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bermas  

 

 

 

本文的研究問題在於：我們使用電腦中介科技，執行電腦中介傳播活動時，

由於免不了與電腦中介器械接觸，因而將會產生「我跟他的關係如何」的問題。

透過遭逢場景的描述我們已經看到，一台個人電腦的中毒，對生活內容高度貼合

在電腦鍵盤與螢幕上的電腦使用者來說，不僅只是器械需要送修，也意味著日常

作息的調整甚或停擺，更不要說當中牽涉到「心裡不是滋味」或者「檔案消失了

該怎麼彌補」以及「擔心工作或社交生活無法聯繫」等等心理動盪狀態。經過幾

番折騰，我們似乎已經學會在已然成為時代舞台的電腦中介科技中，生存必備的

技術。網際網路從他的技術前身算起，至少已經三十年，就算只從上網人口急遽

增加的 1990 年代開始，也已經十五年；許多過去的談論，已經為我們展開「網

際網路對我來說是什麼」的討論。 

本文第貳、參章要處理的問題是，在意識生活2中，我們是怎麼跟網際網路、

                                                 
2 這裡所指「意識生活」是指那些不但為我們所經驗到，同時也已經為我們所意會到(aware)的生

活經驗。談論「意識生活」乃是就人們對其經驗付出意識(consciousness)努力的活動的肯定。過

去，討論媒體的效果時，曾大量出現「實驗心理學式」的效果論述，主張人們將會受到訊息結構、

訊息來源的影響，而對訊息內容作出不同的判斷（如：1940 年代 Hovland 等心理學家執行長達

20 年的耶魯研究，Yale Studies）。但我們在這邊主張的「意識生活」卻不是這種既像是生理反應，

又像是潛意識活動，一方面把心靈關閉在一個黑盒子裡，另一方面卻又老是想要進入這個黑盒子

一探究竟的討論。我們所說的「意識生活」是一種已經透過語言、句子等等範疇化(categorized)

 27



電腦中介器械遭逢的呢？ 

 

 

 

 

本章，我們要從網際網路的技術條件說起。 

採取這個切入角度，是因為我們領會到網際網路之「神力」的第一步，顯然

就是他在技術與工程方面有別於以往的能力。從事物對我們顯現出來的角度來

看，我們經驗中的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確是以它的技術性質作為最

顯明性質的。 

電腦中介傳播賴以維繫的網際網路，起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國防部發展的

封包技術、分散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等技術與概念。這些念頭起源，是為了

避免國防部資訊中心受到攻擊，某一部份網路損毀而完全停擺。（Gray, 2001、王

佳煌，2000）1958 年 9 月，美國為因應蘇聯發射史普尼克號衛星，成立「先進

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1962 年，該局底下的

「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 IPTO)成

                                                                                                                                            
的活動，對我們的經驗提出說明、賦予意義的活動。這些活動使得我們可以指出我所談論的對象，

而且是一種透過「事物怎麼呈現給我」的方式去瞭解他。這個時候，不但「我」介入了賦予意義

的活動，而且事物呈現的方式也同樣成為我構成經驗意義的來源；我不是主觀而封閉地規定事物

是什麼，也不是完全受事物的限制無法積極地認識。 
在現象學中，透過語言句子來談論經驗，稱為「範疇認取」(categorical identity)；而事物以

他的方式呈現給我，被我的感官活動所擷取，並且依據各種認識的經驗與原則，構築成一個特定

樣子，則稱為「形構」(constitution)。作這樣的說明，有助於我們在下一章發展觀看人與科技遭

逢的不同角度。有關現象學語彙的說明，參見 Sokolowski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李維倫（譯）（2004）。《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第七講：範疇意向與對象〉，頁：135-165。 

電腦中介傳播首先以「器械」的方式為我們的身體、感官所經驗，然後才透過我們想像它的

用法、給予意義，而在我們的意識生活中留下對電腦中介器械的詮釋。當我在中毒場景中突然察

覺到電腦中介傳播對我的生活、對我有著某種意義時，我展開了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的追

問。這個追問，在以經驗為起點的談論中，一開始就因為我的關切座落在科技器械「使用」這個

節點上，於是與許多既有的意識生活成果關連在一起；Habermas 範式下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是

其中大宗。然而這些討論結果並非以因果關連的方式解釋了我的經驗因而取得了它的地位，而是

這些討論結果對於我指出「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來說，是眾多已在的條件之一，因而在我

指出意味的過程中浮現出來。在此，我們藉由說明這些思維的內容，要指明這個思索路徑的預設

與生存經驗之間的落差。這個說明有助於我們在後面開啟現象學場域時，預作態度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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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研發互動式計算活動(interactive computing)為主要的工作。在這個辦公室

以及計畫局的主導下，「計畫局網路」(ARPANET)便成為該單位的主要研究成果

之一；而 ARPANET 正是後來網際網路的雛形。(Castells, 2001:10) 

在這邊，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單位最初成立的目的，乃是希望分散各地的

多個電腦中心可以在網路上以分享計算時間的方式，同時提供各種高等研究計畫

計算資源。一開始，「互動」、「分享」這兩個概念，便直接影響電腦中介科技在

工程技術方面的發展。「封包交換技術」以其去中心的、彈性的溝通模式，成為

建立 ARPANET 網路系統的主要工程技術。其中，封包交換技術(packet switching)

的發展，可以說是網路通訊的關鍵技術，它的技術原理是將訊息切割成幾個大小

相當的包裹，分別透過網際網路上的不同通路、路徑傳送到目的地，然後再由標

記在每個小包裹上的特殊記號，在目的地重新組合。由軍方思維主導的網路工

業，就在「避免遭到一舉殲滅」、「避免部分的受損造成全體的癱瘓」的想法引領

之下，成為網際網路的發韌源起。ARPANET 於是成為一個以聯繫為主要功能的

網絡，它的系統工程特徵即是：分散、去中心、非階層化(nonhierarchical)。(Castells, 

2001)3 

冷戰結構下的軍事對立態勢，造就了美國國防部決定增設「先進研究計畫

局」，並且設立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來專責研究電腦科學。封包交換技術、分散

網路、介面訊息處理器(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 IMP,是電腦中介處理系統)、

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the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IP)在軍事對立態勢中將軍事上的需求具體化為科技。這些技術的本質特殊

性在於分散風險以及再度溝通的可能性：一方面將訊息化整為零透過不同傳送路

徑分進合擊，另一方面又要能夠溝通不同電腦的操作標準與協定。電腦中介傳播

                                                 
3 有關網際網路在 1970 年代開始的技術發展，在 1980 年代開始的私人化與商業化，以及 1990
年之後的普及，其中牽涉到的技術、思維、文化內涵，可參閱 Castells, M.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特別是第二章有關「網路文化」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書

寫網際網路的「歷史」時，1969 年幾乎被公認為網際網路前身的起源元年，而對早期網路的說

明則大量集中在工程技術方面分散、非中心化、非階層化的說明中。本章稍後將顯示，正是這個

正當化的論述方向，使得我們對網際網路的想像，朝向公平（平等）、自由是相當明顯的。而也

正是由此特徵，人們對網際網路對其他生活範疇能夠提供的想像，似乎也跟著定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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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打從一開始就在這股「先分裂再重新組合／溝通」的邏輯下開展。或者可以

說，電腦中介科技的本質，就是「溝通的」(communicating)。通訊協定技術從軍

事單位下放到一般民間組織之後，原本在地裡空間上分散各處的個人電腦，如同

軍事部分的電腦一般，便能透過網際網路的連接，以區域、各種規模大小的方式，

集結在某個伺服器平台上。 

1995 年之後，WWW 開始盛行，「 1996

」4。1997

到 1998 年，全球電腦製造商、使用者、網際網路提供者、參與者，甚至不上網

的人們，在生活器械大規模數位化、電腦化的前提條件下，一同歷經年序跨到公

元兩千年可能發生的「Y2K 千禧蟲」危機。1998 年 5 月，從臺灣出發經由網際

網路連線快速繞行全球的「CIH 病毒」以半年的時間感染全球包括亞洲、歐洲、

美洲等地區的電腦，每一個地區至少上萬台個人與企業電腦因為感染「CIH 病毒」

使得電腦的基本開機裝備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遭到破壞，根本無法開

機。1999 年到 2000 年間，以電腦計算機產業組成其近七成內容的那司達克指數

(Nasdaq)，以指數的 87%高成長率，引爆網際網路達康公司(.com)的熱潮；股票

上市的科技公司在這波熱潮中，獲利從 30%大漲到 90%以上。才不到一年，公

元 2000 年年底，在美國預期經濟緊縮、科技公司向下修正預期獲利的負面期待

下，那司達克指數創下歷史新低，其中網路類股股價在後來一年之中一洩千里，

網路經濟當時的主要修飾詞是（網路）「大崩盤」(the Internet Depression)。2000

                                                 
4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2005/01/27。頁四。受訪人是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前任學生顧問，

目前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整合媒體實驗室助教。在是次訪談中，受訪人提及他在民國八十四年到

八十八年擔任政大電算中心學生顧問期間，受邀或受聘在校內推動電子化工作，經常必須到每一

個系所講授有關電腦、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等電腦中介器械的使用方式。訪談一開始，受訪人便

以「1996 年」作為討論這整個經歷的起始點。此處之所以援引訪談資料，而非官方記錄，也是

出自於對「人的認識」的強調；對本文來說，網際網路活動若是有意義，那是因為人在其中活動，

而不是因為官方白皮書怎麼書寫歷史記錄。更重要的是，縱然網際網路技術有其確切的發韌時間

點，但「感覺到網際網路的風行」卻顯然不是一種知識活動，而毋寧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感官察覺

與準統計官能的運作結果，因此，早期網路參與者的感受，較正式文件的紀錄，更能凸顯科技活

動中的人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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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第一家「網路原生報」5《明日報》在「電腦家庭」(PCHOME)的土地

上生出；與詹宏志一同催生《明日報》的總編輯陳裕鑫在一年後接受其他媒體專

訪時提起對這份報紙的期許乃是「 （方秀怡，2001）；然而

在以每個月燒掉新台幣兩千萬的速度，連續燒錢一年之後，《明日報》決定在 2002

年 2 月 28 日停刊，在該網路平台上出沒參與網路活動「個人新聞台」的眾台長

們稱之為「網路 228 事件」6。2001 年 4 月台南地檢署檢查官持搜索票進入國立

成功大學學生宿舍，並查獲十四部電腦中有未經授權的 MP3 格式音樂著作，擁

有這些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的「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IFPI)為此

與十數名成大學生對簿公堂，後來並引發「盜版」、「反盜版」乃至於「反反盜版」

爭議；其中有關網路時代「著作權」的意義、下載軟體的使用以及學生無償卻也

不作商業用途的使用模式等，成為一時的討論話題。 

從美國西岸幾所大學小區域聯繫系統，到全球規模的聯繫，再到老是偶發中

的、不勝數的地區性事件；自從 Y2K 危機在 2000 年月 1 日零時確定不具有大規

模毀滅力量之後，似乎就沒有全球網際網路參與者的共同話題了；就連「CIH 病

毒」在 1998 年造成的大規模電腦網路中毒事件，好像也一去不復返。現在，每

位的網路瀏覽者在每一個網站停留的時間超過十秒鐘就算是很長，於是我們也不

難想見各種零星、小規模、細微創新、地區性改變，在規模全球化的網際網路上，

成為一般事件的常態性規模。 

然而網際網路發展出其特別被理論家所重視的去中心、分散、非階層化的特

徵，仍舊指導了千禧年之前全球網路參與者、觀察家對網際網路特定方向的想

                                                 
5 類似某種「臺灣原生種」植物一樣，「網路原生報」形容的是一個完全生出於網際網路、操作

於網際網路、並且沒有其他媒體版本的報紙。 
6 「228」這個詞彙至少在兩個事件中被網路參與者拿來形容網路上的言論事件。第一次是 2002
年《明日報》宣部停刊時，該平台上參與「個人新聞台」功能的台長，將個人新聞台在 2002 年

2 月 28 日停止運作的訊息稱為「網路 228 事件」。《明日報》停刊因為牽涉到超過一萬五千個個

人新聞台必須因之停止所有在該平台上的活動，因而被個人新聞台台長認為是對他們辛苦在該平

台上建立的閱讀社群的戕害；對個人新聞台台長而言，這種對於言論空間的強制停止，一如二二

八對言論自由的損害。第二次則是 2005 年 2 月 28 日，臺灣大學 BBS 站「批踢踢實業工坊」的

恨版上一位網路參與者張貼的「東海大學教研所學生劈腿」事件，由於內容聳動，吸引近萬網友

入站點閱、發言，也被戲稱為「新 228 事件」。這一次，則沒有那層歷史政治的意義，而僅是時

間上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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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最明顯的，就是透過這種更為平等、公開、自由特性，想像出的「公共領域」；

這個時候，網際網路意味著民主勝利的契機。 

 

 

Habermas  (The Habermasian Approaches) 

 

在我們的意識生活中，瞭解網際網路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將網際網路理解

為在大眾社會中提供溝通平台、增加溝通機會，乃至於促進民主政治的重要機

制。這與網際網路技術淵源有關係。 

Habermas 範式下的討論，表明了由技術特質指出的人文思維。因此，本文

從這個路徑下手，看看「電腦中介傳播」在這樣的談論下，意味著什麼。 

 

（一）政治生活與網際網路 

 

電腦中介傳播器械(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在 1990

年代，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以及萬維網(World Wide Web, WWW)的普及，成為

