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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陸社會在知識經濟下的文化邏輯 
 
 

經過以上對於幾個知識產權相關事件的考掘，透過解構的思考，揭示了建構

它們的多元論述網絡，但這個網絡的運動方式與機制則尚待剖析，以利進一步思

考在此多元論述下身體的處境。 

 
由以上的案例亦可見國家機器利用知識經濟的須要，透過知識產權的建構積

極介入創新活動。因此，接下來進一步要探討，國家機器的立場為何？國家主導

的主流立場與非主流立場彼此互相催化的可能性與機制何在？這些問題可以經

由以下幾個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首先，自胡錦濤主政以來，中共提出的科學發

展觀等一系列主張，這些主張與知識經濟的關聯性何在？為何在強而有力的主流

立場之下，會有眾多不協調的非主流雜音，主流立場內部的斷裂之處，與主流與

非主流立場的交互作用為何？中共近年順著科學發展觀之說，強調以人為本、人

才強國、自主創新，以追求人、社會與國家的全面發展，這些說法又對多元論述

與身處其中的行動者提供什麼樣的制約與可能性。 

 

第一節、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 

 
知識經濟作為世界潮流，並經由WTO具體落實，促使中共必須適應此一新

的經濟形態，發展相應的論述。知識經濟在發達國家是一個自然演化的結果，但

對於大陸等後進國家，因已看到發達國家的經驗，感受到知識經濟的危機與轉

機，是故必然走上非自然演化的自覺趕超道路。1因此中共自十六大以後經由科
學發展觀、人才強國戰略到最近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構想

的主張，以求將知識經濟轉化為可供中共操作的論述，轉化為一套中國的知識經

濟追趕戰略。 

 
中國知識經濟追趕戰略的內涵，可以透過胡錦濤主政以來，接續著科教興國

的論述，陸續建構新的官方論述作為依據，這些新論述包括 2002年十六大提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及為了完成此一目標，於 2003年十六屆三中
全會初步提出注重均衡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在此脈絡下，又提出了「人才強

國戰略」。2特別是中共在 2006年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1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46。 
2「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人才強國戰略」這三個概念是逐步提出，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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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針。這些官方說法，有助探討的展開。 

 

一、「科學發展觀」的內涵 

 
胡錦濤繼承著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確立的科教興國戰略，提出科學發展觀等

重要主張，使論述更加充實。3所謂科學發展觀，是在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初
步提出，接下來，在 2004年 2月 21日大陸總理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
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即以「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牢固 樹
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為題發表講話，進行比較完整的闡釋。 

 
溫家寶在該講話中指出十六屆三中全會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領導當局，提出

科學發展觀，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指導方針。所謂科學發展觀是指「堅持以人為

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並強

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

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五個統籌」的要求推進改革和均衡發展。

希望利用優質的人力資源，推動均衡的發展，從而有利於人的生活，形成一個永

                                                                                                                                            
(1)小康社會：2002年 11月十六大通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
面」列入題目，明確使用此概念。 
(2)科學發展觀：2002年 11月十六大通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
局面」尚未明確使用此概念，僅提到「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2003年 10月十六屆三中
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尚未明確使用此概念，但
在該決定之第一部份即提到「五個統籌」與「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係。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基本提出概念之內涵；2004年 2月溫家寶
「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牢固  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講話中列入題目，明確使用此概念。 
(3)人才強國戰略：2002年 11十六大通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
局面」尚未明確使用此概念，但該報告第四部份有提到所謂「人才彙集機制」；2003年 10月十
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該決定之第十
部份明確使用此概念。 
以上 3點說明，依據資料如下：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國互聯網，2002年 11月 7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Nov/233867.htm。 
「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互聯網，2003年 10月 22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sljszqh/426675.htm。 
溫家寶，「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  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國際在線，2004年 2月 29日，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41/2004/02/29/146@81575.htm。 
3「科教興國戰略」在 1995年至 1996年間成為大陸的基本國策。所謂科教興國，依據 1995年 5
月 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到：「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
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
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
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朱開軒，「科教興國
思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方網，2004年 7月 24日，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dxp/study/200407240481.h
tm。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新華網，1995年 5月 6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1/07/content_4021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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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增值的良性循環。4 
 
依據溫家寶的講話，中共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主要因為：5 
 

1.發展的必要性：不論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以實現建設小康社會和完成現代
化建設；或是要增強國防實力，保障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均要依靠加快發展。簡言之，中國求發展，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發展，進而有利

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2.均衡的必要性：中共鑒於改革開放至今，人民生活所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準
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矛盾和問

題，包括生產力與分配機制的不足，例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

持續擴大，就業壓力等。社會福利不足，包括社會救助、教育、衛生、文化等

社會事業發展滯後。資源不足，包括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自然資

源的矛盾加劇。三個不足導致了經濟增長方式落後，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

力不強等。因此科學發展觀主張均衡發展。簡言之，發展是為求公眾利益共享，

以化解問題與矛盾，每個人都是發展的動力，也是發展的目的。 

 
至於如何在發展中求均衡：6 
 

1.以高新科技創造永續發展的可能性：首先，大陸人多物稀，因此必須體認科學
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利用科技知識具有易於共享、不斷增值的特性，以走上科

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

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其次，人是科技創新的來源，也是知識的載體，因此須

注重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是故，使龐大的人口轉為人才，以推動科技

創新是均衡發展、永續經營的可能性所在。 

 
2.以經濟與社會相輔相成創造國富民裕的可能性：首先，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
前提和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其次，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目的，

也為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援和必要條件。第三，所謂社會發展，則

具體落實為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換言之，調動

社會的各方面的積極性以求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反饋給社會，使社會與經濟相

輔相成。而社會是由人構成，欲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即須使人得到各方

面的發展。 

 

                                                 
4溫家寶，「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  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5以下列舉 2點內容，係參考溫家寶，「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  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6以下列舉 2點內容，係參考溫家寶，「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  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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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學發展觀的整體構想是，在變人口為人才的前提下，充份調動每個

人各方面的積極性，進而產生科技創新知識以有利於經濟，配合知識易於流動、

自我增值的特性，使得透過低耗能而取得的經濟成果為公眾共享，若能利益共

享，人人將更加投入發展，從而建立均衡、永續、發展三者並進的良性循環。可

見科學發展觀的成功關鍵，或者是啟動此一良性循環的樞紐在於是否具有大量的

知識人才。 

 

二、「人才強國戰略」的建構 

 
人才是啟動科學發展觀的要素，故中共在十六屆三中全會即提出「人才強國

戰略」。所謂人才強國戰略，在 2003年底中共中央與大陸國務院發表「關於進一
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指出「小康大業，人才為本」提出的相關論點如下。7 

 
1.為因應大陸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中共的領
導水準和執政水準，掌握加快發展的主動權，必須注重人才。 

 
2.為求均衡發展，必須以大教育、大培訓觀念，努力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
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建設規模宏大、結構合理、

素質較高的人才隊伍。 

 
3.特別是在科技為第一生產力情況下，目前急須符合國際水平的高層次、高技能
和複合型人才。因此應該加快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一批高水準大學與重

點學科。加強大學領導班子和師資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其培養人才的作用，以

適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 

 
4.在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同時，仍然必須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因為培育人才
以求發展是中共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此一想法，造成大陸力求普級基礎、中級教育，進行大學擴招，並且強調要

建立世界一流大學。意圖建立一個社會覆蓋面廣的金字塔型教育組織，使大陸轉

為學習型社會，一方面力求增廣金字塔底部，二方面力求拉高金字塔尖端。8  

                                                 
7以下列舉 4點內容，係參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國際在線，2003
年 12月 31日，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41/2003/12/31/146@34577.htm。 
8王瑞琦，「高等教育大眾化— 廿一世紀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之目標」，中國大陸研究，第 44卷
第 5期（2001年 5月），頁 41-60。 
王瑞琦、胡宇芳，「國家控制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7卷第 4
期（2004年 12月），頁 75-105。 
例如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畫」，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2004年 2月 10日，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大陸網路媒體對知識產權建構的論述分析 

121 

 

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構想 

 

在培養了大量人才的前提下，必須促進各項創新活動，創新成果產業化，知

識經濟才能得到推展，達到在發展中求均衡的目標。由學習型社會到創新型國

家，以至於和諧社會是有其內在的邏輯相關性。由科學發展觀到人才強國戰略，

再到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論述建構，是中共積極回應知

識經濟的合理發展。 

 
2002年 11月的十六大報告即指出世界在變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前

進，為了進一步的發展，必須要進行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

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保生機的源泉。可見創新無所不

能，是推動各種進步的泉源。9在 2003年 10月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則著
重於強調健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現代產權制度。10經由明確產權讓企業成為直

接對市場盈虧負責的主體，這對企業的創新將產生激勵與保護作用。2005年 10
月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報告則將目光集中在創新活動本身的推動上，在會議中提

到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11科學發展觀是要利用知識經濟
的力量推動發展，並在發展中求均衡，因此創新是根本所在，自主創新此一提法

在此開始受到重視。 

 
為落實中共這些論述，2006年 1月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以明確任務、

佈署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會上胡錦濤
發表了「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努力奮鬥」此一講
題成為中共的創新政策，講話的內容也是自十六大以來較完整的，以下略述其內

容並進行分析。12 
 
該講話中，胡錦濤提到幾個主張：首先，創新的動機方面：知識經濟的世界

潮流與國力競爭的須要，是推動創新的動力。胡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動下，

知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競爭成為國際綜合國力競爭的焦

點。在總結大陸過去的科技創新成果與不足之處後，胡認為目前大陸科技事業發

                                                                                                                                            
http://www.edu.cn/20040325/3102277.shtml。指出高等教育方面，大陸在 1995年啟動的「211工
程」與 1999年啟動的「985工程」，前者目標在建立國家級一流大學，後者目標在建立世界一流
大學，意圖建立金字塔大學體系。 
9「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10「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1「『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有關自主創新的論
述」，胡錦濤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建設創新型國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47-48。 
12胡錦濤，「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努力奮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
上的講話」，胡錦濤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建設創新型國家，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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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狀況，與完成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迫切要求不相適應，與把

