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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即時性社交媒體的出現與普及促使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界線模糊，特別是面對重大事件或議

題時，社交媒體串連起的網路社群打破以地理界線劃分的國族認同，即便使用者不在該國境內，

仍可隨時加入該國重要議題討論。然而，不同社群參與同一事件的討論，仍然會有全球觀點與

在地觀點的差異與交融，如何在全球社交媒體中區分出不同社群的討論意見與傳播模式差異，

是當前傳播研究者的重大挑戰。 

本研究選擇 2012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為關鍵個案，它既是一個在地議題，同時也是全球議

題，這個重大事件除了台灣的 Twitter 社群使用者關心之外，許多海外 Twitter 社群的討論熱度

不下於台灣本島，不同社群的討論狀況又不全然一致。本研究希望透過鉅量資料（big data）
的分析取徑，收集人們在社交媒體中分散的資訊使用行為資料，並透過軟體工具協助分析，展

現其鉅觀形貌。 

本文主要探討不同語言社群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關注程度、對三位主要候選人的討論熱度，

以及傳播模式的動態變化。研究發現：Twitter 台灣使用者做為總統大選的在地社群，由於選

舉結果的不確定性，從選前到選舉當天都在 Twitter 上進行實際「討論」，使用者每天發送二到

三則推文相互對話；中國大陸的簡體中文社群，選前則是每日轉發少數推文表達「關切」，但

選舉當天則湧入大量使用者參與討論，傳播模式由「關切」轉為「討論」；至於日文使用社群，

只在選舉當天大量參與，並轉發新聞報導，顯示其傳播模式為「發佈資訊」，目的在於瞭解選

舉結果。 

透過此一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分析嘗試，研究者認為，Twitter 做為全球社交媒體，使用

者傳播模式仍深受在地脈絡影響，包括使用者與事件位置的鄰近性、使用者與社群關係的緊密

程度。我們希望藉此發展新的方法取徑，探索在全球社交媒體中不同華人社群的傳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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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communities i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2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big-data analysis approach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preading use of social media has promoted the blurring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Us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discuss about events and issues that happen in any 
location on the Earth. However, discussions about the same event and issue may still differ between 
communities, as lo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could blend in with the global view. How to 
distinguish the contents and modes of communication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of the global social 
media network is a major challeng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studied the 2012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our key case. This 
election was a local ev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aiwan, but it was also a global issue. Beyond the 
Twitter users from Taiwan, it was also heavily discussed in many oversea Twitter communities. We 
took a big-data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with 
respect to this election and the dynamics i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local, Taiwanese Twitter users engaged in “discussions” heavily,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election. However, users from China mostly exhibited their concerns by 
re-tweeting, and it was only after the election that the Chinese users began to discuss about the 
el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Japanese users only “broadcasted” the news by re-tweeting contents 
issued by the news agency. Thu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different patterns 
and modes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media communities that uses different language codes.  

 

Keywords: Big data, Emerging online community, Networks analysis, Social media,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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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即時性社交媒體的出現與普及促使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界線模糊，特別是面對重大事件或議

題時，社交媒體串連起的網路社群打破以地理界線劃分的國族認同，即便使用者不在該國境內，

仍可隨時加入該國重要議題討論。但是不同社群參與同一事件的討論，仍然會有全球觀點與在

地觀點的差異與交融，特別是重大事件發生之際，社交媒體做為即時性的公共領域，由於參與

人數眾多、訊息流動範圍廣闊，如何在全球社交媒體中區分出不同社群的討論意見與傳播模式

差異，是當前傳播研究者的重大挑戰。 

然而，社交媒體的分散式結構特徵，無論是訊息的流動或參與討論的社群，不再侷限於特

定的虛擬空間，訊息可以在龐大的全球社交媒體中流傳，不僅使得國家、種族、地域等認同界

線變得更加模糊，也挑戰了傳統社會科學所認定的母體、樣本、研究場域等概念，因此本研究

希望透過鉅量資料（big data）的分析取徑，收集人們在社交媒體中分散的資訊使用行為資料，

並透過軟體工具協助分析以展現其鉅觀形貌。 

本研究選擇 2012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為關鍵個案，它既是一個在地議題，同時也是全球議

題，這個重大事件除了台灣的 Twitter 社群使用者關心之外，許多海外 Twitter 社群的討論熱度

不下於台灣本島，但不同社群的討論狀況又不全然一致。透過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分析取徑，

本文將探討不同語言社群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關注程度、對三位主要候選人的討論熱度，以及

傳播模式的動態變化。 

特別是 2012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1由於國民黨候選人即現任總統馬英九與民進黨候選人蔡

英文在選前的民調聲勢不相上下，各界預估雙方的勝出機率為五五波，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

選前吸引諸多網友在各類型社交媒體中熱烈討論。為了避免影響選舉結果，台灣選舉委員會甚

至規定在選前一周禁止各式民調結果的發佈，包含新型態民調機構「未來事件交易所」，然而

從社交媒體中熱門的討論關鍵字、討論量的變化，亦可成為另一種瞭解選民意向的觀察點。 

我們在 2012 年 1 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進行社交媒體 Twitter 的資料資料收集與分析，以馬

英九（國民黨）、蔡英文（民進黨）、宋楚瑜（親民黨）三位主要總統候選人及其政黨名稱為關

鍵字，撈取中文 tweets 及發文的使用者帳號，並以每一則 tweet 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做為區分不

同社群的依據，以瞭解不同華人社群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關注程度，並希望進一步掌握兩岸三

地 Twitter 華人社群的重要連結者，及其社交網絡關係。 

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在 2012 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在全球社交媒體 Twitter 上有那些不同

的語言社群參與討論？個別語言社群發出的 tweets 數量與參與討論的人數之動態變化趨勢為

                                                   
1 2012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有三位主要的總統參選人，候選人 1 號為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蔡英文（當時為民進黨黨主

席，同時也是台灣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參選人）；候選人 2 號為代表國民黨參選的馬英九（當時為現任總統，尋

求連任）；候選人 3 號為代表親民黨參選的宋楚瑜。選前馬英九與蔡英文聲勢相當，1 月 14 為投票日，當天晚

上九點正式選舉結果公佈，由馬英九以 689 萬票勝出，得票率 51%，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蔡英文獲得

609 萬票次之，得票率 46%；宋楚瑜則獲得 37 萬票，得票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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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何進一步發掘不同語言社群之間的傳播模式差異？並找出兩岸三地 Twitter 華人社群的

重要連結者及其社交網絡關係。 

本研究嘗試以 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 Twitter 華文社群的討論為個案，進行社交媒體鉅量資

料的收集與分析嘗試，以發掘在全球社交媒體中不同華人社群的傳播模式，希望透過此一新方

法的探索，為華人社交媒體研究發展出一種新的可能研究取徑。 

貳、 社交媒體與重大事件的關係 

當代即時性社交媒體的盛行，不僅讓全球成千上萬的使用者終日流連其中，平日進行個人

的社交活動，一旦發生重大事件時，又能迅速聚集大量群眾共同討論公眾關心的議題。因此，

以下將針對社交媒體做為即時性公共領域的角色，以及社交媒體中的流動社群進行文獻探討。 

一、 社交媒體做為即時性的公共領域 

  Facebook、Twitter 等全球性社交媒體連結了網路上眾多的使用者，但這個巨大的網絡連

結平時以弱連結的關係存在，多數的使用者平時只與固定的社交圈互動，討論或分享個人社交

圈的日常話題；然而，一旦重大事件（acute events）發生，像是具有「突發」因素的自然災難

（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人為災難（墜機、車禍、校園槍擊事件等），多數的社交媒體使

用者會在同一時間將討論議題轉向此一事件，在短時間內產生眾多相關的討論貼文。 

此外，有些重大事件則是人們可事前得知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但無法確知事件最終結

果，例如：旗鼓相當的總統選舉、世界盃等大型體育賽事，同樣引起眾多使用者聚集在社交媒

體討論，希望能在第一時間獲知最終結果。在這些重大事件當中，面對結果的不確定性，社交

媒體做為即時性的公共領域，讓群眾得以聚集討論共同關心的公共事務與議題。 

Burgess & Bruns （2012）以 2010 年澳洲大選為例，探討選舉期間人們如何聚集在 Twitter
中進行討論，他們以#hashtag 做為資料撈取方式，收集選前一個月到選後二天（共 38 天）所