新興民主工具。「電腦中介器械」與「民主」的關連，與技術本身的可近用性

(accessibility)有關。網際網路的前身 ARPANET 在技術層面上刻意發展分散、去

中心、非階層化的系統，提供網路上每一個節點相當近似的參與值。 

網際網路「溝通」、「分散」、「聯繫」等功能，在 1970 年代便已定調。也正

是從這個調性出發，人們看出了網際網路下放民間單位之後的可行能力，於是也

就發展出「民主參與」的大規模論述系統。透過這個範疇廣大的論述系統，我們

首先認識網際網路為一個「政治生活媒介」。 

 

1.訊息自由(well inform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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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ber(2001)從政治生活的角度來看，清楚地說明政治理論如何假定「資訊

科技」對人們政治參與的影響。他的說法，可以作為類似討論的典型。 

Bimber(2001)引用政治參與理論指出，對於個人來說，參與政治的一個重要

因素，在於一個人是否有足夠的資訊讓他可以在參與政治的活動中作出判斷。這

個理性理論的核心，顯然就是提供民主活動資訊的「資訊科技」。Bimber 的問題

於是便是，假若理性理論下的政治參與理論無誤，那麼考察 1996 年網際網路開

始風行到他進行研究的 1999 年之間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的關連，似乎就可以提

供一個實證的資料，證明資訊科技的確能夠增加民主參與。 

事實上，各類資訊科技早就被政治學者注意到，並且早已開始了考察資訊科

技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大部分的學者以經濟模型，也就是個人為獲取資訊所

要付出的成本、投資來解釋資訊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如：Down, 1957; Aldrich, 

1993）。採取行為主義角度的政治學家同樣將資訊獲取當作是一種「需要付出」

的活動，個人必須先判斷他所要付出的，才能決定是否要參與政治活動（如：

Berry, 1984; Rosenstone & Hansen, 1989;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93; Leighley, 

1996; Cigler & Loomis, 1998）在 Bimber 對過去政治參與理論的反省中，提出了

「資訊科技」的定位問題。Bimber 認為，不管是經濟模型或行為主義或教育的

觀點，對個人來說，資訊科技最重要的乃是他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而且，

由於人們總是會尋找與自己原先信念相符的訊息來確認自己的想法，因此，當資

訊科技的近用程度越高時，人們就越容易由以獲得與自己相似的意見。對 Bimber

來說，當代資訊科技的發展也就是在這個向度上，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訊息來

源。(Bimber, 2001:58) 7 

                                                 
7在 Bimber 的討論中使用的資料是「全國選舉研究調查」(the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urveys)。
然而，在整合國家統計資料，以及他自己發展的隨機電話播出系統之後，Bimber 的實證研究結

果卻推翻了他所引用的政治參與理性理論。Bimber 的三個研究發現指出，首先相較於看電視、

閱讀雜誌報紙的人，使用網際網路的人並沒有表現比較高的政治參與的興趣；Bimber 認為這是

因為 1996 年到 1998 年之間，對政治人物競選團隊來說，網際網路還太新，政治人物顯然還沒注

意到網際網路在政治活動上的效用，連上網際網路當然也就無法獲得政治參與相關的訊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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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他自己所觀察的 1996、1998 兩次選舉結果，Bimber 指出儘管網際網路

提供的是成本最低、訊息又最多的政治參與管道，儘管資訊革命已經穿透美國人

的政治活動，甚至使得政治地圖有形變鬆動的跡象，但是，從調查的結果來看，

在網路上搜尋資訊最多的人，卻不是預測中最有意願去投票的那一群人。Bimber

說，這一群人展現的是相當不同的政治聯繫關係。(Bimber, 2001:64) 

我們是否可以就此論斷說，網際網路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公共領域的功能

呢？Bimber 的研究答不出「是」，卻也答不出「不是」。從 Bimber 提供的研究結

果來看，他無法說網際網路有公共領域的性質，但這卻有可能是肇因於 Bimber

根本上提出了錯誤的因果關係，甚至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做了這項調查。因為

Bimber 以 2001 年的數位條件（上網已是日常生活中在平常不過的活動）來說明

網路提供大量而廉價的資訊，其實是沒有看到在 1996 年或 1998 年時，網際網路

的普及狀況的。就這個生活世界中的落差而言，Bimber 並沒有考慮研究本身預

設的「無時間性」；而這或許才是 Bimber 最後研究結果既無法答「是」，也無法

答「不是」的關鍵！ 

現在，我們要考慮的到不是網際網路是否能促成公共領域的誕生，而是，什

麼時候才是這麼宣稱的好時機呢？答案彷彿又回到我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描

述中。 

另一位政治學者 Hurwitz 在討論網際網路對公共領域民主參與的貢獻時，採

                                                                                                                                            
然，假如獲取選舉資訊還要另外學習上網技術，那麼從付出代價的角度來看，選民自然會選擇看

電視或讀雜誌。第二個研究結果指，年齡因素顯然影響了上網搜尋選舉消息的動機，也就是說，

越是年輕的人，就越有可能透過網路獲得選舉消息；對 Bimber 來說，這跟資訊科技本身所帶有

的世代差異效果是一致的。第三個研究結果則是有關性別區隔：女性上網獲取選舉訊息的比例遠

低於男性；Bimber 認為，不只是政治事務，就上網的現象來說，女性上網人口不管在任何議題

上都少於男性。Bimber 解釋上的弔詭在於，他曾指出「

」，這說法顯示，網際網路的「民主性質」並非如 Castells(2001)所
想像的那樣，直接而明顯；相反地，是人們這樣的想像與應用，才使得網際網路技術上特定的特

徵被突顯出來。 
Bimber 的困難在於，原本作為政治理論之前提假定的，變成了他最終想要證明的。然而在

沒有辦法說明「何以如此預設」的前提下，這類討論的邏輯內涵必然出現套套邏輯的困境。正因

為如此，本文所採取的討論方式，並非指定的政治、社會或網際網路理論，而是以現象學為哲學

基礎(Phenomenology as a philosophical domain)的方式，透過懸置這些裝扮為理論元素的意識形態

與假設，回到就其本身就是「實然」的經驗中，去揭露「電腦中介傳播」向我們顯現的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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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較為兩面的態度。Hurwitz(1999)對網路的認定指出，1990 年代開始，當網

際網路在學術圈（也就是電子郵件伺服器字尾為「.edu」）以及軍事圈（「.mil」）

的採行，使得人們開始注意到網際網路對於西方民主制度可能提出的貢獻。網路

空間被想像成一個「電子新疆域」(electronic frontier)，在這個新的疆域中，人人

思想自由、集會平等，可以討論各種議題，並且擁有個別的影響力。「網民」(netizen)

一詞在 1994 年的出現，成為網路參與者政治社會身分的新代名詞。透過這種自

由、共同的概念，網際網路非層級式的結構，使得過去政治參與路徑的地理條件

限制都被快速、幅原廣大、花費降低以及可達全球的網際網路給打破。人們開始

信任網際網路帶來的民主契機。 

然而從文章的一開始，Hurwitz 便懷疑這種論點的正確性。這篇討論網路民

主參與的文章，標題是：〈誰需要政治？誰需要人民？網路空間中的民主嘲諷〉

(‘Who needs politics? Who needs people? The ironies of democracy in 

cyberspace.’)。Hurwitz 採取理論對照的方式，指出真正使用網際網路的人，跟線

下生活(off-line life)中的政治參與者，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所以就算是國際間

的確有藉由網際網路成功引發全球注目，發展其改革運動、種族運動的團體8，

線下生活的民主策略，仍舊不適用於網際網路。Hurwitz 更進一步指，當代政治

活動所發展出來的特定政治參與形態：藉由網際網路易於集結特定類屬的群眾，

剛好成為利益團體以及遊說組織獲取「民意」的重要來源。 

但這樣的評論卻不是讚揚網際網路真正地成為民主參與的重要管道，而是

說，利益團體與遊說組織很容易在網路上透過電子郵件或者各類型的討論區塊，

形成規模其實相當小，但卻又實存在網際網路上的民意來源。Hurwitz 的評論指

出，在傳統的政治生活中，我們有一套相對完整的語言、討論程序、表決確認等

機制，使得政治活動表現出嚴肅的一面。但網際網路缺乏這種論述傳統，使得透

過網際網路獲得的「民意」，其實基礎薄弱。Hurwitz 指出，在網際網路上的討論，

                                                 
8 Hurwitz 所舉的例子是墨西哥 Chiapas 地區游擊隊 Zapatista，以及塞爾維亞地區的特殊種族廣播

電台 B92(Serbian radio group B92)，以及各種「難民組織」。見 Hurwitz, 199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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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為匿名，而使得政治討論的真誠性首先遭到挑戰；再者，而網路空間所具

有的即時性格，使得「立刻回答」相對於「深思熟慮」，是一個顯然評價更高的

溝通價值。這些種種使得網路上的討論大多淪為自認為熟悉政治事務的人大放厥

詞的場所。而利益團體與遊說組織所要作的，其實就是在什麼都有的網路空間

中，找出符合於他們論點的討論區，以便可以在已經分殊化了的討論社群中獲得

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Hurwitz 的結論便認為：政治，已經變成「向電腦系統

諮商」的活動。(Hurwitz, 1999:661)嚴格說起來，Hurwitz 所批評的，其實是人們

誤將電腦中介器械所具有的強大資料儲存功能，當作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徵所

連結的「民主契機」；Hurwitz 實在是批評人們擅自錯置這兩者。這樣一來，我們

就看見當代公共領域談論賦予電腦中介傳播／網際網路的能力，是源自於從「自

由」邏輯推論出來的「平等」；而遊說團體所做，則說明了邏輯推演過程中系統

所提供的其他特徵所能造成的誤解錯用。 

Hurwitz 的說法在 Webster(1995[1997])引用 Habermas 公共領域談論出來的

「資訊社會」概念中，有異曲同工之妙。Webster 認為，資本主義全面佔據資訊

內容的特質，使我們不得不注意網際網路上各種言論的扭曲；這是一種說服化的

傾向，這種傾向先是在消費領域，然後以爆炸性的方式遷入政治領域。不只是商

業利益沾染資訊，使得資訊活動變成消費活動，政治人物與形象公司的合作，也

使得原本純粹政治場域的活動，變成一場場公關表演。(Webster, 1995[1997]: 

216-228)至此，「網際網路」這個物件從它的技術條件，也就是分散、去中心化

的非階層式結構出發，被引伸為符合民主參與時個人獲得完整訊息的重管道。這

麼一來，便出現了 Webster 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Webster, 1995[1999]) 

當 Hurwitz 看出網際網路是個「什麼都有」的空間時，他沒有對「什麼都有」

這件事再做討論，卻逕自走向「不可信賴網際網路」的結論下定，實在十分可惜。

因為我們仍有可能就「什麼都有」的電馭空間性質，談論出網際網路正就是因為

他什麼都容納，而更貼近「公共領域」想像。Hurwitz 在此，跳過了這個事物（即，

網際網路）呈現給我們的樣子，於是也就跳過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在網際網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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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特殊性質發展理想的可能性。透過設定網際網路的政治能力，贊成與反對

的雙方各執一詞起來；然而我們不斷看到、聽到的，都是「民主」、「公共領域」，

而不再是電腦中介器械。在我們追問「電腦中介器械意味著什麼」的時候，它竟

被我們給「問不見了」！？ 

 

2.公共論壇：公開？公有？公私區別？ 

 

Bimber 將網際網路當作是民主過程中一般人獲取資訊的來源，因此他也自

承是將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器械當作是「工具」(instruments, tools)。Hurwitz 對

Bimber 的批評即在於這種以「訊息量」為民主衡量標準的談論方式，終究會面

臨「製造意見」的困難，然後才會有我們「網際網路被問到哪兒去了？」的疑惑。

針對這點，Dahlberg(2001)對電馭空間(cyberspace)在民主相關議題上的討論，直

指網際網路只是一個民主「透過」(via)他來完成的路徑，也就是說，我們是透過

網際網路進行民主活動，網際網路本身並不是民主本身。 

從網際網路技術本質的角度來看，網際網路早期交換訊息的形式主要是「新

聞群組」(news group)，它以張貼文章的方式，提供個人電腦使用者交換、張貼、

閱讀特定興趣主題下文章的功能；Usenet 則是轉貼新聞群組中的信件，將送到信

件管理人(moderator)處的所有文章，分配轉貼給其他區塊的網路閱讀者。今天，

透過功能更為齊備的網際網路瀏覽器與各種資料上傳與分享軟體，即使工程技術

不甚高超的網路使用者，也可以輕易聚集自己的網路社區。9以通路來說，在網

際網路上，除了技術與器械門檻之外，幾乎沒有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 

然而，同樣將注目焦點集中在新聞群組、電子郵件、電子布告欄（BBS），

                                                 
9 例如，「部落格」(blog)、「個人新聞台」、MSN 社群、Yahoo 奇摩家族等。都是由入口網站或伺

服器供應者為個別網際網路參與者提供已經設計完成的貼文平台。在視窗作業系統的支持之下，

以視覺、圖示點選為核心的「台長管理系統」，使得一般使用者不需要自己寫程式，也能自行組

版，組織網路上的聯繫社群。有關「部落格」在社會運動、民主社會方面的討論，參見：Kahn & 
Kellner, 2004; Keren, 200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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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將幾個城市電子化計畫、電子投票計畫當作是考察的對象，Dahlberg 在進入