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軌道的迫切要求不相適應，

與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不相適應。可見國

際競爭的須要，國內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的須要，內外的壓力是推動創新的動機。 

 
第二，創新的目標方面：在 2020年成為創新型國家，以促成全面小康的實

現。胡指出未來應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帶動生產力質的飛躍，使自主創新

能力顯著增強，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的能力顯著增強，基礎科

學和前沿技術研究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科學技術

成果、自主知識產權。因此利用知識的創新與產業化，以優化經濟結構，促成全

面小康。 

 
第三，創新的條件方面：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和充分發揮已有

的經濟科技實力的基礎。也就是加強中共的組織領導，統籌力量，並重視人民的

首創精神，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一切以人為本。並憑藉已有的科技成果、自主知

識產權、名牌企業以作為推動創新的條件。因此中共領導下政治穩定、國家團結

才能有良好的創新環境。 

 
第四，創新的方向方面：引導創新的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

撐發展、引領未來」。這十六字方針，溫家寶在此一會議上也發表講話加以闡釋，

這十六字是選擇創新方向的依據。所謂「自主創新」是指提高原始創新、跨學科

創新的能力，在關鍵領域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在科學前沿和戰略高技術領

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此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重點跨越」意即選擇具有一

定基礎和優勢、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把有限的資源集中，以求

重點突破，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是後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方式。「支撐發

展」，就是利用科技創新以支撐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既要有助效率與

發展也要有助公平與均衡。「引領未來」，就是要眼光長遠，超前部署基礎研究

和前沿技術，創造新的市場須求，培育新型產業，引領未來經濟社會發展。13因
此「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四者間形成良性循環，透過自

主創新以求重點跨越，在部份領域產生知識經濟的效益後，讓多數人從中受益，

以求支撐下一階段發展，進而引領未來。 
 

第五、推動創新的作法方面：首先是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即建立以企業為主

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政府加強對創新的協助鼓勵與

產權保護。因此企業、學校、軍事與民用的科研機構、科技的中介服務機構，中

央與地方政府的協調等等均是重點部門，並要建立它們的有機聯繫。第二是培養

                                                 
13溫家寶，「認真實施科技發展規劃綱要 開創我國科技發展的新局面：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
的講話（摘要）」，胡錦濤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建設創新型國家，頁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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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隊伍，培養為國家為學術努力的人才，並要吸引、保護、鼓勵人才，以調動

人才的積極性、創造性。第三、使社會形成創新文化，即推動創新必須要具有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通過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科技創新、

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撤除一切教

條侷限，在現實中不斷調適摸索，才能產生創新。因此鼓勵與重視有創意思考的

人才，並使人才在產學研領域發揮所長，是實踐創新戰略的作法。 

 
由科學發展觀、人才強國戰略，至目前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

國家等一系列主張，是中共適應知識經濟，並力圖運用知識經濟的過程。整體的

構想就是利用知識經濟以在發展中求均衡，知識經濟的核心即在創新，因此強調

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其中知識產權既是國家必須保護的目標，也是知識經濟的最

終成果，重視知識產權是中共處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發展。 

 

四、中國知識經濟追趕戰略的建構 

 
上述一系列的論述發展，其內在的邏輯關係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了變人

口為人才，利用知識創新，在發展中求均衡的整體擘劃。「人才強國戰略」則強

化了人才的培育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則補充了知識創

新的構想，使整套說法更為完備。 

 
進一步探討這套說法的內在意涵，可分幾個部份進行說明：首先，這些主張

可視為知識經濟的中國化。知識經濟是源自西方的觀念，在中共主政者詮釋下，

成為科學發展觀或所謂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其 1996年，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作了如下的定義：「知識經濟是建立在
知識和信息的生產、使用和分配基礎之上的經濟形式。」和中共在上述主張中，

意圖借助科學知識、科技發明推動發展與均衡，想法一致。為了在知識經濟大潮

中，力求符合WTO的規範，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以在國際經貿競合中爭強，因此
中共必須在國內提出一套相應的論述，以呼應知識經濟進入中國的現況。14 

 
其次，上述一系列中共的政策也可視為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中共在

2002年十六大提出 21世紀頭 20年是大陸能否全面小康、能否在 21世紀中葉基
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此一時機稍縱即逝，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

人均國內生? 總值達到1,000美元是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戰略起點。15大陸正值

                                                 
14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rain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1-229. 
15「重要戰略機遇期」是江澤民在 2002年 11月中共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報告中提出，胡錦濤在 2003年 7月 1日『三個代表』研討會中的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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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起飛階段，如果經濟起飛勢頭持續到 2020年以後，大陸的綜合國力有可能
躍居世界前列。面對這一影響全局的轉折點，胡錦濤在 2003年的 7月 1日進一
步指出，迎向重要戰略機遇期，要重視科技進步的發展趨勢。另外，又在 2005
年 5月 16日強調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與社會的
發展全局。 

 
中共的相關主張可作為中國利用知識經濟以求快速發展的戰略構思。知識經

濟有助快速發展的可能性在於：第一，知識的快速流動：倡導知識經濟可以充份

利用知識在資訊化、符號化之後廉價、快速流動的特性，透過通訊事業，提高知

識的覆蓋面，讓知識共享，而集思廣益的結果，又提升了知識創新的速率，讓大

陸由人口大國轉為人才強國，眾多的人才，創造了寓均衡和諧於快速發展的可能

性。16第二，知識的快速遞增：知識不若自然資源逐漸耗盡，知識會因每個人知
識儲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讀與啟發，故知識可能在使用中不斷遞增、轉變，有

愈用愈多的性質，如此一來，除了帶動新興科技通訊產業外，亦會更新傳統產業，

使其走上高效能、低耗能的優化形態，如此即可創造永續發展的可能性。第三，

社會的廣泛支持：在發展中追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

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五個統籌」，就

論述的角度，意味著中共要在發展中連結各個論述，連結各個利益主體，這是求

利益均衡共享與快速發展之間的連結，使得發展的過程得道多助，調動各方的積

極性以促進發展。第四，人才質量的快速增長：根據以上所述，承載著知識的人

所進行的知識經濟，是讓均衡、永續、發展三者得以連繫的紐帶與基礎，因此知

識經濟的基礎，在於人才的養成。以上提到知識的快速流動、知識的快速遞增、

社會的廣泛支持三點反饋到人的身上，即是人才質量的快速增長。故追求「人的

全面發展」可通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進而使兩者之間形成相輔相

成、互相增值的良性循環。 

 
因此，中共的創新政策主張除了消極的利用知識經濟以寓均衡於發展之中，

                                                                                                                                            
話中再次強調。相關報導可見「胡錦濤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作重要講話」，新華網，2003年 7
月 1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7/02/content_948466.htm。 
易金務，「關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答問（新高潮  新高度  新成效）」，網上黨校，2004年 1月 19
日， http://www.lsnews.com.cn/2004-1-29/ca42158.htm。 
翟帆、范緒鋒、劉繼安、儲召生，「教育，抓住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代表委員們共謀教育發展
大計」，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2003年 3月 14日，http://www.edu.cn/20030314/3079772.shtml。 
「胡錦濤：緊抓重要戰略機遇期 需要六個堅持」，新浪網，2005年 5月 16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516/21561591682.shtml。 
16胡鞍鋼主編，知識與發展：21世紀新追趕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95-223。 
另外，如張健、徐文龍等，中國教育新走向：21世紀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展望（廣州：廣東教
育出版社，2002），頁 101。該書指出，美國知識經濟發展經驗顯示，知識創新的速率越來越快，
如電晶體從發明到應用花了近 10年時間，積體電路用了 8年，第一代微處理器用了 5年，64K
晶片用了 3年，256K晶片用了 2年，目前廣泛應用的 0.6微米晶片和即將量產的 0.35微米晶片
所用時間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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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解社會矛盾，積極方面也可視為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例如，大陸為求

提升國力以加入國際經濟競合，現正大力推動知識經濟，例如，大陸的「十一五」

計畫中，亦再次闡明應大力宣導、保護、推展知識經濟的觀念。17胡錦濤、溫家
寶、吳儀等中共領導人，亦反覆申明要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創造名牌產品」

以提高國家競爭力，指出「世界未來的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知識產權正

是知識經濟的基礎所在。18 
 
第三、這一套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也可視為上述各個案例中主流立場的

具體表徵，包容了是黨國求公益、民族求先進、知識求創新、經濟求規範四個論

述立場。在大陸政治威權的條件下，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是由黨國體制此一

部門發起的結盟。而民族、知識、經濟三方面的論述會向政治部門靠攏、響應政

治部門的號召，各有內部的驅力。首先，黨國體制方面，黨政組織在改革開放後

面對相對多變、多元的社會為了維持存續，必須爭取、擴大正當性基礎，建構文

化霸權。因此必須連結其他論述，或者是連結作為論述代言人的各個利益主體。

特別是力求中共與民族的論述連結，以繼續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言人。也要力

求中共成為適應當前知識經濟發展方式的政治管理者、規劃者，因此也必須連結

知識與經濟。黨國體制意圖使民族、知識、經濟環繞著自己，成為相輔相成、利

益共享的主流連盟。例如，不論是王同億事件或漢芯案，國家機器都主動或被動

的與學術、教育單位結盟，以打擊負面案例，樹立著作權與專利權的權威與定義。

其次，民族方面，中國以發展中的大國自居，大國意識是基於中國近年來綜合國

力的提升，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大陸政治威權的條件下，相當依賴政府的積極

作為，因此民族的振興與否，必須借力於黨國部門。19例如，漢芯案中，政府以
政策獎勵晶片業，以利中國在科技產業取得領先，增加民族自信。娃哈哈在政府

維護的公平市場競爭環境中，才會有機會挑戰兩樂，成為民族品牌。第三，知識

方面，大陸的科研工作，目前仍以國家興辦的教育與學術體制為主，近年來大陸

的教育與學術強調規範的建立，但學術規範的建立，特別是若涉及侵權、詐欺，

仍須國家法律的認定、裁判，因此知識領域也須借力於黨國部門。20例如，漢芯
案中的交大通報中可見該案的調查，學校須要「請求」並「堅決支持」政府的調

查與判決，以求調查與判決更有公信力與強制力。王同億事件中，辭書界也極力

爭取國家機器的支持，以建立迫使拙劣辭書退出市場的強制力量。第四，經濟活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綱要」，中國網，2006年 3月 16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6/Mar/1156685.htm。 
另外，「評論：誰是真正的自主創新者」，新浪網，2006年 5月 20日，
http://tech.sina.com.cn/it/2006-05-20/0124947307.shtml。該評論指出「在中國的傳統科研體制下，
自主創新主要依賴於科研院所，依賴于舉國體制下的大量投入和集體攻關。中國在『兩彈』和航
太領域的趕超端賴於此。」 
18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編，保護知識產權幹部讀本（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5），頁 6-26。 
19Michel Oksenberg, “China’s Confiden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 Special Issues, Vol. 65, 
(1987), pp. 501-523. 
20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批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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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強調的是有規範的市場公平競爭，而規範的建立，亦需國家法律的支持，因此