有標示#ausvote 的相關 tweets，結果發現有 22%的 tweets 集中在選舉當天所發出，在所撈到的

3.7 萬的發文者中，有 1.9 萬人（51%）只在選舉當天發文，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參與者只在選

舉結果出爐當天才對此事發表意見。他們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參與選舉議題討論的活躍使用

者反映了特殊的次文化，他們通常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對於科技政策和新聞和資訊等感興趣、

非常積極參與討論，並且經常以打趣嘲弄的口吻評論主流報導或政治人物，而非投入嚴肅議題

討論。 

另外，也有學者以浮現的觀眾（Emerging Viewertariet）一詞來描述因為社交媒體興起產生

的觀眾類型，他們一邊看著電視轉播的即時事件（如：歌唱選秀或足球比賽的總決賽、政治候

選人的電視辨論），一邊群聚在 Twitter 等社交媒體上對於此事件進行評論或對話（Anstead & 
O’Loughlin, 2010）。這種現象反映了手機、平板電腦的出現之後，人們的「多螢幕閱聽行為」， 
許多人一邊看電視的現場轉播，一邊用手機與平板電腦在社交媒體同步發表意見與評論。 

把社交媒體視為一種即時性的公共領域，正如 Papacharissi（2010）所指出，人們在社交

媒體這樣公私混雜的線上空間談論公眾事務，會讓他們覺得更安全，更有意願進行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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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charissi 認為從傳統公共領域的框架下談公民參與和民主，公民參與顯得面目慘淡並缺乏

權力，因此她從私人領域切入談公民參與和民主的可能潛力，線上社交媒體的出現，在傳統公

私二分的空間結構中，創造了一個新空間的地理學，科技允許空間重組，從中浮現並啟發了新

的社會關係與對話，可以改寫或形塑新的公民溝通習慣。 

Papacharissi 認為，社交媒體做為公私混雜的線上空間，由於它具有社交性：人為了社交，

必須擁有公共的一面，造成的結果是政治的，因此這個社交場域可做為公共與私人領域兩極化

的調和方式，公民覺得在這樣的私人領域可以更安全地能保有個體的自主性與他們公共身份的

融合、並控制他們的公共命運，因此人們退回這樣的私人領域，談論公共事務，進行公民參與。 

Lovink（2011）以即時性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real-time）來稱呼當前的社交媒體

時代。他指出，「即時」是網路文化的新寵兒，人們看到流動、不斷改變的東西，像 Twitter 就
是明顯的例子，即時意謂從靜止檔案到流動或河道的根本改變，時間加速了，而我們拋棄了歷

史，人們一天二十四小時傳送推文。這種即時的殖民，遠離了靜態的網「頁」，後者維持了一

種對於報紙的想像，但為什麼要儲存一個流動呢？使用者不想再將資訊保留在他們的線下終端

設備或雲端，伴隨硬體的發展，促成這種解放運動。 

因此，在即時性的殖民下，社交媒體做為公共場域，並非是恆久、穩定的存在，而是短暫、

即時的公共領域，社交媒體上流動的廣大群眾只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有著短暫的交會與共同討

論，一旦事件結束，多數人立即退回社交媒體原本做為私人空間的討論互模式。 

二、 從流動的群聚到浮現的社群（emerging community） 

社交媒體串連起的網路社群與社交網絡，打破以國族地理界線劃分的國族認同，即便使用

者不在該國境內，仍可以隨時加入該國重要議題討論。以目前最大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為例，

截至 2012 年底的統計，它的全球使用人口達到 10 億人，台灣地區的使用人數也達到 1000 萬

人以上，幾乎是每個人都有 Facebook 帳號，但大家各自連結的人際網絡不同，它不再僅限於

共同興趣的人相互連結，而是透過社交媒體我們隨時有機會跟陌生人產生連結，針對某些交集

的事務各自發表意見。 

因此，社交媒體造就網路社群的群聚方式改變，特別是社群聚集的位置（location）的差

別：由固定的虛擬空間（places）到交織的人際網絡 （networks），前者如：BBS、Mobile01
論壇，以特定的網路區域做為凝聚共同興趣、共同討論議題之群眾；後者如：Twitter 、 Plurk 、 
Facebook 、微博，以線上線下之人際網絡關係為連結依據，串連起一層疊加一層的社交網絡

關係（Foth & Hearn, 2007 ; boyd & Ellison, 2008; Marwick & boyd, 2010；鄭宇君、陳百齡，

2012）。 

社交媒體的社群組成與網路論壇的線上社群組成亦有差異，由小眾社群變成大眾參與。以

往的網路社群，社群成員有明顯的共同興趣或討論議題做為認同的基礎，群體的規模從數十到

數百人，他們在特定的虛擬空間進行互動。但社交媒體串連起的是沒有固定邊際的社交網絡群

體（networked community），創造一個多元、流動的空間，讓使用者可在龐大的社交網絡中任

意與人群接觸，連結的眾多異質性的網絡社群（翟本瑞，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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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則用「流動的群聚」（mob-ility）來稱呼這種短暫接觸的社群，他認為在液態現代

性與後現代之間，所出現的這種流動的群聚，人們重視的是群聚在一起的共感共應，並以非理

性的美感、情感、消費及社群促成連結，它超越了社群主義與個人主義，人們一方面感覺到自

身對於社群的需求，需要與人交往接觸，另一方面又充分意識到個體化趨勢的影響，希望保有

隨時從群體性跳脫出來的自由，因此在網路上形成一種流動、多變、時聚時散的群聚（黃厚銘、

林意仁，2013）。因而，重大事件在社交媒體上聚集討論的社群最能體現這種流動的群聚之特

點，根據 Rieder（2012）的研究，突發事件的議題在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熱度約 11 天，參與討

論的人數眾多，但事件過後也很快消散。 

即使就突發事件的新聞報導而言，社交媒體新聞記者必須善用網路群眾的不同特性，透過

群眾外包的方式達成資訊的收集與查證，以寫成一篇完整的報導。自喻是社交媒體記者（Social 
Journalist）的 Mark Little，他同時也是 2010 年創辦的社交媒體新聞組織 Storyful 的創辦人兼執

行長，Storyful 既可以算是新聞組織，也是技術新創公司，透過自動聚合技術與人工技能的結

合，提供新聞或政府機構在查證社交媒體上消息的解決之道，Storyful 透過技術標示出在社交

媒體對話中，那些是有影響力的對話與連結，並獲得變化的早期預警，當這些網路對話的速度

或密度改變時，意即時重大變化的開端。 

舉例來說，Storyful 曾經根據一則發自敘利亞的 tweet，後來循著線索找到一則 Youtube 影

片，透過當地的語言專家協助確認影片中的談話聲音是來自某村落的方言，最後找到得敘利亞

境內安全武裝部隊的祕密移動路線。Little 根據他做為社交媒體記者的經驗指出，「在社交媒

體時代，每則新聞事件都會創造一個社群，當新聞發生時，一個網絡會因此聚合，藉此談論這

個故事，有些人是目擊者、有些人會增加細節，且每個群體中都有值得信任的過濾者。」

（Little,2012） 

我們認為，在社交媒體中數百萬到上億的群眾，平常呈現的樣態正如黃厚銘所言是一大群

流動的群聚，如同鬆散、缺乏組織的烏合之眾，然而當重大事件或突發意外發生時，人們可能

會從流動的群聚到浮現的社群（emerging community），它是因應事件而浮現、變動的、可以

凝聚一群原本不相識的群眾，各自貢獻一小部分的力量，最終聚合成一個具體的智慧產出。在

其他事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例如：災難期間在社交媒體上的訊息傳送造成的情境資訊感知

（Vieweg, Hughes, Starbird & Palen, 2010; Starbird & Palen, 2011）、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群眾透

過社交媒體的集體守門與框架來界定#egypt 標籤下的相關討論議題（Meraz & Papacharissi, 
2013）。 

Rheingold（2012）則以冪律分佈來解釋社交媒體中的公眾參與行為，當重大事件發生時，

如：災難、選舉、社會抗爭時，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會有不同投入程度的參與活動，這些參與行

為的投入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Lead > moderate > collaborate > refactor > write> network > share 
> subscribe > comment > tag > read，Rheingold 指出愈前面幾種行為的參與人數愈少，但他們對

