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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網際網路的特性與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第一節、網際網路的分類與特性  

網路作為一種資訊傳播的媒介，深深的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其所造

成的社會變革，遠超過歷史上其他的社會革命，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認

為這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與資訊有關，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使用資訊，

不使用些新工具很快就會被逃汰；二是此為溝通的技術，它僅需要電話

線和一般的伺服配備，就可隨時隨地的使用，功能擴及全球的各種基礎

措施 1。雖然網路的發明至今已有三十餘年，然而其影響力卻是在九十年

代以後才逐漸明顯，由早期的 BBS 到新聞群組，再至今天的全球資訊網、

線上遊戲，網路快速的發展已跳脫傳統的媒體與溝通方式，形成一虛擬

的空間 (cyberspace)，與現實社會辯證互動。  

按照 Patricia Wallace 的說法，網際網路的使用方式分為如下數種 2：  

●第一是全球資訊網 (WWW, World Wide Web)，扮演著類似圖書館、雜

誌架與電話簿黃頁的角色，同時也是一容許個人出版的空間。  

●第二是非同步論壇 (asynchronous discussion forum)，是一持續進行的

討論會，參加者在選定主題後，發表意見也聽取他人意見，無論任何

時刻都得加入，類似網路上的討論區。  

●第三是新聞群組 (newsgroup)，存在於使用者網路 (Usenet)的分散式電

子佈告欄系統，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地區性電子佈告欄系統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第四是同步聊天 (synchronous chat)，指網路中的聊天室，能與不同的

使用者進行同時交談。  

●第五是 MUD(Multi-User Dungeons)，指文字介面的虛擬實境，它起源

於遊戲，在互動中讓使用者間建立社群歸屬感。  

●第六是後設世界 (metaworld)，它由來自 MUD，但在視覺和音效上則

增進許多，就某方面而言，比 MUD 更具體，因此有些人嫌它不如

MUD 富想像力。  

                                                 
1 約翰．吉斯那(John Gerstner)，黃慧琦譯，「網際空間的另一面：卡思提爾訪談錄」，當代，第
171期，民 90年 11月，頁 38。 
2 Patricia Wallace，陳美靜譯，網路心理講義（臺北：天下遠見，2001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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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是網路實況互動錄音，它是目前網路世界中影響最力、使用層面

也愈趨廣博的環境，它跨越了地理上的阻隔，利用互動式影音讓使用

者彼此間進行面對面的交談。  

    這種透過電腦連線所進行的溝通互動，張宏榮就認為有下述特色 3： 

1.網路運輸具有即時性，取得資訊的時間較短。  

2.普遍以匿名溝通為主。  

3.全球資訊網的溝通方式含括文字、圖片、影像、聲音等。  

4.網路的使用者可隨時進行互動。  

5.網路資訊的流動不受地理的限制。  

6.網路媒體偏向於小眾化。  

7.使用人得選擇適宜時間收發訊息。  

8.網路媒體的可近用性 (accessibility)較傳統媒體高，使用者的主導意

識增強。  

9.網路提供超文本 (hypertext)內容，使用者不再侷限於文字。  

10.網路使用的管制不若傳統媒體嚴密。  

 

此種溝通方式明顯與傳統傳播媒體殊異，突破了單向的訊息傳遞而改

成雙向式的溝通，我們以圖 2-1 和圖 2-2 表示兩者間的不同：  

 

 

 

 

 

 

 

圖 2-1：一般傳播媒體的訊息溝通模式  

參考資料：張宏榮，網際網路溝通之幹擾因素探索（中正企研所碩士論文，民 91），頁 9。 

 

 

                                                 
3 張氏所參考歸納的對象包括 Rogers (1986)、Kuehn (1994)、Ainscough &Luckett (1996)等，參見
張宏榮，網際網路溝通之幹擾因素探索（中正企研所碩士論文，民 91），頁 7~8。 

訊息製造者：政府、企

業、娛樂業等 
一般傳

播媒體 

訊息接收

者：收視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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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網路溝通的模式  

資料來源：Hoffman & Novak (1996)﹔轉引自張宏榮，網際網路溝通之幹擾因素探索，頁 9。 

 

在圖 2-1 中，一般傳播媒體以單向溝通為主，著重的是資訊傳遞，觀

眾只能透過 call-in 的方式，間接主導資訊的播放，具有雄厚財力的企業

主或媒體負責人，往往就能主導對社會的影響力，因此傳統傳播媒體緊

密結合著現實社會的權力關係。然而圖 2-2 中的網路溝通卻是雙向互動，

使用者身兼訊息的傳遞者與接收者，而在網站的架設與作用上也並非依

靠單方獨力完成，更多時候是依靠討論區、互動影音等方式來吸引瀏覽

者，因此決定影響力的並非財力或現實社會影響力的多寡，而是技術的

熟練與架接設備的普及，這不僅使得網路上形成與現實社會殊異的虛擬

世界或虛擬認同，也促成了都市國家影響力的掘起。  

 

