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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概述了網路發展中的歷史脈絡與韓國國族國家、

資訊工業和線上公民權的關係。本文主張，韓國公民對於能與

現代化接軌以及成為世界先驅者的渴望，促使資訊資本主義快

速地興盛並加重國族主義的驕傲。此外，本文主要聚焦於探

究，韓國從八零年代開始至今的資訊社會中，不同的韓國年輕

人團體參與各式各樣線上網絡連結的方式，以及創造主體性。

值得注意的是，資訊科技的普及促使邊緣化的韓國年輕人自我

賦權，並建構了「臨時的自治區域」，透過線上聚集和活動，

對於韓國官方權威和父權產生抵抗。例如，近年一群自我標籤

為「廢人」的韓國失業年輕人，重新發現只要他們待在網咖或

家中的網路上就能創造他們自身的價值和活力。雖然韓國的網

路空間已經逐漸地商品化和迷失在消費者社會中，本文仍希冀

韓國年輕的網民們可以經由走上試圖取回免費資訊交換、自

由、創意和政治方案（political agenda）的力量此一道路，積

極地擺脫資本主義霸權的支配。 

 

 

 

 

 

關鍵詞： 網路、韓國年輕人、資訊社會、臨時的自治區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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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誰擁有網路？ 

直到最近，還是沒有人說自己擁有網路。 

這是因為網路儘管是由「美國所創造的」， 

其獨特設計讓網路轉化為一種世上每個人皆可使用

的可創新資源。 

但是今日，法院與企業正企圖隔開部分網路空間。 

因為如此，他們摧毀了網路促進民主與全球經濟成

長的潛力。 
 

(“The Internet Under Siege”, Lawrence Lessig, 2001) 
 

1960 年代，韓國因為高速公路的興建，成為工程建構中的區域，

雜亂散落著房子與道路。1980 年代，伴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南韓更成

為一個「公民工程與建構中的國家」（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nation），在其核心部份有令人印象深刻的硬體設施。即使在軍政府被

「公民與文化」取代的年代，「公民工程與建構」的國家風格仍未改變

人民太多。如同需要一個新空間一樣，在經濟與社會危機時期，網路成

為政府、市場與公民奮鬥的另一個目標。渡過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後，

南 韓 經 歷 過 成 功 的 政 權 ， 包 含 金 大 中 的 「 人 民 政 府 」 （ people’s 

government ） ， 以 及 盧 武 鉉 的 「 參 與 政 府 」 （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ment）都企圖開啟新公民政權的年代。然而，在高速適應全球經

濟環境下，處於備戰狀態的政府與焦慮的公民達成了默契，使得網路發

展成為國家的第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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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的發展中，老世代擁有國族主義的複雜情結，企圖想將韓國

轉化為一個進步國家，並認為只要有心去做，甚麼都有可能達成，同時

結合年輕世代企圖從舊世代的控制與監視中找尋自己的自主時間與空間

的渴望。這樣的情況，特別顯現於年輕世代為了逃避家庭與社會的壓

力，日以繼夜的沈浸於網路中的高速網民（high-speed netizens）現象。1 

經濟危機時，崩潰的社會關係形塑了網路迅速發展的背景，此時可

將網路發展解讀為「渦輪式資本主義」（turbo capitalism）的部分進

程，並毫無猶豫地摧毀目前生活方式。除了很多人民渴望著，而非害怕

改變，以及對外國有很少的抗拒之外，由於缺乏牢固的地方文化與尊重

智慧財產權的協定，加上社會關係的多元形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現有

聯繫關係的薄弱，使得活躍的資訊交換變成為可能。簡而言之，不同於

「先進國家」、「分享」（sharing）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概

念，加上南韓先前工業社會時期不健全的文化基礎建設，使得大家往線

上空間移動的速度加快許多。 

隨著寬頻網路網絡連結的建設，韓國社會快速改變。渴望新形式組

織 與 文 化 的 人 們 ， 不 斷 使 用 新 科 技 創 造 國 家 創 業 企 業 （ venture 

company）、這些企業的領導人與新社會領域形成新神話。Daum 通訊

公司（Daum Communication，營運韓國最大的入口網站，同時也是韓

國最大的即時通訊軟體開發商）介紹自己開發的「hanmail」電子信件

帳戶，防止韓國市場被雅虎或是 HOTMAIL 滲透。此外，Daum Café 自

1999 年開始營業，推動網路社群成長。然而，直至現在，即使 Daum

通訊公司已創造世界級的軟體，例如 2007 年的反垃圾信軟體，它仍無

法與競爭者如 Google、微軟放於同一個層次相比。儘管面對來自微軟

的激烈競爭，Hangul & Computer 這個南韓公司仍提供讓韓國人更簡單

使用鍵盤之服務，如非常流行的「Are-a-hangul」程式，就隨著熱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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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Cyworld，在 2001 年開始提供個人網絡連結的通訊服務，也成功地

提供渴望擁有自己空間的韓國公民「自己的房間」（rooms of one’s 

own）的服務。與差不多同時期於南韓開始登錄的美國「My space」相

比，Cyworld 展現更高的成長率，約每三位韓國人即有一位是 Cyworld

的註冊使用者（resident）。而 1990 年代開始的線上遊戲產業，也持續

扮演產業龍頭的角色，包括 NC Soft 與發展天堂網路遊戲（Lineage 

Game）的 Netson。 

什麼是未來韓國網路創業企業屬於跨時代的計劃的前景？在 2007

年，許多 2000 年創業企業家已引退，而線上公民運動的熱情也已降

溫。網路的活動聚焦在「多元性」，目前已被各種大型門戶網站包含在

內，而網路的狀態，則主要以消費和娛樂為主。入口網站於 2001 年努

力商業化其服務，也失敗了，很多以依賴線上廣告與廣告瀏覽次數來維

持生存。自從 2003 年，「土地霸佔」（land grab）開始從網路上發

跡，許多財產由大財團所擁有，而這些大財團同時在這過程中收購規模

較小的企業。此外，根據我與網路企業協會會長 Huh Jin-ho 私人的訪

問，Huh 提出可以用「獨特」來形容 2003 年後南韓網路工業的成長

量，並以「排他性」（exclusivity）與「同質性」（homogeneity）兩個

概念來摘要敘述其狀況。他注意到韓國網路產業的發展，對於「全球的

標準」或是自由的資訊流動表現的很冷漠。Huh Jin-ho 認為，韓國社會

竟然不像世界擁抱「部落格」，也不熱衷利用部落格具有表達、傳佈民

主自由的獨特空間。Huh Jin-ho 指出這個狀況，不僅是因為韓國網路的

獨特歷史，還包括韓國文化的特殊性。最後，Huh Jin-ho 指出，網路工

作者缺乏適當的訓練、亦缺乏與外國公司之間的交流，以及只在韓國尋

找網路工作者的習慣，都是阻礙韓國網路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 2007 年 5 月 17 日，這個議題成為《News Maker》的封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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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其 主 旨 在 於 提 出 曾 一 度 夢 想 成 為 網 路 權 力 巨 頭 （ Internet 