經濟領域也需借力於黨國部門。特別是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強調運用知識經

濟求發展，但是知識必須先商品化、資本化，才能納入市場經濟的活動中，凡此

種種的首要之途，即在知識成果能夠轉為具體的產權，21知識成果才能夠依市場
經濟原則予以核算、交易，使得知識成果的歸屬與價值得到確定，進而得到保護

與激勵。換言之，知識產權相關規範的建立，是讓知識得以量化、估價，從而進

入市場的前提，而國家法律是樹立此一規範的重要依據。特別是由知識產權保護

的知識成果具有無形化的特徵，而要更多的鑑別與保護，因此更有賴國家法律的

介入。例如，晶片的研發，辭書的創作，飲料的發明，都是為了推展知識經濟，

是故必需貨真價實，不容許偽劣假冒，以維持公平競爭與交易。 

 
總上所述，上述自十六大後中共的一系列是知識經濟的中國化論述，是一套

知識經濟的追趕戰略，也是黨國部門領軍主導下大陸主流價值的結盟。這三者相

輔相成，提高主流立場在國際環境與社會內部的正當性。這套戰略在凝聚社會主

流價值並與國際接軌後，更有加速推動的自信，成為多元論述網絡中的強大動能

與重要催化因素，它是驅動大陸官方與民間提倡、保護，進而追求知識產權的重

要動力。 

 

五、中共政治論述的宣傳與生產邏輯 

 
此一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如同商品一樣，仍然需要利用包括網路媒體在

內的通路進行銷售、宣傳，並不斷生產潛在的需要，以利進行論述的再生產，不

斷的強化這套主流論述。以一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國家的主導性，這一主導性首先表現在人民的創意，由國家的知識產

權給予保護和激勵，而重視知識產權有利國家經濟發展，使國家民族得以存續發

展。因此在國家設定的價值順序上，是知識創新為經濟服務，經濟發展又為政治

服務。消費者被創意商品收編，創意商品又透過知識產權被國家收編。例如，娃

哈哈的價值不只是一個成功商業品牌，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挑戰跨國企業的代表。

娃哈哈不只被人民消費，也被國家民族所消費。王同億的辭書、陳進的晶片，在

被揭穿為偽劣假冒之前，也一度是民族光榮的象徵。其次是國家的此番論述，經

過中共控制的網路媒體一再重播，再經過成功企業家如宗慶後的同意與認同，更

是如娃哈哈純淨水找王力宏代言一般，官方論述得到相加相乘的宣傳效果。除了

正面宣傳外，像王同億的辭書、陳進的晶片在淪為負面案例後，各方指責批評，

更是宣傳官方論述的有利方法。經由正面、負面代表一再重播，官方論述更是穩

固的佔據了言論陣地。 

                                                 
21馬豔、楊小勇、龔曉鶯，知識經濟（台北：揚智，2003），頁 1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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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論述中多樣、多變性與意義的單調性之間的衝突，在中國的知識經濟

追趕戰略的系列言論中有許多弔詭之處：首先，這些政策主張一方面強調要解放

思想、實事求是，但又一再要求統一思想，集中力量。如前所述 2006年即召開
一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希望藉此為一個長達 15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
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建立共識，希望對創新活動進行規劃，在解放
思想之前似乎要先統一思想。第二，在各種政策宣示中總是總結過去中共憚精竭

慮構思計劃以完成的科技成果，然後又發現相當不符現在所須，以致今天需要再

去大力推動創新工作，但推動的方式又是由中共領導大家憚精竭慮，再去訂定各

式各樣的長遠計劃、方針。此因論述本是一種權力意志的表徵，知識經濟又是當

前流行的符號，因此中共總要以各種規劃，爭奪知識經濟此一能指為自己服務，

並為自己、為人民尋求一套固定的意義，虛擬一種安定感，以迎向變動的環境與

符號的延異。 

 
第三，均衡與不均衡發展的共存，雖然一再強調全面小康、和諧社會、科學

發展觀，希望在發展中追求均衡，但回到實際，鼓勵創新的方法仍是要重點跨越，

或集中資源在產學研等部門上，仍然是不均衡發展的策略。這一方面誠然因為國

家資源有限。二方面也因論述或符號活動本身就是一個二元對立、等級秩序的建

構過程。當國家機器積極介入包括創新活動在內的各種活動，並且欲以一個規劃

去推動發展，即已預告中共必須陷在自己所建構的不均衡中，然後在去發明一套

論述去追尋均衡。因此在 2006年 10月十六屆五中提到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時即指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

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22 
 
以上的討論，也是在印證前述爽歪歪或娃哈哈的品牌操作。因中共也是一個

商標與品牌，中共的政策也同樣是一種商品。由政府所樹立的知識產權也是一個

商標，在大陸它們是一切知識產權的總擔保，由知識產權所背書的商品均是由政

府授與信用。中共也要大力行銷自己，中共種種論述操作再次印證一個商品若能

在產品與宣傳上能夠呼應既有的語言符號，並對目標的消費族群進行高覆蓋、高

頻率的宣傳、銷售攻勢，以直接滿足身體對多樣、多變與安定的須要，就會是一

個有效的銷售方法，讓人民願意消費，並逐漸產生品牌忠誠，同時也培養了新的

消費習慣，為下一項商品創造須要。例如，「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

家」方針呼應了知識經濟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既有語言，是知識經濟中國化的體

現。此一方針由國家掌控的媒體一再宣傳，並在宣傳中建構出創新的無所不能，

以滿足人民之間各種不同的欲望。再對此方針建構一套 15年規劃，幫助人民在
變動中求取出路與安定。經由此 15年規劃，又創造一個必須去克服、化解的不

                                                 
22「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 10月 18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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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社會，如此又為下一套有關均衡的論述創造了需要。這可說是自論述或符號

的角度來看中共永續執政的邏輯，也是促使官方論述不斷進行再生產的邏輯，同

時也讓人民在此套套邏輯中，活在中共主導的意義封閉系統中。 

 

第二節、知識產權與網路媒體：國家機器的控制手段及效應 

 
在前文案例的討論中，中共在以自己為中心，建構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

時，總能吸引其他論述立場的支持或依附，並佔據媒體形成主流立場。國家機器

的吸引力何在，以及它會產生何種催化作用，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一、威權政治的權力意志 

 
經由前文的討論，在知識經濟時代中，主流立場的建構是黨國求公益、民族

求先進、經濟求規範、知識求創新四個論述間的合謀，而黨國部門的國家機器在

主流立場內部相對具有主導性。以下針對國家的權力意志作進一步探討，以突顯

其力爭主導性的原因與條件。 

 
此一狀況實與大陸在政治制度上，繼續維持威權政治有密切關係。大陸的威

權政治有幾種策略與效果。第一，「四個堅持」意即堅持黨國體制的權力寡佔，

堅持共產主義的封閉理想。23為了有所堅持，促使國家對失範違規的反應趨於激
烈，一觸即跳。為了維持唯我獨尊的體面神話，一小撮不法分子，都是對當權者

的嘲弄，都要不茍言笑予以嚴打。此一策略吸引社會諸權力更加主動的向國家機

器靠攏、輸誠，成為黨國羽翼，因為威權的國家機器讓人感到有建立規範的能力

與「誠意」。但對異己的容忍度小與打擊不手軟，亦激化社會的矛盾。威權體制

並增加國家機器的責任、成本等風險，無法由分散化的權力得到援助。24近來中
共倡言「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或漸漸走向制度化，都還是寡佔權力的思維產

物，只是連結更多社會新貴成為政治新貴，收編他們的資源、權力，共享寡佔利

益，並加上法制的包裝。25第二，既然權力向中共集中，這也促使價值序列仍是

                                                 
23李英明，晚期馬克思主義（台北：揚智，1997），頁 103-108。該書提到，共產黨堅持烏托邦理
想與黨國體制，是其爭取「正當性」與控制權的重要機制。 
24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1992），
頁 217。 
25吳仁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意涵和未來發展」，中共研究，第 35卷 11期（2001），頁 28-47。
指出三個代表促進了中共發展私營企業黨組織，跨大黨的覆蓋面。 
F.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 Unger, edit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NY: M.E. Sharpe, 2002). pp.239-257.該文指出，中共領導者為求團結和
穩定，故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選擇了制度化。且團結和穩定也是社會的要求，故中共目前採取非
民主的制度，也為社會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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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優先、政治掛帥。以致雖然正式的、顯性的論述是要調動各方的積極性，以

求均衡。但非正式的、隱性的論述卻要求一切資源均環繞黨國的須要進行「按權

分配」，在經濟轉軌期間，又因制度不明，部份資源甚至是「按膽分配」，敢於違

法犯紀、以權謀私者反能得利，凡此均會使資源合法或非法的優先向特定的優勢

群體傾斜。26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意即製造了社會的等級差距，創造尋租活動的
環境。就論述的角度而言，則產生了等級化的論述。此一情況，除了因不平等造

成矛盾外，特別是在等級化的論述間的交界之處，是新的連結、新生事物孳生的

最佳環境，精華與腐敗橫流。例如：王同億跨越雅俗的一般性辭書，遭到學界撻

伐的同時仍大為暢銷。陳進可在政府部份人員的包庇下，以仿冒偽充真品。爽歪

歪可在爭議中成為銷售長紅。 

 
總之，威權體制的專權封閉、黨國優先，造成中共對異己現象的容忍度低，

排斥性強，中共眼中的社會因此更加亂象叢生、割裂分化。混亂是威權體制眼中

的魅影，混亂又使威權升級，致矛盾更加激化。27國家機器的主導性在社會鋪陳
一個以黨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氛圍，更吸引著其他論述主動或被動的趨炎附勢，

向國家靠攏，在此循環下，國家的主導性又進一步強化。國家機器在此一邏輯下，

對強調創意的知識經濟潮流，更是急欲掌握。而知識產權與網路媒體可說是中共

政權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兩大權力機制，透過網路媒體來進行知識產權的宣傳，有

助國家建構其論述權威。 

 