第二節、網際網路對現實社會的影響  

網路所影響的層面，不僅包括傳播媒介的革新，在空間形式、人際互

動與社群發展、法律政治的跨疆域以及貧富差距和資訊壟斷上，都有極

深的影響。  

 

（一）傳播媒介與副文化社區的成形  

首先，網際網路為集體互動的新管道，網路所形成的虛擬空間，讓人

使用者 訊息製造 

電腦網路媒介 

訊息製造 使用者 



由網際網路論對中國大陸市民社會的再認識 

 15

們得自行尋找偏好，開闢議題與延伸討論空間，不必透過第三人間接傳

遞 4，傳統的傳播媒體只存在單方面的傳遞者與接收者，即便出現 call-in

增加觀眾的參與，人們在議題的創造與討論上仍無法居於主導地位，填

鴨式的訊息灌疏，使得資訊的選取與提供都受制於媒體從業人員。然而

網路使接收者本身也成為創造者，這種頻繁的互動使網路傳播形成一種

副文化社區 (community)5，它排除了所謂主流的價值，使用者可自行在不

同的副文化社區尋找需要的資訊，這使得網路傳媒得於特定議題發展，

提升該議題的探討深度。  

其次，新聞媒體的收視生態與市場經營也受到挑戰。新聞從業人員象

徵著新聞事件的主導，是由一群專業的媒體人所掌控，憑藉其知識與專

業背景，收視者得以在收聽新聞的同時，收到汰選品質、掘取真象的好

處，然而這也使得「知」受到一小群人的掌控，麥奎爾 (Denis McQuail)

就指出，政府對新聞資訊自由的幹預和媒體對此進行的反幹預，常構成

傳播領域的基本衝突 6。網路上任一上網者都能成為新聞從業人員，他在

提供訊息時，不再受到政府、企業、階級、身份的限制，在編採上也不

再受限於新聞稿等方式，多元呈現的結果，使得傳統傳播媒介只能以多

媒體化、SNG 等方式增加競爭力。然而由於傳統媒體在尺度上不如網路

開放，在相互競爭的前提下，無形中也造成媒體庸俗化、資訊浮濫等現

象 7。  

最後，網際空間形成的副文化社區，影響了現實社會的運行。物質與

文明發展不同的地區，彼此關切的議題也有差異，對第三世界的國家來

說，糧食短缺、教育程度差是他們關切的議題，然而對西方先進國家來

說，政治是否民主、有無政黨輪替卻是其關切的焦點，這些關切點的不

同，常使得兩者間的溝通格格不入。網路跨越地理限制的特性，使得雙

方都得以明瞭對方真正的目的與需求，排除了單方面的線性思維，進而

                                                 
4有關資訊社會的 community問題，參見黃厚銘，「資訊社會中的 community問題」，載第一屆資
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 85年 12月），頁 221。 
5 Barry Wellman,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Barry Wellman & S. D. Berkowitz (ed.), 
Social Structure: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32,p140,p145,p149. 
6 D.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7 唐潤華，「因特網對新聞傳播的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北京），第 6卷第 3期，1999年 7月，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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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處社會的發展。  

 

（二）空間的新型式：網際空間  

    1.巴羅維恩網際空間 (Barlovian Cyperspace) 

對使用者來說，人們並非與電腦溝通而是透過電腦與其他人溝通，因

此所謂的虛擬空間，依託的仍是實體世界，巴羅 (John Perry Barlow)的觀

點就在這裡 8。他認為電話溝通了數以百萬相隔遙遠的人們，他們所處的

複雜空間，其實是建構在現實生活上，因此虛擬空間的話語不過是現實

社會的一部，它所形成的網際權力，也將成為現實世界權力競爭的一環。 

巴羅的想法顯然解答了虛擬空間與現實社會的互動問題，所謂的虛

擬，其實仍存於現實，就好像我們利用電話進行商務談判，電話只是媒

介而已。然而，並非所有的線上討論都能反映現實，網路上有太多的非

理性喧洩，種種不負責任的言論並非真能在社會上生存，觀察玩天堂的

青少年為遊戲而進行商業買賣，就可說明僅管是虛擬世界，現實社會依

然深受影響。巴羅的論述似乎化解了虛擬與現實的矛盾，卻忽略了虛擬

空間的邏輯與現實社會迥異，當虛擬空間溢出至現實社會，進而幹擾現

實社會的運作時，就不能再遽以認為網路仍依託於現實。  

 