Powerhouse）的韓國網路部門，實際上早已失去競爭力。記者 Jeong 

Yong-in 指出，韓國網路部門正處於危機中，並指出許多韓國網路公司

在 Alexa（網址 http://www.alexa.com，為分析提供各種網站的相關資訊

與網頁訪問量之網站）的排名，相較於三、四年前，Daum 與 Naver 共

享第一名至第三名的之際，於 2007 年 5 月，唯一一個擠進前百名的網

站是第 83 名的 Naver，Daum 則為第 158 名，而 Nate 則是 178 名（

Jeong, 2007）。引用一位專家所言，他指出，從一開始就認為南韓是

「網路權力巨頭」的神話，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個「寬頻網路的權力巨

頭」。他將南韓的危機分為五類。第一，儘管沒有培養紮實的技術和哲

學基礎，仍夢想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第二，日漸一致化的入口網

站，無法生產全球性品牌，所以現在已經集中控制國內市場。第三，入

口網站對於追求商業模式與試圖最大化他們的利潤，持「封閉」，而非

「開放」的態度。第四，入口網站僅將使用者視為消費者。第五，沒有

滿足許多消費者渴望創新的全球網絡系統的願望，例如對於 2.0 的需

求。他批評網路產業領袖浪費機會於發展韓國娛樂服務成為「網路權力

巨頭」，並總結認為較「晚」達成工業化的韓國社會，將可能遠遠落在

資訊時代之後。 

現在匆促下結論仍是太早，不只是研究團隊的新聞被 Daum 通訊公

司與韓國蘋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Korea）標準化網路，印度首

長 Abdul Karam 也在一次出訪首爾後指出，「有了南韓的硬體設備與印

度的軟體設備，我們可以創造世界最好的產品。」2 此外，「如果南韓

和印度的大學利用網路為基礎，建立一個傳播網絡連結，共享有能力的

教授們和教育材料，我們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這個歷史時

刻，所謂網路實驗計畫第二代，如 Web 2.0、Second Life、You-Tub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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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將令人好奇韓國網路產業和公民如何加入這些全球計劃。事實

上，南韓擁有一個相對較小的市場與較欠缺的歷史經驗，若以作為一個

世界領導為目標，南韓渴望成為「第一」是不實際的。相較於南韓對於

其由於其網路實驗，成為世界注意目標的而感到興奮，同樣讓人感到興

奮的是，最近流行的韓國文化在亞洲，被稱為「韓流」。然而，根據我

對網路專家 Chon Kil-nam 提出警告，這些焦急的氣氛將威脅與阻礙，

而非幫助南韓冷靜分析與計劃其未來。Chon Kil-nam 建議，比較好的結

果是，可能將來自於韓國網路產業擺脫現代政府的控制、並積極和外國

機構協作，以及鼓勵特定語言社群的活動。 

現在是進行反思過程，並讓此反思過程得到充分的記錄的時候了。

網路帶來的改變形態遠比我們所討價還價的還多，而這些變化是人類夢

想的改變。Cyworld 成員希望創造「正面關係的世界」（world of 

positive relations），而 Daum Cafe 與 Naver 的創造者則夢想著，一個由

個人創造，實現她們的夢想、慾望和意志力的世界。做為一種進步文化

與次文化的形式，這些世界將快速成為下個世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基

礎。歸根到底，最重要的元素還是網路使用者與他們透過其個人歷史與

經驗所創造的個別的角色。下一部分將仔細檢視網路使用者和社會運

動。 

貳、 公民社會與群眾（multitude）：網路空間與社會

場域中主體的多元慾望 

誰是比任何人都迅速地朝向那科技塑造的新時空移動的主體？他們

在網路空間追求的又是什麼？積極的尋遍了網路空間的網民（netizen）

們，可能是由於無法被現存的系統所滿足，而欲求一個不同的時間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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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透過與自己相似的其他人於網路上溝通，這些擁有與普通人略為不

同慾望的人究竟要達成什麼目的？而替網路博物館進行存檔工作的 

Kang Myun-goo 研究團隊，記錄了南韓第一個網際網路空間的出現，當

時的焦點多半放在社群上而非資料庫。當我們回顧個人電腦傳播（PC-

Communication）的時代，以上所述現象是顯而易見的。3 電腦傳播，於

南韓「政治民主化」的尾聲階段出現，吸引了年輕人對「每日生活民主

化」的關注，並提供他們一個表達自我與創造認同的論壇。這些年輕

人，從「學校」與「系統」中溢出，來到了「街頭」與「廣場」，他們

同時也是 90 年代大眾消費社會的主要參與者，自然地成為了資訊社會

中的能動主體並有著特殊的欲望。 

這裡我所提議的「能動主體」（agent）一詞，指涉的是在特定社

會條件下形成的團體，有著特殊慾望，從事特殊的社會行為，造就了特

定的社會場域。而所謂「網民」（netizens），是指在線上社群中行動

的人們，形成「數位文化部落」（digital cultural tribes），文化研究學

者 Lee Dong-yun 使用了以下幾種類別來分析網路現象：1. 透過網路佈

告欄與張貼的參與式民主；2. 聚會、聊天與網路訊息傳遞的休閒空

間；3. 由 Cyword 與部落格所開展的個人媒體時代； 4. 部落格成為新

媒體與文化生產的場域；5. 網路遊牧的「DC inside」論壇；6. 透過快

閃族形成數位部落的自由行動；7. 從網民到拇指族的轉變。而儘管如

此，仍很難從單一的敘述了解到多元且碎裂的團體行動，而我將試圖精

確的使用「主體」（subject）與「場域」（field）等概念去了解它。 

檢視 1998 年到 2004 年的網路行為，有人觀察到三個基本的主體形

式。其中第一種團體是所謂的「386 世代」，即在「網路民主」的旗幟

下出現，也是最常被學術社群所討論（Kim Yong-chul & Yoon Sung-ui, 

2000; Yoon Sung-ui, 2003; Hong Sung-gu, 2001; Hong Sung-ta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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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團體包含了年輕人與女性，被視為所謂的少數，在宰制系統內都

感覺到被壓迫。第三種團體是 90 年代後期隨著經濟蕭條出現，以及於

高失業率與持續經濟不穩定下所出現的失業青年。當然，這些團體都互

相重疊且僅由具啟發性的目的來區分。我使用 Hardt 與 Negri（2001）

提出的「群眾」（multitude）概念來區分這些主體，可以與「大眾」（

mass）做一個對照。將 21 世紀視為美國帝國的時代，Hardt 與 Negri 將

「群眾」此一概念指涉為有能力擊碎跨國企業與單一邏輯管理的全球秩

序的主體。作為一個能夠抵抗統治秩序規則與邏輯的團體，「群眾」有

能力基於不同的價值與各自的興趣，參與多向度的後現代表現。南韓在

2000 年後的網路世界中形成的社群成員就具備這樣的群眾本質。他們

不只擁有與先前的政治團體非常不同的目標與方法，同時也在網路行動

的活動中展現了創造力與彈性。 

一、386 世代（386 generation）：公共討論與網路民主的延伸 

南韓在 1980 年代處於一個民主運動掙扎的時期。當時許多大學為

了抵抗軍事獨裁者而組織了猛烈的反獨裁抗爭，但隨著東歐聯盟的瓦解

以及全球進入消費社會而快速地弱化。之後，新的世代出現了，他們沒

有貧困的經驗，年長一代的沉重壓力被一掃而空。在這段期間，網路空

間的出現提供了年輕人克服長輩的壓迫，並進行互相交流的空間。運動

世代（activist generation）的「形而上論述」漸趨衰微，其他具備行動

意向的團體讓他們的聲音能夠在網路上被聽見，形成多元的運動社群。

回溯當代歷史，可以發現許多社會改革漸趨死板與保守，甚至引發反

彈。然而，以南韓來說，網路空間的突然開啟，使人們能夠使用不同的

目標與方法持續的運動，而不是切斷了民主運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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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電腦傳播的時代開始，網路空間就充斥著期望社會進步的啟