二、威權政府對知識產權的利用 

 
中共政權掌握知識經濟的介面，主要是知識產權的法律建構，其次是網路媒

體的控制。事實上，不存在絕對的創新，也無絕對的仿冒，何謂創新、何謂仿冒

是意義建構下的結果，當創新與仿冒的界線被劃定，並廣為宣傳時，就是觀察權

力意志活動的時機。以下先就知識產權的問題，分幾點論之。 

 
首先，產權向為法律制度建構的核心之一，法律制度的建立的目的之一即為

界定產權歸屬。經由前文分別對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的案例分析與探討，可

見知識產權是指人的智力創造：包括發明、文學和藝術作品、商業中使用的標誌、

名稱、圖像及外觀設計，是人們通過智力活動取得的權利。28 
 

                                                 
26楊繼繩，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香港：三聯，2000），頁 45-82。 
27此一邏輯也可解釋大陸所謂「放亂管死」的怪圈。放，中共就覺得亂；管，中共就覺得死。亂
與死，繫於中共的威權主義解讀立場。另外，在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1996），頁
121。該書指出國家與市場的互為手段與主體關係，亦可說明國家與社會互相生成的效果。 
28曹新明，中國知識產權法典化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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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強調由知識創新來營造資本積累。29在知識經濟中，知識是以被經
濟收編而存在著，是為經濟目的而進行的知識創新，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粹知

識活動。是故知識創新不是任意的，而是一種規範下的創新，符合規格的新知才

能夠數位化、商品化、資本化，30進而界定知識產權，確定產品名稱、名稱、價

格，參加市場交易，繁榮經濟，最終服務於資本積累的需要。31例如何謂「辭書」、
何謂「笑話全集」，都有不同的產品與價格定位，倘若名為辭書，卻裝著笑話的

內容，就屬不合規範，將使產權界定錯亂，不利於商品化。或者何謂「發明創新」，

何謂「偽劣假冒」均須有明確界定。因此知識經濟須要規範，國家機器即透過知

識產權的相關法律來規範知識經濟。 

 
中共政權亦如同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頒佈各項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在國家法

律規範下，知識產權具以下幾個特性：首先是地域性，指知識產權來自國內法，

因此只在該國法律管轄範圍內有效，對其他國家沒有約束力。其次是專有性，意

指利用創造新知來營利的權利歸創造新知者所有，其他人未經許可，不得利用否

則即為侵權。第三是時間性，指知識產權只在規定時間內有效，期滿後即成為社

會公共財富，誰都可以使用。第四是無形性，即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不具有物質形

態的智力成果。由地域性可見國家法律是知識產權存在的前提。由專有性可見知

識產權是國家激勵本國知識經濟的手段。由時間性可見知識產權的建構不論是知

識還是經濟層面，最終獲益者還是回歸於國家。而無形性的特徵，代表需要由更

多的法律制度來界定，提供國家機器透過知識產權法律大舉介入知識經濟的機

會。因此，國家法律下的知識產權，以及由知識產權引導的知識經濟其價值序列

是知識為經濟服務，經濟為政治服務，並且因為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具有無形化的

特徵，讓國家可持續介入。32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知識產權保護的特點是採取行政執法保護與司法保護

併用的雙軌制。雙軌制是指一旦發生知識產權糾紛，權利人既可先請求知識產權

行政主管機關管理，行政主管機關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動，對違法者給予

行政處罰；也可直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請訴，通過司法途徑保護權利。其中

行政調處和行政處罰並不是採取司法保護所必須的前置程序，知識產權權利人受

侵權時，可以請求行政調處，制裁違法者，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司法途徑

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具有最高、最終的法律效力。對有些法律明確規定的違法行

                                                 
29馬豔、楊小勇、龔曉鶯，知識經濟，頁 24-29。 
30馬豔、楊小勇、龔曉鶯，知識經濟，頁 110-113。所謂「知識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即未資
訊化的知識；「結構性資本」，包括已資訊化的知識產權資本、組織管理資本、市場資本。 
31John Storey著、李根芳、周素? 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2003），頁 277。
Jean Baudrillard 指出當今知識、文化與意識形態都成為經濟世界的一部份。 
此外，鄭祥福，後現代主義（台北：揚智，1999），頁 25-28。Jean Francois Lyotard 指出，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知識訊息化、商品化，知識的「正當性」標準由後設敘事轉向了資本的生產。
但本文以下的討論中，會呈現知識與經濟斷裂的問題，因此知識被經濟收編後，但仍有能動性。 
32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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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主管機關可以依職權主動進行查處，例如假冒他人專利或以非專利冒充

專利的行為。行政調處的特點是，程序簡便，處理快速，但當事人若對調處不服，

還可循司法途徑解決。法院審理的特點是，程序縝密，判決結果有強制性。33大
陸的國家機器在此雙軌制下，對知識產權問題，顯然取得更大的能動空間，這是

威權國家要求更為嚴格的社會控制的表現之一，或者說這是威權國家為克服對社

會控制的不安全感的手段之一。 

 
其次，知識產權的存在，也是因為知識商品本身涉及多組衝突，因此更需要

國家機器立法加以規範。這些衝突之處包括：第一，知識商品在生產結果上的獨

佔性與共享性問題，知識商品是個體的智力成果，但此一智力成果是在歷史積

累、社會環境中產生，因此它究竟該由一人獨享還是眾人共享，此一問題涉及了

私利與公益的平衡，若處理不當，將無法激勵創意，或造成創意無法為社會所用，

為此知識產權的法律均規定了發明人享受獨佔利益的時限，時間屆滿即由社會共

享，這也是經由給予發明人一定時間的獨佔權利，以換取他將發明公諸於世。例

如依照大陸的法規，專利權的期限為二十年，實用新型專利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

的期限為十年，均自申請日起算。商標經政府核准後有效期限為十年。著作權的

保護期限則為作者終生及其身故後五十年。第二，知識商品在流通過程上的獨創

性與複製性問題，即知識商品是個人獨特的創意，但為了流通，參與市場交易，

必須轉化為可複製的形式，意即存於腦中的無形知識不能受知識產權保障，必需

轉化為可見的有形知識才能成為商品，也才能受到法律保護。然而一但創意形諸

於可複製的形式，就有易於仿冒的問題，因此知識產權的貫徹，必須經常性的顯

現在積極的打擊偽劣假冒行動上。第三，知識商品在消費使用上的地域性與流動

性問題，知識產權是國家法律賦予，它與國家的統治疆域有密切的關係，但知識

經濟時代，知識商品透過實體或數位的形態跨國界流動，跨國界的使用與消費經

常可見，甚至會產生許多國際貿易糾紛，此一部份更需由主權國家出面，透過雙

邊或多邊的協議訂定國際公約才能加以處理。因此，知識產權涉及多方的權、責、

利，除了造成知識產權必須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外，也提供國家介入的空間。 

 
並經由上述案例，可以發現在國家機器介入的方法與程度上，知識產權法規

具有如下兩個特性：一是國家機器介入的方法方面：經由法律規定，讓政府同時

享有意義詮釋權與意義界定權，而知識經濟是一種符號與意義的產業，政府利用

這兩個權力，可以充份的展現權力意志，例如何種著作、專利、商標會有益或有

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相對享有意義主導性。二是國家機器介入的程度方

面：知識產權是國家機器藉由發展知識經濟而取得的權力，因此與經濟活動愈相

關的，政府較有介入的正當性與藉口，政府的介入力道愈大與介入時機愈多。在

著作權方面，因著作不必然要推向市場成為商品，但每一個著作都可能因著作人

的主動或被動而成為商品，因此仍被納入知識產權的法律裡，但即使如此著作權

                                                 
33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編，保護知識產權幹部讀本，頁 13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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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享有政府之外較大的自主性。例如大陸著作權法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不必然要經政府審批即

享有著作權，而且享有較長的保護期，依法「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後五十

年。」34。在前述的王同億事件中亦可見即使著作具有爭議性，王同億還是在辭

書市場存活了 10幾年，一直到 1996年因作品內容在市場中引起太大爭議且涉及
抄襲侵權才在行政干預與司法判決下退出市場，除此之外在王同億事件中，也較

可看到不同於主流立場的意見。專利權方面，依專利法規定保護對象是「能夠製

造或者使用」的發明，商品化程度更高，因此專利法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

負責管理全國的專利工作；統一受理和審查專利申請，依法授予專利權。」必須

向政府申請核准後才可享有專利權，且保障時間相對較短，依法「發明專利權的

期限為二十年，實用新型專利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期限為十年」，35由前述漢

芯案可見，陳進在晶片發明領域由成名到因造假退出，前後存活大約 3年，且一
被證實發明造假，馬上取消各項? 助與認證，立刻出局，不容掙扎。由網路言論

亦可見網友評論漢芯案時固然有不同看法，但都肯定主流意見。商標權方面，由

爽歪歪與娃哈哈等商標可見是商標是商品各項特質的集中體現，是消費者認同的

目標，完全是一個以市場導向的符號，政府介入程度自然最高。依商標法規定「經

商標局核准註冊的商標為註冊商標，包括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和集體商標、證明

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受法律保護。」必須由政府核准才生效，且

「註冊商標的有效期為十年」保障期限也最短。36 
 
在此情況下，國家機器的權力意志，建構了一套知識產權的知識，國家機器

和知識產權成為權力與知識的複合體，雙方有著互相生成的共謀關係。這套知識

為主流立場提供如何解讀、界定「王同億現象」或「漢芯案」的方法與說辭。也

就是說，這套知識，告訴了主流立場符合何種規範下的知識創新才有助資本積

累，使得主流立場知道在何時要以知識創新來解讀王同億或陳進的作為。並也知

道應在何時以失範與侵權來理解王同億或陳進的作為。使得國家機器進行反對侵

權與學術打假時師出有名。國家權力則提供了維持知識經濟所須的強制規範力

量。權力-知識複合體，目的在將他者納入掌握，權力在求控制他者，知識在求
理解他者，雙方互相支持。 

 
總上所述，再結合前述中共提倡自主創新的論述，中共利用知識經濟需要規

範，才能有助知識創新、市場經濟，進而有利國族發展的藉口，創設了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激勵了知識創意，但此一創意被導向知識為經濟服務，經濟發展有助民

                                                 
34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07年 2月 2日檢索，
http://www.sipo.gov.cn/sipo/flfg/bqf/gnflfg/200609/t20060906_110173.htm。 
35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07年 2月 2日檢索，
http://www.sipo.gov.cn/sipo/flfg/zlf/200608/t20060831_109702.htm。 
36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06年 9月 11日檢索，
http://www.sipo.gov.cn/sipo/flfg/ygzscqdflfg/t20011030_2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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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復興的方向，使創意思考遠離國家機器的範疇。創意思考推動知識經濟時，又

可為國家機器提供正當性。 

 