2.國家與資本經濟論  

羅賓斯 (Kevin Robins)與韋伯斯特(Frank Webster)認為 9，科技是社會

的產物，而網路空間的形成是資訊科技發展邏輯的延續，因此資訊革命

是行政、科學管理與監控下的產物，知識╱資訊以及政治與企業體系才

是瞭解資訊革命的核心問題，而國家正是推動資訊革命的最大推手。羅

氏等人掌握了國家與資本主義在這場革命中的角色，沒有政府與財力雄

厚者的支持，資訊網路的架設不可能如此快速，而對科技的重視，先進

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就有很大的不同，Kitchin 就認為虛擬空間的運用在西

方不同於發展中國家，虛擬空間畢竟需要與實境相配合 10，在宏觀的歷史

                                                 
8 Tim Jordon，江靜之譯，網際權力（臺北：韋伯文化，2001年），頁 83~86。 
9 Kevin Robins&Frank Webster,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轉引自王占璽，九○年代中國大陸網際網路與社會發展
（政大東亞所碩士論文，民 89年），頁 38。 
10 Rob Kitchin, Cyberspace : the World in the Wire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ngland ,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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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網路仍受限於既有文化與發展程度。且對於資訊的掌控，國家也明

顯佔有許多優勢，畢竟現代政府本身就是行政與科學管理的產物，意圖

利用網路世界擺脫現實社會拘束的人，羅氏與韋氏的理論確實有警醒的

功能。  

羅氏等人既然點出了網路空間不能擺脫政治經濟的影響，吾人就試圖

說明網路發展對所處空間的變易。虛擬文化 (virtual culture)被視為一由

「人╱科技╱空間」所形成的新關係鏈，它提供了在場 (local)與不在場間

的相互連繫，我們用紀登斯的概念來說明 11，時間的適用並非僅是鐘錶的

普及而是管理及計算上的採用，所以發展的時程不同就出現了空間上的

差異，也就是時間上的領先形成空間上的優越。在過去，工業革命帶來

的現代化成果，使東西方社會呈現物質進步上的明顯差距，然而虛擬文

化的出現，卻使得時空差異受到填補與交錯，在與空間優越者互動的同

時，使用者就成了優越空間的一份子，時間的差距瞬間消失，導致現代

化理論這種巨型理論頓時失去瞭解釋力。因此在深度上，羅賓斯的理論

雖然較巴羅更進一步，但不可否認，地理和時間因素的差異會經由虛擬

空間加以彌平，雖然使用者所屬的政經環境不同，但見識與觀念卻可同

步甚至超越成長，羅氏等人顯然忽略了網路本身的邏輯。  

 

3.流動空間理論  

柯司特在網絡社會之崛起一書中，提出了流動空間的說法12，他認為

空間是「結晶化的時間」(crystallized time)，是「共用時間之社會實踐的

物質支援」，而流動空間乃是「經由流動而運作的共用時間之社會實踐的

物質組織」，它分成三個層次：一是物質支持，由電子脈衝的迴路所構成，

它使地方的邏輯與意義被吸納進網絡中；二是由節點和核心所構成，網

絡社會需要具有完善交換、協調、溝通機制的地區扮演組織者，因此全

球钜型城市的出現，標誌著城市不僅成為全球經濟的運籌中心，在社會、

文化以及世界權力上，亦將成為新的中樞。  

第三個層次是佔支配地位的管理菁英的空間組織，菁英是寰宇的

                                                 
11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李康、李猛譯，社會的構成（臺北：左岸文化，2001年），
頁 134~140。 
12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夏鑄九等譯，網絡社會之崛起（臺北：唐山，1998 年），頁
4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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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politan)，而人民是地域的 (local)，社會組織若奠基於非歷史的流