蒙聲音。第一群進入網路的公民已經具有公民的社會意識並藉由推動民

主運動對「結構的矛盾」進行批判。同時，運動中的「海報牆」（wall 

poster）文化以直接而強烈的宣告方式，也在線上重新複製成了網路佈

告欄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電子佈告欄是如何讓眾多的個人聲音能夠進

入到公共領域。當時，許多的線上張貼來自那些試圖區分是非，以及希

望能夠揭露一些社會錯誤的人們。於是，當時網路空間成為一個巨大的

暴力。這段介紹被收錄在六月份的大學學生雜誌《智識與靈感》（

Intellect and Aspiration）中，揭示了一種這段時間以來的網路文化觀

點。 

我被 Email 給淹沒了。有太多的信件一封接著一封而來，

我感覺到讀這些信件真是浪費網路連線費。不只如此，多數的

Email 都是一些罵人的信，充滿了髒字。我很好奇我為何要承

受這些。不管我思考多久，這都沒有任何道理。問題是事實上

我曾在電子佈告欄說了一些什麼，而所有人也都讀過了。儘管

如此，我所做的事是為了表達一個與其他人都不同的意見，這

激起了大量的批評，多到我無法看完。我的結論是，在網路論

壇中，人人都成為了一個小小的獨裁者。在一個意見的表面，

面對與他們自己不同的意見，他們批評、監督與罵髒話。網路

空間中的旭日何時才會東昇呢？ 

如果 1980 年代民主運動成功的推翻了軍事獨裁政權而達成了政治

民主化，在新時代的網路空間中，不管有無參與這樣的運動，或者相反

地，被此運動壓迫，都能夠表達他們自己。特別是 ID 的使用以及假名

的使用，「一種命名的文化」開始開花，例如隨著女性主義傳統將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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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姓名之中。隨著每日生活漸漸民主化，那些具有不同觀感的人們的

能見度逐漸高漲。網路空間不斷地政治化年輕世代，並扮演了「延伸的

民主論壇」的角色。 

廣義的來說，有四種型態的活動出現在「網路民主」的旗幟之下。

首先，年輕人領導的政治活動，透過網路空間成功的劇烈改變南韓的主

流政治。「Nakson 運動」於 90 年代末期透過組織網民，成功的顯現了

社會長期腐化的問題；而小的公民團體「NoSaMo」（意指愛盧武炫的

人們），則藉由線上組織運作，幫助盧武炫被選上總統，展示出相當可

觀的網路力量。兩位被美軍卡車撞死的女中學生喪禮能夠成為全國事件

也是因為網路空間的力量。「反美國燭光祈禱」在光武門舉行，首先由

網民所建議發起，也成為三個月後示威活動的基礎。網路上模仿美國小

布希總統（George Bush）的行為娛樂了網路上的年輕人，而由匿名歌

手演唱的一首反美歌曲則於網路上被廣為流傳。在美伊戰爭期間，這類

活動成為之後反美運動以及反戰運動的基礎。自發的、非組織性的社會

運動由多元的民眾所參與，進而延伸為一種包容性的民主文化運動。當

女性、弱勢以及少數使用網路佈告欄來討論他們如何受到壓迫，大約十

幾歲的年輕活動者在他們的同儕間成立了「學生福利委員會」，用來推

動學生權益，包括自主決定自己的髮型，以及降低投票年齡至十八歲等

等。 

第二個網路民主的例子來自另類媒體的活動。網路提供一個空間給

另類媒體來發聲以及讓許多人創造「媒體」。在 2000 年之後，許多的

網路新聞報出現，其中代表的有 Ddanzi-Ilbo 與 Ohmynews；而入口網

站的媒體發佈以及個人媒體部落格，也在之後不久出現，大大地貢獻於

破除集中化的媒體系統，甚至改變冷戰系統的獨裁語言成為民主的語

言。衛星廣播與有線電視開始之後，資訊網絡更加的多元，不斷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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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建立權威性的報業以及廣播電視台，開創了一個新的媒體工業實驗

階段。 

第三個網路民主發生的場域，隨著資訊篩選能力而出現。一些網站

如 Naver Intellectuals 能夠創造一般人容易參與生產和流通為主所形成的

知識生產體系。值得注意的是，並非知識現在可以被大量累積，而是對

於瞭解知識方式的轉移。隨著對於「專家」權威的懷疑日增，愈來愈多

人選擇直接參與知識的產製。知識產製和共享的開放來源，形成新的經

驗和集體意識的轉移。事實上，大眾可以參與從前被少數人所壟斷的知

識之產製過程，標示出令人印象深刻的資訊民主。 

網路民主的第四個產物 Durkheim（1912）所指涉的｢自我社群｣ （

community for itself）中的慶祝與｢節慶化｣（festivalization）所產生，其

因源自於它的政治化──世界盃時期的街頭慶典為代表例子。各式各樣

的網民包括青少年和女性將 2002 年的世界盃，視為一個可以如同一般

公民長達一個月聚集在街上和慶典中的機會。這完全與一九八○年代社

會運動的憂鬱黯淡氛圍大相逕庭，這些公民們自然地聚集後進行慶祝活

動，並驚喜地發現自我的新面向。這些慶典活動成為一個翻轉公民主體

意識「由上往下」既有模式的機會。藉由世界盃的慶典，「能動性」和

「工作主體」這些現代規訓系統已經轉換為「自主性」和「遊戲主體」

（Kim, 2002; Lee, 2002; Cho, 2003）。由於長時間對於自我表達和團結

於線上空間的訓練，這些大規模的公民慶典讓嚴肅的 386 世代和消費者

世代的集結成為可能。作為完成「現代性未完成計畫」所實行的努力，

此種節慶式空間／時間的慶典型態，可被視為動搖先前集權制度的工

具，並將權力從新儒家的舊世代轉移至年輕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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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邊緣群體的臨時自治區 

另一個有助於建置網際網路線上空間的群體是年輕族群和女性族

群，他們皆生活於受壓迫的家長制系統中。年輕族群使用網路的人數相

當高，根據韓國網路資訊中心的報導，最大量使用網路的人口是十幾歲

的族群，有八百六十三萬人次（或是使用網路人口中的 94.3%），次高

的是二十幾歲的族群，有七百六十七億人次（91.3%），緊接在後的則

是三十幾歲的族群（78.5%），四十幾歲（50.8%），五十幾歲（

23.2%），以及六十幾歲（5.1%）。在此同時，網路使用者中最快速增

長的族群是那些四十幾歲的人口（中央日報，2003.8.5: NA）。而具有

較高好奇心的年輕世代則是第一群採納新事物的族群。然而，除了這些

自然需求外，韓國青少年也具有相當強烈的動力藉由網路使用來逃避社

會制度的壓迫。 

相較於這些「386 世代」的社會活躍份子，消費社會的產物－「新

世代」企圖從壓迫的社會中逃脫，並藉由線上多元化的玩樂和關係達到

個人角色扮演的轉換。他們努力創造出另類家庭、自我擁有的房間以及

自我所崇拜的明星，讓人想起 Hakim Bey（1999: 97-106）所提出用以

描述 1970 年代西方的無政府主義者反文化的「臨時自治區」（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這個概念令人想起如「海盜的烏托邦」

和「無家庭的部落」的架構，指向自由、想像和創造的新空間，藉此造

就了希冀改變人們的新關係。雖然這些僅是暫時的空間，由於其自主性

的特質，人們可以經驗這些空間而達到自我的改變。縱使這些空間是否

可以變成另類的公共領域仍需要被討論，但網際網路對於韓國年輕人提

供了暫時自治區是不爭的事實，並且他們也將網路的優點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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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檢視 2000 年後，南韓邊緣團體的三種主要網路活