於群眾活動貢獻度最高，最大多數的人則只是閱讀相關貼文。Rheinggold 的說法得以解釋多數

在社交媒體上發起的社會運動或集體協作活動，如：莫拉克風災期間的民間災情網站、反媒體

壟斷事件、士林王家拆遷抗爭事件，這些事件都是由少數人發起領導，並集體協作貢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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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人只是透過社交媒體分享、訂閱、留言、閱讀等方式參與事件，才讓這些事件得以流

傳並廣為人知。 

因此，由重大事件而浮現的網路社群是一個「從發生至消失」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成員和

議題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充滿變化和轉折：網路社群的成員在不同的時間點加入、高度

參與和退出議題討論，而討論議題也因著事件發展而出現、轉向或停滯，因此社群成員和議題

可說持續在變化當中。以災難事件為例，行動者通常在災難衝擊之後開始群聚在網路媒體上，

透過部分行動者的帶領與分工，在短期間內聚至最高量。以莫拉克風災期間的三個災情網站的

集體協作為例，研究者發現每一個網站所串連的網絡群體有著不同的連結關係，他們各自採取

了從開放式到封閉式的集體協作模式，在災難發生初期的短短幾天內，有效地發揮了不同的功

能（鄭宇君，2012）。 

上述這些都是不同性質的網絡群眾串連起臨時性的浮現社群，以不同方式聚合在一起，共

同產出的集體智慧或集體力量成果。 

三、 社交媒體研究之鉅量資料分析 

社交媒體的分散式結構特徵，無論是訊息的流動或參與討論的社群，不僅跨越了國家的界

線，也逸出了特定虛擬空間（如：BBS 網路論壇）的限制。由於它所凝聚的社群沒有固定聚

集的虛擬空間，研究者難以在特定虛擬空間進行網路民族誌觀察，它所連結的社群沒有一定界

線，訊息可以在龐大的全球社交媒體中流傳，傳統的國家、種族、地域等認同界線變得更加模

糊，這些特質挑戰了過去我們所認定的母體、樣本、研究場域等概念。 

特別是重大事件發生之際，社交媒體做為即時性的公共領域，由於參與人數眾多、訊息流

動範圍廣闊，對傳播研究造成許多資料收集與分析上的挑戰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鉅量資料（big 
data）的分析取徑，幫助研究者取得一些傳統社會科學方法無法取得的分析資料，收集人們在

社交媒體中分散的資訊使用行為資料，並透過軟體工具協助分析以展現其鉅觀形貌。鉅量資料

的出現，意指採用了大量的數據、方法工具和研究過程，它重新形塑了知識建構與研究流程，

以及人們應該如何處理資訊與分類，在思維與研究方面也產生了「向運算轉」（computational turn）
的趨勢，此影響也逐漸擴及人文社會研究領域（boyd & Crawford, 2012; Giles, 2012）。 

在這一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向運算轉的趨勢下，社交媒體產生的鉅量資料對傳播研究同時

帶來了機會與挑戰，包括許多理論及實務上的議題。Manovinch（2011）指出在方法論上產生

三個重要議題：第一，多數人的「表層資料」（‘surface data’ about lots people）以及有關少數

人的「深度資料」（‘deep data’ about a few people）之間的差異；第二，研究者如何進用或取

得傳輸資料（transactional data，如：某照片在何時何地上傳）；第三，在資料專家與未經資科

訓練的人文研究者之間新的「資料分析落差」（data analysis divide）。Manovinch 強調，透過

電腦運算與人文研究所收集到的深層資料，是二種截然不同的資料內容，並沒有任何一方比另

一方優越，也沒有一方能取代另一方，研究者必須要懂得如何問出新型態的問題，結合二種不

同的資料內容進行分析探索，才能擴展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方向。 

面對流動的公共領域當中的公眾意見流向與網絡關係，即便研究者藉助資訊科技進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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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之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但在社交媒體上每分鐘有上億則訊息被生產與流傳，而且訊息保存

的時間不長，因此各國的研究者都在摸索與發展有效率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方式。加上社交媒體

的社群分散，忽隱忽現，只在短暫的重大事件發生瞬間聚集，要掌握與分析這些流動社群的參

與討論意見與傳播模式更加困難。 

因此，本研究參考國外社交媒體鉅量資料分析的相關研究，嘗試以 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

Twitter 的華文社群討論為個案，收集與分析社交媒體的鉅量資料，希望能為華人社交媒體研

究發展出一種新的可能研究取徑。 

參、 個案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全球盛行的Twitter做為社交媒體的資料收集來源，2雖然它不是兩岸三地華人社

會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媒體（台灣、香港使用人數最多是Facebook，中國大陸則是微博），但

Facebook的帳號及貼文經常設定為隱私內容，微博的使用者則較具區域性，又有言論管制的限

制，讓使用者不能自由發言或發言即刻被刪除，在分析兩岸三地共同關切的討論議題時，易使

研究資料取得受限（Bamman, O’Connor & Smith, 2012）。 

相較之下，Twitter 資料預設為公開，又是兩岸三地華人共同使用的社交媒體，雖然 Twitter
使用者偏向社會菁英或中上階層，且年齡層較 Facebook 高，大約介於 25-45 歲，但由於台灣總

統大選為兩岸三地之重大公共事務，可從中觀察各地社會菁英的意見流向，且方便與世界各國

的 Twitter 研究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本研究以 Twitter 做為社交媒體之分析案例，以下將說明

Twittter 的基本功能，並比較不同的資料撈取模式。 

一、 Twitter 的資料結構特徵 

1. Twitter 的發文（tweet）、對話（mention）與回應（reply）、轉推（retweet） 

Twitter 資料的特性在於每一則推文（tweet）有 140 字數限制，使用者必須在很短的字數

當中表明討論重點。Twitter 的對話與回應的功能，使用者只要在推文中標示一個或數個特定人

的帳號（如：@aiww 好久不見），該則推文就會出現在對方 Twitter 頁面的時間軸，對方可直

接回應；它也有方便的轉發分享功能（retweet、RT、轉推），當使用者看到其他人貼文想要把

它分享出去，只要按下 retweet 鍵即可將該則內容從自己帳號發送出去，因此計算在某一事件

中被 retweet 最多次的推文，可以視為找出在該事件中最具影響力或最受歡迎的內容（Choudhary, 
Hendrix, Lee, Palsetia & Liao, 2012）。一則 tweet 的資料結構可參見圖一： 

                                                   

2根據 2012 年 7 月的統計，Twitter 用戶數突破五億人，約為 Facebook 的一半，成為僅次於 Facebook 的全球第

二大社交網站。到 2012 年 12 月底，Twitter 通過它的官方帳戶宣布，現在它已有 2 億月活躍用戶，3 月份時這個

數據是 1.4 億，在不到一年內，月活躍用戶漲了約 42%。另外據 CEO Dick Costolo 最近分享的數據，每天的 tweet 
達 4 億條，3 月時是 3.4 億條。以上資料引自 2012/07/31 發佈在 36kr 網站的科技新聞報導， 
http://www.36kr.com/p/141021.html  

http://www.36kr.com/p/141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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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Tweet 的資料結構形式 

2. 使用者個人檔案（user profiles）的自我標示： 

Twitter 使用者可在個人檔案中自行標示所在的地理位置、時區或語言類型，有些研究以個

人檔案來判斷該名使用者所屬的國家或所在的地理位置（Mendoza, Pobletey & Castillo, 2010）。
然而，由於使用者可自行輸入文字，他不一定會標示真實位置，而以「我的狗窩」等方式稱之；