利益團體、遊說組織前，卻多一步討論「民主」或「公共領域」到底是什麼的研

究程序。在 Dahlberg 的分類之下，前述 Bimber 與 Hurwitz 等人的網際網路民主

研究，充其量只是「自由個人主義式」(liberal individualism)的民主，這種民主模

式最重視的是個人獲取資訊的自由與範圍。在 Bimber 的談法中，網際網路被說

明為一種工具；Bimber 因為認定了網際網路在近用性方面的優越能力，並關連

到促進民主參與的面向上。但 Dahlberg 卻批評這是一種將公民「消費者化」的

民主模式，而且認為既然將公民消費者化，就難免受到私有化的內容供應者的影

響，當然也就會有 Hurwitz 所批評的「製造意見」的情況發生。相對於此，Dahlberg

認為另一種民主模式：「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10，較能凸顯網際

網路對民主參與的積極影響力。Dahlberg 明確指出，審議式民主不同於自由個人

主義民主之處在於，它強調「政治互動」的概念，所以所謂「民主」應該是指將

私領域中的個人，透過強而有力的民主對談，轉變為主動的公民；因此，對新媒

介，應該要著重於他「組織、提供會談(meeting)的能力」。如此，網際網路作為

工具，其核心價值不是容納大量訊息的記憶空間，而是組成群集會談的互動功

能。「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因而才是民主所賴以奠基者。(Dahlberg, 

2001:168) 

Dahlberg 的說明指出討論「網際網路意味著什麼」在路徑上的差異。 

沒有錯，儲存大量資訊的記憶空間，以及分享分散的聯繫方式，的確使得每

一個連接上網際網路的個人電腦、企業伺服器，都可以提供其訊息為個人使用者

所取用。可是，從「取用訊息」到「民主參與」之間，卻不是單純的技術現象所

能聯繫。Dahlberg 對自由個人主義民主以及「共同民主」(communitarian democracy)

的解析指出，由於這兩類型的民主概念都將主體(subjects)當作是以擷取資訊為主

要目標的個體，所以這些在這些民主概念下，網際網路上各類型的人口集結活

                                                 
10 也或翻譯為「協商式民主」（湯宗德，2004）或「審慎思辯民主」（黃東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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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都只是「集體」(collectivity)而不是民主活動所強調的「公眾」(public)；由

個人組成的集體，不可能在個人原本即有的想像之外，針對「一群聚集在一起的

人」設想出新的生活或民主參與模式，Dahlberg 認為，這時大家所維繫的，只不

過是已知的「普遍好」(common good)。但審議式民主不然，它強調的是「公共」，

也就是大家都利益相關的事務；它強調「互為主體」，因而在個人既有的態度中

的「普遍好」，有可能在這個交往活動中創造出新的價值。11 

由此出發，網際網路是不是一個公共論壇的空間，不但是就其形式來論，還

要進一步檢查他在「溝通協商」層面上的有無。換言之，網路上的許多活動，有

可能只是涉及資訊收集交換的功能，而不見得有討論、評斷價值以及協調、審議

的民主參與功能。延伸 Dahlberg 這個區別，假若不是公眾，談論的話題就不一

定與公眾利益相關，而必然會有私人或小團體間的特殊議題。Selwyn(2004)的說

明更指，即便在社區中設置公用電腦，但只要個人沒有感覺到自己有使用的自

由，這種設置就等於無意義。(Selwyn, 2004: 346) 

當我們這麼理解「網際網路的意味著什麼」的時候，突然之間，網際網路的

私人性質與應用性質，從公共領域談論的縫隙中，倏地竄出。 

這樣看來，我們針對網際網路技術特徵所發展出來的民主認定，其實是一種

範疇認取(categorical identifying)12活動：我們面對、經驗到網際網路這種工程技

術，然後將它取用認定為一種在去中心化特徵中，具有民主潛質的物件（新科

技）；然後便以「促成民主」或「戕害民主」的角度談論透過網際網路從事的商

業與交往活動。這個時候，利益團體是「在網路上找尋他們所要的數據資料」，

說服組織是「透過網路製造民意」；這當中明示了「扭曲了的民意」和「真實民

                                                 
11 類似以「近用」替代「資訊器械」作為論述公共領域焦點的，另外還有 Norris,2001。 
12 「範疇認取」(categorical identify)談論的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在現象學的談論中，從我們的

經驗，到我們對他表述、語句化的過程中，首先要經歷「範疇認取」。「範疇認取」使得我們以特

定的模式來說明我們的經驗。這個過程也就是經驗從感官上升到意識的活動。簡單地說，也就是

我們將經驗以語言結構的方式，賦予意義的活動。語言是用來溝通的工具，因此範疇認取活動中

牽涉到的語句化的努力，便是將經驗以既有的理解架構加以分類、範疇化的工作。參見 Sokolowski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李維倫（譯）（2004）。《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

〈第七講：範疇意向與對象〉，頁：13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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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間的差距。 

但問題是，要說明這中間真有落差，其實必須先說明什麼是「真正的民意」。 

從政治參與的利器，到私人性質的展現，網際網路因為「扭曲」而顯得不誠

實。但細究其中原委，是我們這麼問才使得網際網路不誠實的角度被問出來；反

過來說，網際網路照映出的，是網路社會之「前」，民意、調查程序化所具有的、

不被質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的追問，其實已

經在其中可見端倪，只是，我們總是讓這層意味流失，將問題與眼光扣留在「公

共領域」這樣的談論上。 

那麼，就讓我們順著這條路徑去看，看它能否給有關「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

什麼」的回應。 

這個問題要回到談論公共領域最具系統性的 Habermas 來看待。 

 

（二）公共領域的變遷 

 

Webster(1995[1997])在整理資訊社會相關理論時，說明了傳播媒介與其他資

訊機構（如圖書館與政府統計資料等）乃是公共領域得以有效運作的重要構成元

件。Webster 引用 Holub(1991)的說法指，所謂「公共領域」是一個在政府，黨派、

經濟勢力之外的，享有自主的領域，他提供不為利益、也不偽裝或操縱的理性討

論，而且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進出檢驗其中的談論。(Webster, 1995[1997]: 174)

也許正是因為「公共領域」被如此定位，所以網際網路有助於民主發展的論點，

被眾多「未來學家」(futurism)視為有必要窮國家與企業之力大力發展網際網路的

主要原因。 

Habermas(1989)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The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Sphere)13一書中，考察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歷史以及 17 世紀在幾個地區的

                                                 
13 本文引述 Habermas 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除本頁引文引自汪凱、劉小虹譯文外，其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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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狀態，指出公共領域最重要的特徵，就在於它「置外於國家的控制」。Habermas

說到： 

 

…

…

……

(Habermas, 

1989:31-38 [ ],2004:294 ) 

 

正是這樣的特質，與網際網路的非階層式結構、去中心化與分散的訊息特徵

聯繫上了。在這裡，我們要回到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的談論，再來看看「與網

際網路有關」的公共領域的談法，有什麼樣的特殊意向。 

 

1.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Habermas 不討論的事 

 

對 Habermas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的一般理解指向公共領域興起與商

業活動的關係。17 世紀隨著殖民政策與海外貿易的頻繁，歐洲漸漸興起一群在

財富上足以和封建領主或宮廷貴族相抗衡的商賈；這些商賈對於保障自我利益的

意識，使得他們集結在作為交通要塞的城市，並且仿效 16 世紀宮廷貴族在咖啡

                                                                                                                                            
引自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的譯本。本文所列頁數，皆為中譯本頁數，參見曹衛東等

人（譯）（200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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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沙龍中對政治事務的討論，開啟了一個以談話、交換意見為主軸的公共空間。

這個新興公共空間的組成以資產階級為主，因此稱為「資產主義公共領域」。 

在 Habermas 的歷史性回顧中，「公共領域」一詞依民族與國家的興起，區別

為「代表性公共領域」以及「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兩個歷史階段。前者說明了封

建階級制度下的「公共性」，而後者才是現代意義下的公共領域。這兩者之間不

僅僅只是政治制度由封建經由早期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轉向民族國家制度，而更

是在社會生活中，公領域與私領域區分開來的關鍵；同時，「代表性公共領域」

所具有的秘密性格，在城市初初接手宮廷的文化功能時，同樣也遺傳到以市民為

主要組成的公共領域中。 

這個區別明確地指示出，今天我們在論述網際網路的「公共領域」功能時，

由於僅僅是將網際網路以其「功能」與「技術特徵」作為他與公共領域的聯繫，

其實遠不合於 Habermas 在其歷史分析中論及的制度與文化能力。本文因而先還

原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歷史性地興起再作一簡約描述，然後才回到對網際網路

公共性、或作為公共領域的討論上。這個回到 Habermas 的閱讀將顯示，這個概

念的成形本身，有其文化內容；當我們剝除了這層文化內涵，直接將「公共領域」

與「網際網路效能評估」扣在一起時，對網際網路的想像就顯得單一線性且不合

於現實。 

Habermas 的談論其公共領域的方式，從「公」與「私」的對立區隔開始。

Habermas 將巴洛克節日從宮廷騎士在特定節日覲見國王時，所具有的「代表本

家族施行秘密流傳於貴族間的繁文縟節」視為所謂「公共性」的具體內涵。這意

味著 Habermas 所討論的「公共性」，一開始其實是對某個不具有該性質的一般

人，展現這種擁有某物（即，貴族之間秘密流傳，不為一般人所知的禮儀與家族

特徵）的性格；此間，「公共性」表現在「將特權公開」的意義上。(Habermas, 

1989[2002]:1-13)這種「將特權公開」的活動，使得原本在自己生活空間中活動

的「一般人」，被迫直視自己生活範圍之外的另一個世界。當此之時，一種遭逢

(encounter)發生了。在 Habermas 的架構之下，由於出現了無法歸類於私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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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內容，也由於這種遭逢的經驗具有「一般人之間的普遍性」，而以「公共」

命名之。只不過，這種「公共」與現代意義下的「公共政治」沒有意義上的連續

性。此時，「公共性」並非一種工具、一個場所，反倒像是一種生活內容在知覺

上的新感覺，甚至可以說，是認知範疇的擴充，造就了「公共性」的實存條件與

興起。不過，Habermas 對公共領域的分析並沒有這層「感知」切入，而是重回

16 世紀國貿市場，繼續就制度談論所謂「現代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公共權力。 

在後來的談論中，附著在網際網路上的那種「公共領域」，比較接近 Habermas

所說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它是早期資本主義的附屬產物。16 世紀開始，在

早期遠端貿易形式中，出現了以其交通便利而吸引商賈的大城市，這些城市中，

新興的社會制度，例如：交易所，漸次出現；這代表了新的經濟依附網絡的成形。

但即使有形式上的轉變，然在商人一方面希望獲得遠方資訊，一方面又希望能擁

有保持商業秘密的資訊系統的情況下，商業資訊便沒有公諸於眾的動機。與此同

時，封建制度下城市管理機構與宮廷同樣不希望將管理統治的秘訣公諸於眾；就

在兩者的秘密要求下，前述「代表型公共領域」仍是主要的公共領域類型。 

隨著貿易公司與海外市場的開發興起，資本家開始尋求政治的保障。這代表

政治努力與軍事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這時，國際貿易的市場，便真正地成為制度

的產物。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國家所代表的稅收管理機關，將國家與貴族的財產

以「公」與「私」的方式區分開來；如此一來，封建制度所代表的等級特權，被

作為行政機關的國家所取代，代表型公共領域因而萎縮。現代意義下的公共領

域，也就是「公共權力（所統轄的）領域」就此出現。(Habermas, 1989[2002]:20-23)

之後，由於商人對海外資訊的需求，新聞業也應運而生。只不過，新的政府當局

很快便學會以媒體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然而，新政府透過媒體向民眾公告的

內容，其實只能抵達某些受過教養的人那邊，而不是所有的人手上。這個時候，

「閱讀報紙的群體」真正地成為國家的對應者，成為公共權力的抽象對立面。

Habermas 認為，公共管理與私人自律之間出現了緊張的關係，社會以國家對立

面的角色出現，不但明確地畫出一塊不屬於國家管轄的範圍，另一方面又跨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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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家庭的疆域侷限，集結在一起。這種性質使得「社會」擁有一種公共事務的

意義，不但不再只是私人聯繫，更是注定要不斷批判公共權力的領域。(Habermas, 

1989[2002]:31)在這裡，「公共領域」取得了它的肉身，以附著(embody)在「報紙」、

相應的「報紙讀者」身上的方式，具體地被揭露出來。 

我們要在這裡強調的是，相對於「歷史概念」或者「分析概念」，Habermas

談論的公共領域，其實具有一種「事件性格」。這個意思是說，在 Habermas 的分

析中，談論「公共領域」之所以必須從 16 世紀，甚或更早之前開始談，顯然是

因為生活出現了一些「私人主張之外」的事件14，是這些事件，使得我們首度有

了對「公共」的經驗感受。由此觀之，公共領域不是作為一個概念以理性談論的

方式介入私人的生活，而是一個「特異的生活事件」衝撞著封建時代的日常生活。

後來包括商人行賈在咖啡廳中繼承模仿宮廷談論的閱讀活動，以及海外貿易商在

地方政府協助下開展地方公共財務管理等，被 Habermas 視為公共領域政治與社

會變遷的，其實都是「事件」，而不是「概念」。就此，「公共領域」無論如何是

由人文事件組成的歷史。 

在 Habermas 談論「公共領域結構轉型」時，最重要的轉變機制，乃是「國

家」及其相對應者「社會」之間關係的建立。「社會」，受限於新聞報紙的閱讀能

力，又明顯地限制在特定「閱讀群體」中。這裡的「群體」概念，明確地表達了

閱讀這些報紙的人們，在隸屬於自己的家庭之外，同時還隸屬於一個有集結可能

的範疇中。Habermas 在對於〈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觀念與意識形態〉(Habermas, 