動。第一種是藉由線上空間形成的選擇式家庭創造（虛擬家庭），第二

種則使用 Cyworld 的「minihompy」並將之當作自我表現和社會網絡的

空間。而第三種則以個人為中心的俱樂部和流行文化的影迷活動。 

（一）創造虛擬家庭（cyberfams）：從血緣家庭到選擇式

家庭 

雖然虛擬家庭變得較不流行，但在 2002 年之際，它們可是檢驗年

輕人如何在虛擬空間中主動建構他們所希望的關係的最好方式之一。

Jeong Hyun-ju 在他對於虛擬家庭的研究中提出幾個有趣的觀點。在南

韓，家庭被視為最神聖的組合，可以自由選擇父母的想法根本就是天方

夜譚，然而，在年輕人的聊天或社群網站中，使用者常常會接收到「你

可以當我的媽媽嗎？」之類的邀請，透過這樣的方式，新式的家庭形式

被創造出來，甚至還出現有徵募成員形成家庭的例子，當接收到願意成

為家庭成員的回覆時，某一個人會制定家庭規約並透過電子郵件介紹家

中每一位成員，最終創造出一個新的家庭（Jeong, 2003: 344）。在

Jeong（2003）的研究中，資訊提供者的說法為這些自願追求親密安排

的行為提供了豐富的理由，而這些親密安排是出自於成員對於家庭的想

像。有些人表示他們希望成人可以對於議題給予他們建議，有些人則認

為他們僅有兄弟和姊妹的陪伴而感到寂寞，也有人認為，當他們開始創

造虛擬家庭，他們就是希望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家庭範本。 

一旦虛擬家庭被建構出，裡面的成員就開始交換即時通訊的帳號和

手機號碼以便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間聯絡到彼此。當然，其他形式的互動

也會在線上發生，例如藉由線上「筆記」來傳送邀請，或是詢問日常生

活中細瑣的事務並傳送生日邀請訊息，這些都被視為虛擬家庭成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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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責任。為了這些責任，他們發揮對於家庭的想像，並盡速認識彼此，

並在某種程度上支持彼此。例如，如果彼此創造了母女關係，女兒回家

後必須報告在學校發生的每一件事，就像真正的女兒會對母親做的一

樣，而虛擬家庭中的母親，聆聽著這樣的描述並給予建議或是讚美。從

異性間的八卦到談論考試的壓力，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碎小事建構了虛擬

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感。 

虛擬家庭的維持全然倚靠著成員個人，如果一位母親忙於考試並且

無法上網，那這個虛擬家庭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且沒有人會為這樣的解散

而抱怨，如此的「自然瓦解」象徵著想從家庭束縛的力量中逃脫的欲

望，而虛擬家庭的優點則在於成員的關係可以被創造、瓦解和重新再凝

聚。雖然這樣的關係有時會惡化，甚至包含與後輩發生性關係或是其他

負面的結果；但最根本地，虛擬家庭的出現源自於這些成員有給予或需

要情感支持的慾望，並且反映了年輕人使用家庭象徵來創造親密關係的

慾望。Jeong（2003: 353-355）主張，虛擬家庭是一個藉由網路的可信

賴傳播發現了表達的新途徑，而這（家庭關係）先前只侷限於生理上形

成家庭的親密關係。再者，如果血緣家庭的親密性創造了規則和夫妻，

她認為虛擬家庭則創造了自由和夫妻。這樣主動建構家庭關係的型態於

2007 年大幅消失。這樣的改變來自於已經很多新形式的關係出現，並

且新的保守主義出現於年輕人之中，由於他們的生活變得愈來愈困難，

以致於他們相信必須要依賴既存的家庭。 

1. 虛擬世界的「minihompy」：自我中心的社會關係和網絡 

在一開始，網際網路是一個匿名的空間，許多人利用這樣的特性來

攻擊或毀謗他人，有一群人因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而在 2001 年的九

月聚集在一起，希望創造出一個「美麗世界」作為個人網絡連結的社群

網站。這樣的「minihompy」獲得空前的成功。Cyworld 使人們可以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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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地在線上取得「自己的房間」，在「自己的房間」中主要的活動包括

寫日記、製作個人相簿、上傳音樂、紀錄訪客以及從別人的 minihompy

中盜取文章或音樂。使用線上購買的音樂作為背景音樂，使個人的

minihompy 彷彿一個迷你的廣播站，藉由展示他人的創作將個人的

minihompy 搖身變成美術館（Kim, 2005）。如此精緻的個人想法、品味

的展示將鼓勵其他人觀賞自己的 minihompy，以及自己去觀賞他人的

minihompy。簡言之，我們可以想像 minihompy 社群如同「一個房間的

公寓」組合一般，裡面的居民可以自由地造訪他人的房間∕家。 

Cyworld 的普及則引起大學學生在線上課程參與的下降，在 2000

年，如果某人開設網路課程，參與率是相當高的，因為大學生會在線上

交換大量的資訊，然而，當如今的使用者擁有自己的「家」或「部落

格」時，虛擬課程的公佈欄則變得相當冷清，學生們轉而將精力放在裝

飾自己的家或是獲得資訊。 

2003 年，當我在質性方法課程中請教學生何以 Cyworld 如此受歡

迎之際，其中一位學生 Han Jin-sang 聲稱，是為了要克服孤單的感覺，

正如歌詞所說「貧窮在富足之中」：雖然許多人圍繞著我，雖然我跟很

多人通電話，但孤獨的感覺依舊。這就是 Cyworld 為何進入人們的心中

並使他們上癮的原因。使用「1 chon」的概念，這是一種用來測量親屬

間關係的傳統方法，Cyworld 創造了一個系統來維持社會關係。Han 

Jin-sang 表示他擁有 40 人的註冊，每個人都以「1 chon」來註冊，對於

這些人他感到相當的親密且覺得可倚靠。 

Cyworld 另一個受歡迎的特色是「衝浪」（wave surfing），讓人們

可以方便地遇見其他人。生存在當代社會中的人們容易被孤立，然而，

藉由 Cyworld，他們可以輕易地遇見他人，從而得到新的刺激並瞥見他

人的生活。藉由「衝浪」（wave surfing），人們可以在任何時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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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並感到較為舒坦，當察覺他人也同時在憂慮某項議題時。Han 

Jin-sang 描述 Cyworld，認為它是一個不昂貴的維持關係的方式，有如

電話，藉此未經修飾的會面變為可能。如果你討厭某人，你只要不「登

入」即可解決，這是一種「明確但殘忍」的維持關係方式。相對地，女

學生 Gang Un-ryung 認為，比起這個房間成為大村落的某一部份，擁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並非那麼重要。藉由這些網站不斷的傳播變為可

能，並讓隨時處在變動的現代人感受到舒坦。 

Cyworld 為那些渴求擁有屬於自己空間的人提供一個「屬於他們的

房間」。典型的女性主義小說家 Virginia Woolf 建議女性去尋找「屬於

自我的房間」，她認為女性所需的最小空間是為了讓他們成為現代化主

體。現代化可以被視為成為個體和公民的一個過程，提供人應該擁有的

「獨立自主」和「正直」意識。對於女性和年輕人而言，在南韓現代化

的過程中他們是難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而 Cyworld 則提供了這樣的

需要。簡言之，網際網路提供了工具和支持，並伴隨自我中心的網路，

讓使用者創造屬於自己的房間，在其中他們得以發表言論和重新塑造自

我。 

有趣的點在於，在 Cyworld 中何以女性在數量上超越男性，這是因

為 Cyworld 成功地創造了一個令女性感到舒適的空間，我們可以說

Cyworld 如同是一個「女性空間」，它比起線上遊戲或搜尋引擎是更為

關係導向的。女性網民談論如何更深入地了解他人、如在資訊社會中學

習賴以生存的禮儀和道德。無論是尊重他人的隱私或是對於資訊共享感

到感謝，人們可以從這個網站中學習到如何尊重新的線上規約。

Cyworld 提供韓國年輕人一個空間，在此他們感覺自己居於中心並讓他

們可以創造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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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數族群的文化和迷群：主動介入以創造另類文化 