且 Twitter 在 2011 年 9 月 15 日才推出中文版服務，因此早期台灣或中國地區使用者在語言選

擇時仍以英文為主要選擇，而非實際使用的繁體或簡體中文。 

因此，我們無法以使用者個人檔案做為有效過濾華文使用者所屬地域及社群之依據；但是，

研究者透過網絡分析或 tweets 發言量統計分析找出關鍵性使用者，並進一步用質化研究方式從

這些使用者的個人檔案中找出相關線索，如：自我描述中呈現的身份認同、個人部落格網址、

曾經發過的歷史推文，及其關注者（followers）與被關注者（followings）名單。 

3. 自訂標籤（#hashtag）  

許多研究者在研究 Twitter 社群討論時，以自訂標籤（#hashtag）做為社群選取的依據。

Hashtag 最早是由使用者自發性的創作，由於 Twitter 時間軸（timelines）上眾多討論串有許多

分散的討論主題，使用者為了方便凝聚相關的討論文章，因此會在該則推文結尾，以#加上特

定的事件縮寫標示，當其他人對同樣事件有相關回應，也可加上相同標籤，以便使用者在大量

的時間流中快速找到相關的討論。此一使用者的創造性使用後來被 Twitter 官方採用，目前我

們可以在 Twitter 網站中直接搜尋#hashtag，即可找到所有標示該標籤的 tweets。 

因此，有些研究者以#hashtag 來收集在重大災難事件或選舉事件中的社群討論量，如：在

澳洲選舉期間，透過社交媒體資料撈取程式收集所有包含#ausvotes 的 tweets，從中分析選民

的討論內容及討論量（Burgess & Bruns, 2012），或是在阿拉伯之春期間以#Eygpt 收集相關社

群的討論（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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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ashtag 為主的資料收集方式，缺點在於無法收集到沒有標示 hashtag 的相關討論，或者

是某些社群並不習慣以 hashtag 方式標示討論的主題，特別是早期 hashtag 只能以英文標示，用

其他語系標示的#hashtag 難以被搜尋，因此非英語或拉丁語系的使用者並不習慣以 hashtag 做

為串連相關討論的依據。以本研究收集的台灣總統大選個案為例，最初在撈取資料時也使用

#Taiwanelection, #TW2012 這兩個 hashtags 來收集資料，但總共只收集到數十則 tweets，顯示華

人使用者並不習慣使用 hashtag 做為匯集討論串的工具，後來本研究便放棄以 hashtag 做為資料

收集與分析的主要依據。 

二、比較社交媒體不同的資料撈取方式 

目前各國的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研究以 Twitter 為大宗，研究者根據特定標籤（hashtag）、

關鍵字、特定的使用者為出發點，透過連結 Twitter 或 Facebook 的 API，研究者可大量下載特

定時間內的所有相關貼文。根據既有的文獻整理，這些社交媒體資料撈取方式主要可歸納為以

下四種： 

1. 以使用者自訂標籤 hagtags 為資料撈取對象：如：分析阿拉伯之春中所有#Eygpt 的討論貼

文（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澳洲昆士蘭水災#qldfloods（Bruns & Burgess, 
2012），或是澳洲及加拿大的選舉分別以#ausvotes 或#cdnpoli 做為串連相關討論貼文的標

籤（Burgess & Bruns, 2012; Small, 2011）。 

2. 以關鍵字為撈取資料撈取方式：以地震等天然災難事件或社會抗議事件為例，研究者透過

「earthquake」等關鍵字收集短時間內的大量相關資料，並透過使用者個人資料內所填寫內

容來進行過濾，像是居住地點、語言、時區等，以找出研究者所需的目標使用者或 tweets
（Mendoza, Pobletey & Castillo, 2010; Bajpai & Jaiswal, 2011; Bruns & Liang, 2012）。 

3. 以特定的使用者出發進行資料撈取：例如：以網絡社區研究的著名社會學者 Barry Wellman
自身的 Twitter 帳號出發，找出和 Wellman 有相互關係的使用者，他們同時與 Wellman 的

相互關注者當中至少有一個以上的連結（除了 Wellman 外，至少關注另一個 Wellman 的朋

友），這些人更容易接觸到網絡中的資訊與情感連結，分別收集二段時間的所有討論貼文，

分析 Twitter 上的網路關係是否真能形成社群？研究發現，Twitter 中的社群既是真實的（成

員彼此互動），又為想像（網路成員擁有社群意識、為社群奉獻資訊等）（Gruzd, Wellman 
& Takhteyev, 2011）。 

4. 追蹤一定時間內所有Twitter用戶的發文資料：由於這種方式必須採取超大樣本的資料分析

方式，資料量龐大，主要是資科領域學者進行，目的在於透過演算法建立社交媒體的傳播

模型，因此也經常有Facebook、Twitter、Yahoo的資料專家參與研究。3如：Kwakk et. al.（2010）
團隊即透過資料演算方式分析使用者的傳播行為，結果發現使用者將Twitter視為一種新聞

媒介（訂閱新消息）遠大於將它視為社交網絡工具（人際互動）。另外，Bond et.al.（2012）

                                                   

3 在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研究領域中最常被抨擊的一點，就是使用者的傳輸資料集中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少數商業公

司，包括 Twitter、Facebook、Google、Yahoo 等只有他們能夠進用大量的傳輸資料，而其他研究者則難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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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就有Facebook資料專家參與，他們在 2010 年以 6100 萬個Facebook用戶進行實驗（約

為當時Facebook用戶的十分之一），以瞭解線上政治動員與社會影響之效果，結果發現線上

政治動員是有效的。但這麼大規模的資料收集與分析，非一般研究團隊所能負擔得起。 

以上四種資料撈取方式各有優劣，如表一所示，研究者應視自身的研究需求，及所能負荷

的研究資源，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撈取與分析。 

表一：社交媒體資料撈取方式之比較 

方式 優點 缺點 

1. #hashtag: 直 接 找 特 定

#hastag 的所有討論貼文 
 

• 方便撈取整組討論串 , 
如 : #qldfloods, #hk71, 
#sandy 

• 不一定能涵蓋多數的討

論 
• 非英語系使用者少用 

2. Keywords: 在所有 tweets
當中收集關鍵字組合的所

有討論貼文 
 

• 能涵蓋最多的相關討論 
• 資料數量最多 , 有時瞬

間鉅量易導致系統當機

（如：日本 311 地震） 

• 如何選擇合適關鍵字? 
• 資料量過多可能導致後

續分析難度 

3. Users:從使用者出發，撈取

與他相關的使用者之討論

貼文 
 

• 容易掌握特定社群中的

社交網絡互動關係 
• 資料量不會太大，容易撈

取與分析 

• 如何判斷在該事件中那

些是關鍵的團體或使用

者? 

4. 追蹤特定時間內所有的

tweets 
• 全樣本計算，可以掌握所

有的推文資料內容與使

用者行為。 

• 所需的計算資源、金錢與

人力的投入龐大 

 

以本地社會的社交媒體使用狀況而言，表一中的第一種及第四種方法並不可行，前者是因

為多數的中文使用者沒有使用#hashtag 的習慣，後者則是因為要計算全球使用者在特定時間內

發送的所有推文，所需的計算資源龐大，超出本研究團隊所能負荷的能量。在台灣總統大選的

個案裡，由於研究者無法預知會有那些使用者參與討論，因此採取第三種方法，以關鍵字來撈

取社交媒體中的鉅量資料。 

三、 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所收集到的鉅量資料 

A. 以關鍵字做為鉅量資料撈取依據 

本研究參考國外相關的研究設計Twitter資料收集方式，在台灣總統大選（2012 年 1 月 14
日為選舉投票日）期間前後一周進行Twitter資料的撈取，以三個主要政黨及其總統參選人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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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中文關鍵字，透過計算機程式撈取相關的推文資料（tweets），這六組關鍵字包括：馬英九、

蔡英文、宋楚瑜、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4 

研究者從所撈取的相關 tweets 中，分離出參與討論的 Twitter 使用者帳號，並計算馬英九、

蔡英文、宋楚瑜、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這六組關鍵字在整體 tweets 中被提到的頻率，共得

到以下三組鉅量資料： 

1. 總統大選前後相關討論的Tweets數量：透過上述六組關鍵字撈取相關的 tweets資料，

一共收集到 27,968 筆 tweets，並透過語言辨識軟體分析與計算在所有 tweets 當中，繁

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及其他語言的 tweets 數量及所佔比例，藉此瞭解不同

