿圓」以及主辦方「上班不要看」在道歉時的表現有何差異？從三個網紅的

形象修復策略來看，我們可以從敘述統計中發現「木曜 4 超玩」與「上班不要看」皆

沒有使用否認這項策略，只有一隻「阿圓使用」。此外，「木曜 4 超玩」與「上班不

要看」使用最多的策略皆為降低危險攻擊策略，而一隻阿圓使用使用最多的策略為逃

避責任。 

二、網友感知的誠意與饒恕 
欲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同樣面對沒戴口罩的疫情風波，受眾對於 Youtuber

「木曜四超玩」與「一隻阿圓」的道歉接受度以及感知到的誠意與饒恕各自為何？從

敘述統計中我們可以發現，「木曜四超玩」的留言分析中，感知有誠意在 200 則抽樣

留言中佔了 132 次（66%）明顯高於無誠意 7 次（3.5%）；而「一隻阿圓」的留言分

析，感知的道歉誠意中無誠意 50 次（25%）明顯高於有誠意 12 次（6%）。 
關於饒恕這個向度從敘述統計來看，「木曜四超玩」饒恕 155 次（77.5%）明顯高

於不饒恕 25 次（12.5%）顯示網友對於「木曜四超玩」也是選擇饒恕佔大多數。而

「一隻阿圓」的留言，關於是否選擇饒恕，不饒恕 155 次（77.5%）明顯高於饒恕 15
次（7.5%）。故總結來說，面對 「木曜 4 超玩」 大部分網友的留言表示其道歉有誠意

以及表示願意饒恕，而面對「一隻阿圓」 網友傾向於認為其沒有誠意以及不願意饒恕。 



 

三、道歉策略與誠意、饒恕以及情緒的關聯 
欲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三：三位網紅在通過社交媒體上的道歉策略如何影響下

方評論的道歉接受度、感知到的誠意以及情緒感知？由相關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知，

否認策略與感知有誠意、選擇饒恕以及正向情緒皆是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這對網紅

發生公關危機的狀況來說，這是最不該選擇的策略方式，有可能與公眾對此事件的責

任歸因有關，當公眾將危機責任歸因於網紅時應該選擇順應型策略，而非否認策略

（Coombs, W. T., & Holladay, S. J.,1996)。而降低危險衝突策略則是對公眾感知有誠意、

選擇饒恕以及正向情緒皆呈現正相關，顯示當公眾認為網紅對危機事件的責任歸因越

大時，選擇降低危險衝突策略如強調自己與公眾觀點一致（如聲明自己也是對防疫相

關事件很關心），或是給予公眾補償（願意捐錢給醫護人員）都是有效的方式。 

陸、結論 
對於為何一樣深陷疫情下的口罩危機事件，「木曜四超玩」與「一隻阿圓」在道

歉接受度、是否饒恕以及情緒感知三個向度的差異如此之大，本研究給予了一些可能

的變因作為參考： 
 第一，Coombs（2007）表示情境危機溝通理論（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CCT） 以受眾對危機責任之認知，做為劃分危機情境的變項，

建議組織面對責任較重之危機類型時，應該選擇順應型策略（修正行動、認錯道

歉）；面對責任較輕之危機類型時，則應該選擇抗拒型策略（否認、逃避責任）加以

因應。由此可探知，在疫情下未戴口罩的危機事件，受眾對於「一隻阿圓」以及「木

曜四超玩」的責任歸因較大，故應採用順應型策略（降低危險攻擊、修正行動、認錯

道歉）。「木曜四超玩」符合情境危機溝通理論採用最多的策略為降低危險攻擊，而

「一隻阿圓」採用最多的為逃避責任策略。故建議未來網紅如遇到相關的危機事件，

可以參考情境危機溝通理論作為採用何種形象修復策略(William Benoit ,1995)的依據。 
第二個變因為過去的形象以及人氣：兩者在形象上來說，打開 Dcard 搜尋「一隻

阿圓」並以心情數為篩選條件，前十篇的文中有八篇就是負面的文章，包含批評其為

「長輩型 Youtuber」、影片中的形象變了等。另外，阿圓過往有許多的爭議事件，

如：在影片中談論憂鬱症，卻下標「雪莉事件」引發網友認為其在消費死者，此外還

有比對自己整形前後的照片，下標女大十八變卻並未說明自己整形等，都讓網友對阿

圓的好感度下降。反觀「木曜四超玩」一樣在 Dcard 上搜尋其頻道名稱，正面的文章

就佔了 6 篇。由於「木曜 4 超玩」最熱門的影片「一日系列」在介紹關於各行各業的

辛苦與可敬之處，一直以來都深受許多觀眾喜愛，「木曜 4 超玩」的頻道也未曾發生

過爭議事件，因此此次違反自主管理且未戴口罩事件，為其第一起爭議事件。 
 第三個可能的變項為「一隻阿圓」自疫情歸來後有承諾會進行自主管理，卻被

網友發現他與其他 YouTuber 在自主管理期間錄製節目。Weiner（1986）指出當事件結

果是負面，無可預期又具重要性時，人們會傾向涉入因果歸因的處理過程，界定這個

結果的發生原因。首先，第一階段是評估過去曾發生過的因果前例（Causal 
antecedent）來解釋之。而阿圓在正式道歉前還刪除了網友對於他未戴口罩事件的相關

留言，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認為他此措施有欺騙、不負責任等傾向，容易將全部責任歸

因於阿圓自己。 
在研究限制的部分，由於本研究所分析的樣本以及母體皆以台灣為範圍可能會受

到地域性的限制。在樣本的選擇上，原本欲調查 YouTuber 發生危機時的道歉影片，不

過只有「一隻阿圓」有上傳道歉影片，其他兩組 YouTuber「木曜 4 超玩」、「上班不



 

要看」皆以 Facebook 的道歉貼文為主，因此本研究只能針對 Facebook 中的文本道歉內

容進行分析，由於現今危機管理領域的研究較少針對線上影音平台的道歉策略進行研

究，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若能以影音為主，將能分析網紅在道歉時的表情以及手勢，

更能為危機管理領域提供更多線上的危機處理的建議。另外，本研究受到量化內容分

析方法限制，未將網紅固有形象以及粉絲人數納入討論，往後的研究建議可以採用實

驗以及內容分析等混合方法，確認其他變項之間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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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apology will be accepted? 
Exploring Youtuber's crisis 

management based on image restoration 
theory 

 
ABSTRAC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YouTube and other streaming media,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has been extending, from bloggers in the past to Youtubers now. And when 
crises happen, what kind of strategies can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use to restore their images? 
This study uses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he image restoration theory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rategies that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use and if netizens would 
choose to forgive as well as their emotions when commenting. The result found that the more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evade their crises, the fewer sincerity netizens could feel from them. 
Also,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otions for internet celebrities to use corrective a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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