1990 年代早期，在南韓轉變成大眾消費社會之後，新的消費世代

隨之出現。年輕人開始藉由流行文化表現自我，並也藉由參與消費和大

眾文化傳佈，開始創造新的迷群認同。這樣的活動很自然地在網路上運

作，而線上空間有多元形式的迷群活動正在開展。不僅是主要明星的迷

群活動變得較為主動，創造出足以捕捉時代脈動戲劇的新興作家之迷群

活動亦是。因為，這些作家的粉絲不僅僅幫助這些戲劇達到成功，也提

升了流行文化的整體品質。舉例而言，主動的粉絲支持 2003 年的【Do 

as You Like】、2003 年的【Demo】、2004 年的【Island】等電視劇，

支持的行為甚至持續到戲劇下檔，迷群們持續他們的粉絲活動，包括粉

絲導向的公開活動和討論，創造出一種以閱聽人為導向的流行文化。雖

然活動的範圍從媒體監視到明星創造，粉絲們為新的明星和作家提供了

他們的支持，再者，藉由發表對於流行文化不受拘束的評論，他們使得

流行文化得以更有創造力和原創性。 

Bernie Cho，作為流行音樂和衛星廣播領域的十年工作者，他表示

過去這十年的線上活動確實對於流行音樂造成大規模的影響。4 他將網

際網路對於音樂產業的影響歸納成三類：第一，藉由網民的主動線上討

論，音樂盜版意識隨之興起，在此同時，粉絲們也對於收音機和電視

PDs 試圖賄賂某些藝術家，以得到音樂播放的機會視為理所當然的行為

提出異議。換言之，藉由網民的努力，音樂的世界得以淨化。第二階

段，當網民使用 MP3 和 Soribada（韓國第一個 P2P 系統）收聽免費音

樂時，將激進地破壞了音樂產業。從 2002 年開始，音樂市場開始萎

縮、流行歌手從專輯銷售賺取大量金錢的情景已不復可見。Cho 希望音

樂產業能夠結合網際網路和手機以及 UCC（使用者創造內容）達到匯

流，從根本來改變現況。當數位音樂進入數位匯流的世紀之際，新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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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也被期待出現，並且，新的網絡連結傳佈得以被創造。 

比起男性而言，女性算是最忠誠的流行文化粉絲，而年輕人的忠誠

度也勝過年老者。這些群體能夠快速地適應改變，在虛擬空間中創造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並且在適當的時機於公共領域中展現他們的經

驗。當他們創造出屬於他們的另類文化，這些群體也創造出屬於他們自

己的認同，並對自身產生賦權。在此同時，他們的活動也超越只包含亞

洲的國際邊界。當粉絲對於他們喜愛明星的產品力行普及化的推動，也

同時促進了國際文化交流。這種多樣的線上流行文化活動也促進了「韓

流」的流行。 

三、年輕失業族（Baegsoo）和廢人（Pye-in）：網路產業的主

要演員以及處於失業時代年輕人的生活型態 

在 IMF（國際貨幣基金）的金融危機之後，網路企業甚至更為蓬勃

發展，這代表了失業狀況和經濟危機在網路產業的發展中扮演了相當重

要的角色。除了政府急速拓展網路的政策之外，其他對於網路影響的因

素也在運作，包括了投資資金的快速集中化。但經濟危機之後這些資金

則無處可去，許多員工突然間被迫失，以及高速網際網路的網咖開設，

這些提供大眾近用網路的公共空間。許多失業的年輕族群因工作難尋，

聚集在網咖來消磨時間或進行線上遊戲，促使韓國玩家的水準達到國際

化的水平。這些主動或是被動的失業者在網路的發展中扮演了重要的角

色，但換個角度來說，網際網路培養了失業率的增加，因為這樣的緣

故，網際網路既是聲名狼藉、會製造「廢人」（指稱：沈迷於網路中的

失敗者）的工具，但從另一個角度觀之，它又是「孝順」韓國的產業，

為韓國製造了高出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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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失業率的時代，線上遊戲變成一種讓那些找不到工作的人得以

逃逸到「虛幻世界」中的途徑。在英國或是日本，自從 1980 年代起經

濟衰退與年輕人失業率上升，已經有十幾，二十幾年以上了，而 NEET

（非在學、失業、非實習）這個詞即是被創造出來用以形容這些找不到

工作的年輕人。 

事實上，在南韓，想工作但找不到工作的人並不算少數，而找到工

作但並非合乎自己希望的也不在少數。在這樣「貧困」的情況下，雇主

發現找到適合的員工並非一件容易的事，反之亦然，這已經變成大眾結

構重新調整這一段時間中的重大問題。在日本，許多被稱之為「飛特

族」（freeter）或是「單身寄生蟲」的年輕人，過著兼職的生活型態，

做他們自己想做的工作，但依舊依靠父母提供小額的固定生活費，對於

日本來說，這樣的情況已經變成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Hutakami, 

2005）。 

相同的趨勢也出現在南韓的「NEET 族」。然而，在「NEET 族」

的個案中，他們的生活是相當緊密地與網際網路結合的。有些年輕人之

所以失業原因來自於他們對於網路的深度著迷，儘管他們並不確定自己

的未來該如何走。有些人將線上遊戲轉換成全職的工作，有些人則是追

求晚期現代生活型態，所以他們工作時間短，玩樂時間長。在這些年輕

人當中，對工作沒有興趣的人，選擇變成失業並稱自己為「廢人」。新

興年輕部落倚靠父母或他人生活著，當追求自己想做的工作時，他們會

使用網際網路。 

我們來看看 2003 年十一月出版與 Baegsoo.com 有關的一篇文章。

當 Song Kyung-min（27 歲）失業時，他試圖想要尋找到某一個社群是

屬於年輕失業族的，然而卻遍尋不著，之後他於創立了 Baegsoo.com，

目前有超過 3000 位年輕失業的成員。Song 認為網路是一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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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沒有了網路，對於年輕失業族群來說，生活將會變得相當困難。」

5 這一個網站的成員享受著許多文化的利益，例如當你處於培訓或是找

工作的階段時，可以在這個網站下載電影、收聽網路廣播、聊天諸如此

類，而且全部皆是免費。當然，Baegsoo.com 裡面的成員也會互相幫忙

和支持。雖然不同於廢人的說法，這兩者幾乎是密不可分的。 

從 www.dcinside.com6 的網站中的聲明中，可以發現廢人世界的模

樣。在此世界中，只要廢人們能擁有高速網路，就算每天只能吃泡麵，

依舊會覺得很快樂。當他們無聊之際，可以下載或觀賞電影。當他們感

到焦慮，可以從政府的計劃中得到免費的工作訓練。廢人們表示，他們

可以於上網花費 24 小時，與社會流行保持聯繫，並感受具有生產力和

自我滿足。再者，於網路上的「反市場」（anti-market）中，他們可以

取得他們所需的各式樣資源和資訊。藉由線上遊戲、網站瀏覽或是創造

屬於自己狂熱的網站，這一大群處於晚期現代性的年輕失業族藉由網際

網路製造出他們自己的生活。 

當少數的人願意或能夠進入晚期現代性（特性是階級差距明顯和高

失業率）這種不穩定的工作市場時，這樣一群花時間安靜地待在電腦前

的人似乎有增加的趨勢。這些掙扎在維持自我尊嚴，奮鬥於經濟不景氣

之中，並忙於線上活動的年輕失業族，是否會是社會改變的新想像來源

呢﹖毫無疑問地，解決目前南韓社會中的失業問題是當務之急，從這樣

的觀點出發，解決失業議題的任務會與網際網路有相當密切的關係。 

參、結論：實驗時代的第一階段以及之後 

這十年以來，韓國的高速網路發展，提供了韓國年輕人創造多元化

和自我個性的實驗空間。透過線上空間的突然開放，這些青年能夠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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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更多樣化公民主體的過程。「386 世代」著迷於民主未來的夢想，