華文 Twitter 社群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討論熱度及內涵。 

2. 參與討論的 Twitter 社群之使用者帳號：在所收集的整體 tweets 當中，分離出參與討

論或發送 tweets 的使用者，總共收集到 9,416 個不重複的發文者使用帳號。 

3. 六組關鍵字的出現頻率次數：透過不同語言 tweets 的分析，發現馬英九、蔡英文、宋

楚瑜等關鍵字出現的頻率有所差異，探討不同的語言社群所偏好討論的總統候選人。 

B. 以 tweets 的語言使用做為區分不同語言社群的篩選判準 

在所收集到的 2.8萬筆 tweets及 9,416個參與討論的使用者帳號，研究者想要進一步分析：

這些 tweets 如何反應兩岸三地不同華人 Twiiter 社群對於總統大選的意見，因此接下來的問題

是如何有效地將所有 tweets 資料分群？具體而言，便是如何透過計算機程式有效地過濾與分類

鉅量資料，將這些 tweets 歸類為不同地區討論社群所發送的 tweets？ 

我們原本嘗試透過使用者個人檔案（user profiles）的自我標示或依照每則 tweet 中附加的

地理位置資訊做為分類 tweets 與使用者的方式，但這二種方式皆不適用。原因在於使用者個人

檔案（user profiles）的自我標示無法反映使用者所在的真實地理位置與使用語言，而且並非每

一則 tweets 都附加地理位置資訊，加上許多中國大陸的使用者用「翻牆」方式繞過中國境內的

網路防火長城，造成他們的登入位置顯示為世界其他地區等「虛假位置」，因此使用 tweets
的地理位置並非有效的資訊過濾方式。 

最後，研究者選擇依照 tweets 使用的主要語言區分，因為語言使用反映個人對於所屬社群

的身份認同，這種長期認同習慣不會因為短暫遷徙而改變，反而會因為遷徙而造成了多重的身

份認同，例如：台商到中國大陸長期工作，會同時使用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書寫，展現他對於

二地的雙重認同；或是台灣移民到美國定居，既會看華語新聞也會看英語新聞以展現對於台灣

母國或居留地美國的關心。 

                                                   
4 有些相關討論 tweets 可能會將候選人稱呼「馬總統」、「蔡主席」，可能是論及馬總統的例行行程，未必是跟

選舉有關的討論文章，甚至是有網友以「騜」或「小英」等暱稱來稱呼候選人，但這些關鍵字本身即帶有支持或

反對的意味。限於資料收集與分析的資源有限，無法窮盡所有的可能關鍵字，因此我們選擇以中性關鍵字做為資

料撈取的依據，包括三位主要總統參選人的姓名及其所屬政黨，進行鉅量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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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台灣與中國這兩個華語社會，分別使用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做為主要書寫文字，因

此本研究認為透過每則 tweet 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做為判斷該則 tweet 發文者所認同的社群，是

一種有效且可透過計算機程式操作的分類依據，因此本研究選擇以 tweets 的使用語言編碼為篩

選與分類依據，以此做為社交媒體鉅量資料分析的初探性嘗試。 

本研究假設：台灣Twitter社群在發言時以「繁體中文-台灣」為書寫語言，因此當某則tweet
經由語言辨識軟體判讀後，標示其主要語言碼為「繁體中文-台灣」（iso_language_code : zh-TW），

則視為台灣社群的發言討論；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Twitter社群則以「簡體中文」為主要語言，

因此該則tweet標示的語言碼（iso_language_code:zh）。5 

儘管這種透過 tweets 語言判讀的方式來標示社群分類，無法充分反映每個人實際使用社交

媒體的情況，例如：人們使用自己不熟悉的電腦上網，為了牽就該台電腦，而使用其預設的語

言類別發言。但在鉅量資料的分析中，必須透過計算機程式的輔助，才能進行大量資料的有效

判讀。另外，人們在語言使用時，也可能出現中英夾雜等多種語言混用的方式，該軟體在辨識

時會以該則 tweet 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為主，意即一則 tweet 只會被分類為一種語言。因此，部

分日文、英文為主要語言的 tweets 中，也可能出現「馬英九」、「蔡英文」等關鍵字而被撈取

到，以下分別就不同語言社群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所發送的 tweets，進行比較分析與討論。 

肆、 研究發現與分析討論 

根據上述的資料篩選與分析原則，本文將從以下四個面向來探討整體資料的呈現樣貌：  
（1）整體 tweets 使用的語言分佈與時間變化趨勢；（2）不同語言社群的每日發文量及參與發

言人數變化趨勢；（3）比較個別總統候選人在不同語言社群中的討論熱度；（4）尋找不同語

言社群中的重要連結者。 

一、 整體 tweets 使用的語言分佈與時間變化趨勢 

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透過關鍵字撈取 tweets，一共收集到約 2.8 萬筆 tweets，本研究希望

分析這些發文如何反應不同使用者社群對於總統大選的意見，因此首要工作是把所有收集到的

tweets 資料分類為不同社群的發言，才能進一步分析不同社群討論的量與質。 

首先，我們利用語言辨識軟體判讀每一則 tweets 所使用的主要語系，經統計後發現全體

tweets 中，主要為繁體中文的 tweets 共 13,646 筆，佔 49%，為最大宗；其次為日文（9,548 tweets, 
34%），第三為簡體中文的（4,342 tweets, 15.5%），英語僅佔 1%，其他語系或無法判讀的 tweets
則是不到 1%（參見圖二）。 

 

 

 
                                                   
5 本研究所使用的語言辨識軟體為 language detector（http://languagedetector.com/），藉由它判讀每一則 tweets
中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研究者曾抽樣一小部分樣本檢測，認為該軟體判讀的語言類型符合一般人工判斷標準。  

http://languagedetec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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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ts 使用語言 數量 百分比 

zh-TW 繁體中文          13,646 48.79% 

zh   簡體中文               4,342 15.52% 

ja   日文              9,548 34.14% 

En   英文               262 0.94% 

Other  其他語系         170 0.61% 

合計               27,968 
 

圖二：總統大選相關 Tweets 的主要語言分佈比例 

其次，本研究從總統大選期間不同語言 tweets 量的每日變化趨勢來看，個別語言社群在整

個事件期間的參與程度（參見圖三）。 

 

圖三：不同語言 tweets 的每日討論量變化趨勢 

由圖三可發現，在選前（1/5-1/11），所有關於台灣總統大選的tweets幾乎來自台灣繁體中

文社群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兩條曲線（所有語言 vs. zh-TW繁體中文）接近一致；直到選前

二天（1/12、1/13），日文的相關討論量開始激增，檢視當時的新聞發現，在選前緊繃的情勢

下，1/12 當天有幾位重量級人士公開表示支持馬英九連任，包括前美國在台協會會長包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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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C董事長王雪紅等重量級人士，6強化了蔡英文與馬英九對決的不確定性，此舉可能引起大

量的日文及中國媒體的報導或轉載，因而推高了整體的tweets流量。 

在選舉當天（1/14）及選後一天（1/15），日文的 tweets 量都遠大於繁體中文的討論量，

我們推測這是當選效應，由於選舉結果出爐，使得網友紛紛轉貼及轉發外電媒體的報導。到了

選後第二天（1/16），所有語言的討論量就下降至平日水準。 

因此，由上述資料的變化趨勢，我們可以推論：選前對於台灣總統大選的討論 tweets，主

要來自台灣 Twitter 社群對於選情關切的討論，但選舉當天及選後隔天則有很高比例是台灣之

外的華人社群，包括中國大陸及日文社群等加入，發表對於台灣選舉結果的評論。 

二、不同語言社群的每日發文量及發言人數變化趨勢 

至於不同語言社群參與討論的情況有何差異？以下分別從整體 tweets、繁體中文 tweets、
簡體中文 tweets、日文 tweets 等四個面向，來看不同語言社群之每日 tweets 發文量及每日參與

討論人數的變化： 

1. 整體 tweets：就整體 tweets 而言，每日參與發言的人數與每日產生的 tweets 流量合併來看，

可發現有三個階段的變化趨勢（圖四）。 

 

圖四：整體 tweets 的每日討論量及參與討論人數的變化 

I. 選前階段（1/7-1/13）：參與討論的人數在選前一直維持穩定的數量，但 tweets 量卻

有緩慢增加的趨勢，這個趨勢變化意謂在選前討論選舉等政治事務，僅限於整體社群

                                                   
6 根據聯合報(2012.1.13)的報導「包道格：馬若連任 美中台鬆一口氣」中指出：「美國在台協會前台北辦事處長

包道格昨天接受中天電視台專訪指出，如果馬英九總統連任，會讓北京和華盛頓大大鬆一口氣，『我假設對台灣

也是』。他指出，『這代表一個相對繁榮且具有建設性的狀態可以持續』。」 許多人認為包道格以非現任美方

官員的發言，代表美國在選前表態支持馬英九連任，相關新聞出自以下連結

http://mag.udn.com/mag/vote2012/storypage.jsp?f_ART_ID=366419 

http://mag.udn.com/mag/vote2012/storypage.jsp?f_ART_ID=36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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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一小部分人，但這一小群熱衷討論政治的人卻會產生愈來愈多的 tweets，也許