三、威權政府對網路媒體的操控與網路媒體的特性 

 
除了知識產權，網路媒體也是威權的國家機器在知識經濟時代，急欲控制，

使之有利於己的重要對象。因知識經濟是以符號的快速傳播為前提，符號的數位

化，廉價複制，快速流通，才能使知識的生產與消費成為可能，而這一切必需在

網路媒體此一技術存在後才得以實現。若能掌握網路媒體，將使知識經濟更能符

合國家機器的意志。第二章對關中共的網路審查已有說明，概括言之中共除了消

極的制定法律規章預先封阻不當訊息，積極的建構充實官方新聞網站以擴大官方

掌控的信息疆域，並透過網路實名制備案制，限制匿名上網以有利其查緝違法上

網行為。37 
 
由前文的案例分析中可見，一般認為網路傳播（internet communication）的

特性是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虛擬真實、快速流動等。

但以前述那些理應反映較多不同意見的爭議性案例來看，首先，去中心化方面，

因中共政權對網路新聞的控制，致新聞來源單一，故去中心的結果不是直接通向

意義的無限多元化，而是通向多中心，話題均圍繞在固定的話題與語言框架之

中，38例如王同億事件、漢芯案中媒體中存在大量的訊息就是主流立場，就是反
偽劣假冒，或強調應建立規範，爽歪歪事件就是圍繞著廣告策略與低俗文化的話

題打轉。第二，去公私邊界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私領域被成為公眾討論話題，但

卻可能是遭到歧視的。以爽歪歪事件為例，過去被視為私領域的性快感成為話題

的中心，但卻被許多人視為色情低俗，私領域的性快感確實進入了公領域，但它

是遭到打壓的，或者是被強迫缺席的他者。陳進的漢芯案或王同億事件，則著重

批判了他們為了名利不惜偽劣假冒，違反了淡泊名利潛心學術的要求，個人的私

欲也是處在被批判的眼光下進入網路的公共空間。第三，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

方面，經由網路文本的超連結，確實創造了非線性讀寫的可能，但這並不代表線

性與非線性兩者的愉悅程度必然不同，因為相關文本經由超連結，多指向相關主

題的文本，最後仍逃脫不了幾個固定的論述框架。第四、虛擬真實方面，值得注

意的是虛擬和真實是相依而生的、互相加強，例如前述的案例中，不論是王同億

事件、漢芯晶片、爽歪歪商標，均在各種既有論述參與建構中取得引申義，並經

由網路媒體一再放送，引申義被自然化為固有的意義，神話變成了事實。國家在

知識經濟相對時空下，偶然建構的知識產權，也經過一再反覆播送而成為必然。

                                                 
37羅景文，「網路社會興起對中共國家能力的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頁 171-174。 
38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2006），頁 30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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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有關快速流通的問題，由本研究的案例來看，網路媒體的主要效能是利用

訊息的數位化，快速的傳播資訊，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類似言論的快速複製，

特別是主流立場或幾個固定的論述框架的快速轉載，這也包括跨媒體的轉載，從

而強化了固定的框架。二是不同話題的快速更替，在同一時間、同一事件與話題

大量出現後，隨即被其他主題替換，因此每一個案例與話題在未及深思、發酵時，

即告收場。以本研究的案例，相關主題的討論文章大約集中於一、二個月間出現，

之後熱度即告冷?。因此網路媒體經常是一再複製並快速傳播官方立場，或包含

官方立場的主流意見。但是經常需要有新的案例，供主流立場宣傳之用，而新舊

案例快速替換，經常導致不同新聞，相同話題，而每一個新聞與話題的可能意義

未能被充份開採。 

 
網路傳播的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虛擬真實、快

速流動等特性，其實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虛擬真實

指的是數位化的訊息的滲透力強，再加上快速流動，構成網路媒體的兩個主要性

質。但滲透力強往往只是造成主流立場更容易穿透不同論述的邊界，與不同論述

建立連結，此一過程固然證成了多元性，但各個論述均被主流立場滲入，其至被

主流立場收編。資訊快速流動的結果，可能讓更多不同立場接觸到訊息，創造了

訊息與不同論述連結的機會，而導致了多元的意見。但類似訊息的重覆與不同訊

息快速更替也限縮了多元的範圍。簡言之，網路傳播為意義的自然化與多樣化均

創造了可能的空間。 

 
因此，網路媒體的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快速流動、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

寫、虛擬真實等網路傳播的特性，並不代表直接就過渡到符號意義的內爆與無限

的可能。進入電腦網路的數位化資訊對既有意義範疇的滲透與顛覆是有限的。就

本研究的案例來看，這些特性主要成為主流立場的工具。誠然網路傳播的特性，

讓意義多元化，但在國家介入與網路資訊快速流動與易於複製雙重作用下，只造

成了有限的多元性，網路媒體只是千篇一律的快速、大量的重複相同框架的言

論。而這些有限的多元性言論若被主流立場收編，則最終又有利於主流立場的再

生產。39 
 
總之，知識經濟大潮，對中共既是危機也是轉機，中共在此大潮中積極調適，

亦即在知識經濟環境下，國家機器充份理解、掌握知識的特性後，進行相關於知

識產權的立法並透過行政、司法加以管理，訂定鼓勵自主創新的政策，並努力控

制網路媒體，讓創意思考有利知識經濟、民族發展的主流立場充份宣傳。知識產

權與網路媒體可說是中共政權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兩大機制，而一個掌握法律與媒

體的威權的國家機器，自然是其他論述立場爭取的結盟對象，以圖藉機借力使

                                                 
39寇健文，「中共對網路資訊傳播的政治控制」，問題與研究，第 40卷，第 2期（2001年 3、4月），
頁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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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國家機器展現權威時，一併貫徹自己的權力意志。40 
 

第三節、知識產權與網路媒體：國家機器的徵候 

 
若對王同億現象、漢芯案這些負面案例進行徵候性閱讀，即反顯看似強勢的

官方意見、主流立場並未全面掌握局面，以致無法預防另類實踐的產生，必須在

偽劣假冒出現後，再去消滅它們。若對中共努力透過網路媒體建構知識產權的觀

念加以徵候性閱讀，亦可顯見這兩個領域是國家機器最不能掌握的部份。在此突

顯一個主流與非主流論述之間的張力。41 
 
固然在傳媒上，主流與非主流立場在數量上對比懸殊，且非主流經常變成證

成主流的他者。但是非主流實踐的存在即說明了主流立場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瑕

疵，以致出現劣質品，或者是主流之外，另有一條生產線，生產著意料之外的產

品。 

 

一、負面案例的徵候：非主流立場的猖獗 

 
中共意圖利用知識經濟追趕戰略使知識經濟有利其統治，但王同億事件與漢

芯案的存在已說明不同於主流立場的立場是存在的，它們固然是主流立場證成自

己的他者，可是他者的存在也反證主流立場不是唯一的立場。 

 
若對「王同億現象」或「漢芯案」採取徵候式閱讀42，主流立場所以努力揭

批它們實則反顯了主流聲音已經遭受嚴酷的質疑與挑戰。是故非主流的聲音在網

路媒體中雖然看似如此稀少，主流立場仍要調集大軍圍剿。例如，辭書界所以標

舉「王同億現象」完全是因為偽劣假冒已太過猖獗，王同億甚至一度因此名利雙

收，而在王同億之外，尚有更多的漏網之魚。漢芯案中多位接受媒體訪問的群眾，

也認為存在眾多的發明造假，陳進只是運氣較差而已。 

 
特別值得指出是在王同億的案例中，王同億的著作是一般性辭書，它具有橫

                                                 
40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頁 136-137。指出中
國在借鏡資本主義時，是以新威權體制的國家來表現社會主義，規範市場與經濟，以防滑向資本
主義。 
此外，Kalpana Misra, 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 : the eros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9-53.提到中共在改革開放中欲建構一套論述，說明社會
主義現代化應尊重知識分子，運用科技的生產力，並符合中國國情，而非轉向資本主義。 
41Francis Gurry,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y,”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2005 
(Mar/Apr 2005 ), pp. 291-300. 
42John Storey著、李根芳、周素? 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頁 17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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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界與大眾的特殊屬性，主要由學界評價它，但是由大眾或學生購買它。一部

一般性的辭書在學界評價上失敗，不必然代表它在社會大眾中也會失敗，頂多失

了名，未必失了利。如前文提到王同億的辭書即有著不錯的銷量。此外，辭書是

工具書，多數讀者不會逐字逐句讀詞典，因此偽劣之處對消費者而言不必然重

要。另外，抄襲的問題，讀者也很難辨別究竟是誰抄誰。最後，消費者的品味是

繁雜的，便宜、有名、大部頭都可能是購書的理由，而王同億在辭書的莊嚴外表

下放置了無厘頭的內容，透過反差營造笑果，對消費者而言，說不定閱讀樂趣還

高於中規中矩的詞典。總之，辭書界認為「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等

等觸犯天條的過失，對某些消費者而言可能並不特別重要。那些負面評價，僅僅

是依照辭書界的真理所作的審判，而非普遍真理。作為跨越大眾與學術領域的一

般性辭書，存在著兩種評價標準，辭書界在堅持自己判準時，可能會遭遇曲高和

寡的尷尬處境。在漢芯案中，陳進利用人際手腕、名氣、利益，換取到專利的認

證與各種頭銜、獎助，可見理應務實求真的學術界或政府鑑定單位中，顯然有人

不是依此準則辦事。爽歪歪的商標爭議，也可見此一商標可與許多意義發生連

結，有人認為它象徵色情低俗，有人認為它象徵了歡樂情緒，有人認為名稱不重

要，只要它是娃哈哈的產品即可，消費者各以不同的觀點選擇消費或拒絕爽歪歪。 

 
可見人的能動性是表現在人可在既有的多種論述的選項設定下，進行收聽、

連結、認同。在王同億現象與爽歪歪事件中，可以看到愈有機會面對不同論述的

人，愈易表現其能動性。特別是面對在當前語境座標中反差大的論述，引發爭議、

進行顛覆的可能性也愈大。如一般性辭書、商品的商標均面對雅俗，他們可選擇

要兩面討好或討好一邊。消費者面對多元的文化產品與多元的媒體報導，他們也

可選擇應對的方式。他們均利用多元論述的落差，營造了不同於主流立場的顛覆

效果。雖然如前所述，多元論述並非無限，但在知識經濟時代，因訊息資訊化而

廉價的快速散佈催化下，符號在不同框架間游走的機會增加，能動性更形提高，

單一規範更難建立。43 
 
倘若規範未立，知識無序的生產，將無法如國家機器的期待生產有利經濟活

動的知識產品，知識與經濟將無法連結，且雙雙為任意性的邏輯所控制，造成知

識與經濟的斷裂，各自任意運作，互相妨礙。無序的自利，阻礙了知識創新；失

範的創意，阻礙了公平競爭。王同億現象或漢芯案的存在，代表了務虛逐利的非

主流、任意的追求利潤的非主流立場佔了上風，挑戰著務實求真、在規範下追求

利潤的主流立場。制度與規範運轉不靈，其效果首先是知識與經濟的斷裂，接下

來是經濟上的短利取向侵吞知識經濟，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在此同

時也就衝擊了國家權威，危及統治。這也就是國家機器對違反知識產權的案例必

須大加批判，殺雞警猴的目的所在。 

                                                 
43Michel Foucault 指出當前社會與個人的分歧、差異愈來愈大，愈來愈不受戒律約束，但統治階
級仍然延用舊的方法。請見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0），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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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產權與網路審查的徵候：主權國家的危機 