利用網路從事政治、媒體的民主化過程；而邊緣化群體，其中包括婦女

和青年，也是網絡空間重要的行動者。這些人有著不同的情感和語言，

他們一起抵抗著父權的權威秩序。熱情迷群的線上行動改變了流行文化

的面貌，而一般個人的行動也改變了知識生產和分配的方式。志願服

務、自發性，和善意的姿態取代了過去橫行於網路的暴力行為，網路成

為一個龐大的社群，是適合新時代的發展趨勢，到處都顯而易見。事實

上，許多網民都用網路建立自己的社群與自我反思和正直的生活。任何

地方都沒有像在韓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驗」取得如此的成功，而

韓國也面臨了更多社會創新和變化上的挑戰（Lessig, 2001）。 

然而，與臨時自治區成為替代性公共空間的夢想相反，2004 年之

後，許多網站成為更有組織的大型入口網站，並迅速地商品化。許多大

規模的社會實驗卻惡化成為消費和娛樂的領域，網路民主因已融合了商

業主義和大眾國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所以不是逐漸成熟，反

而是倒退了。新家庭關係的實驗，如虛擬家庭（cyberfams），似乎只

是一種玩樂，無法產製出新的另類∕替代（alternative）家庭。網路入

口網站和網路新聞媒體在 2006 年的選舉沒有成為重要的反挫力量，因

而有愈來愈多的批評認為網路上所謂的另類媒體也正在成為另一種形式

的商業化媒體，例如提供羶色腥的新聞和標準化的故事，目標是長期的

利潤。 

至於虛擬世界（Cyworld）中的網民，他們是否由於擁有了「自己

的房間∕空間」（rooms of their own），而變得更加自我反身（self-

reflexive），更具創意且更快樂？這是否如同社會科學家所譏諷的，認

為這些虛擬世界中的單房公寓（one-room apartments）與他們父母一代

用於清潔和裝飾的一般公寓沒有太大的差別？至於那些正高興吃著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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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業青年，在青年失業的時代能存活多久？ 

在線上世界的網民人數劇烈增加，重組網路生態，更加著重以入口

網站為中心，並變得更為保守。當新自由主義結構重整帶來的效果愈趨

明顯，「社會性」也正在解體，而社交焦慮的程度逐漸上升。隨著保持

著一個「不可動搖」身份的保守渴望愈趨強大，持續成長的社會同質化

和社會保守主義，皆顯示其在虛擬空間也有同樣影響。7 2005 年 5 月 5

日，《朝鮮日報》有一篇文章的標題為〈網路保守主義者的反擊〉，這

篇文章是關於 50 歲左右的網路使用者如何成為最活躍的網民。這也得

到了研究中心團隊的證實。研究團隊在 2006 年 4 月，針對網民以及網

站進行為期一個月的調查和分析之後，認定把網路視作是一個進步中社

會重要支柱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2004 年，在觀察網路對於 2002 年

總統選舉和 2004 年彈劾聽證會發揮力量，證明了保守主義者開始重申

網路的影響力（reclaim the Internet）。這篇文章將逐漸成形的保守主義

網民歸因至老一代的「反擊」結果。 

隨著這樣的反擊，對於網路文章有激烈反應且對任何人、任何事物

都表達憎恨、敵意的「虛擬網路大男人」（cyber machos）發動的攻擊

數量，據說是愈來愈多。這些面對網路上不友善回應的受害者，往往是

婦女和少數性別族群。愈來愈多的保守主義現象可以在大學校園中得到

證明。儘管目前已花費不同的努力去創造各種不同形式的教學方法，包

括線上課程，而最成功的網站已被證明是一個「個別指導」的教學網站

（a site for tutorials）。在「快樂學習室」的口號下，「超級學習」（

Mega Study）（www.megastudy.net）已成為幫助學生通過大學入學考試

最成功的網站。而「超級學習」的成功投資，也讓其名列富比世（

Forbe’s）韓國 100 家頂級企業的名單之中，其無疑提供了很好的個別教

學輔導和學習的幫助。然而，問題在於這樣為了 21 世紀教育而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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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資本化教育網站，仍是以投資者導向的學習模式為主。儘管韓國仍努

力創造不同的教育系統，但以大學入學考試為導向的仍是這教育系統的

主流，而其他的教育形式卻漸漸式微。 

隨著日益增長的保守主義，也有不少有關對於網路空間「嬰兒化」

（「choding-hwa」）的專斷的言論。在此並非指有更多小學生使用網

路；而是指由於同質的大眾進出網站，使得網路「嬰兒化」的現象。這

樣的趨勢跡象包括於搜尋引擎上發問瑣碎無關緊要的問題和答案，在網

路上流通的線上遊戲，以及色情和賭博，與無所不在的影劇明星八卦網

站。與此現象相關的詞彙是「zziziri」，它的原意為弱智的，並延伸指

稱對任何事都沒有強烈的意見，隨波逐流過生活的青年。與自我進取且

具創造性的青年如「鄭鉉哲」（Seo-taeji，韓國搖滾歌手與音樂創作

者）相比，「zziziri」意指那些在網路上發表不成熟的留言，並從事毫

無意義行為的青年。2007 年 5 月 19 日，一篇標題為〈網路新人類：

Zziziri 的力量〉，Kim Byun-suk 於《東亞日報》（Dong-ah Ilbo）報導

了這群青年如何對於形塑流行文化產生巨大影響。 

根據這篇文章，大多數 zziziri 的最終目標是在生活中成為注意的對

象，感到無聊並耗費大部分時間在電腦前。文章還指出，一個人只要智

商有 100 或以上就可以成為 zziziri。文章的附帶照片裡，一名年輕男子

盯著電腦螢幕，一隻手放在鍵盤上，另一隻手放在滑鼠上，等待下一次

的刺激火花。為了更了解 zziziri，我搜尋了網路，並在 2004 年 11 月找

到以下這篇在部落格中非常具有自我反思性的文章。 

我也是 zziziri（正如你所看到我現在正在做的事-_-）。隨

著網路的普及，對一個討論主題了解不多的人也可以參與公共

討論，因此引起 zziziri 的現象。我突然回想起……在中學時，

我向一個網站的成員詢問一首歌詞的英語文法。我很肯定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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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法是不正確的。一個人冷靜地指出我的錯誤；另一個問我

怎麼這麼愚蠢，竟然不知道這樣簡單的東西。我沒有忘記這個

事件。首先，我並沒有透露我是一名國中學生（畢竟，誰會願

意透露一些會損害自己立場的事情？）。這就是 zziziri 的特點

之一。為什麼他們假裝知道他們不知道的事呢？事實上，沒有

任何一個特定的人是 zziziri。我們都是 zziziri。即使有人在對

討論主題沒有任何了解的情況下加入討論，也是一個 zziziri，

所以也有人不了解討論主題，也不參與討論，也是 zziziri。讓

我們朝著不是 zziziri 的人丟石頭。我之所以這樣說，是因為某

些人對 zziziri 的態度。也許我因為個人的經驗會更敏感。 

一個人總是有可能會犯錯。不。應該說人會常常犯錯。在

網路上，沒有兒童和成人的區分，zziziri 可以是國中學生或是

像我一樣年輕（？）的人，這些人希望能在網路上學到一些東

西。（那一個肩負著社會給予的希望的 7 歲的天才，是否也可

能是個 zziziri？這是因為他們還缺乏背景知識。哈哈）。如果

認為一個人不理解一件事，我們就要糾正他。10 次裡面有 9

次，這就是我們需要做的。如果沒有用，繼續用心思考。真正

的 zziziri 是當 zziziri 出現時取笑和杜絕它們。（Hmm. 如果是

這樣，也許我也是 zziziri？） 

“intherye”（2004 年 11 月 21 日，取自 http://intherye.egloos， 
Com/572485） 

上面這一段文字是 2004 年寫的，我們可以看到 zziziri 指的是缺乏

社交技巧的人，但因為他們都還很年輕，仍有時間長大成熟。三年後的

2007 年，zziziri 指的是，不論年齡，透過他們集體像 zziziri 的行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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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有很大影響的這些人。隨著網路空間成為大眾消費的空間，目前