是政治爭辯或呼籲親友投票，可是這些討論未必會吸引更多人加入討論（每日參與發

言的使用者人數並未隨 tweets 同步增加）。 

II. 選舉當天（1/14）：在選舉當天參與討論的人數是選前一天的數倍，所產生的相關 tweets
也大幅暴增，這意謂許多平日不在 Twitter 上討論政治或選舉事務的使用者，在選舉

當天結果出爐後，也會在 Twitter 上發言討論或轉貼相關訊息。 

III. 選後階段（1/15-21）：除了選後第一天因為媒體報導效應，有較多人在 Twitter 上轉

發媒體報導或評論文章，讓參與討論的人數與 tweets 仍維持在一定的量之外，之後參

與討論的人數與 tweets 就很快的下滑到平日的水準。 

2. 繁體中文 tweets：將繁體中文的 tweets 抽離出來分析，也就是單獨看台灣社群的討論狀況，

則會有不同於上述的結果（圖五） 

 

圖五：繁體中文 tweets 的每日討論量及參與討論人數的變化 

I. 選前階段（1/7-1/13）：不僅參與討論的人數比平日增加（1/5 只有 36 位參與發言，

到 1/8 則爆增到 250 位以上），參與討論 tweets 量也幾乎是人數的二位以上，這意謂

著參與的發文者平均一天發表 2 則以上的相關推文，這還不包括許多延伸的回應

tweets 因字數限制未出現候選人名字等關鍵字，而未被本研究撈取到。 

II. 選舉當天（1/14）：在選舉當天參與討論的人數達到 1293 人，所產生的相關 tweets
暴增到 3038 則，發文量/發文人數是 2.35，這意謂選舉結果出爐後，即使不常在 Twitter
上討論政治或選舉的使用者在選舉當天也會熱烈發言討論，且平均一人發送二則以上

推文表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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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選後階段（1/15-21）：在選後三天內仍維持一定的討論人數與討論量，這應該是因

為台灣地區的使用者比其他地區的華人社群，更關心這三位候選人在選後的政治佈局

或未來出路等。 

3. 簡體中文tweets：將簡體中文的tweets抽離出來分析，也就是看中國社群（包含身在海外的

中國社群 7）如何討論台灣大選的情況，則又是另一番不同樣貌（圖六）。 

 

圖六：簡體中文 tweets 的每日討論量及參與討論人數的變化 

I. 選前階段（1/7-1/13）：參與討論人數幾乎等於 tweets，這意謂使用者只是一天發一

則，經常是轉貼相關訊息或新聞，而不實際參與討論或對話。 

II. 選舉當天（1/14）：在選舉當天參與討論的人數及產生相關 tweets 達到最高峰，tweets
量等於參與人數的二倍，發文量/發文人數是 1.985，這意謂台灣選舉結果出來後，中

國的 Twitter 使用社群不僅是轉貼相關訊息，同時還會加以評論，也就是會發送第二

條的 tweet。 

III. 選後階段（1/15-21）：除了選後第一天內還維持較高的討論人數與 tweets 在選後第

二天參與討論的人數與 tweets 即快速下降到極低的水準，也就是鮮少有人再討論台灣

大選的相關結果或候選人。  

                                                   
7 後續透過網絡分析中探討此一事件中的關鍵使用者，發現以簡體中文為主要使用語言的 Twitter 使用者，有許

多都是因為政治或其他因素而身處中國境外或是在香港，他們經常以實名身份透過 Twitter 與中國境內的使用者

對話，包括許多新聞工作者、民運人士、網路研究者；至於在中國境內的使用者則常以匿名方式參與 Twitter 討
論，這都是由於中國大陸防火牆及言論管制的緣故，他們無法在國內的微博暢所欲言，因此翻牆使用 Twitter 進
行討論。有關 Twitter 與微博的比較，以及對中國網路民主的影響，可參見目前人在美國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安替，

也是華人 Twitter 圈的重要使用者安替@mranti（2013.2.24）發表在個人部落格及《陽光時務周刊》的「革命的推

特、維穩的微博」一文，http://michaelanti.com/archives/category/uncategorized  

http://michaelanti.com/archives/category/uncateg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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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文 tweets：雖然日文 tweets 不是研究者原先設定的資料收集範圍，而是因為馬英九、蔡

英文等漢字姓名的緣故，而一併被撈取進來。但因為日文 tweets 佔整體比例高達三分之一，

因此研究者一併分析日文參與者每日的討論量與參與人數，以瞭解究竟是那些日文使用者

在關切台灣總統大選消息（圖七）。 

 

圖七：日文 tweets 的每日討論量及參與討論人數的變化 

I. 選前階段（1/7-1/13）：選前相關討論的 tweets 極少，直到 1/12 選前二天才開始有相

關推文，但推文量與發文人數幾乎是一比一，顯見使用者只是發送一則相關消息。 

II. 選舉當天（1/14）：在選舉當天參與討論的人數及產生相關 tweets 達到最高峰，tweets
量達 4347 則，參與討論人數也高達 2829 人。無論是 tweets 量或參與人數，日文社群

都比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社群還高出許多，但即便在最高峰，發文量/發文人數仍是

1.536，這表示參與人數雖然眾多，但使用者只是轉發一、二則相關訊息，但非彼此

互動或回應的狀態。 

III. 選後階段（1/15-21）：除了選後第一天內還維持較高的討論人數與 tweets，在選後第

二天參與討論人數與 tweets 即快速下降，且 tweets 數量等於發文者數量，也就是鮮

少有人再討論台灣大選的相關結果或候選人。  

根據以上分析發現，日文 tweets 的數量高度集中在選舉當天及隔天，我們認為這是媒

體報導效應，也就是日文新聞媒體關心台灣總統大選結果，因此透過 Twitter 帳號發送相

關消息，但從發文量/發文者的比例相近來看，顯示一般使用者並未針對台灣選舉進行討

論，而只是轉發相關訊息，告知選舉結果。 

5. 綜合比較：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整體 Twitter 社群」、「繁體中文 Twitter 社群」、「簡

體中文 Twitters」三個社區使用者的討論情況，將這三個社群的每日發送 tweets 除以每人

參與討論的人數，亦即代表每人每日的平均發文量（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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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比較台灣及中國大陸 Twitter 使用者的每日平均發文量 

從圖八的分析比較發現，就台灣社群的每日討論情況來看，選前的討論熱度比選後高，選

前有好幾天，每人每日的平均發文量達到 2.5 則以上，顯示在選前，因為選舉結果的不確定性，

高度引發較多人們熱烈參與討論或發言呼籲或支持特定候選人；8但在選後，由於選舉結果底

定，人們反而失去了討論熱度，使得發言頻率與人數都快速下滑。 

然而，比較台灣社群與中國社群的日均發文量之變化趨勢，卻可以發現兩地社群有著不同

的傳播模式：台灣社群的日均發文量在選前選後的差距不大，由選前（1/7-1/13）日均發文量

平均為 2.6 到選舉當天（1/14）日均發文量 2.35，由於選舉當天參與討論人數暴增，反而使日

均發文量微幅下跌 10%，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台灣社群無論是選前與選舉當天，在 Twitter 上都

是行實質「討論」，使用者會相互回應，因此每日會出現數則相關推文。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社群的日均發文量，由選前（1/7-1/13）的 1.46 到選舉當天（1/14）
的 1.98，大幅增加 36%，這顯示中國大陸的 Twitter 社群在選前僅是對於台灣選舉表達「關心」，

每日會轉發一二則相關報導或消息，但在選舉當天結果出爐後，不僅參與人數大增，且日均發

文量也大幅上揚，顯見當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出爐後，許多平日未關心台灣事務的中國使用者也

熱衷討論選舉結果，使用者相互回應對話，才使得日均發文量暴增到接近每人每天發佈二則，

因此中國大陸 Twitter 社群的傳播模式從選前的「關心轉發」到選舉當天的「實質討論」。 

三、比較個別候選人在不同語言社群中的討論熱度 

                                                   
8 1 月 8 日台灣 Twitter 社群的每日平均發言量為最高值 3.2 則，乃是因為當天為選舉前最後一次的星期日，馬英

九、蔡英文雙方都舉行盛大的造勢晚會，許多人到現場參與，並將現場最新消息透過 Twitter 即時發送出去，加

上這二場造勢晚會都有即時的電視轉播，未到現場的群眾也可觀看電視轉播而即時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相關的想法，