 
若進一步對中共規範知識產權與審查網路活動進行徵候式閱讀，即可知為何

國家機器如此關注規範知識活動，因知識經濟與通訊技術的革新導致知識快速流

動，而資訊跨國流動將挑戰主權國家的權威，因此國家機器透過本國知識產權的

建構、透過審查網路媒體，意圖將知識的流動加以限制在國境之內。 

 
但事實上目前跨國公司掌握了世界 80%以上的新技術和新工藝的專利權、

控制著 80%左右的尖端技術。大量的跨國專利都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部份跨國
公司申請的專利不是為了實施和許可應用，而是為了障礙當地生產這樣的產品和

有效限制該國或者企業進口這樣專利產品，從而確保了本國或者該跨國企業的技

術產品銷售市場。對於加入國際貿易循環的中國而言，知識產權的開發必需面對

國際大環境的制約，很難自外於國際規範。這對主權國家的權威是一種挑戰。44 
 
當前大陸思考反制上述跨國企業知識產權濫用的方法，主要是運用WTO此

一為國際接受的制度以化解種種矛盾，進而尋求推展自主的知識產權。具體而

言，即在上述WTO協定及TRIPS協議的合法性基礎上進行國內法的充實與立法
工作，包括利用已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並進行反壟斷的相關立法，建立適合大

陸的知識產權法律、機制。45首先，大陸更加重視對WTO基本原則的研究，以求
借力使力，使國際規範不只消極的限制中國、亦能積極協助中國發展。特別是

WTO協定與TRIPS協議的思想和原則，是維護知識產權正當行使，限制知識產
權濫用的合法性依據。其次，利用已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關原則，由國務院

制定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暫行規則，由知識產權執法部門制定知識產權濫用的暫

行辦法，並明確闡述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關係，以平衡知識產權

交易各方的利益。進一步努力制定反壟斷法，明確限制知識產權的濫用，設置專

門條款，直接對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不適當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明確

的規範，增加其確定性與可操作性。46事實上，大陸入世後，在貿易方面知識產
權濫用的爭端，特別是限制專利與技術標準的濫用，已遠比限制貨物貿易、服務

貿易的不正當競爭的爭端更為激烈與複雜。由於高新科技的落後及法律制定與執

行尚有不足，更由於市場的開放與缺乏節制地引進資金、技術，導致大陸更容易

                                                 
44以下參考：喬生，「中國限制外國企業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立法思考」，法律科學（西北政治學院
學報），2004年第 1期（2004），頁 107-115。 
Jonathan L. Fales, "Identifying Factors for Success in the Chinese Equipment Leasing Market,“The 
Journal of Equipment Lease Financing, vol. 24, no. 1 ( Winter 2006 ), pp.1-12. 
45喬生，「中國限制外國企業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立法思考」，頁 107-115。 
46「國務院原則通過反壟斷法（草案）」，新華網，2006年 6月 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6/08/content_4661181.htm。大陸反壟斷法（草案）於 2006
年 6月提請提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目前尚在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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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發達國家及跨國公司的某些專利雷區及技術陷阱。47 
 
總之，大陸不能自外於國際貿易的狀況，致力於思考如何更好的運用、闡釋

國際貿易的規範，充實現有法律以限制知識產權的濫用，以防止國際上經由濫用

知識產權而限制了大陸知識產權的發展。但大陸政府需向國際規範借力，即以宣

告國家機器的權威有限，以及中國在中共長期執政下，中國整體科技發展的落

後，以致處處受跨國企業限制。48 
 
除了知識產權的國際競爭外，人是知識的載體，人也隨著知識的快速流動而

被納入國際經濟循環。大陸誠然有偉大人才強國戰略，創造高級的人力資本，但

大陸在加入WTO國際經濟運籌後，得到外國的資本、技術之外，人力資本亦隨
之流動，產生了人力資本流失的問題。49 

 
大陸人才流失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人才流失到發達

國家。二是中國外資企業的人才本土化策略也造成新的人才爭奪戰。具體而言，

美國在 1999年從全世界移民了 15萬個「特殊人才」，其中中國人占了 10%，即
15,000人，總數上僅次於印度。15,000個「特殊人才」，還不包括那些每年湧向
加拿大、歐盟國家及日本的「技術移民」。2000-2001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生、
研究生中有 20%選擇了出國，其中近 80%的去了美國。據統計，1978年至 1998
年大陸約有 30萬人出國留學，學成歸來的只有 1/3。據大陸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統計，相比 1999年，2000年中國公民出國就業的人數增長驚人，高達 160%。
目前，白領階級正逐步取代藍領階級，成為出國就業的主流。高級人才的流失，

必將嚴重影響大陸知識經濟的發展。50除了大陸每年有幾萬高學歷人員流向美國
等發達國家外，還因為跨國公司大量進入中國，並實行本土化人事戰略，導致大

陸本土人才的流失。51隨著大陸加入WTO以及對外開放的廣度與深度的逐漸加
大，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跨國公司為了迅速佔領中國市場，提高競

爭力，將採取人才本地化原則，不遺餘力地搶奪大陸國有企業乃至民營企業的優

秀人才，從而使人才競爭進入白熱化狀態，在與跨國公司、發達國家爭奪人才方

面，大陸顯然是處於劣勢的。52 
 
人才用腳投票，中國大陸留不住人才，是對中共統治的最大嘲諷。因此國際

                                                 
47以下參考：喬生，「中國限制外國企業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立法思考」，頁 107-115。 
48Gordon Redding, “Feeling the stones on the river bed: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of global competition,”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 vol. 69, no. 5 ( May /Jun 2005 ), 
pp. 1-9.一文亦指出，大陸對資源的使用效率低，在面對國際競爭時是一大挑戰。 
49Ajit Kambil, Victor Wei-Teh Long And Clarence Kwan, “The Seven Disciplines for Venturing in 
China,”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47, no.2 ( winter 2006 ), pp. 85-89.  
50張曉陽，「人力資本理論的形成與我國人力資本積累的環境、制度和政策」，貴州社會科學，187
期（2004），頁 17-19。 
51譚丕創，「人世後我國人力資本發展對策思考」，改革與戰略，125期（2004），頁 47。 
52譚丕創，「人世後我國人力資本發展對策思考」，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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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除了知識經濟的競爭，也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跨國流動，對主權國家的

權威也是一大威脅，同時也不利於知識經濟的發展。 

 
網路媒體也具有跨越國界的能力，中共透過種種網路審查，意圖將中共認定

的不良訊息隔絕在中國網民之外，但種種網路科技、服務日新月異，且許多非由

大陸政府掌握，中共對此問題也與國內外公司廣泛合作，採用西方資訊產業提供

的技術來封鎖網路，並命令外國網路公司幫助政府過濾敏感言論。 

 
但實際上大陸的網路審查也遭遇許多難題，包括第一，網友租用國外伺服

器，無法直接查封查辦。境外伺服器租用費用低廉，而且網路技術複雜，不易查

封，即使查封，若網站站長身在境外也無可奈何。第二，封網經費遭貪污，封網

工作滯後。封網經費從中央到地方的落實過程中，出現層層剝削的貪污腐敗情

況，以致沒有多少錢能夠到地方基層的網路監察單位手裡，造成監察人員工作意

願與效率降低。第三、監察人員人手不足，一個人管上千網民。難免會有漏網之

魚，瀏覽非法網站。第四、科技新步快，審查難度大，破網軟體的廣泛傳播。網

路封鎖不住或審查網路效果不彰，都是對中共統治權威的質疑。53 
 
總之，知識經濟造成知識產權、人才、資訊跨國流動，而不受主權國家掌控，

對主權國家是一大挑戰，更何況大陸尚屬威權政治，對異己現象的包容度更低。

但由以上所述，可見限制資訊流動的難度極高，這也就說明了為何中共必需在知

識產權與網路媒體審查上加大力度，因為這是國家機器的薄弱環節。54 
 

第四節、主流與非主流互為鑲嵌的論述生產邏輯 

 
確實許多評論均用「大躍進」這樣一個追求「多、快、好、省」的發展，卻

反而導致「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等「五風」盛行的歷史回憶來類比類似像漢

芯案這類急於求成的心態。55就表面觀之，科學發展觀此一知識經濟追趕戰略，

試圖利用知識與科技，變龐大人口為人才，試圖把西方世界 100多年的經濟進步
壓縮到短短 20年完成，倘若目標超越既有條件，在面對國際競爭下，又急於求
成，將會使大陸社會承受極大壓力，這一壓力將在多元論述的網絡中找到壓力的

                                                 
53「中國網路審查」，維基百科，2007年 3月 6日檢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7%BD%91%E7%BB%9C%E5%AE%
A1%E6%9F%A5。 
Xiao Qiang, “The Rising Tide of Internet Opinion in China,” Nieman Reports, vol. 58, iss. 2 (Summer 
2004), pp. 103-104. 
54Guobin Yang,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iss. 
3 (May/Jun 2003), pp. 405-422.  
55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2001），頁 697-756。「五風」指「浮誇
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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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點或釋放點，從而催化多元論述之間產生激烈互動。56 
 
中共政權面對偽劣假冒、訊息全球流動的威脅與挑戰，黨國機器將加強知識

產權與網路審查，以貫徹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這將產生宏觀與微觀兩方面

的催化作用。 

 
在宏觀方面，政府加強政策鼓勵，推動知識產權的生產，漢芯系列的研發，

也是此一戰略促動下在大陸晶片業的具體實踐。 

 
在微觀方面，它也誘導了王同億、陳進等人對知識創新、知識產權的追求。

可見在主流立場鋪天蓋地，並為人在口頭上主動或被動接受的同時，仍會存在主

流立場意料之外的實踐。 

 