狀況已經到達大眾驅動更多的群眾（mutitude）的狀態。在這一點上，

我引用一位從稍為不同角度研究韓國變遷的人類學家的話—Jin Su-

young 每年都會來韓國觀察社會的改變，由於網路，有一年她離開時

說：「韓國的青年：他們知道很多事，但真正理解的事少之又少。」 

他也認為，如今資訊隨手可得，他們不煩惱尋找信息。因為他們非

常忙碌，他們不會試圖理解更大的整體概念。只是一直忙於追逐一個又

一個的流行，或是爭論瑣碎的細節，他們似乎失去能夠看到社會整體圖

像的能力。 

也許以網路「嬰兒化」現象為基礎，下這樣的結論是錯誤的。然

而，為了要論證，重要的是要知道網路「嬰兒化」現象起因於太匆忙安

置硬體導向的基礎建設所產生的「悲劇」，進而導致「不平衡」的發

展。面對日益成長的社會保守主義和大眾的低參與程度，而期盼網路能

有另類空間發展的進步主義者，對此感到失望並提出以下問題：那裡才

是自由和經驗、實驗性以及創意交流的空間？是否有為那些以自我導向

為主，並一同從事合作計劃的網民創造一個愉悅空間的可能性？不是沒

有朝著這個方向努力，公司如 Agile（http://agile.egloos.com）9 就正在

開發個人可以創造無束縛網絡的軟體，讓合作學習的邏輯凌駕於的利潤

邏 輯 之 上 。 同 時 ， 雖 然 創 作 共 用 （ creative commons ） 計 畫 （

http://creativecommons.or.kr ） 已 在 韓 國 開 展 ， 新 的 全 球 部 落 也 在 如

barcamp （ http://barcamp.or/BarCampSeoul2 ） 和 pechakuch （

http://www.pechakucha.or.kr）的活動之下形成。隨著這些合作計畫的開

展，讓合作式的學習有機會再次重現。 

在韓國，有許多網民已花超過十年的時間成為網路的消費者和生產

者。當年輕人有能力尋找資訊並使用它，他們就已培養了如游牧民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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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的技能和智慧。這些年輕人，有一天將對這世界有敏銳的感覺，

也將會跳脫現有的就業市場進而從事將會建立一個新世界的利基活動。

這些年輕人不願變成巨大資本主義機器中的螺絲釘，偏好充滿自發性和

創造力的自治區，並利用虛擬空間在這資訊社會中創造新的公民主體。

在社會階級區分正在擴大的情況下，Shuman 和 Harold（1997）認為，

現在社會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倚賴著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很多人都

已學習減少慾望，僅購買真正需要的東西，過著快樂的生活。從這個角

度來看，韓國的快速數位化讓人們學會愉快地參與學習過程，成為「網

絡社會」和「終身學習」社會的成員。 

「早期採用者」（early adaptors），是指那些以學習先進技術作為

工作的人；網站管理員體驗到將人生變成自由和創造性的空間；自我描

述的廢人和迷群俱樂部成員開闢了一個新的世界生產、消費和流通……

在這新世代，所有的成員都使用未受規範的網路自主空間，跨越文化邊

界並長期積累從事多元和獨特形式溝通的經驗。同時作為特定民族國家

的公民和全球虛擬部落的成員，他們自由地思考和生活，就像他們跨越

國家和地域邊界一樣輕鬆。Lessig 認為，隨著網路的發展，工業社會中

所創造「自主空間」和「規範空間」的二元關係，已經崩潰。相反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共享創意大型空間的建立。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的

轉變，他也警告，這些空間正在迅速地商業化，將會危及人類的未來。

10 挑戰「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現在明顯地指稱商業企業活

動，而非藝術活動的作品這樣的現實（Lessig, 2006: 9）。Lessig 提及，

我們再也不能拖延將「免費使用」（free use）的概念轉換為「公平使

用」（fair use）這樣緊迫的任務。他也指出，這既不是「保留了所有的

權利，也不是完全沒有保留一些權利」（Lessig, 2006: 277），他建議

使用「保留一些權利」概念，以透過資訊的積極主動分享建立一個具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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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防禦系統。 

在韓國，可能有許多人以他們的身體經歷過 Lessig 的想法。入口

網站的活動始於網路一開始的開放資源概念。不斷擴大的網路空間是免

費的，無論是工業社會或資訊社會，因為沒有規則存在，網民都可以從

事自發性和創造性活動。藉由這些活動，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合作文化和

對於所有權的定義。正如有人從「國族社群」（national community）的

角度擔心「持續的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問題，我希望看

到自我驅動的網民發動的創意活動克服目前同質化、巨大化和保守主義

的趨勢，以創建一個「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我希望看到擁

有超過 10 年以上網路經驗的韓國網民，將網路暫時自治區轉變為真正

的替代性公共空間。然而，隨著網路的知識產權法案在 2005 年通過，

也進而縮小了或讓這些合作空間和社會再生產變為非法。韓國政府不是

用人民的稅收來創造新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s），而是以新自

由 主 義 的 意 識 形 態 ， 利 用 資 金 來 扶 植 「 象 徵 性 產 業 」 （ token 

industries），以便符合「先進的國家」的衡量準則。11 

Wallace（1970）指出，「一個『問題社會』（problem society）中

的社會改變來自於成員的不滿。」當人們不滿意社會，他們自然可以想

像一個新的社會並實際朝著那方向改變。1990 年代，人民若對社會不

滿意，他們可以藉由網路來逃避，在網路上集體討論並創造他們想要的

民主社會類型。我希望看到已經經歷了長時間試驗「革新進步的」網民

以重新啟動公民社會為目標，繼續創造合作的創意空間，而不是因疲憊

而退出。換句話說，我希望看到他們在網絡社會中繼續創造社群的空

間，試圖以溝通克服世代與性別之間的差距代溝，並輕易地跨越各民族

國家的疆界。觀察到亞洲鄰近國家人們的活動也都經歷類似壓縮改變的

過程之後，我正準備與其他亞洲學者，還有那些以自身創造「網絡社

會」、自我導向的網民一同進行合作計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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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簡單來說，韓國青少年比西方少年更快變成「網路小孩」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韓國青少年被困在標準化與制度化的教育系統之下，目標在於通過大學入

學考試。在這樣的狀況下，他們僅有少數的機會參與課外活動、打工，甚至在

髮型上也少有選擇的自由，而網路就成為一個主要逃離的空間。網路可以讓青

少年即使在父母的監視下也能環遊世界，參與其他活動。在 2002 年 1 月 1 日，

《韓國日報》（社會版第二十頁）報導，約有三分之一的 10 到 30 歲的人表

示，他們無法活在沒有電腦的日子。在 1990 年代，當南韓開始設置高速網路

時，還不太了解的南韓家長為了讓孩子在教育上更進步而購買電腦，青少年也

沒有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使用電腦快速的上網。 
2 Huh, Y. H. (2006 年 2 月 8 日)。〈Abdul Kalam, 印度總理的團結演說〉，《朝