因此造成當日的平均發文量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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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比較不同語言社群對於台灣大選的關注情況，研究者亦想瞭解個別候選人在不同社群

中的討論熱度，特別是馬英九、蔡英文這兩位主要候選人，在不同社群中是否有相似或相異討

論熱度。因此，研究者依照個別關鍵字在整體 tweets 中所出現的頻率計算，由於以政黨為關鍵

字的 tweets 數量不多，因此將候選人及其政黨之關鍵字次數合併計算，以瞭解三個主要政黨候

選人在中文 Twitter 社群中的討論熱度（表二）。 

表二：個別候選人的 Tweets 討論熱度 
關鍵字 頻率次數 
馬英九（國民黨）          17,209 
蔡英文（民進黨）          20,604 
宋楚瑜（親民黨）          5,030 

由上述數據看來，就整體 Twitter 中文社群而言，討論蔡英文的比例略高於馬英九，但二

者差距不大，研究者想要深入瞭解：對於不同候選人的討論熱度是否會隨著選舉時間接近而變

化？包括選前、選後的差別；以及不同地區的中文 Twitter 社群對於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

的討論偏好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因此，我們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的 tweets 分別抽出，觀察它們與整體 tweets 在不同時

間的變化趨勢是否一致，進一步比較不同地區的 Twitters 對於個別總統候選人的討論熱度。 

1. 整體 tweets 中，三位候選人的討論熱度（圖九） 

圖九：三位候選人在整體 tweets 的討論熱度 

在整體 tweets 中，在選前一周，馬英九在 Twitter 社群的討論熱度一直落後於蔡英文，直

到 1/12 馬英九迎頭趕上，討論熱度微幅領先蔡英文（蔡英文 786 次、馬英九 945 次），但馬

的優勢僅維持一天，隔天即選前一天 1/13；蔡英文的討論熱度又大幅超過馬英九（蔡英文 1690
次、馬英九 114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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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選舉當天，所有候選人的討論熱度都達到高峰（馬英九 7144 次、蔡英文 5817 次、宋

楚瑜 2116 次），馬英九出現的頻率高於蔡英文，主要來自馬英九的當選效應，包括眾多媒體

或外電報導於網路上轉傳，這不一定能真實反應網友實際的討論數量。選後第一天，1/15 馬仍

高於蔡（馬英九 3339 次、蔡英文 2627 次），由於馬英九當選結果大幅出現在各家媒體報導，

這些媒體報導透過許多Twitter帳號自動發送，大量膨脹了與馬英九相關的tweets數量；9另一方

面，當時蔡英文的敗選感言在兩岸三地熱烈轉傳，大陸網友贊揚此乃民主典範，延長了Twitter
上的討論熱度到選後兩天（1/15-1/16），但是到了選後第三天 1/17，各候選人的討論率頻率逐

漸下滑到平日趨勢。 

2. 繁體中文 tweets 中，三位候選人的討論熱度（圖十） 

圖十：三位候選人在繁體中文 tweets 的討論熱度 

就繁體中文的 tweets 變化趨勢來看，它反映了以繁體中文為主的台灣 Twitter 社群對總統

大選的討論熱度，由上圖看來，它不同於整體 tweets 的趨勢。蔡英文在選前選後的討論熱度一

直高於馬英九，唯有在 1/12 馬略為超越蔡（蔡英文 516 次、馬英九 594 次），主要因為當天

有王雪紅、包道格等重量級人士公開支持馬英九，增加了馬英九的討論熱度，但隔天 1/13 蔡

英文的討論熱度又隨即超越馬；直到選舉當天，由於馬英九的當選效應，使得馬蔡兩人的討論

熱度同時達到最高峰（蔡英文 1789 次、馬英九 1806 次），然而，選後隔天的討論熱度，蔡英

文仍遠高於馬，顯見台灣的Twitter社群偏好討論蔡英文，討論熱度延續到選後五天（1/15-1/19），
直到 1/120 趨於平常；至於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他的討論熱度並不高，單日出現頻率皆

在 200 以下，討論高峰落在選舉當天，合理推測是媒體報導各候選人得票結果之轉發效應

（retweets）。  

3. 簡體中文 tweets 中，三位候選人的討論熱度（圖十一） 

                                                   
9 如: 同一則新聞透過 100 個新聞機器人自動訂閱發送，它在 Twitter 世界裡流通的量即擴增了 100 倍（即使是同

一則內容，因為發送的帳號不同，即佔有 100 個 tweets 流水號），這還不包括個別使用者主動 RT 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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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三位候選人在簡體中文 tweets 的討論熱度 

    對於中國大陸的 Twitter 社群，無論是在選前、選舉當天、選後，蔡英文始終是大陸推友

熱烈討論的對象，像是蔡英文在敗選之後發表的敗選感言，其影音連結在大陸 Twitter 社群瘋

狂轉傳；正如台灣的政治評論家楊照在「他們讀蔡英文敗選感言流淚了」一文中所言： 

 

選戰進行中，關心台灣的大陸人士，幾乎一面倒地支持馬英九、討厭蔡英文。然而

選舉結果揭曉後，第二天，卻是蔡英文的敗選感言，不是馬英九的勝選感言，成為

網路上的熱門轉傳文件，而且多少人表示讀得熱淚盈眶。因為他們從中間感受到了

民主的一種風度、一種優雅，產生了比原先關心馬英九是否當選，更加深刻的體悟

（楊照，2012）。10 

 

    相較之下，馬英九只有在當選那天及隔天，有較多的中國大陸推友討論，出現的頻率僅略

高於宋楚瑜，推測是轉發當選結果造成的討論量。 

雖然上述分析只能反映候選人在特定社群中的討論度，而討論度高不見得等於支持率高，

也可能是負面討論，這部分仍有待後續進行 tweets 實質內容的分析才能得知。然而，我們可以

發現在地的 Twitter 台灣社群偏好討論蔡英文，正如選前許多人分析蔡英文的網路支持度遠勝

於馬英九（如：未來事件交易所）；但是中國大陸社群則是幾乎不討論馬英九，這不僅與 Twitter
上的中國使用社群偏向民主派、對中國執政當局不滿有關，但透過此一個案的分析，讓我們觀

察到台灣總統大選結果對兩地的華人社群同樣都是一件值得討論的重大事件，儘管兩地社群對

                                                   
10 楊照（2012.1.31）。「他們讀蔡英文敗選感言流淚了」。楊照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mclee632008/article?mid=7211  

http://tw.myblog.yahoo.com/mclee632008/article?mid=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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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討論焦點不一定相同，但透過社交媒體上不同意見的流傳與對話，有可能開啟兩地社群

更多的瞭解與互動。 

四、尋找不同語言社群中的重要連結者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整體 2.8 萬筆 tweets 當中，透過電腦程式處理後分離出發送 tweets 的使

用者，一共收集到 9416 個不重複的使用者帳號。然而，如何從不同語言社群中找出重要的連

結者，則是研究者接下來面臨的分析難題，因此研究者分別用二種方式在眾多的參與者中，過

濾出代表性的使用者，一是依照使用者的追隨者人數，二是依照社交網絡分析，找出在台灣總

統大選期間社交媒體浮現社群中的重要連結者（power users）。 

1. 依追隨者人數找出具代表性的使用者 11 

研究者以使用者的追隨者（followers）人數做為篩選關鍵使用者的判斷依據：在本團隊所

收集到的 9,416 個發文者帳號當中，選擇擁有 followers 人數最高的前 300 名使用者，去除對於

台灣選舉發言頻率在 3 次以下的使用者，剩下 126 位使用者；再由研究者根據實際參與 Twitter
華人社群的觀察經驗，從中找出幾位在台灣、中國 Twitter 社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使用者，這些

擁有上千名或萬名 followers 的代表性使用者，他們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的相關發言、討論內

容或轉推文章，最容易被華文社群的其他使用者所接收、回應、再傳播（retweet），像是他們

自身的 followers，以及由這些 followers 再轉推出去 tweets，因此我們認為這些人是中文 Twitter
社群中對於總統大選發言或討論的代表性使用者（參見表三）。 