一、宏觀方面：黨國部門催化下的論述躁動 

 
當中共在資訊全球化的危機下努力以政策、法律、宣傳進行因應的同時，在

宏觀方面將在多元論述結構中引發二方面的效應：一是的主流立場內部的互相激

化與彼此拉抬；二是主流立場、非主流立場之間的互相激化與彼此拉抬。此即大

陸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文化邏輯。 

 
首先，在主流立場內部方面：權力並非本真的屬於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欲使

其權力意志對人發揮肯定與否定性的權力，仍然必須與其他論述立場進行策略聯

盟，廣結奧援，才能取得正當性。前文提到的主流立場內部，在黨國控制法律與

宣傳的吸引下，民族、經濟、知識，各自因自己的須要，在這些知識產權相關事

件中結成一個向黨國部門傾斜的聯盟，藉著貫徹主流價值，伸張自己的立場。因

此主流立場內部，也不是渾然一體，其內部亦有斷裂與衝突，這些斷裂包括：第

一，即使是黨國部門內部，亦有著中共政權究竟是「執政為民」還是「執政為己」

的兩極分化，此由大陸黨政部門貪污腐化與反腐倡廉同步提高可證，57在漢芯案
中可見，政府的縱容、失察才讓造假的漢芯得以通過各項政府審核。第二，前述

以市場利潤、研究的名利獎助為誘因，以促使個人願意為國家公益甘於貧窮、潛

心研究，顯見在經濟求利潤、黨國求公益之間內部衝突之處。第三，知識經濟以

知識的快速流通與遞增作為發展的基礎，如此將促成符號的複雜讀寫，在能指與

所指、符號與論述、論述與論述之間產生各種連結的可能，這對意圖樹立統一規

範的威權體制必將構成挑戰，這由王同億的另類辭典可以證實。學術界也經常反

                                                 
56紀軍，「從陳進案看中國最有難度的大躍進」，多維博客，2006年 5月 23日，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11281。 
57金春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1949-200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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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與其他社會領域的關係，而思考自主之道。58顯見知識創新與黨國立場之間的

內在衝突。59第四，自振興民族立場總是不乏對黨政機器在知識識經濟上過度投
入、過度趕超的反省之聲，例如近年大陸對社會平等的要求提高，此為民族發展

與黨國部門方面的衝突。60。面對主流立場的內部衝突，黨國部門必須一再的重
申結盟關係，使得主流立場內部的互動、摩擦更為密切，斷裂與衝突因此將更為

顯著，產生另類連結與實踐的機會大為提高。 

 
其次，在主流、非主流立場之間，當主流立場在黨國部門推動下，不斷加大

力度的宣示主流標準、主流規範不容挑戰時，當大多數人們都相信經主流規範認

證就代表貨真價實的時候，也就在拉大真品與? 品的價差，更加創造了仿冒逐利

的誘因。當黨國部門在主流立場加大力度，強化標準的界線的同時，也就將更多

不同聲音視為雜音，將之畫歸非主流的立場，此為主流立場在拉抬非主流立場。

此外，當假冒偽劣等非主流行為被激化而增加時，又迫使主流立場要更堅定立

場、提高音調以全力打假，此為非主流立場在拉抬主流立場。這將使得主流與非

主流的實踐同步的互相拉抬、增長。而黨國機器調動網路媒體進行快速度、高覆

蓋的傳播，固然有助鞏固主流立場，但因新聞熱度的快速冷確，必須經常藉由新

的案例以宣傳主流立場，在主流立場經由新案例再次得到確認的同時，偽劣假冒

事件再次發生，與偽劣假冒的最新手法也同時得到宣傳。 

 
總上所論，在宏觀的文化邏輯上，主流價值在面對內部緊張以及非主流立場

的挑戰，以致內憂外患之時，也就更須要堅定自己的立場，更大聲的強化立場，

透過更多的案例宣示主張，從而更激化了多元論述間的競合關係，催化了更多不

確定的實踐。 

 

二、微觀方面：以人為本催化下的多元實踐 

 
微觀方面，科學發展觀既然堅持以人為本和人的全面發展，因此人才的培育

                                                 
58鄧正來，「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鄧正來，研究與反思：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
的思考（增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5。該文引用 Pierre Bourdieu的場
域（field）觀點後指出，社會是多元場域的折衝，而學術人在建立研究主題時，應由學術場域的
需要來關切其他場域，而非由站在其他場域來界定學術上的研究主題。 
59Mike Featherstone著，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頁 13-40。
該書指出，符號的產銷，可能有助既有社會等級制度的再生產、可能有助經濟發展的持續、可能
有助消費者獲致快感，有多種可能性。 
60楊家岱，「紐約時報報導『漢芯』研製造假事件」，大紀元（美國），2006年 5月 15日，
http://www.dajiyuan.com/b5/6/5/15/n1318660.htm。文中指出華人旅美科協名譽會長謝家葉表示，
中國科研界的造假現象，與落實科技興國策略過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態不無關係。謝家葉提到：「國
內的大環境我說就是急功近利，什麼事情都要所謂的立竿見影，比如說創新吧，大家都搞創新，
好像創新這東西明天就出來了。大家都急功近利，都要攢錢啊，如果搞科技一開始就為了短期的
利益搞來賺錢，那一定會有造假的事情。」 



第六章、大陸社會在知識經濟下的文化邏輯  

142 

對中共希望由科學發展觀，以達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均衡發展目標至為關鍵。

因為以永續使用、快速流通為特徵的科技知識，是由各級人才進行創造、傳播、

再生產，必需轉人口為人才後，上述科學發展觀希望由科技知識創造永續發展，

並在發展中求均衡的理想才有可能實現。61 
 
事實上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以人為本、人才強國戰略代表了主流立場對身

體更深刻、更直接、更全面、更個人化的銘刻與規訓。主流立場強調的人的全面

發展，即意味著主流立場對人的全面干預，而且透過打造學習型社會，意圖將社

會大眾普遍納入此一論述之中。62特別是政府加強對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政策支
援，更可見急於求成的用心。但是在上述宏觀結構面的論述激烈競合下，主流立

場透過急進的教育機制對人進行更深入、廣泛介入與施壓的結果，將更激化個人

游走在多元論述之間，游走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為微觀的個人行為提供了各種

可能性。 

 
例如漢芯案即是這一張力下的產物之一，在陳進自述中即提到，當漢芯研發

工作啟動，背負了各方期待與投入的資源後，就必須有所表現「因為，你已經不

能失敗，不能給方方面面摸黑。」但為了應付各方壓力，又發覺「咱們的基礎太

差了，真的不是這麼短時間，這麼點人力所能完成的。」就有可能必須在多元論

述網絡中另尋出路，建立新的連結，產生另類的實踐。陳進即憑藉著大眾對名牌

的信心，打著知名大學的招牌，拿著學界、官方正式認證的漢芯，靠著宣傳活動、

交際手腕，把方方面面照顧的服服貼貼，從而詐取名利達數年之久。63王同億亦
是憑藉社會大眾對辭書的信賴，而得以偽劣辭書混充優質產品。顯見知識經濟追

趕戰略，急於求成，忽視了現實條件，在迫切感中，面對多元論述的各種吸引，

微觀個人的行為變得更不可測。多元論述產生的多種吸引力，對於主流立場而

言，均是一種離心力。 

 
                                                 
61Jushan Zhao & Junying Guo,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 experience for 
market economy and knowledge econom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Vol. 34, No. 
2(2002),p.213. 
62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的發展對基本人權產生影響，是對人權觀的再建構。相關研究可見：吳漢
東，「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公約為對象」，法學研究，2003
年 03期（2003），頁 66-78。 
楊明、蕭志遠，「知識產權與人權：後 TRIPS 時代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科學（西北政法
學院學報），2005年 05期（2005），頁 115-122。 
吳峰，「知識產權‧人權‧發展」，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 03期（2005），頁
28-31。 
63「觸目驚心漢芯黑幕：民工磨出來的？」，網易，2006年 1月 23日，
http://tech.163.com/06/0222/14/2AIT89OC000915BD.html。該文指出：「漢芯團隊在陳進的帶領下，
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就憑一塊假的DSP晶片組織了大量的不同規模的宣傳公關活動。騙取了
市政府和國家相關部門的信任，漢芯在沒有產品、沒有銷售收入等情況下，竟然獲得了『高新技
術企業』、『軟體企業』、『創新獎』等資質；對他本人也大搞宣傳和包裝，撈取了『上海交大校長
獎』、『上海市科技創業領軍人物』、『上海市 IT十大新銳』、『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等榮譽稱號；
並且用假的漢芯DSP晶片申請了 12項國家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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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張力除了催化了如陳進等人的實踐外，也促成群眾在價值與行為上的許

多衝突與落差。例如前述漢芯案與王同億事件中，網路媒體中均可見到為數不多

但不同於主流立場的另類主張。顯見在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如此堅定，並廣為人

們自覺接受、實踐情況下，務虛逐利的非主流的立場同樣的深入人心，動搖著人

們對主流立場的信心，引導著人們進行另類的實踐。 

 

三、中國知識經濟追趕戰略引領下的眾聲喧嘩 

 
綜上所論，大陸為趕上知識經濟潮流，急於提倡知識產權，隨著主流立場的

催化，特別是主流立場中黨國部門的催化，主流與非主流之間，以及多元論述之

間交互拉抬、彼此激化，互相建構與解構，不論是對於宏觀的多元論述結構面，

還是微觀的個人行動面，均激化了更多的可能性，多元論述與其間的行動者可以

在其間進行多樣的連結。 

 
圖四 知識經濟時代大陸的文化圖像64 

 

 
（? 表示主流立場中論述結盟的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此，在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引領的主流立場積極作用下，被激化的多

元論述網絡，為社會中的眾多行動者提供一個五光十色的活動場域。雖然多元論

                                                 
64圖四是多元論述以人、符號、文本為中心下的簡化表述，實則各個論述、文本、符號與人之間，
均互相連結，彼此鑲嵌。  

 
 
 

非主流立場 

主流立場：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 

黨國 
法律、宣傳機制

為公 

民族 
先進 

 

經濟 
規範的逐利 

知識 
踏實創新 

黨國 
為私 

民族 
落後 

經濟 
無序的逐利 

知識 
偽劣假冒 

人-生產-知識產權或偽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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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框限在幾個固定立場之中，但多種連結的形式，仍然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多元論述與眾多行動者共同創作了如同Mikhail M. Bakhtin所說的
「狂歡節」景象、「眾聲喧嘩」的場面，65那是一個歡樂和創造的盛大慶典，不
同的論述或論述的代言人為了證成自己，必須不斷和他者對話、爭辯，或改變立