1989，§12-15)的討論中發現，公眾、輿論等概念，乃是建立在風俗上，是一種具

有群體性質的判斷概念；引用 Gadamer 對「共通感」的說明，Habermas 指出這

類概念與長久習俗的關連，以及他跨出宮廷貴族領域，來到一般人身上的那種特

質。這種特質使得 Habermas 分析中的公共領域不但具有自發性，而且還具有不

使用暴力強迫，卻能證實地說服他人的力量。接著 Habermas 借用 Kant 來說明辯

                                                 
14例如：宮廷慶典活動的對外開放，便代表私人生活中「例外事件」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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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經驗與先驗意識的抽象內容之間具有一致性；再以 Hegel 與 Marx 的辯證法，

說明由私人組成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所產生的公眾輿論，不但是多人的觀

點與思想，而且具有經驗普遍的性質。接著，在對「自由主義概念下的公共領域」

的討論中，Habermas 看出資本主義勃興，漸漸「組織起來」 (Habermas, 

1989[2002]:182)之後，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原始關係的消逝，使得資產階級

公共領域的性質全都喪失、瓦解了。公共領域越來越深入社會領域，而不再具有

政治功能，於是也就不再有讓公開的事實接受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監督的能力。

各種個人化的機制將個別論辯的內容以得票數概括計算，大眾心理學將理念的、

語言的、風俗的批判原則以個人心理機制的方式解釋掉，資本主義削弱國家統治

地位的同時，同樣削弱了透過國家得到的「社會」概念，所謂公共權力機關僅僅

剩下按照政治經濟學規章程序執行公務的專職公務人員；至此，批判的公共性，

便失去了它的原則力量。 

但比較詭異的是，原先談論公共領域的焦點：公開性，現在轉移到「公眾」、

「輿論」等概念。Habermas 開始時藉由感知範疇架構出的公共性，被 Gadamer

的共通感以及 Hegel 的辯證法取代。 

於是，關於公共領域，Habermas 不談論的事，就是他說明公共領域出現的

那種感知條件；也就是人文活動中的經驗。這些感知經驗被歷史中接續出現的「代

言人」所取代，相當程度上模糊了我們原本要談論的「公共領域」。 

 

2.公共領域：尋找代言人的接力活動 

 

Habermas 有關「公共領域」的談論，乃是起自於一般人對「私人」、「非私

人（也非封建領主的私人）」的區別感知上。 

公共領域（的形成與轉變）作為一個事件，整個被 Habermas 稱為「轉變中」

的結構，其實就是指私人生活與生活例外事件的各種「碰撞」的連續體：宮廷人

物在慶典時透過各種華美的儀式擺設與日常生活碰撞、新興商人階級與宮廷會談

 45



傳統的碰撞、外貿公司以雇用人力的方式與個人「工作」的碰撞…一種不同於過

往生活方式的事件發生，與所謂「私人」的場所（如：家庭經濟、身體）碰撞了。

此處被我稱為「碰撞」的事態15，在 Habermas 那邊用「繼承」、「轉變」等概念

構連呈連續的狀態；Habermas 將之命名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其實也是給

予諸般碰撞的歷史一個特定意義的活動。 

Habermas 面對歷史中曾經出現的「碰撞」，給予一個「公」與「私」劃界區

分的意義。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看見起源於特殊事件中，透過一般人感知而被揭

露出來的公共領域：然而，在 Habermas 的形塑中，開始的卻是一連串尋找代言

人的活動。 

就 Habermas 有關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談論而言，首先出現的代言人，就是

新聞報紙的讀者。這群人因為有文字能力，因而可以以排除的方式獨佔一組國家

管理不到或一般人取用不到的新聞資訊。在這裡，我們透過報紙感知公共領域。

接著，根據 Webster(1995[1999])的分析，是大眾傳播體系，或者更精準地說：壟

斷資本組織管理下的大眾媒介；我們在大眾媒體上看到眾人集結起來監督當代國

家的輿論活動。然後，很明顯地，就是網際網路；我們透過網際網路的技術特徵，

轉向尋求平等參與的民主空間，並命名為公共領域。整個尋找代言人的活動因為

將「公共領域」的概念置於優先的地位，於是包括 16 世紀的報紙、20 世紀下半

葉的廣電媒體，以及 21 世紀的網際網路，都不再以人們經驗中直接感知的對象

的方式被談論，而都是為了尋找／促成公共領域的工具。或者說，我們接受這些

媒體器械的角度，紮紮實實環繞在「公共領域」的想像上。 

在後來對網際網路之於民主活動的談論中，像 Bimber 這樣的研究者，顯然

沒有指出這個「碰撞」以及「賦義」的歷程，而直接將「公共領域」作為網際網

                                                 
15 「事態」，states of affairs，應該以現象學的方式來理解。事態的理解，牽涉到兩個層面；第一

層是「事物呈現給我們的樣子」；第二則是我們整合感官經驗、認識原則統合出指認事物能力。

這個角度使得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並不是一種被我們自己觀念所環繞且封閉在其中的理解。當我們

要表達某事的時候，因為語句或者意向的緣故，可能會以很多重的方式來表達某個同一物體；在

現象學討論中，有關「同一性」這個主題，引出了有關環節(memont)以及部分(part)相對於整體

(whole)的討論。而「事態」，則表現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的表述的多重性。同時，

事態說明了心智是與對象事物相關連的。參見 Sokolowski, 2000[2004]: Cha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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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命定結論或功能，其後發展出的討論圍繞在投資於各種民主資訊管道的氣

力，然後指定出不同媒體使用者的民主參與程度（這跟公共領域的討論已經距離

遙遠）。Zizi Papacharissi(2002)對網際網路作為公共領域的討論中，將 Habermas

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濃縮為「（Habermas）

」(Papacharissi, 

2002:11)。這麼一濃縮之後，完整而足夠的訊息以及充分的討論，便轉向滿足「公

共領域出現的前置作業條件」的討論。這個時候，兩組代言人出現：一方面公共

領域「的條件」，取代了「社會生活範疇」的具體面貌，另一方面也在時間推移

的過程中取代了「公共領域」本身。16 

Habermas 在 1990 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二版中指出，十九世紀中期

發展已堪稱完備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因為資本主義的持續肥大、大眾傳播體

系變化等兩個特徵，而經歷了一種「再封建化」(refudalisation)的退步狀態。

(Wbester, 1995[1997]: 176)。遊說團體以及政治人物與財團的聯繫使得原本作為

自主的、對抗國家的公共領域，失去了自主性。原本談論「個人」與他的制度環

境之間所感知到的某種「公共」，由公共關係取代；而我們對制度的感知，則由

「民意調查結果」取代。Habermas 說，這是公共領域的「虛構版本」(Habermas, 

1989:195)。但是，在剝除了公共關係、民意調查之後，我們是否有可能找到「真

正的公共領域」？那又將會是什麼？ 

當 Habermas 修正「公共領域」的內涵，企圖排除國家與經濟力，邁向一個

由私人活動聚集起來的空間時（它真正地成為一個地理概念式的「空間」了！），

討論線上遊戲的小社群，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如何？所謂排除國家力量，是指包括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在內嗎？那麼新的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包括福利國

家、企業形象建構指導下的各種公益活動、受到那司達克指數影響家計收入的股

市菜籃族是否可以清楚地切割？假若不可切割，為了完備「公共領域」而做的前

                                                 
16 本文稍後對「數位落差」的討論將顯示，數位落差正是這個「前置條件」的代表，電腦中介

傳播領域對數位落差的討論，顯然已經取代了我們對「公共領域」內涵、表現、本質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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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作業，現在為何而戰？他期待的目標又是什麼？ 

Habermas 在 1990 年版的序言中，為「次文化」提出公共領域的論述空間，

在 1980 年代之後，個人電腦器械入手經濟門檻大幅下降，一般人參與網際網路

的可能性提升，這使得網際網路與個人電腦明確地成為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的

補述中，明確浮現出來的所指(signified)。而「次文化」以及「非經濟」的結構

特徵，使得公共領域從單一整體的形態，走向多重、小眾。這樣看來，從封建宮

廷繁文縟節到騎士，從商賈到城市仕紳，不斷離開被制度化了的公共領域，創造

新的論述空間，似乎才是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真正／本質版本」：咖啡廳

或沙龍都無妨，最重要的是要不斷地脫離國家的干擾，並且堅守在國家之外的開

放特質。我們看出的公共領域，乃是生活世界中透過制度、技術環境與人文的碰

撞，而產生出的討論場域。 

但這個立場到了網際網路研究中，卻搖身一變以「數位落差」形態中的各種

變項被談論，取代「公共領域」成為 1990 年代之後談論網際網路的主題。 

 

（三）「數位落差」意味著什麼？ 

 

1.「數位落差」與「公共領域」的關連17 

 

「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指稱因為數位科技、器械之有無而造成的上下

斷層落差(haves or have-nots)。一般而言，數位落差的關切焦點在於，既然電腦

中介器械是資訊時代、資訊社會中，個人接觸民主參與的重要器械，而且也能使

教育以及各種公眾目的的作為有機會更廣闊地被更多人所接觸到，那麼一旦有人

因為機器、技術、經濟等因素無法接觸數位訊息時，便會因數位落差而造成社會

                                                 
17 相對於從理論衍申出「數位落差」與「公共領域」的關係，這邊所談論的兩者關連，是從數

位落差論述者所談論的內容，來看出他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因此可以說此處所言，是「論述分析」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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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 

英國學者 Neil Selwyn(2004)回顧數位落差的歷史指出，就 1980 到 1990 年代

的政策論述來看，數位落差的相應政策是一個中間偏左的議題，其主要的目標是

要縫合社會不平等，產生一個將所有人都包含在內的數位（資訊）社會(an 

‘inclusive’ society)。整個 1990 年代，包括英國、法國以及柯林頓-高爾掌政時期

的美國，都以逢補數位落差作為主要的科技政策。對數位落差的描述，則以科技

「有」與「無」為統計變項，討論在社會經濟地位、收入、性別、教育程度、年

齡、居住地區與種族作為說明數位不平等的自變項（如：BRMB, 1999; DTI, 2000; 

MORI, 1999; RSGB, 2001）18。工業與科技先進國家經常因為瞭解到資訊差距

(information gap)可以嚴重到排除一個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所有機會，因而結合了學

術、IT 產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以及政治與社會福利組織，努力推廣

數位使用。(Selwyn, 2004: 343) 

很明確地，數位落差成為科技政策的要角就是為了在技術層面上首先去除任

何人進入此領域的障礙。數位落差托辭公共領域，一方面似乎以技術條件解決了

公共領域在 1990 年第二版之後遭遇的資本主義難題；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共領

域論述，可以明確地操作化為「降低數位落差」。 

不過，後來的努力卻使得「數位落差」成為公共領域的代言人，我們甚少論

及公共領域的人文性格，卻在縫補數位落差方面大張旗鼓。 

除了以人口學變項來描述數位落差的範疇、樣貌外，數位落差在歷經二十年

的研究之後，開始出現各種層次的討論；2003 年出版的期刊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便以「數位落差」為專號。其中，荷蘭籍研究者 Van Dijk(2003)所撰寫的

〈數位落差是一個複雜而動態的現象〉(‘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一文中，將「數位落差」說明為至少在四個意義上的「落

                                                 
18 在臺灣，則有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導的「減少數位落差」計畫，研考政府單位為彌

補數位落差的各項工作。參見「減少數位落差」網站，http://www.digitaldivide.nat.gov.tw/。相對

於英國政府希望在 2004 年達成 75%人口上網的政策宣示（DTI,2000:59），臺灣政府在 2004 年四

月底到六月中的調查結果顯示，已經有 74%家庭可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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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19。Van Dijk 所標舉的四個意義分別是： 

 

(1) 缺乏基礎數位經驗：由於沒有興趣、對電腦感到焦慮或新的科技對

他沒有吸引力，使得某些人無法獲得基礎的數位經驗。這是「心靈

接近」(mental access)的問題。 

(2) 沒有電腦或網路連接工具：這稱為「物質接近」(material access)問題。 

(3) 缺乏數位技巧(skills)：由於電腦介面不夠友善，造成使用電腦時反倒

沒有效率，或者沒有適當的相關學習經驗與社會支持，使得某些人

缺乏數位相關技巧。這是「技巧接近」(skills access)問題。 

(4) 缺乏明確的使用機會(usage opportunity)，這是「使用接近」(usage 

access)問題。 

 

Van Dijk 的結論指，過去的討論一相情願地將數位落差當作是經濟問題，可

是卻沒有注意到，就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要使用新媒介其實需要社會支持網絡；

而且，真正的「使用」電腦，不只是會開關它，還要能在網路上搜尋、篩選資訊。

假若加上電腦資訊科技本身的進展（如：介面越來越友善），「數位落差」就會成

為一個動態的現象。由於情況如此多變，因此在政策上就不能將經濟補償、建設

國家基礎網路設備視為縫合落差的不變手段，而必須轉向逐一針對四種落差意義

的相應政策。無獨有偶，Stanley(2003)也將焦點集中在電腦素養的「心理社會障

礙」(psychosocial barriers)上。Stanley 的研究訪問電腦使用新手，請他們說說以

前為何不用電腦，現在又為何想要使用／購買電腦。最後的結論認為，個人因為

自己評估電腦與自己的關連、自己在使用電腦時的感受、以及對於自己是誰的種

種概念，決定了一個人會不會（在心理層次上）選擇使用電腦。 

                                                 
19 與 van Dijk 的討論幾乎同時，Mossberger, Tolbert 以及 Stabsbury 在研討「數位落差」的專書中，

將數位落差表現為三種不同的形態：「技術落差」(the skills divide)、「經濟機會落差」(the economic 
opportunity divide)、「民主落差」(democratic divide)。參見 Mosserber, et al.(2003) Virtual Inequality: 
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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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這些討論將數位落差的面向擴大，但就理解而言，數位落差又被談