動，那麼因循歷史而形成的國家╱社會觀勢必推翻，因此那種線性、不

可逆轉、可量度及預測的時間將被粉碎，網絡社會正是種「無時間的時

間」，這種生物與社會間生命週期的破壞，正是它的最重要特徵。柯司特

在理念上是與紀登斯相一貫，但他跳出了羅賓斯國家、資本與經濟的視

野，正視的是人類思維的轉變。  

對任一社會來說，菁英與群眾需有明確的區別，以避免政治的代表性

過度穿透菁英間的決策過程，這種邏輯在面臨流動空間後，對菁英有了

兩方面的影響：首先，菁英形成了自己的社會，構築了象徵意義上的隔

絕社群。網點的連結必須有完善的通訊與物質生活條件，菁英才能在節

點處形成生活圈，發展個人的微觀網路，因此落後、偏遠、生活機能較

差的地區自然不為菁英所喜，而交通、資金運用、生活機能優異的地區，

就成了菁英的首要選擇，形成了社會空間的分割與片斷化。  

其次，為適合全球菁英的互動，資訊社會企圖營造一種生活方式與空

間形式，在流動空間中，菁英彼此的共通性遠高於其在地理、文化上隸

屬的地區或國家，他們彼此的認同不再侷限於各自的母國或母文化，而

係流連在跨文化的國際社會中，形成了地球村中的菁英社群。  

確實，流動空間並不能取代現實地理空間的存在，人們還是生活在現

實的社會中，只是在兩種空間的交會下，人們得學習數種身份、數種認

同的併存，這兩者的平衡如何取捨，沒有答案，但可預期的是，社群將

逐漸成為人類生活的主要形式。社群的分立強化了現實社會的不平衡，

優異的生活環境，讓流動空間的使用者成為現實社會的支配者，網路的

使用常會塑造出一種假像，似乎階級、身份的不同已受到平抑，然而菁

英與流動空間的論述，證明瞭所謂的平抑其實已經由對科技能力的掌握

進行篩選，流動空間造福的只是掌握網路科技的族群，而非全球的普羅

大眾。  

 

（三）人際互動與社群發展  

流動空間的形成，使得人際溝通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這並非是新社

會關係的取代，而是個人社會關係經由虛擬空間的的再擴大 13，費雪就指

                                                 
13 王孟平，通訊革命（臺北：中華徵信所，民 87年），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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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跨地域的團體將會取代地域性的團體，個人有了更多的空間選擇、

偏好，形成各種社群 14或社區 (community)15，其效果就與都市人口集中一

樣，新技術將使人口增加與聯繫密度脫鉤。  

其實，正因為流動空間打破了人們既有的歸屬領域，因此不同的社群

才能在網路上快速發展。失去父權的拘束，女性主義、同性議題等才能

大批浮出湧現，失去了國家與家庭的歸屬，各種議題與喜好遂成為寄託

的泉源，社群的出現代表了人們尋求認同與歸屬的抉擇變得寬泛，但也

使得彼此在價值觀的激盪上有著強烈的衝突與失序感。  

這樣的社群發展有著極大的缺陷，就是缺乏中庸的聲音 16，許多公開

的政治討論，總是充斥著極端的挑臖，缺乏成熟的態度。其實，團體討

論不一定會作出較冒險的決定，但卻會強化個別成員的傾向，使之變得

更極端，這主要導因於幾項原因。首先是網路的從眾性，網路言論若一

開始就偏向某方向，隨著訊息的增加，使用者的言論就會逐漸向其靠攏；

其次是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個人若要在團體中有所區隔，就必

須在言語和思考上，做出更偏激的行為，以判斷自己的能力與立場，它

和從眾性的配合，就易使言論往光譜兩端快速的集中。  

這就造成了第三個原因：團體的歸屬感，團體成員在極端的光譜中，

彼此互相認同，從而產生了歸屬感，這使得之後的使用者，若非贊成此

傾向，否則很難真正的融入該團體，而之前在光譜上持另一端立場者，

則要不淡出該團體，要不就另組與其相認同的團體。因此，網路上的言

論與溝通在這三項因素的影響下，彼此的互動形成一尋找想法相近的過

程，而非溝通互動的諒解，這種偏頗的討論，並不利於公共領域中公意

的形成。  

可以說，虛擬社群 (virtual community)正是網路連結草根性(grassroots)

的表現，那些在社會網絡中的邊陲人物，也能因此而得到與優秀精英平

等對話的機會，因為彼此關心的是議題的合致，而非身份與階級的不同，

                                                 
14 一般而言，社群有三種概念：第一是地理或結構的概念，指一群居民共同生活的地區；二是
心理或互動的概念，為生活中相互依賴的共同體；三是行動或功能的概念，指居民或求福利或保

衛之共同行動，在網路社會中，虛擬社群跳脫了地理的限制，因此係指第二、三種概念。參見楊

堤雅，網際網路虛擬社群成員之角色互動與溝通互動之探討（中正企研所碩士論文，民 89年），
頁 8。 
15 Claude S. Fisher ;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Robert K. Merton., The Urban Experience (San 
Diego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1984.), p.141. 
16 Patricia Wallace，陳美靜譯，網路心理講義，頁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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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水平式的溝通連結透過現實社會的組織連結，形成了虛擬世界對現