場、建立新的連結，故而喧嘩不已。多元論述互相競合，使得其中的行動者生機

勃勃，那是一個雜音喧囂與和諧歌聲共同譜寫的複雜樂章，此即為知識經濟時代

大陸的文化圖像（如圖四），追求知識創新、知識產權的人將投身於此一張力網

絡之中。 

 
依據劉康在其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一書中認為，眾聲喧嘩是

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特性，這是因為原本壟斷意義授與的主流聲音退場，故而產

生多元立場彼此競逐，並在彼此對話中找到自己，是故呈現吵雜的景像。66本研
究亦同意此一說法，並且認為大陸社會目前尚在變貌中，眾聲喧嘩是對大陸社會

文化現況適切的形容。但本研究進一步認為，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既然是知

識經濟在中國的實踐，知識經濟的特性在於符號的低成本複製、流動、變化，造

成符號的快速生產、流通、消費，固然這些知識與符號的特性有助於主流價值的

強化與再生產，但在主流價值反覆進行再生產時，亦催化了多元論述進行不同的

連結，生產了意料之外的另類實?。如此不斷循環，造成知識經濟時代一旦來臨，

則社會將一直處於文化轉型時期，主流價值為了上場，將導致自己必須不斷的退

場，從而使非主流價值也隨之進退消長，因此眾聲喧嘩可視為對知識經濟文化現

象的生動描述。67 
 
有限的多元論述在眾聲喧嘩中，將產生不同於主流立場的論述連結與能動

性，產生非主流的意義生產與實踐，這對意圖寡佔意義詮釋權的國家機器，特別

是威權政府來說，是一個危機與挑戰，國家機器也須藉著制裁非主流實踐以證成

自己，重申立場。 

 
若以王同億事件為例，社會大眾認為國家支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環境下，如

辭書等向來嚴謹的知識商品一定很有規範，且傳媒又不時宣傳打假成功。作為務

虛逐利代言人的無規範的逐利者正好藉此時機，利用部份群眾對國家權威、知識

產權的盲信，迎合部份群眾的貪圖便宜行為，出版冒辭書之名的低成本、低品質
                                                 
65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2005），頁 9-39。眾聲喧嘩主要用
於文學批評，指涉了論述立場的差別或文學創作風格的改變。本文則是在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系譜學的背景下，使用此一概念。意指即使是看似統一的、必然的立場，事實上亦
是眾多不同聲音在偶然情況下競合而成，各種立場是在眾聲喧嘩中呈現。此一概念用於論述分析
將有助我們思考關於多元論述結構的制約與行動者能動性的拉扯，或者是文本與讀者的張力，此
一文化研究爭訟的問題。 
66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頁 9~39。此外，在傅科的觀點下，此一壟斷意義
授與的主流聲音，也是多元論述結盟的結果。 
67Stephen C Angle, “The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iss. 3 (Aug 2000), pp. 719-720.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大陸網路媒體對知識產權建構的論述分析 

145 

辭書，來換取辭書才應享有的相對較高的利潤，賺取差價。但如此一來，又招致

代表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攻擊。但大力揭批負面案例以伸張規範的同時，王同億

現象被廣為人知，進行多元解讀後，產生了下列幾種效果。第一，人們繼續盲信

辭書的正確性，或者開始對辭書抱著不同程度的懷疑，辭書的莊嚴形象，這樣一

個約定俗成的符號，就在此緩慢的、零碎的風化或沉積過程中出現變化。第二，

媒體的多元報導、偽劣辭書的作者的顛覆與大眾的選擇，突顯了能動性的存在，

宣告了主流規範並未規訓一切，致主流權威的信用受損。第三，辭書的能指與所

指再次透過打假而重申或釐清，重建威信，但如此一來偽劣者又可繼續冒用辭書

的權威，賺取價差。這幾個方面都會促使主流立場要再次提高音量，打擊非主流。

進入一種主流、非主流循環往復的聯動作用之中。此即如「王同億現象」等假冒

偽劣商品被不斷打壓但卻在現實中不斷產生的原因。 

 
知識產權、網路審查是中共政權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的自我調適的方法，意圖

透過利用知識產權、網路審查以消極的防範創意思考對威權統治的挑戰，同時也

積極的希望使知識經濟有助國家發展，爭取中共永續執政的正當性。因此當中共

在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時，知識經濟與國家機器也將產生幾個個層面的

效果。第一，在「知識經濟」方面，當前以知識為商品的經濟，知識的特性是「時

效性、傳播性、共用性、永續性、無限性」，亦即具有快速傳播流通，共享使用，

成本低廉，多元解讀的性質，代表了假冒偽劣將更快速、更低成本的進行，致使

失序的逐利行為升級，以致打假的力道也須同步拉高。這是由非主流帶動主流，

兩者的生產速度同步加快。第二、知識經濟須要規範以進行知識資訊化、產權化，

創造一套知識產品的「標準規格」，也就不斷為失序力量製造可供顛覆以賺取差

價的機會，這是由主流帶動非主流，致兩者的生產速度同步加快。第三，訊息因

資訊化而變得廉價、易於傳播，又透過多元傳媒造成資訊爆炸，人們收聽著多元

的、彼此顛覆聲音，各種論述立場快速建構、流通，論述的邊界更加不固定，人

在多元論述間的能動空間、游走機會隨之增加，這是主流與非主流同時啟動，多

元文化商品的全面快速生產。在國家機器方面，已如上述，為維繫黨國威權的大

一統假象，對異己的容忍度低，態度強硬，激化著黨國與異己同步增長。基於以

上，國家權力採取威權體制，與知識經濟易於快速生產的共同催化下，透過網路

媒體宣傳知識產權正、反案例以求建構知識產權時，主流與非主流立場均被快速

的調動、增殖，競合更形白熱化。 

 
也就是說，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下，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為務虛逐利的非主流

立場生產解構的對象，而務虛逐利的非主流立場為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生產建構

的對象，兩者因互相生? 而共存共榮，彼此在既競爭又合作的交互作用下得到增

長。主流與非主流立場間的二元對立與相反相成，在彼此制約、激盪中有生成事

物的效果，但亦限制了生成的方向與可能。68如主流立場生成了「在規範下追求

                                                 
68可參考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顛與文明（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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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的行為，但限制了創新的範圍。非主流立場生成了「任意的追求利潤」的

行為，但亦取消了遵守規範的公平競爭。兩者交互建構、解構，這兩種立場的差

異與拉扯，調動了國家、社會、個人的活潑性、能動性，產生了改革開放以來大

陸經濟的發展，但也對資源的創意使用產生限制，以及帶來因無序生產的資源內

耗。如王同億、陳進等人在此夾縫中，進行了另類的知識創新，但也成為負面案

例。69 
 
是故，中共會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由此來因應知識經濟對國家角

色的挑戰，並借助知識經濟以提升其統治權威，但這絕非代表著國家宰制一切或

主流立場的邏輯逐漸統一天下。相反的，在威權政治透過網路媒體、知識產權以

加大力度宣揚主流立場時，也代表非主流的現象在同步生產著，主流、非主流因

相依而生而必須互相拉抬。導致包括黨國部門在內的每個論述，彼此犬牙交錯，

在軍備競賽中維持動態平衡，隨時處於既垂危又活躍的狀態，面臨著「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挑戰，同時採取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應對策略，這是中共

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對多元論述產生的催化作用，也是知識經濟時代，

大陸的論述邏輯。 

 
或許直至辭書與笑話全集等等文本的界線完全消失，一切標準都失效時，假

冒名牌賺取價差機會才會消失，偽劣假冒才會消失。但那時真與偽、虛擬與真實

的二元對立業已消解，一切文本與實踐都是真品，也都是? 品，這也是雅俗一體
的時刻，也是意義歸於虛無的時刻。可見，不同的堅持與規範的競合，對人產生

了制約，但人也因此得以享用意義，在歧義中展現能動性，在讀寫中進行意義的

創造與生產，得到樂趣。70 
 
總之，知識產權與網路媒體是國家機器維持權威的機制，同時也是國家機器

面臨危機的徵候，在這兩個機制作用下，知識經濟時代下大陸的文化邏輯呈現出

威權政治激化下的眾聲喧嘩之景，不過也必須強調，眾聲喧嘩是侷限在黨國為公

/為私、民族先進/落後、經濟規範/無序、知識創新/造假的框架之中。在國家機器
介入與網路快速傳播作用下，造成有限多元的眾聲喧嘩，眾聲喧嘩中導致知識產

權的生產與偽劣假冒的活動；主流與非主流立場同步建構。偽劣假冒是主流論述

又愛又恨的副產品，既要它存在，靠批評它來強化主流論述；又要努力消滅它，

以滿足主流立場定於一尊的幻想。但偽劣假冒或非主流立場的存在並非意味著完

全解放或主流立場遭到根本性的顛覆，因為：第一，它是有限多元論述下的產品。

第二，它仍被主流收編利用，而有助主流論述的再生產。可是同樣的，主流立場

                                                                                                                                            
以及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2-23。Michel Foucault
在其前後期的著作中，均強調由論述所表徵的權力結構具有限制與生成的力量。 
69Neil Renwick, Qing Cao,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Victimhood,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ower,”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7, iss. 4 (Winter 1999), pp. 111-145. 
70楊大春，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199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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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被非主流收編利用，而有助非主流論述的再生產。倘若沒有非主流立場，則

主流的再生產將因失去著力點而無法繼續，意義也無法產生延異。因此，不論知

識產權與偽劣假冒、主流與非主流立場之間，是一種互相從屬下的能動性。此一

從屬下的能動性，在國家積極調動法律與宣傳力量激化下，正反之間相互刺激，

而得到更多展現的機會。例如，據「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進展」此一官方報導，

大陸努力保障著作權，但著作權侵權案卻愈打愈多，1995-2003年九年間，大陸
受理著作權侵權案件 41,677起，平均一年約 4,630起，但 2004年卻有 9,691起。
大陸努力進行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但案件年年增加，自 2000年以後，海關每年
查獲的案件都以 30%左右幅度增長。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是以政績的立場、宣
傳的口吻來陳述上列數字。偽劣假冒固然看似被撲滅了，但也是對黨國權威的最

大反諷。71 

                                                 
71「『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進展』白皮書內容簡介」，新華網，2005年 4月 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5-04/21/content_2858257.htm。 
Allison Fitzpatrick, Amanda R Evansburg, Mark J Fiore, Vanessa Kaye Watson, K Brooke Welch, 
“China conducts "largest ever" public destruction of counterfeit discs, amends copyright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15, iss. 11 (Nov 2003), pp.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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