成一個相當單面的現象。 

我們可以用一個對照說明來理解「數位落差」論述作為一個理論架構所帶有

的偏失。在 Stanley(2003)對「數位落差的心理障礙」的說明中，訪問特定社區中

正在接受電腦課程的初級使用者，想要知道這些人為什麼「現在」才想到要學習

電腦。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是因為職業與工作需求（如，為了找到更好的

工作、更高的收入）才開始學習使用電腦，有些受訪者則是為了家中年輕一輩電

腦使用者而學習，另外還有少數，則是因為想獲得上網體驗。假若從數位落差的

角度來看這些自我評估20，Stanely 將這些自我評估視為「動機強度不夠」。不過，

假若從生命史的角度來看，包括那些為了家中年輕一輩成員而開始學習電腦上網

技術的人，顯然不是動機不夠問題，而是「時候未到」。這怎麼說呢？原來，有

些家長之所以在一天上班忙碌之後，參加下班後的電腦課程，是為了要獲得參與

小孩活動的技術能力；這個動機在網際網路為成為年輕世代溝通管道之前，是不

可能出現的。即便我們將網際網路看做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新興的溝通工具，也仍

不足以說明特定家長參與網路活動的「動機」。因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他的」小

孩到了需要上網的年紀，所以「他」需要上網。是以，我們在理解這些高齡參與

者的時候，似乎應該要將他的整個生命歷程作為看待「學習電腦技術」的背景，

才有機會看到整個活動的原來樣貌。 

透過 Stanely，數位落差的說法，明顯地將這種「生活場景」所具有的意義，

一下子就以「動機不夠」的方式給解釋掉(explained away)。這個時候，我們對於

「科技於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其實並沒有給出清楚的說明，反倒是成就了數位想

像中對落差的證明。 

假若 Habermas 的困難是將「對新狀態的感知」給忽略掉，那麼 Stanely 等人

                                                 
20 Stanley(2003)在文章最後，將影響數位學習的因素歸類為幾項，其中一項就是「自我評估」與

「自我看待」。他認為，當一個人認為自己「不可能學會電腦」時，他的學習動機就會降低，甚

或容易從電腦課程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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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第二次漏失了這些感知。或者說，Stanely 等人倒因為果地切割經驗以符合

心理學變項。 

網際網路研究者將網際網路當作公共領域，因而對於阻礙進入公共領域的障

礙特別敏感，因而構成了數位落差的研究區塊。但是，當 Habermas 分析海外貿

易造就的新制度環境以及相應的公共概念（即，公共財政系統21與封建主私人財

務之間的區隔）時；當 Habermas 將新聞報紙、大眾媒介的出現視為資訊公開化

而進一步修正公共領域範疇與形態時，網際網路研究者顯然沒有將焦點聚集在日

常生活因為網際網路活動而成就出的新公共領域樣貌。如此出發的討論，將公共

領域化約為器械的有無、心理狀態是否備戰，卻沒發現，就是因為「落差」的面

貌不斷轉移、擴大、變形，更使我們不可能以「單向縫補」（如：補貼硬體購入

經費）的方式消彌不平等。很明顯地，歷經十數年的努力，數位落差仍無法放棄

的主題，這顯示了「數位落差」未能以他所被討論的方式縫合。假如我們理解、

定義「數位落差」的方式不差，何以集結了政府、企業、個人、研究單位的龐大

縫合運動，不但未見成效，反而似乎製造了更多「落差的類型」（例如：Van Dijk

直指「使用、技巧」等，都是數位落差的形式）？我們以「落差」談論數位生活

形式，似乎出了叉；於是由數位落差研究所預想的公共領域美好烏托邦，也就一

再延宕，無法實現。 

數位落差代替公共領域發言，向全球政府與商業機構爭取預算與公益資源；

然而「數位落差」卻是個失職的代言人。一方面它使得「公共領域」原帶有的不

斷轉移陣地、不斷開疆闢土的意涵，在國家與商業組織架構的框架之下，便成一

灘死水，癱死在聚焦於科技器械技術的眼光上。另一方面，數位落差從系統器械

與經濟因素，轉向技巧以及與器械相連的焦慮與心理狀態；這個時候，經濟條件、

                                                 
21 這裡所謂的「公共財政系統」自然也不是指現存國家架構中的財政單位，而是指，當經濟活

動有一個走出家庭私有面向，朝向集體工作、成規化的資本與勞動關係時，財務活動便在私人領

域之外另闢蹊徑。相對於家庭內的私人財務活動，這種財務「關係」，在那個歷史階段中，顯然

是牽涉到公共範疇的。從概念上作區別，「代表性公共領域」所特指的那種「公開化」的過程，

在這個階段仍清楚可見；只不過，此時，個別勞動者取代了「代表」人物，真正地成為公共領域

的構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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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狀態以及心理性質，都缺乏一個他們該附著於其上的「主體」（也就是「人」）。

當我們透過數位落差來理解的經濟活動時，我們的理解對象一向是電腦產業的產

值、個人電腦在賣場中的價格，而不是個別家戶應對於當代生活內容所作的財務

分配；於是我們也就無法從個別家戶支出中電腦中介器械所佔的份量來理解電腦

中介器械的相對重要性，也不可能看見在捉襟見肘中仍舊願意補充電腦中介媒體

時，所顯現出來的，個別家戶對當代生活的想像理解，以及想像與想像之間的不

同區隔。當我們透過數位落差來理解的技巧因素，便以應用軟體介面的開發改

善，取代了在文化背景中被形塑出來的語言習慣，而無法理解網際網路中的點閱

率邏輯如何能與關鍵字交錯運算，成為社會運動的手段之一22。當我們透過數位

落差來理解使用電腦、上網的心情時，雖然說明了某種自我確認（或自我否認）

的心理狀態，卻莫名其妙地將這種心理狀態與電腦的使用與否無條件地連結在一

起，而無視於日常作息不因此而中斷的事實。 

由此看來，「數位落差」論述被說明為服務於「公共領域」理念，對數位落

差的談論，主要目的也就從「公共領域」概念轉向「排除形成公共領域的各種障

礙」這個活動上。可是，我們以數位落差本身的態度來理解公共領域時，這個理

解的程序卻回過頭來使我們將「公共領域」直接等同於「網際網路技術」，而不

                                                 
22 此處所指，就是鴻海集團在 2004 年年底，因為不滿《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一篇報導，宣稱

該報導使得鴻海損失三千萬元，因而向法院申請假扣押曠文琪的財產。臺灣記者協會透過國際記

者協會向鴻海客戶戴爾、新力、諾基亞、惠普等廠商要求不要下單給鴻海。同時，與曠文琪同一

報系的同事《中國時報》記者李怡志則發動「Google Bomb」，集結網路使用者，在個人網站、

Blog、MSN Spaces 或個人新聞台等網頁中，加上一個「打壓新聞自由」的連結，使其連結到鴻

海臺灣首頁。如此，當網路使用者在 Google 搜尋引擎上鍵入「打壓新聞自由」時，就會連結到

鴻 海 的 網 頁 ， 藉 以 提 醒 大 家 ， 鴻 海 打 壓 新 聞 自 由 的 行 動 。 參 見

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4/12/_.html。至於網際網路上搜尋結果排序、點閱率邏輯等部

分，在本文後面還有討論；這部分的相關討論亦可參考 Lévy(1998)。就這個例子來說，在網際網

路的技術條件脈絡下來理解，我們可以討論出「點閱率決定 Google 搜尋結果」這個結論；可是

當我們在人的活動中討論時，卻意外地將「點閱率邏輯」轉化為「社會運動手段」，使得「Google
作為搜尋引擎」變成了「Google Bomb」。而且，只有在我們瞭解「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報導鴻

海…」的既與(pregiven)條件中，才能夠理解這個手段不僅僅是點閱率的結果，更是社會運動的

形式。數位落差對「技術近用」(skills access)的討論，能夠談論上網所需要的基本技術，甚或也

可討論點閱率邏輯造成的搜尋排名效果，卻無法將「社會運動」這樣的視野納入討論。是這層認

識上的斷裂，是這層將人文活動剔除在外的談法，使得「數位落差」的談論，越是談論，就越脫

離現實情境，越是分類，就越是造就新的落差類型。面對此情此景，本文認為，有一條路可以解

決這認識上的困難，那就是 Husserl 現象學方法中的「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有關現象學方法下的討論，參見本文第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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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Habermas 原意中具有的那種「公開」、「平等」以及不斷轉移陣地、脫離控

制的性質，並且使得「人們生活經驗中的遭遇」不見了。我們仍然可以談論數位

落差，但恐怕得先瞭解為什麼從一開始就無條件的將「沒有器械」視為落後。然

而其實再明顯不過的是，「數位落差」就是要控制已經由網際網路所代言的「公

共領域」；而且，在「公共領域」脫離了日常生活實質內容而理念化之後，談論

「數位落差」變成想像公共領域方便法門。 

現在的問題變成：談論數位落差，會談出什麼樣的網路烏托邦？電腦中介傳

播此刻又意味著什麼？ 

 

2. 數位落差：科技拜物教！ 

 

數位落差對公共領域的討論在 1990 年代之後幾乎取代了公共領域構築的人

文條件；這麼說的證據在於，網際網路與相應的電腦中介科技的「通路」與「近

用」(access)一直被視為公共領域所當討論的內容。 

為了說明網際網路的公共論壇功能，John Downey(2003)將網際網路說明為

「替代傳播通道」(alternative media)23。原本，替代媒介（另類媒介）只限於小

規模群體，因此經常被認為不可能有驚人的成就 (Pimlott, 轉引自 Curran, 

2000:193)；然而，近年來網際網路的表現，卻使人對這些替代媒體刮目相看。

在理論的層次上，Downey 認為，Habermas 在有關次文化的談論中，已經注意到

小眾媒體所具有的公共功能；特別是在 Calhoun(1992)的閱讀之下，似乎可以在

這些另類的、論述上相互聯繫的媒體之間，生出一個對反的公共領域

(counter-public sphere)概念。Habermas 在 1992 年新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中，對公共領域提出了修正，強調「多重、內在分殊的大眾公共」(pluralistic, 

                                                 
23 「alternative」也可以譯為「小眾」或「另類」，不過考察 Downey 所說，其實是認為網際網路

所具有的全球傳輸能力，乃是使他被民主活動特別重視的地方，因此說是「小眾」或「另類」都

不符原意，因而譯為「替代的」，藉以強調其「替代既有大眾傳播媒介（如：報紙、電視、廣播

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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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ly much differential mass public)，這個「公共」，將能夠抗拒社會的「大眾

媒體化了的，對社會的再現」(mass-mediated representations of society) ，並且創

造出屬於這個大眾公眾的政治介入條件。(Habermas, 1992:438，轉引自 Downey, 

2003:195)在這個修正中，我們再度看到 Habermas 逃出「被污染的」場域24，逃

向新公共領域的努力。這個努力將提示我們看待「數位落差」論述的角度。 

網際網路作為替代性媒介，他的主要能力在於「向世界發聲」；有好幾個例

子足以說明大眾傳播媒體所代表的公共領域在受到資本主義以及民族國家「污

染」之後，網際網路所具有的補充與替代功能。不過這種補充的功能，經常被認

為是世界活動的主角；墨西哥游擊組織 Zapatista 的革命運動史，即為一例。 

接下來，我要作一個歷史說明的實驗25。 

1995 年，墨西哥 Zapatista 游擊隊26組織透過網路與投票亭投票並行的方式，

尋求墨西哥公民的支持；Zapatista 問墨西哥人，我們的未來應該何去何從？ 

這件事肇始於 1994 年年初的軍事佔領行動。Zapatista 在 1994 年 1 月 1 號攻

下墨西哥南方的幾個城鎮之後，遭遇到政府正規軍的火力攻擊。交戰第十二天，

他們收到政府的停戰提議；Zapatista 退回自己在山中的據點，並開始思考游擊隊

的下一步要怎麼走。幾經思考27，Zapatista 決定接受政府的停火協議；這使墨西

哥政府大為驚訝。路透社記者 Harry M. Cleaver 採訪 Zapatista 的第二號領袖人物

兼發言人 Marcos，他說，Zapatista 絕對不會放棄武力，但是一個能夠持續而廣

為知悉的戰爭模式，是他們接受停火協議的思考出發點。網際網路此時成為

Zapatista 的主要活動場所。Oliver Froehling(1997)以 Deleuze & Guattari(1987)發展

                                                 
24 此處所指「被污染的公共領域」，在 Webster 的解讀下，就是資本主義對大眾媒體的污染。 
25 此處旨在顯示「公共領域化了的網際網路」所造就的認知起點，因此，底下的說明將會是本

文為本文讀者所設定的一個實驗。 
26 Zapatista 的正式名稱為「薩巴帝斯達國民解放軍」（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
組織，組織目標是要維護戰墨西哥人口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印地安人）的權益。 
27 Zapatista 最初拒絕了政府提出的停火協議，一直到 1994 年 7 月，仍未接受停火，甚至在 1994
年 8 月在自己的佔領區內召開「墨西哥民主大會」(the Convención Nacional Democrática, National 
Democratic Convention)，邀請國際與墨西哥國內知名的社會運動團體代表參加。1994 年 12 月，

墨西哥經濟崩盤；1995 年 2 月，剛贏得墨西哥總統大選，延續墨西哥 60 年掌政的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arty，對 Zapatista 發動武力攻擊。後來又經過多月的協商，終於才在 1996 年 1 月簽