實世界的溝通對話。在過去，傳統的大眾媒體係讓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真

實的時空連結在一起，因此算是種統合式的媒體，但以網路為仲介的時

空卻是虛擬的，其本身就具有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的特質，因此當人

的活生生經驗不再成為獲得資訊的憑證時，公私間的界限就不復存在，

顛覆了價值觀的形成，原先因人思考而生的電腦，反而超越人類成為會

思考的主體 17，這種去人本的思考，正是網路溝通與過去各種溝通模式迥

異的主因。  

 

（四）對民主政治與主權的衝擊  

    網路對民主發展的影響有著不同的說法，樂觀的人認為，它避免了

媒體壟斷以及金權政治的誘惑， 莫里斯 (Dick Morris)就認為 18，網路時代

顛覆了傳統代議士民主的思維，透過網路，直接民主不再成為遙遠的烏

托邦，因此未來世界的民主將有如下特質：  

一、網路使民眾隨時都能監督政府的運作，無須再假手代議士。  

二、排除第四階級 (媒體 )的壟斷，事實與真象將不再假手他人。  

三、回復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四、現行的民意調查將受到質疑，因為不管是抽樣或節選，在表達民

意的全面性上都很難與網路相併論。  

五、司法體系可能受到動搖，任一方若將案件交由網路公審，其所

匯聚之民意恐非司法機關所能抵制。  

六、報導深度的提升，網頁必須具有深度才能創造高點選率，因此議

題的炒作往往無法成功。  

然而，悲觀者則認為，網路的匿名性雖然讓使用者暢所欲言，彌平了

階級、身份的差距，卻也造成不負責任、網路犯罪等後果，尤其網路的

普及很大一部份是依靠政府與財團的力量，這些機構本身就擁有豐沛的

資訊與最新的技術，其散佈在網路上的究竟有多少，令人質疑，而民眾

若只以網路流傳的資訊來判斷，勢將陷入「資訊不對稱」 19的後果。「資

                                                 
17 李英明，網路社會學（臺北：揚智文化，2000年），頁 3~4。 
18 Dick Morris著，張志偉譯，網路民主（臺北：商周，2000年），第一章、第二章。 
19 「資訊不對稱理論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啟示」，工商時報，2001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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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差 距 假 說 20」 (information gap hypotesis)就 將 人 分 為 資 訊 富 人

(information rich)與資訊窮人(information poor)，那些在資訊取得、架接

網路方面便利的資訊富人，他們因享受充沛的資訊，擴增了其與資訊窮

人間的社會差距，而資訊窮人不僅失去先機，在社會發聲、影響力方面

也急速消失。我們透過網路看到了九二一災民的困境，在痛心之餘，卻

不經意的如電視轉台般的跳過忽略，各種災難與困頓形成一種資訊視窗

的瀏覽，表面上是意識到事件的發展，其實助益的效果有限，久而久之，

反因資訊太過龐雜而導致麻木不仁，這種以為資訊溝通發達，造成人際

平等的假像，正不斷在周遭發生，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反而不利 21。  

要注意的是，透過網路民主所表現的虛擬權力 (cyberpower)，正逐漸

使實體社會受科技權力 (technopower)壟斷，掌握科技者就能有更多的資

訊，並影響現實社會，形成了虛擬精英 22。由此觀之，虛擬世界非但未能

彌平現實世界的不公，更可能塑造新階級，不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  

而在對主權的衝擊上，未來可能出現地理疆界上的主權與網路主權兩

種，一方面國家透過網路主權拓展其影響力，使國內事務全球化，並促

進一體化的腳步，一方面網路主權也抑制了地理疆界主權的發展，個人

在身兼虛擬主權認同時，又反饋到現實主權上，多元化的主體與多維化

的新安全觀，使得維護國內法律秩序愈形困難。一個不受主權疆界限制

的網路族 (cybernation)23，對習慣單一、垂直權力關係的現實社會，勢將

增加施政上的困難。  

這並非認為國家將失去其影響力，主權的發展一向要求對內至高、對

外平等，故在實務上形成一國一席的平等論述。然而現實世界中各國的

實力互異，大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就是能穿透主權的限制，顛覆對內

的至高性，網路所穿透的主要是主權面向，科技發達的國家利用網路，

不僅能穿透各國對主權的維護，更能厚植本身的實力，拉大與弱國的實

力比。主權國家的模式在過去造成了許多不平等，但在秩序的維持上，

它卻比其他模式更有成效，而利用主權，各國也能對內部的秩序提供一

                                                 
20 王占璽，九○年代中國大陸網際網路與社會發展，頁 144。 
21 石計生，「資訊社會與社會學理論：一個馬克思主義論述傳統與批判」，當代，第 171 期，90
年 11月，頁 10~33。 
22 Tim Jordon，江靜之譯，網際權力，頁 186。 
23 李英明，網路社會學，頁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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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控管環境，網路所展現的全球化風潮是最新的秩序模式，但它很