鮮日報》，NA。 
3 1985 年 9 月韓國開始電子郵件服務，第 100 個 BBS 論壇出現在 1989 年 12

月，1990 年代則出現電腦通訊網絡 KETEL 俱樂部的服務，開啟並推廣適當的

傳播文化。在一開始，精英們，特別是科技精英是最活躍的使用者。許多重度

使用者都渴望接近新科技。其後，私人 BBS 與個人電腦在 1980 年代後期出

現，許多公民團體開始透過佈告欄留言與討論，催生了充滿活力的活動、以網

路為基礎的俱樂部。個人電腦通訊在 1996 年達到高峰，主要的服務提供者像

Chollian, Nownuri 與 Hitel 皆參與保障言論自由的抗議與組織文化活動，如音樂

節（1996 年 10 月的 Nownuri 音樂俱樂部）。1999 年之後，線上社群透過網路

快速移動到另一時空。Daum 通訊公司的 Daum Cafe 在 1999 年 5 月開幕，然後

是 2001 年 1 月的 Freechal 社群與 2001 年 9 月 Cyworld 的 homepies，這些都成

為網路使用者重要的棲息所。在 2003 年 8 月，Cyworld 有三百萬訂戶，2004 年

9 月與 SK 通訊公司合併後，約有一千萬訂戶。線上社群活動的多樣性可能可以

用歷史性來區分，包含 BBS、線上俱樂部、小團體、usernet、聊天室、社群、

俱樂部、minihomepy、部落格…等等。在 2001 年，一個部落格使用者團體形

成，在 2005 年 8 月，商業部落格服務開始。2002 年 11 月，Freechal 社群的商

業化，即是網路商業化年代開始。（以上參見 Kang Myun-goo, 2005: 165-167） 
4 2007 年 12 月 4 日延世大學大學部課程「地球村年代的文化人類學」。 
5 2003 年 11 月 4 日 Hankyorae（新聞網），〈觀察年輕失業族在網路上的運作：

在年輕失業族快速興起的那段時間〉一文指出，年輕失業族也正在網路上分享

關於他們生活型態應該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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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個 dcinside 的網站是「網路廢人」這個概念得以具體化的關鍵。此網站始於

提供給數位相機迷的網路俱樂部，藉由獲知數位科技的最新資訊和最新設備，

或是吹噓自己的創造力，甚或是將語言轉換成專業詞彙，在在皆強化了這些成

員的歸屬感。稱呼那些浸淫於網路的人為「廢人」，藉由創造新的認同，他們

逃離了主流社會對他們所投以的反對凝視。使用被稱為「開始討論」的活動，

他們在網路中上天下海地搜尋網站所需的資訊、在討論區中分類重要的社會事

件，並將此討論區命名為「推薦的原因」（cause for recommendation）。在這

個討論區中，他們開始逐漸對一個主題有興趣，隨後，很不尋常地開啟了深度

的討論。這樣的討論涵括了社會、文化和政治。在討論結束之際，某個對象會

被認定為「敵人」以及成為「網路恐怖主義」的目標，成員們稱這些類型的活

動為「創造方法」（Creating Methods）。Park Hee-gyung 將他們的行為視為在

慾望和愉悅的空間中創造新文化，並用行動開展了新的政治場域。 
7 資料來自 2005 年 5 月 8 日的《朝鮮日報》，由記者 Park Du-shik 撰寫的〈網路

政治研究中心調查結果〉報導，與教授 Yoo Suk-jin（Sogang 大學教授）撰寫的 
〈「網路貼文並複製」的行為於 50 幾歲的網民中最活躍〉一文，以及由記者

Kim Bong-gi 撰寫的〈保守的 Café 4  311，違反了趨勢〉報導。 
8 Agile 諮詢公司的最終任務，是創造「幸福人」的幸福生活。作為一個軟體公

司，他們追求使用軟體與創造他人的幸福，更具體而言，作為軟體開發者，他

們正試圖尋找同時替使用者的現在與未來創造價值的方法。該公司的董事 Kim 
Chang-june 指出，儘管公司認為它們的任務為諮詢，更準確的說，它的諮詢包

括指導和訓練（2006 年 8 月採訪筆記）。 
9 Chae, S. O. (2007 年 6 月 8 日)。〈Daum，開放 ID 驗證服務〉，《電子報紙》。 
10 那些使用「創作共用」概念用來思考人類未來的人，主要是考量法律領域的部

份（Benkler, 1998, 2002; Lessig, 2001, 2004; Mackie, 2003）。美國的網路法律學

者 Lawrence Lessig 對於人類文明的未來持黯淡的觀點，批評買賣版權抑制了創

造力和新產品的發明。在一場反 FTA（自由貿易協定）公民會議的演講中，

Lessig 認為，雖然版權的嚴格規範阻礙了 19 世紀的工業發展，但知識產權的分

享也在 20 世紀中葉刺激了生產。隨著電腦、網路，以及醫療相關的自由資源，

與這些領域相關的創造性活動變得非常活躍。然而，他認為，在 21 世紀，隨著

那些想更嚴格管制數位改革相關人士權力的上升（特別是使壟斷所有權概念的

法律制度化的好萊塢娛樂業），致使世界處在很大的危險當中。在確認當代美

國社會統治階級對於數位技術的狂熱態度，以及美國政府和一直以來壓制世界

娛樂發展的好萊塢文化產業之間的共謀關係為主要問題後，Lessig 強調，現在

迫切需要社會運動來創建新的自由文化。如果無政府主義不是答案，他指出應

該要以創作共用為基礎來建立新的社會。透過生產的數據顯示，當應該共同分

享的公共資源實現共同分享時，生產力和經濟效率也隨之提高，Lessig（2005: 



網路、年輕人與臨時自治區 

‧275‧ 

8）指出我們不應容忍目前所有物質產品和想法被寡佔的現況。 
11 在涉及緊急政治資金的「大海故事」（sea story）事件中，暴露了線上遊戲產業

使整個國家成為一個賭場的問題。從線上遊戲產業發跡的總裁 Jang In-gyung 懷

念過去遊戲產業的工作者在良性競爭下完成的創意作品業績。Jang 認為，因為

線上遊戲公司想要迅速賺錢，因此政府改變制度的架構來符合他們的慾望，此

舉製造了相反的結果，讓創意兼具市場的遊戲的基礎變得貧乏。他認為，由自

給自足團體所創造的敘事遊戲，是後現代娛樂文化的一部份，如今已被以競爭

和暴力為特點的賭博和其他只有單一觀點的遊戲取而代之。 
12 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網路上的部落格讓人們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意見和資

訊，使得網路成為一個改變 13 億中國人民生活和思維方式的強大引擎」，這顯

示中國社會和韓國社會一樣因為網路而正在快速改變。Song, I. (2006 年 1 月 10
日)。〈改變中國的力量：部落格〉，《朝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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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Korean Youth and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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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with the nation-stat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and the online 

citizenship in Kore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orean citizens’ eagerness to 

plug into modernity and become forerunner in the world has boosted the 

quick boom of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ccentuated with nationalistic pride. 

Besides that,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aims to map th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groups of Korean youth are engaged in various forms of online 

networking and invent subjectivities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ince 

80s until now.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 popular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cultivated the marginalized Korean youth to empower 

themselves and construct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to resist the Korean 

authority and patriarchy through online gathering and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the self-labeled “pay-in” (the unemployed Korean youth) 

rediscover their worth and energy as long as they stay online either in Internet 

café or at home. Although Korean cyberspace has been gradually 

commercialized and lost in consumer society, it is hoped that Korean young 

netizens could insist on getting out of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t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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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king off on their own tracks through reclaiming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for free, freedom, creativity and political agenda. 

Keywords: Internet, Korean youth, information society,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netizen, freedom, crea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