訂首件和平協議文件。參見 Castells, 1997[2002]: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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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莖」(rhizome)的隱喻來說明網際網路的在其中的表現。網際網路對

Zapatista 來說，最早是有學術工作者在說明墨西哥農民運動的背景與進程時，提

及的革命團體；一直到 1994 年的戰爭，Zapatista 才開始積極思考以網際網路來

提高整個戰鬥的國際能見度。Froehling 認為，網際網路在此並不是創造了一個

沒有疆域的新空間，而是將既有的空間結構予以重新構塑(new configuration of 

territories, Froehling, 1997:293)；透過網際網路的地下莖結構，不同的網路傳輸速

率、不同的私人近用能力、不同的領域、乃至於對於各種安全模式的不同解碼形

態，各自運作，構塑各自不同的新空間。而對 Zapatista 這樣的游擊團體來說，

無論每個人近用網際網路的速度、能力、方式、程度、範圍如何，將網際網路納

入思考，就等於將鬥爭戰場延續到網際網路上；網際網路此刻乃是鬥爭的場所，

而非邁向解放的工具。網際網路的使用，使得 Zapatista 的戰爭範圍一下子提升

到全球範疇中。1994 年 7 月贏得墨西哥總統大選的 Ernest Zedilla Ponce de León，

從當選開始，便採取武力攻擊、區域性和平協議等等策略，試圖以區域性的平等

與民主規範，招降 Zapatista；然而 Zapatista 的支持者，從 1995 年 2 月遭到攻擊

時獲得約七十五萬當地居民的支持，一直到 1995 年完成網際網路投票之後，已

經從在地範圍，擴展到全球性的支持。這使得墨西哥政府在協商時，無法再做區

域性、在地性的考量，而必須提出全面的政治協議。 

Froehling(1997)對 Zapatista 的觀察指出，包括其發言人 Marcos 在西方媒體

上的詩人作者形象28、墨西哥 Chiapas 地方人民的自主要求、人權團體在美國、

墨西哥乃至於各自國家內的反戰與人權訴求、自願團體組織的人權觀察團隊、以

及各類物資的捐輸者…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組織，在「Zapatista」

這個圖騰上，各自發表論述。Froehling 說，這不是兩個交戰團體在網路上狹路

                                                 
28 Zapatista 組織中最廣為人知的成員就是 Marcos，不管是當時接受西方媒體的訪問、對外發言

或代表組織的個人形象都以 Marcos 為主。然而 Marcos 一直都只是組織中的第二號成員，原因是，

該組織既然主要是為爭取原住民權益，因此規定其首腦人物一定要由具有墨西哥原住民血統的人

來擔任。Marcos 本人則因長相俊秀，頗有文采而又願意配合西方媒體採訪，因而成為西方世界

認識 Zapatista 的主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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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的網路戰(Netwar)，反倒是來自各方的支持者，環繞著 Zapatista 革命運動議

題，在不同地方運作不同議題，而匯聚交錯出的綜觀現象。Froehling 然後說，「地

下莖」是難以掌控的，Zapatista 也因此「無所不在」--但再也不是由 Chiapas 地

方的 Zapatista 所控制(Zapatista is therefore everywhere—but they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Zapatista in Chiapas. Froehling, 1997:301)。 

Zapatista「…… VHF

， ……」（田中宇

2001.04.02，引自網頁：http://www.tanakanews.com.tw/900402.htm。）這使得

Zapatista 成為科技配備最為先進的游擊組織29。1995 年的網路投票活動被寄予厚

望，希望成為其行動的民意基礎。西方媒體人士或政治觀察家都認為，Zapatista

這個活動等於是為「網際網路公共論壇」開啟了不同於以往的全新使用模式。

(Cleaver,199530)在墨西哥反抗運動史上已有五百年歷史的 Zapatista，面對墨西哥

政壇改組，執政黨越來越能寬容、接納游擊組織之後，原本著力的反對空間相對

消解。Zapatista 透過網際網路集結並開啟在「政治談論空間」方面的努力，使得

它在第三個千禧年消費文化籠罩各地的氛圍中，仍舊是左翼政治運動的領袖組

織，甚至為後來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反 WTO 等各種「反的組織」視作圖騰的

記號。 

在這樣的歷史論述方向中，Zapatista 游擊隊幾乎成為網際網路作為公共領域

的最成功教材。 

然而至此，我們是否獲得「該使用網際網路獲得／促進民主」的結論呢？我

們是否獲得了「網際網路果然是公共論壇」的結論呢？「消除近用網際網路的障

礙（即，逢補數位落差）」是否就是我們在 Zapatista 事件中獲得的啟示呢？ 

Froehling 認為，假如一下子就跳到這個結論，那麼我們就只不過是一群將

眼光將放在網際網路科技上的科技拜物教徒(technological fetishization, Froehling, 

                                                 
29 「最先進的游擊隊組織」是網路社會學家 Castells 對 Zapatista 的形容。參見 Castells, 1997[2002]。 
30 Cleaver, 1995。參見：http://www.eco.utexas.edu/~archive/chiapas95/1995.08/msg002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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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302)！在我們參拜科技大神時，根本地忽略了將科技推上大神地位的、信

仰它的人們。 

然而我們卻從不「覺得」像 Castells 這樣書寫 Zapatista 的歷史有什麼問題，

彷彿 Zapatista 的意義就在於呈現了電腦中介活動促成公共領域的正向影響力。

本文在此要點明的卻是，當我們將「理所當然」的認識模式，重新描繪，並且探

究它的起源出處卻會發現，我們所認識的，其實將是我們的科技拜物信仰，而不

是 Zapatista 游擊隊。當我們試圖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討論電腦中介傳播的意

義，會不會，依循我們經驗所及所講出的，其實是我們對科技大神的敬畏，卻不

是 Habermas 念茲在茲的公共領域，或者對人的理性的信心呢？ 

 

 

Habermas  

 

沒錯，網際網路的地下莖組織，的確使得革命者能夠輕而易舉地脫離階層化

了的政治控制力，但這也代表了革命議題的轉變與引用替代。原先，Zapatista 是

由墨西哥原住民（特殊族屬的印地安人）組成的游擊隊，關切墨西哥民主活動與

佔總人口數 1/4 的原住民的權益；然而隨著 Marcos 在西方媒體上的偶像化，以

及學術圈藉由此例爭論「新自由主義」（這又與 1995 年前後「北美洲貿易自由協

定」的簽訂有關）的內涵，乃至於發展跨洲民主論壇等等活動，Zapatista 變成眾

人競逐消費的圖騰；散落各地，透過網際網路集結在特定伺服器上的所謂的「全

球支持者」，儘管大量討論此事，卻沒有體驗到 Chiapas 地方人民缺乏糧食、遭

受戰火侵襲的苦難。所謂「參與」，虛擬的很！疏離的很！關於這段歷史的書寫，

寫在「網際網路公共領域與民主參與」的歷史中，而不是墨西哥國家社會轉型的

歷史中。 

在公共領域化的談論中，我們為 Zapatista 書寫的，是它在網際網路中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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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圖騰史。問題是，「公共領域」的說法使我們以為這「便是」屬於 Zapatista

革命的歷史，而未能區別出它與被神化之後的圖騰之間的差別。 

這也就是說，網際網路或許為 Zapatista 提供了擴張鬥爭戰場的機會，但並

不表示網際網路本身就能獲得民主的意義。網際網路在與人的碰撞活動中，有遠

大於此的豐富意涵。不僅是運動期間透過網際網路發展全球視野，募集全球資

源，還包括革命過後因為各種目的上網擷取 Zapatista 相關資源的網頁點閱者、

評論者對該運動的定位與賦義……種種活動都使得「網際網路」這個成分在該革

命運動的歷史中，特別受到注目。這是我們透過公共領域，對該組織活動的賦義

活動。Deleuze & Guattari(1987)的「地下莖」隱喻，被具象化為「網際網路如同

地下莖一般透過電話線連接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個人電腦」。雖說就工程技術條件

來說，並無不妥，可是卻在這具象化的過程中，將網際網路從一個舞台背景的角

色，拉到前台來搬演起主角的戲份。電話線變成絕對的獨白者，似乎不需要配角

以及舞台陳設的襯托。那些依據各自需求陳述、建構、挪用(appropriate)Zapatista

符號的意識形態愛戴者，掩藏了他們各自的意圖，在借用 Zapatista 圖騰的時候，

同時也扼殺了游擊隊與網際網路之間碰撞出的意味31。 

在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的談論中，那個所謂的「公」並沒有今天的現代意

義，只不過約略可以就法律成形以及人們活動的軌跡脈絡，指出封建主在「公共

領域歷史」之前的位置。當此之時，Habermas 等於是在說，儘管「公共領域」

在 18 世紀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真正地（在現代意義上地）成形，但他所牽涉到的

活動，絕非僅僅是政治的活動。可是，當技術物質條件進入到網際網路分散化、

去中心化的階段後，「公共領域」被脫出於他既有的歷史之外，以「逢補數位落

                                                 
31 由於理論家執著於「現象背後的深層結構」，使得表現出來的各種遭遇場景不斷地被要求為某

種可欲的理念、想法或理論法則作證。這個時候，現象不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被人們所認識，而是

被人們腦袋中已經架構完成的民主理念所含括。這麼一來，不管現象如何生出、也無論場景怎麼

轉變，我們所假設的認識方向保證了我們的認識內容。然而 Habermas 範式下的討論卻難以說明

者層認識「意向」，難以說明我們認識 Zapatista 的方式與我們自身的關係。於是，當我們意欲將

Zapatista 當作是網際網路促進民主的典範例證時，我們所著眼的其實不是 Zapatista，而是網際網

路與民主的關係；這時，整個游擊隊活動的歷史被簡化為民主發展史中的一件小插曲。底下對

Fukuyama 的說明將顯示，正是這個認識方向，使得人們有機會說出「歷史的終結」這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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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以促進公共領域增長」的方式，聚焦在這個沒有時間與人文脈絡可言的技術層

面上32。「地下莖」隱喻若是一個描述資訊時代的好的隱喻，是因為他將多因複

雜的決定形態以一個更為生物性的方式描繪出來。 

就 Zapatista 的歷史來說，我們之所以對這個游擊組織大感興趣，不只是因

為他們使用了網際網路，而是因為在「游擊隊」與「網際網路」之間具有一種特

殊的蒙太奇效果；而這種蒙太奇效果乃是出自於我們個別認識中，對「游擊隊」

或「網際網路」的既有想像，所造成的斷裂效果。這種效果，提示了一種多向的

聯想關係33。於是，「地下莖」的意思再也不是網際網路所仰賴的「電話線的形

態」形成了具體的錯綜複雜路線。而是指，在帶有歷史、人文活動、乃至於個別

意向差異的聯想中，「給予意義的認識活動」以類似地下莖的方式浮現出來。透

過我們對「游擊隊」與「網際網路」兩個詞彙比對出的「出人意表」，我們才理

解到網際網路在政治參與上的能力。而不是倒過來，先規定了網際網路的民主能

量，然後賦予 Zapatista 在 1995 年的活動一個證明網際網路能力的地位。原本在

Habermas 說明中一一浮現出來的各種人文場景34，現在被化約為「網際網路是否

                                                 
32 「數位落差」的討論中，固然有工程技術、經濟條件以及心理因素的議題，然而這些議題在

當代心理學以及經濟學的計算中，已經不再具有 Habermas 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歷史視野與人文關

切。我們幾乎可以說，以實驗心理學、計量經濟學為主軸的數位落差討論，根本地成為一種技術。

至於「數位落差」研究中也大量出現的訪談與觀察資料，同樣在割離了個別受訪者生命情境的狀

態下，成為非統計的計量資料。 
33 此處所用「聯想」關係並非 Saussure 符號學上所說的「系譜軸」，而是 Husserl 在《邏輯研究》

中便已經討論過的特殊詞彙。「聯想」(Assoziation)是「 」，

也就是我們何以決定將一個經驗指向類似東西的過程；我們可以理解為將事物放在一起理解的活

動。參見 Moran, 2000:168；引號內文字為蔡錚雲譯文，參見蔡錚雲（2005）。《現象學導論》，台

北：桂冠，頁 220。 
34 雖然 Habermas 對現代性知識的維護已經在後現代知識型的討論中遭到挑戰，雖然 Habermas
一向被視為現代性未竟計畫的代表人物，雖然 Habermas 與 Gadamer 或 Lyotard 的辯論被視為現

代與後現代知識份子的對話，但本文在此仍將 Habermas「的作品」視為顯示了特定人文向度的

討論。理由在於，Habermas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不論是對 16 世紀封建宮廷禮儀，

或對 18 世紀海外貿易商在原先城市成立的貿易公司等，都描述了當時的人文場景（如：封建儀

節的展示場所從宮廷到戶外再回到宮廷）。相對於 1990 年代之後針對「網際網路能否作為公共領

域新疆域」的討論無條件地將網際網路的人文場景抹煞的討論路徑，Habermas 的談論所具有的

「經驗基礎」顯然更貼近本文所問「意味什麼」的脈絡。只不過，本文所要作的不只如此，我不

僅要將 Habermas 作品中的人文場景突顯出來，並且也要將這個作法推移到對網際網路的討論

中。而這個部分，在本文第參章會詳加說明。當然，Habermas 在其所有作品中形成的「對現代

性的孺慕之情」，仍非本文所能否定。只是，由於本文已經打算不採取整體主義、以偏蓋全或推

演估算的方式來看待特定作者單一作品與其全部言論之間的關連，因此可以暫時以此法來比對現

前網際網路的討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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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拓新的公共領域的工具」來討論。但其實，我們早已經知道結論。 