可能是較差的 24，因為它強化了人際間的不平等，而這些問題的非人本

面，則增益瞭解決問題的困難度。  

論述至此，吾人可發現國家權威的衰退，是導致政治學對現實政治

出現愈來愈多無法解釋的主因。政治學的發展根源於主權國家的確立，

而當經濟活動依順網路科技的發展使國家去主權、去疆域化時，文化、

認同、政治空間自也不能再以國家為範疇。在過去福利國家與列寧式政

體的時期，國家曾是市場的主導者，因此社會擔心受到國家官僚的滲透，

但今天它只是全球市場的一環，得試著與非國家行為者共同相處。  

這場變革由來自新科技的出現，國家想要在這場全球競爭中勝出，

就必須仰賴新科技的發展，然而新科技的運用邏輯卻使國家無形中受到

宰製，因此只要對新科技愈依賴，國家的威權度就必會愈形下降。我們

似乎可得到三個命題 25：  

一是主權國家間的社經運行將呈不對稱發展，雖然各國大小不一，

但各國對其內政的最高性，卻是普世一致的價值，然而這種情況將不再

持續，小國與弱國將無法再維持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它們最多只能在聯

合國上還佔據著固定的席次。  

二是不管強弱大小，任一國其政府的統治權，都將在科技與金融快

速變革的前題下而逐漸式微，國內經濟將逐步成為一全球單一市場經

濟，若執政當局試圖循往例來操控市場，最終將成為全球市場的受害者。 

三是國際間的政經關係將呈現一真空狀態，填補的並非任一國際組

織或者是強權國家，任一方的失敗不代表有另一方因此而得利，取代政

府權威的恐將是無權威或無政府狀態。  

 

（五）小結：網際網路與後現代文化  

   網路所形塑的多重認同與跨地域溝通互動的思維，對後現代的政治學

者來說並不陌生，後現代本身就不應該被定義，它質疑現代化所代表的

進步和理性，認為沒有絕對的答案，在思維上是反啟蒙理性的產物。行

                                                 
24 理查‧隆沃思(Richard C. Longworth)，應小端譯，虛幻樂園（臺北：天下文化，2000 年），頁

23~26。 
25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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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實踐的過程中，本就是充滿了各種不可決定性 (undecidability)，有著

多元的主體對個人來說，其價值與觀念已非體系或結構所能制約，而是

在選擇的過程中發掘認同的所在，因此所要負責的對象並非現實的自

我，而是存在於過去或將來那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各種自我，即便他是異

己或潛意識的投射 26。  

    網路溝通正如後現代文化的表現 27，首先，它表現了後現代反中心性、

零散、邊緣化的特性。網路的互動文化是非層級的，符合傅科(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權力網絡論28，所有的使用者都可擁有自己的首頁，分享或取得他人的資

源，輿論及資訊不再被少數人掌控。然而資訊爆炸的結果，卻易讓使用者陷入資

訊焦慮或資訊貧乏的狀態，大量無用未經篩選的資訊充斥，在尋找資訊的同時，

使用者往往淹沒於資訊中，喪失主體性。 

其次是文本詮釋與對話的後現代。網路依靠大量的文字溝通，每一次的文字

詮釋都是新文本的開展，在人人都是作家與讀者的情況下，個人容易迷失主體

性，無法得見原作者的本意。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或開啟的議題，常常在最後引

發各種出人意表的結論，原先探討的是男女情愛，最後可能演變成對父權社會的

批判，文本的「可理解性」與讀者的「理解能力」產生落差，反而扼殺了創作的

意義。 

再其次，網路上充滿各種語言嘻戲與斷裂性文字。網路上的對談文字

普遍缺少文法，相信是很多使用者的共識，然而這些難登大雅的文字，

卻是使用者溝通互動的起點，而由這些斷裂的言語，更可發掘各自的文

化屬性，文字的使用本就是認同的表現，就某些人而言，這些語言嘻戲

幾乎是文化的退卻，然而這正突顯了後現代的多元主體，排斥線性單一

化的思維。  

最後，網路的虛擬真實與真實虛擬間的模糊，正是後現代的表徵。

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所形成的多重認知，增加了現代人的不安定感，後

現代無法有明確的定義，正如同個人在網路社會中無法被明確定位般，

因此強烈的焦慮感成了網路社會的一大表徵。  

我們經由副文化社區的形成、網路空間的存在、社群的發展以及對

                                                 
26 Michael J. Shapiro, “The Ethics of Encounter,” in D. Campbell and M. J. Shapiro (eds.), Moral 
Spaces : rethinking ethics and worl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27 「N世代、網路文化與後現代」，http://life.fhl.net/Culture/tend/theN_1.htm.〔2002/12/30〕 
28 王嶽川，「權力話語與文化理論」，http://www.culstudies.com/wenhualilun.htm.〔20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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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衝擊，探討了網際網路對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影響，此正突顯