然而，正是因為網際網路在 Habermas 範式下轉向對民主參與、政治活動、

公共領域的保證，使得「Zapatista 使用網際網路」這件事情，一下子就窄化且過

度推論為「網際網路有助於民主發展」；所謂的「地下莖」，在缺乏「認識想像」

的情況下，只能具體化為「網際網路電話線」。此時，對網際網路電話線的想像，

當然首先以「有」、「無」作為二元對立的邏輯；而「數位落差」也就自然而然成

為公共領域的代言人。 

Zapatista 在全球網際網路上的際遇等於是在說，網際網路作為公共領域也

好，作為數位落差的談論對象也好，其實都已是轉移了焦點之後，科技拜物教徒

的獻祭品。原先在 Habermas 分析中藉由特定「人文碰撞」產生出來的理念：「公

共領域」，已經回過頭來遮蔽了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而網際網路，就是被標示

出來的獻給「公共領域上帝」的祭品。 

公共領域談論的是私人之外的那個生活中的「眾人共同」向度。這些「共同」

的向度，一開始是宮廷貴族所擁有的繁文縟節，然後是外貿公司所需要的海外經

商訊息。接著是地方政府管理私有公司與雇傭者財務關係的制度執行範疇，最後

是被資本主義與利益團體污染的大眾傳播媒體。然而很明顯地，當 Habermas 的

討論，透過 Webster 的詮釋，將「公共領域」之共同、平等，轉向 Webster 自己

所在意的「大眾媒體」之後，公共領域就失去了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匯聚、與

人的活動碰撞出來的性質。我們不再談論「公共領域」，而是談論「大眾媒體」；

接著，我們談論「網際網路」便以為是在談論公共領域；最後，數位落差因為論

述操作上的便利，成為談論的焦點。科技拜物教教徒的祭壇上，有 Downey(2003)

對「政治斷裂」(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批評：Downey 一邊說網際網路作為公

共領域使得一般人可以自由地在上面集結屬於自己的討論團體，另一方面卻又批

評每一個這樣的團體都片段化政治生活的整體性，將進一步成為戕害「審議式民

主」的風險(Downey, 2003:189)。 

Habermas 在第一個版本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起大眾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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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認為它有機會造就新的公共論壇空間，但仍不免要說，20 世紀之後，在資

本主義持續肥大、政治官僚持續與媒體糾纏的情況下，大眾傳播媒體早已失去他

的批判性格。然而，受到 1989 年之後，中東歐市民起義的啟發，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全球非政府組織（NGOs，如：綠色和平組織）以及地方化的

小眾媒體（localized forms of media，如：社區電台、城市報紙）透過網際網路發

起的民主活動，卻又使得 Habermas 對「媒體」燃起一線民主希望。就在此時，

Downey 引述 Habermas 對政治理論的說明指出，Habermas 在 1998 年之後，已經

肯定新的資訊與傳播技術對於平等而含納各種言論的貢獻。只不過，網際網路含

納各種言論的結果，經常是政治上的論述極端化；而且，由於網際網路上互相連

接的網站，都是以彼此之間的相似作為基礎，這使得這種極端化的狀況越是「網

網相連」就越形嚴重。於是乎，網際網路一方面促成巨型多元主義 (grand 

pluralism)，另一方面卻也實質地造成了區隔化的效果。 

在這一著述(Habermas 第二版)、一詮釋(Downey, 2003)之中，Habermas 不斷

被從他所亟欲逃開的定型了的「公共領域」場所，拉回到形式架構下指定的地理

式的空間中。從大眾媒體到網際網路，Habermas 看來只對那些提供集結的虛擬

／想像空間感到興致盎然，可是網際網路研究者卻翻轉過來將這思維中的虛擬空

間固形化以「新聞報紙」、「廣電媒體」、「網路社群」等不再流動逃脫的「對象」

加諸在「公共領域」概念上—還不斷地檢查他們在成分上的純粹性。 

「數位落差」作為科技拜物教的信徒，每每執行著排除污染源的淨化儀式；

性別的、種族的、職業的、年齡的、經濟的、教育的、地區的、技術的、心靈的…

當我們無法質疑教義時，就質疑尊崇活動的儀式吧！這樣的討論模式，使得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確實地成為一個形容詞，而我們所做的則是要測試看看那

個媒體更符合這個形容詞所描繪的烏托邦。而媒體本身的表現，變成為受評估的

對象，倒不一定能夠為人們揭露我們在其中生存的模樣，以及該媒體對我們的意

義。 

像這樣不斷返回民主架構／民主上帝的討論，最後終於成就了日裔美籍學者

 62



Francis Fukuyama(1992[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說法。 

 

（一） 歷史終結的條件 

 

Fukuyama 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35的〈序論〉中，為所謂「歷史的

終結」提出了一個思及(think of)的脈絡。他說他其實不是要說歷史事件不會再發

生，而是對人們是否還有機會能夠提出「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追問；

Fukuyama 認為，他就是要主張這種「普遍史」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我們所必

須追求的。面對「歷史終結」一說已然招致的批評36，Fukuyama 以近代自然科

學為起點，說明這個起點將能夠有效地說明歷史為什麼必然是具有定向性的。

Fukuyama 的基本觀點是，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協助人類征服自然，並且可以從

中找出與自然相處的法則，以自然與自然法則行事，人們將不會是依據人自己所

規定的規則活動，這樣，才能繼續征服自然的工作。Fukuyama 認為，這種發展

的方向跟歷史的起源或文化遺產無關，而且所有謀求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在自然

科學所保證的普遍概括中，將會逐漸趨向均質化。另一方面，民主現象也將成為

普遍史中的要角；只不過，政治制度無法以科技來說明，卻能以經濟上的自由市

場來說明。Fukuyama 引用 Hegel 對於「對他人之需求」的說法，指出人不僅有

慾望，而且還有氣魄，所以需要民主政府來展現這種驕傲；而自由經濟則是為人

們提供這種透過勞動來尋求承認的行動。(Fukuyama, 1992[1993]:I-XIV)整本論著

中，Fukuyama 以全球各地政治、經濟與科技活動的「一致化」（或言「一貫性」、

「定向性」）傾向，作為提出歷史將朝向全人類普遍一致的證據。不管是東歐、

蘇聯、拉丁美洲，每一個地方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間的政治變動，都被

                                                 
35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Inc.本文

參考中譯本，李永熾（譯）（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 
36 在本書之前，Fukuyama 已透過〈歷史的終結？〉一文闡述過類似的概念，因此在本書出書前，

已經招致各方評論意見。詳見〈序論〉，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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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指為「因為非民主制度的缺陷，造成了非如此不可的結局」。 

Fukuyama 對歷史終結的說明，其實是在抽象形式上的討論中獲得的結論。

這也就是說，Fukuyama 之所以能夠將歷史描述為「終結了！」，乃是基於將分散

在全球各地的政治活動，就其「結論」作統合而整體的描述。這個描述固然讓我

們看到了大方向，卻也使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與經驗被化約到所剩無幾。

以臺灣的例子來說，或許由於臺灣在全球政治經濟局勢中的不顯眼地位，

Fukuyama 對臺灣政治局勢的說明，以 99 個字帶過。以全球範圍、概括的警示意

味來看，Fukuyama 顯然認為 99 個字已經足夠。2000 年臺灣的總統大選，對全

球政治來說，沒有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來得重要，也沒有 1990 年戴．克拉克釋

放曼德拉來得重要；可是對於臺灣政治史上從美麗島事件開始追求便投身反對運

動的人來說，2000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比柏林圍牆更具有親歷其境的震撼效果。

Fukuyama 的終結，是終結掉了文化背景與心理感受的深刻經驗。但，這種終結

的先置條件是什麼？是什麼樣的認識態度，使得他可以將理論架構在全球的範疇

中便因而可以合法地忽略個別社會文化的內涵？ 

從 Fukuyama 的談論中，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明終結之說的前置條件。

第一是他用來說明普遍史可能性的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第二則是他權充為說明

民主現象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Fukuyama 在有關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說明中，借用基督教對西方世界的絕

對控制地位來說明時間的有限性。Fukuyama 認為，基督教相信人始於上帝的創

造，終於上帝的救贖，顯然就是時間有限論的說明者；由此來看，撰寫普遍史必

然有一個結束點。中世紀基督教思想雖然在文藝復興時被更為人文的思潮所取

代，可是這並不表示歷史便可以在人的創造中無限地延伸，因為，隨著 16 世紀

科學方法的確立，人的行事法則，從對上帝的尊崇，轉向了尋覓自然法則以及透

過自然法則知識對自然的征服行動。對 Fukuyama 來說，既然自然法則不變，人

們所需要作的事情就是建造更好的儀器設備來理解它、擷獲它、取用它。這麼一

來，歷史雖無終，但卻也無始—畢竟，大自然在人類進入文藝復興時代之前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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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存在在那裡。知識的進步，因而也就只是科學活動上的進步，而不是社會或政

治理論上的進步。 

接著，Fukuyam 採取了與 Weber「理念型」(ideal type)幾乎可說一致的談法

來說明普遍史書寫的必然性。他認為，以科學知識來談論的進步是一個定向的方

向，無須多談，科學就是會引我們向特定方向來發掘更多屬於自然的法則；但在

社會與政治方面，我們必須就人自由的實現的手段，製作一個完整的形態，然後

推廣於世界，以瞭解世界進步的尺度。這個完整的形態，就是公正的市民機構。

Fukuyama 的意思是說，歷史一定會終結，而我們必須在歷史終結時，指出人在

其中得以發揮潛力、實現自由的機構。然後，既然我們已經擁有歷史終結時的最

終機構與制度狀態，自然就可以用來比擬於世界範圍中所有制度機構，並且說明

他們的進步程度。這裡的說法等於是說，先前對於希特勒、臺灣、柏林、緬甸等

地民主活動的說明，乃是參照於「特定政治形態」之後的比對結果。這個說法使

我們確信，既然有一個可以作為比對的理念型，當然也就不用再書寫歷史，因為

一切的比較都將會是靜態的，所謂歷史，只是在不同的自然時間中作比對，然後

把比對結果放在一起編纂成書扉中一頁接續一頁的線性排列。歷史本身沒有時間

性的時候，當然就在其定義的層次上必然地被終結掉。 

如此，歷史當然「必定終結」，因為 Fukuyama 所說的歷史，不過是指歷史

模型，歷史不是說明事件並置的效果，而是，「效果」確認之後，再來排列事件，

使他（即，排列的結果）符合於「歷史終結的模型」。 

那麼，到底是先終結了歷史，還是先終結了「人」的意義？Fukuyama 弔詭

地引用文藝復興時期將人類史比喻為人的一生的態度，將「終結」說明為生命最

後的殞落，卻沒有想到，人終究是在屬他的人際脈絡、生活世界中的存有，他雖

會殞落，但這卻也是他曾經存在的明證。由此，我們看出了「歷史終結」的前置

條件，就是將人文社會與歷史活動，以近代自然科學的方式加以觀察、推演以及

歸納。由於將西方民主政治當作是歷史終結時的政治理想型，所以，當我們歸納

出「民主就是最後的政治制度」，也就顯得理所當然；而且歷史顯然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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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是以邏輯的方式來面對自己書寫普遍史的慾望，然後將最後的結

果抽繹出來，獨立在所有的經驗與心理狀態之外。若按 Fukuyama 的舉例策略，

我們將輕而易舉地指出美國在 2001 年遭遇「911 攻擊事件」作為反對的例證；

但更重要的是，Fukuyama 將一切的慾望都讓位給「近代科學為基礎的『發展』」

的慾望（Fukuyama 本人也就是將自己書寫普遍史的慾望託詞於近代自然科學的

發展概念）。這個談論的模式，將使得人們必須在自然科學架構之下討論，而不

可能生出新的慾望。37 

換言之，歷史終結的條件，乃是我們對「普遍史」的慾望。由此，我們看出

的是電腦中介傳播在 Habermas 範式下的結局。 

 

（二） 「公共領域」或「數位落差」終結了日常生活 

 

深信於「普遍史必然有一個終結點」，Fukuyama 必然獲得歷史終結的結論。

我們可以以類比的方式來解析「公共領域」及其代言人「數位落差」在我們這個

時代中的位置。 

我們已經在前面的討論中說明了「數位落差」其實就是「公共領域」的代言

人，人們談論數位落差，就是為了替公共領域開闢一條康莊大道，準備好一切先

行的條件。從這個關連來思考數位落差與公共領域，我們可以發現，整個電腦中

介傳播在 Habermas 範式之下，呈現的意義其實與 Fukuyama 對普遍歷史的想像

                                                 
37 Fukuyama 用來說明「歷史終結」的另一個主軸，就是以經濟自由市場來解析民主化現象。這

一解析如同他對近代自然科學的說明一樣，是透過合法推演的方式來談論。例如，他在〈自由經

濟的勝利〉（第九章）中說，那些「 」。他以中國大陸與

臺灣在 1949 年分裂之後的經濟發展來說明，工業政策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而且二次大戰結束

之後的亞洲經濟奇蹟已經證明，「 」。接著，

Fukuyama 說，「

ASEAN
」(p.128)Fukuyama 將他自己的眼光著重在「可以實現」這個臆度上，

結果忽略了「現在經濟成長率的持續」在他發言的時候，只不過是一個幻覺、一種慾望，不但不

具有現實性，而且也因為他個人慾望方向的指定，而將導引出特定的結論。「歷史的終結」就是

Fukuyama 對知識的慾望最極致的表現。而這種無法想像其他可能的侷限，在 Marcuse 那邊，早

已被指責為「單向度」(one dimension)給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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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慾望如出一轍。怎麼說呢？莫若我們看穿了電腦中介器械的最終目標就是使得