了後現代文化中排斥定性、崇尚多元的特徵。所以，由來自西方的市民

社會理論，在搬到中國時，其界定與適用就應避免線性史觀及現代化理

論般的钜型理論弊病，而應以後現代的眼光來檢視，尤其在網際網路發

達的今天更是如此。國家與民族主義這種想像的共同體，從過去至今一

直都依靠市民社會來灌輸它的合法性，形塑它在意識上的領導權，現在

地理的疆界既以遭網路科技所突破，市民社會的概念能否仍存，就是件

值得懷疑的事。  

 

第三節、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在正式開始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的討論前，吾人先簡單回顧網際網

路在大陸的發展情況。網際網路在大陸的發展大約分為四個階段 29：第一

階段以政府提供資金和架設佈局為主，第二階段則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市

場，第三階段碰上全球網路熱潮，網民開始迅速增加，第四階段則以推

動中國社會資訊化為主軸，使大陸網路與全球產業共同競爭。  

 

表 2-1  中國社會資訊化與資訊社會的四個階段  

 

第 一 階 段

（ 1985~1989：由上而

下的摸索階段）  

「836 計劃」完成資金上的準備，「國家資訊

中心」及「國家資訊系統」的建立，則完成組

織上的準備。地方則成立各種資訊中心，完成

局部市場的準備。  

第 二 階 段

（ 1995~1998：上下獨

立的啟蒙階段）  

國務院成立以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各部部長為

支援的「國務院資訊化領導小組」，完成了自

上而下的行政啟蒙，地方上則已出現數家民營

企業。  

第 三 階 段

（ 1998~2000：自下而

上的沖擊階段）  

全球網路熱。大陸網民人數快速增長，對政府

和社會造成巨大衝擊，成立「全國企業資訊化

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家經貿副主委任組長。

第四階段（2001~ ：上 十五計劃中資訊產業部等各部委，全面介入並

                                                 
29 2001中國電子商務藍皮書（北京：中國經濟，2001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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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互動的崛起）  推動中國社會資訊化網路，大量國有企業及跨

國公司跟進。  

資料來源：2001 中國電子商務藍皮書（2001 年，頁 12~13）  

 

基本上，大陸為加速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強化資訊的快速流通，在

政策上對網路媒體的發展是持鼓勵的態度 30：首先，在行業資格政策上，

網路受到的限制最少，只要取得 ICP 營運許可證和新聞轉載權，即可上

傳架設；其次，在業務政策上，對於非新聞的娛樂性服務，中共基本上

都不加管制，近期更開放網路媒體的新聞採訪權，允許其大量引用各種

新聞資訊；最後，在投資政策上，中共對傳統傳媒仍持未開放的立場，

但在商業媒體網站部份，卻允許自由上市交易，這些寬鬆的政策導源於

網路係全球化浪潮的產物，因此在接受外資、傳遞國外資訊上，也必須

走在最前頭。  

因此近年來，大陸的網民人數正以極快的幅度成長，至二○○二年

年底為止，估計上網用戶總人數已高達五千九百萬人，與九七年相比，

差距達九十五倍。且據估計，至二○○五年，大陸的互聯網機數將達到

四千萬台，網民將達到兩億人，普及率將至百分之十五 31，網民迅速的增

長，將更不利於官方對網路的控管。  

 

表 2-2  中國大陸網民人數成長統計資料  

調查統計發布日期  網民人數  

1997/10 650,000 

1998/7 1,175,000 

1999/7 4,000,000 

2000/7 16,900,000 

2001/7 26,500,000 

2002/7 45,800,000 

2003/1 59,100,000 

                                                 
30 謝新洲，「網路媒體競爭態勢分析（上）」，國際新聞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 2月，
頁 64~66。 
31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分析報告」，中國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63098.htm
〔2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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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整 理 中 國 互 聯 網 絡 資 訊 中 心 歷 年 資 料 。

http://www.cnnic.net.cn/develst/report.shtml. 