網際網路成為理想中的公共領域，又怎麼會以邏輯推衍的方式尋找到消弭數位落

差，排除不平等呢？倒過來說，數位落差對於「前進」、「落後」的定義使得整個

縫補的工作，不論是就經濟門檻、工程技術、心理條件或社會交往網絡等方面，

大抵都以排除社會不平等為基底論述，取得它在政策上的優先地位。 

當此之時，電腦中介傳播在全球向度上的技術一致性，似乎也就說明了所有

採用同樣數位技術的所有社會，都將面臨落差的窘境。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在談

論特定社會的落差現象時，總是期待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而能獲得解答38。

這種解答的路徑，顯然就是透過「同一個技術，在哪裡都是一樣的」這種自然科

學的邏輯應用到人文世界中，才會出現的解謎方向。技術優先，以及透過技術的

角度來看待人文，使得對數位落差的描述普同化。我們以科技的「性別」、「族群」、

「世代」、「職業」、「經濟狀況」來說明數位落差時，儘管分類出各式數位落差的

形貌，儘管把資訊科技出現之後的社會不平等也資訊化，但沒被問到的問題的

是，這些協助我們篩選不同性形態數位落差的術語篩網，有那麼一點味道反客為

主地從一開始，就為我們設定了思考這些區隔、不同的方向。Singh (2001)的研

究指出，當女性一剛接觸到新科技時，她們傾向於以「科技」(technology)稱呼

這些器械，一旦熟悉了，便以「工具」(tool)稱呼之。Singh 認為，女性對於被命

名為「科技」的事物顯然還是有著相當的不安，這與我們的社會建構女性與科技

的方式如出一轍。Singh 的討論最有創意的地方在於他讓女性自己去描述這些科

技，然後以被描述出來的那些名稱，看出在性別之間的差異感受。不過，我比較

好奇的還是，假如 Singh 的研究一開始不是以「性別」作為訪談資料區隔的標準，

那麼命名區隔還會不會「只是」女性的特殊用法？倒過來說，是否因為 Singh 一

開始就設定了男女之間的差異，所以造就了最後的研究結果？39但問題是，這個

                                                 
38 當然，在「數位落差」被談論這麼許久之後，網際網路研究者的反思工作開始回到在地的生

活中，透過實際經驗的敘述，為數位落差填充各地不同的經驗；如：方念萱(2003)有關網際網路

女性退用者的研究，即是一例。 
39 一個平行的例子可以在 Sherry Turkle(1984)詢問學齡前小朋友「電腦是不是活的？」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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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到底是哪裡來的？是研究預設／假設(hypothesis)或者是研究結果(result)是

電腦中介活動的性質呢？還是女性的科技恐懼呢？或者是Singh的語言觀點分類

邏輯造成的？ 

這裡所說的描述普同化，不是指「將男性與女性的經驗普同化」（因而去除

普同化的方式也就不是去區分兩者不同的命名策略），而是指，我們假定找出差

異的因果關係與其他活動是類同的。我們假定在性別區隔的前提之下，有機會看

出新科技造就（或維持）的社會區隔的形成因素（例如：Singh 的研究就指出了

「女性與男性果然是有差別的」），在此，資訊化、電腦中介科技被看穿，成為我

們看待性別區隔的凸透鏡—可以用來放大既有的區隔。這個時候，站在一旁看的

Fukuyama 便有機會說，我們真的需要普遍史，因為「證據」顯示，從「性別區

隔」出發的所有研究，將指向必然有區隔的結果。於是，儘管我們看到的世界已

經大不相同，卻無法說明不同在哪裡。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一個重要討論背景。那就是電腦中介傳播器械所主張的

整體環境，可能並非既定架設所能識清；也有可能，「清楚地說明」本就不符合

這個整體，因而也就不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電腦中介傳播在技術上的特徵（去中心、分散、非階層化），經過 1980 年代

後期個人電腦降價以及 1990 年代後期萬維網（WWW）的發展應用之後，已經

不再以一種「特殊形式」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衝擊我們的日常經驗。

對 1995 年之後的整體生活來說，電腦中介科技不是一種新的樣態，而是一種圍

繞著我們的生活世界必然物，這種環繞生活的器物，若說他有多重使用的面貌，

一點也不過份。然而以全體一致的態度來面對數位落差，甚至將公共領域當作是

                                                                                                                                            
找到。Turkle 在該研究中指出，小朋友對於「什麼是活的」似乎有特定的標準，而且隨著小朋友

認知範圍的擴大，「電腦是不是活的」便以不同標準獲得答案。Turkle 與 Singh 的研究一對比，

我們便可看出將「性別」、「年齡」置於研究者所遭遇的經驗之前，可能出現的後果：我們看來是

「證明」了人們對科技的區隔態度，但卻又不得不將經驗的實在性隱藏在這些分類的類目之後。

在 Turkle 的研究中，我們取得的是關於「年齡對體驗生死的感知」，在 Singh 的研究中，我們實

則獲知「性別語用差異」；兩者事實上並未聚焦於「電腦器械」上，更不要說是否討論了人遭遇

了電腦器械時，感知的生存場景。這使我們不禁好奇，假如能夠剝除性別、年齡等理論態度下產

生的類目，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的意味，會有什麼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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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中介器械最終的目標，不但無視於現實，而且還明目張膽地終結了「日常生

活」。 

2000 年之後，以手機為主的行動數位科技，以其輕巧的體積、無入而不自

得的無地域特性，取得了電腦中介器械科技發展史上的新地位。以討論科技的社

會意涵而廣為人知的觀察家 Howard Rheingold 從 1993 年便開始他對數位科技的

說明，這一波行動科技，也引起了他的注目；在接觸到 2001 年菲律賓群眾以手

機簡訊傳送訊息，讓當時的總統 Joseph Estrada 倒台的事件之後，Rheingold 收集

大量類似的經驗：1999 年 11 月 30 日抗議世界貿易組織的「西雅圖之戰」、2000

年 9 月在倫敦因為不滿油價上漲而聚集的非法政治抗議活動……(Rheingold, 

2002[2004]:250-251)。從公共領域的角度來看待，反對運動透過這些更容易集結

反對者的器械，似乎找到了更易於串連的方式；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因為更

容易聯繫群眾，而更能躲避國家機器暴力以對的反制。我們幾乎可以下一個結論

說，公共領域就要在這些行動科技中紮紮實實地浮顯出來了！ 

然而，事情卻有那麼一點弔詭。因為不只是政治事件中的群眾動員，

Rheingold 對「聰明行動族」的討論看起來有那麼點不恰當地一路談到了日本東

京從 1998 年以來就有超過十萬人使用的「速配」(Lovegety)連鎖裝置；這種裝置

等於是一種電子費洛蒙，只要在一定的範圍中，有一個持有「速配」工具的異性

出現，而且個人檔案互相符合，「速配」就會發出訊號；2000 年北美的「同達」

(Gaydar)與香港的「行動邱比特服務」(www.sunday.com)如出一轍。這種簡直就

是電子配種的使用模式，使得行動數位科技在朝著公共領域走去的路上，出現了

一種在性道德上顯得相對沈淪的不堪。在對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我們的確可以放

棄這一塊屬於電子費洛蒙的討論；然而這麼一放棄，科技活動雖然變得高尚，卻

也脫離了整個現實世界的完整性。更不要說，我們對「速配」這樣的「用法」之

所以感到不堪，那絕非科技本身的誤失，而不過是現代人以科技撫慰寂寞心靈的

手段而已，跟看小電影也許在某個意義上沒有兩樣。 

這樣來討論聰明行動族(smart mobs)的行動，我們發現了以「公共領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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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位器械或電腦中介傳播之意義的盲點。正如我們在討論 Zapatista 的時候，

誤將「 Zapatista 」與「Zapatista 」混淆錯置一般，公共領

域儘管是人類對於溝通、協調、合作的最高象徵，但他仍不可能在沒有土壤、沒

有花朵、沒有性衝動費洛蒙的真空狀態中生長。真空狀態裡的公共領域、公共論

壇，太純粹乾淨了，不食人間煙火的結果最後恐怕就真的只能就餓死在紛紛擾擾

的人世間。更麻煩的是，我們因為已經規定以「縫補數位落差」來促成公共領域

的茁壯，而在看到公共領域的屍體時，還以為只要灌溉「縫補數位落差」的行動，

便能讓他起死回生。這一連串的誤解，使得數位落差的談論越多，社會不平等就

越是以更猙獰、無所不在、形態各異的方式呈現出來；原先我們寄予厚望的「公

共領域」不但沒有使人們在科技器械的協助下更具體地表現出來，反倒因為隱匿

在數位落差的談論中，更無法彰顯他該有的人文意涵，於是我們面對它的策略也

就更加地朝向技術、工程、軟硬體的更新，而不再思索「我們自己」。 

也許就是對普遍結論的追求使得人們忘了低頭看一下腳下的土壤吧。 

網際網路在 1995 年之後，因為多重因素的匯合聚流，突然成為「我們這個

時代」的人必然面對的生活環境之一。而且他呈現給我們的方式，不是一種推論

的結果，不是在「因為我的朋友都用，所以我也得用」的因果邏輯關係設想之下

建構出來的需求—否則我們怎麼在整體的架構上解釋那些最初的創新使用者

呢？—相反地，是環繞在每一節新聞報導的網路聊天室詐騙、填寫個人資料卡時

就是有一欄「電子郵件信箱」、同儕的討論中出現「燒一片光碟給我」的對話內

容……這些種種，一下子，以一併呈現的方式，給出在我們的眼前。電腦中介器

械或許有技術發展的歷史，透過時間的排序可以看出推動網際網路、數位化、資

訊化技術發展的先後順序；但對人文世界來說，我們對周遭的感知，卻並非因果

關係，而毋寧是在一般的作息中、在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中，某個靈機一動、

某個突然發現、或某個自然不過的使用。我們顯然並非為了實現公共領域而連線

上網。所以儘管公共領域仍舊具有崇高的地位，政治學家談論他、社會學家想辦

法實現，但電腦中介傳播活動中的種種平實活動，卻不是公共領域光芒所能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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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亂卻有趣」。 

電腦中介傳播的意義，到此為止，可能不再是條條有理、井然有序邏輯通透

所能夠說明的。 

當我們把手機當作電子費洛蒙收發器；當我們用數位相機拍攝文件，透過電

腦傳送，而不再需要掃描器、傳真機；當我們因為愛滋病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

猖獗，於是從用色情電話和網路電交取代體液交換的性行為 (Levinson, 

1999[2000]:115)；當我們在 Amozon.com 上買錄音筆沒有同時收到驅動程式光

碟，卻被臺灣新力索尼(SONY)說那是「水貨」而不願贈送驅動程式而感到莫名

其妙氣結不已40；當我們被「聯合新聞網」(UDN.com)免費閱讀線上新聞訓練成

不想被報紙油墨弄髒手也不想付錢買報紙的新聞讀者；當我們習慣了每個月付台

幣 99 元給「Kuro」，就能無限下載音樂；當 BBS 恨版上網友污衊前女友的宣洩

文章也可以成為幾天後《中國時報》的頭版頭條41；當網際網路技術從殺手級應

用程式42的電子郵件，逐漸轉向防堵垃圾郵件卻總是不果的各類運算計數與過濾

方式；當網路拍賣與宅急便成為運送軍火的新路徑（韓國海，2004.02.17），甚至

還 e 化黑道幫眾組織（《聯合晚報》，2004.01.01）；當我沒有使用我的電腦的時候

不關機，不是因為我懶散，而是因為我加入了全球網格(World Wide Grid)的運算

計畫分享硬碟、記憶體中的空閒空間（袁世忠，2003.09.29）…… 

                                                 
40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我在網路書店 Amozon 上訂購了一隻數位錄音筆，收到貨時，發現附在

包裝內的驅動程式光碟是新力索尼 Cybershot 系列數位相機的驅動程式，無法啟動數位錄音筆。

於是我先在新力索尼的網頁上想要下載驅動程式（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生存必須的常識），

但卻發現只找得到該型號的「更新」(update)程式，沒有基礎(basic)程式。我便打電話到臺灣新

力索尼詢問，得到的結果卻是，因為臺灣新力索尼沒有進口該型號產品，所以我必須另外支付

300 元台幣，他們才願意將這隻「水貨機」的驅動程式寄來給我。在四處找不到合適驅動程式的

情況下，我請在美國的友人（考慮 Amozon.com 是美國公司）向美國新力索尼索取驅動程式，然

後再以 FTP 方式傳回給我。如此往往返返，身邊一干技術菁英被我打攪，同時也凸顯了「網際

網路（公司）無地域性質的生意經」與接聽電話的實體公司之間，有著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想

像落差。像是「水貨」這樣的概念，遇上了 Aomzon.com 與 UPS 合作的商業網，就顯得特別荒

謬與突兀；那更不要說像是「Linux 與智慧財產權」這組組合所呈現的，不是弔詭，而是各自支

持者不同的著眼點。在我們這個時代，弔詭太多，多到…我們已經習慣了！ 
41 2005 年 3 月 2 日，《中國時報》以「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網路」為頭版頭條，轉載在台大

BBS 站「批踢踢實業工坊」恨版上一則東海大學教研所男生指責女友劈腿的文章。 
42 「殺手級應用程式」(killer application)是指在電腦軟體的應用中，造成大規模效應的應用程式。

目前為止，最為人們所稱道的殺手級應用程式，就是電子郵件(e-mail)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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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生活世界之後，情況開始浮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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