 

而在表 2-3 網路使用的內容上，新聞訊息是使用者最常搜尋的項目
32，高達百分之七十八，但有趣的是，在不能滿足使用者需要的選項中，

新聞類竟也高居第二，佔百分之二十九點七，顯見大陸網民在新聞訊息

的接收上仍有所不足。對網民而言，獲取訊息是最重要的上網目的，其

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三點一，這部份若無法滿足，勢將限縮網際網路對

資訊多元化的助益。  

 

表 2-3  大陸網民對網路資訊的查詢內容  

 

選項  用戶在網上經常查詢哪

方面的資訊（多選題）

網上資訊中哪些還不能滿

足用戶的需要（多選題）：

新聞  78.0% 29.7% 

電腦軟硬體資訊  53.4% 27.1% 

休閒娛樂資訊  44.6% 20.2% 

生活服務資訊  27.8% 24.0% 

社會文化資訊  17.9% 13.4% 

電子書籍  32.6% 38.9% 

科技、教育資訊  30.1% 23.7% 

體育資訊  20.4% 6.4% 

金融、保險資訊  11.0% 11.7% 

房地產資訊  4.6% 7.7% 

汽車資訊  8.0% 6.4% 

求職招聘資訊  22.1% 24.0% 

商貿信息  7.5% 11.2% 

企業資訊  6.5% 10.7% 

天氣預報  7.2% 7.3% 

                                                 
32 以下資訊主要參考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的第十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2003年 1
月)，參見 http://www.cnnic.net.cn/develst/2003-1/〔2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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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交通資訊  7.6% 11.6% 

醫療資訊  4.9% 15.3% 

交友徵婚信息  2.9% 4.2% 

法律、法規、政策

資訊  

8.5% 15.2% 

電子政務資訊  3.1% 13.6% 

各類廣告資訊  5.8% 5.2% 

其他  0.7% 0.8%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2003 年 1 月 ) 

 

而在使用者的性質上，以十八至二十四歲的使用最多，佔百分之三

十七點三，其他十八歲以下和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則比例相當，約佔百

分之十七，配合使用者的職業區分，青年學生仍是最主要的使用群體。

因此，為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影響，中共自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以中國青

少年計算機資訊服務網（簡稱中青網  ）為起點，致力將共青團的力量藉

由網路吸引青少年注意，包括「中青在線」、「血鑄中華」等網站都陸續

成立，形成以中國共青團為核心的網絡結構，至二○○一年年底，相關

網站總數已達二百餘個 33。  

共青團的例子，突顯了中共對推動資訊發展，以及如何藉由資訊傳

遞加強對社會基層的掌控，著力甚深。其實早在九八年開始，中共就積

極推行「政府上網工程」。在「中國政府網站大全」中，包括中央各部會

以及各地方政府，都架設了各自的網站，對中共來說，政府上網工程不

僅加強了政府在資訊市場的立基點，也促進了公務員對現代資訊的學

習，然而政府上網工程推行至今，卻產生了許多隱憂：  

首先，政府網站定位不清。如果網絡這一「第四媒體」扮演了補強

中共在訊息提供上的不足，那麼就應將網站內容以政策透明、招商過程

公開以及增加與民互動列為重心，然而事實的發展，是網站內容多停留

在官方對樣板形象的宣傳，不僅對單一行政視窗與政策互動方面缺乏建

樹，還淪為新聞的發布站以及財團企業的傳聲筒，喪失了政府網站的功

                                                 
33 共青團中央，「青少年網絡文明」，中國互聯網絡年鑑(2002)，http://www.cnnic.net.cn/annual2002/.
〔2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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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34。  

其次，政府上網工程最大的弊病在網頁更新緩慢。許多政府網站僅

在開站之初還氣象一新，但之後就不再更替，網站的成立僅供作上級檢

查之用，地方官員並不能真的明瞭網站的功能，形成網路上的「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 35」。  

確實，官方網站的問題突顯了中共在推動網際網路的過程中，軟體

的思維變遷未能趕上硬體設備的架接，因此當網路此一載體為民所熟悉

之後，其對網路資源的積極掘取，勢必與政府官僚的陳舊思維產生更大

的落差。便利、快捷的網路設備不僅未能提升政府對資訊溝通的掌握，

反而大開方便之門與全球化力量，加速了使用者對國家權力的擺脫，這

方面的影響，正是本文接下來所要探討的核心。  

                                                 
34 米阿侖，「政府網站屬於誰？－政府上網工程二三議」，人民網，
http://peopledaily.edu.cn/BIG5/guandian/183/8135/8137/20020516/730192.html〔2003/3/20〕 
35 黃懷，「內容更新慢，政府網站何時活起來」，平頂山日報，
http://www.pdsdaily.com.cn/big5/content/2002-04/22/content_57166.htm〔2003/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