表三：兩岸三地參與總統大選討論的代表性Twitter使用者 12 
使用者帳號 真實姓名或網路暱稱 發言次數 Followers 所屬社群 

aiww 艾未未 11 123028 CN 

wenyunchao 北風(溫云超) 37 52889 CN,HK 

mranti 安替 31 47864 CN 

zuola 佐拉 9 35148 CN,TW 

mozhixu 莫之許 9 34676 CN 

TW_nextmedia 台灣蘋果日報 5 29613 媒體機構 

mikalinc 中國苿莉花革命 3 27488 CN 

Dwchinese 德國之聲中文新聞 7 25254 媒體機構 

tufuwugan 超級低級屠夫 6 23592 CN 

pufei 普飛 5 23478 CN 

                                                   
11 研究者最初以 tweets 發言頻率做為篩選出關鍵使用者的方式無效，以所收集到用戶帳號中發送 tweets 的頻率

來看，發送次數最多的使用者是@twlatestnews，在資料收集期間（約 23 天）一共發送 1019 tweets，平均一天發

送 44 則 tweeets，不符合一般人的使用情況，實際檢視該帳號為「台灣新聞」（https://twitter.com/#!/twlatestnews），
它是透過機器自動聚合發送有關台灣的新聞。經人工檢視發送 tweets 頻率最高的幾個帳號，幾乎都是自動聚合轉

發新聞報導，鮮少有實際雙向互動的討論情況，因而不適合做為本文分析 Twitter 社群討論的目標對象。 
12本表所列使用者的 followers 人數及暱稱等相關資料來自 2012 年 3 月的 Twitter 網站的使用者個人檔案頁面，而

使用者所屬社群為研究者觀察其參與討論及所屬地區而所標示，並不等同於使用者自身的認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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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taiwan 台灣幹得好新聞社 6 21339 TW 

thecarol 凱洛 8 19134 TW 

wurenhua 吳仁華 10 17922 CN,US  

VOAChinese 美國之音中文版 11 16631 媒體機構 

RFAChinese 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版 7 14890 媒體機構 

PresidentMa19 馬英九 4 14226 TW 

bestguy 李全興（老查） 3 3808 TW 

Portnoy 鄭國威 10 2943 TW 

xdite 鄭伊廷 3 2768 TW 

chensumi 米果 6 2581 TW 

iingwen 蔡英文 5 2235 TW 

aboutfish 關魚 20 1901 TW 

根據前述篩選依據所得的結果如表三所示，我們發現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積極發言的華人

代表性使用者，包括在中國 Twitter 社群中活躍的藝術家艾未未（他是華人 Twitter 社群擁有最

多 followers 的使用者之一，追隨者人數達 12 萬人），在大選期間發言 11 次；媒體人北風（溫

云超）、安替（這二位是出身中國大陸、目前在香港或海外工作的新聞工作者），發言次數分

別為 37、31 次，對於台灣選舉的過程及結果都積極表達其評論意見；佐拉（因結婚定居台灣

的中國部落客）則由中國人的觀點近距離觀察台灣選舉。至於台灣的在地社群，則由知名的部

落客凱洛、鄭國威、米果，將台灣社群的觀點向其他華人社群傳播。 

在上表當中的關鍵使用者當然包括了二位主要候選人馬英九及蔡英文的 Twitter 官方帳號，

有趣的是，研究者發現馬英九總統的官方 Twitter 帳號（https://twitter.com/PresidentMa19），

有上萬名追隨著，卻沒有任何追隨任何一個 Twitter 帳號（following 0），這表示馬總統及其幕

僚僅將 Twitter 視為一個發佈消息的管道，而非雙向互動的溝通工具，這在世界各國領袖的

Twitter 帳號中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除了上述具有眾多追隨者的個人用戶之外，新聞媒體機構帳號在總統大選期間也扮演重要

角色，包括台灣蘋果日報、德國之聲中文新聞、美國之音中文版、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版，它們

透過 Twitter 帳號向廣大讀者發佈最新消息，因此在 Twitter 華文圈也具有一定影響力，有上萬

名網友會追隨這些帳號並轉發他們的新聞。可惜的是除了台灣蘋果日報為本地媒體之外，其餘

媒體機構帳號皆為外國媒體之中文版新聞，顯示國內多數媒體尚未充分運用社交媒體的即時性，

作為新聞發佈的管道。 

此外，「中國苿莉花革命」、「台灣幹得好新聞社」則是分屬於中國及台灣的非個人帳號，

可能為多人共同持有之帳號，「中國苿莉花革命」帳號關心中國的民主與維權行動，「台灣幹

得好新聞社」（https://twitter.com/gjtaiwan）則是由台灣網友設立的共同帳號，用新聞體例方式

發送嘲諷台灣時事的消息或評論，當時約有 2 萬名追隨者。 

2. 在不同語言社群中找出社交網絡的高連結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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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交媒體的關注者人數多寡不等於影響力大小，因為有些 Twitter 用戶的 followers
數目雖多，使用者與其追隨者之間不見得會有對話、轉發等實質互動，因此每個節點所擁有的

連結數多寡與互動頻率才是關鍵。 

Hartley（2012）指出，人們在社交媒體中的交友行為遵循著冪律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13多數使用者的連結節點（關注者與被關注者人數的總合）通常只有幾百個人，

只有極少數使用者擁有上萬個連結節點，前者指的是一般使用者，後者通常是名人、生產者（如：

記者）、各領域的代表人物等，而一個新的節點加入網絡時會傾向連結那些具有高連結度的節

點，所以新的使用者剛加入社交媒體時，也會傾向連結自己所關注領域的高連結度節點。 

因此，在所收集到的 9416 個帳號中，研究者如何找出高連結度的網絡節點使用者便是接

下來的分析挑戰。研究者假設，能使用不同語言發送或轉發推文的使用者，扮演的是在不同語

言社群中訊息傳遞的橋樑角色，為了瞭解這群人在整體使用社群中所佔比例，我們根據使用者

在總統大選期間是否發送過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 tweets 為依據，計算使用者屬於單一社

群或是橫跨二個以上社群，所得的資料結果如下表四。 

                       表四：不同語言社群的重疊度與人數比率 
 Community ZH-TW 

tweets 
ZH  
tweets 

JA 
tweets 

Users 
 

佔整體使用者

的比率 
該社群的描述 

1 TW  V   3088 32.80% 只用繁體中文之台灣社群 

2 CN  V  1877 19.93% 只用簡體中文之大陸社群 

3 JA   V 4994 53.04% 日文使用社群 

4 TW & CN  V V  498 5.29% 活躍兩岸的菁英 

5 TW & JA V  V 156 1.66% 台灣通日文者 

6 CN & JA  V V 65 0.69% 中國通日文者 

7 TW & CN& JA V V V 34 0.36% 精通三地社群的語言 

8 Other    314 3.33% 英語等其他語系使用者 

 總數 9416   

   根據上表結果發現，橫跨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等二個以上語言社群的使用者共有 753
人，佔整體比例的 8%（表四第 4,5,6,7 項），他們是讓總統大選訊息在兩岸三地或日文圈流通

的關鍵角色。其中，同時使用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的人數為 532 人（5.65%）（表四第,7 項），

這群人是活躍兩岸的菁英，可能因為工作、求學、通婚等不同因素經常往來兩岸三地，他們經

常能從一地觀點來評論另一地的事件，扮演某種意見領袖或訊息傳遞的角色。上述比例符合網

絡的冪律分佈原則，這些少數人是訊息在不同語言圈流傳的重要連結者。 

                                                   

13 冪律分佈（power-law distribution）在網路世界的應用，最為大眾所熟知的是長尾理論或 80-20%的法則，像是

20%的消費者貢獻了 80%的營收，在社交媒體上的狀況也相同，意指社交媒體當中的上億使用者，只有極少數使

用者擁有上百萬的關注人數，多數使用者的關注者或被關注者通常只有幾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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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進一步以網絡分析視覺化工具Gephi，對於 2013 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在Twitter上參與

討論的使用者進行社交網絡分析，14以撈取的所有tweets為資料群組，建立發文者與對話者的

社交網絡關係圖如下圖十二。15 

  

                                                   
14 Gephi（https://gephi.org/）是目前最常用於社交媒體的網絡分析與視覺化工具之一，最早由 M. Bastian, S. 
Heymann, M. Jacomy 等人在 2009 年開發出來，由於它是開放軟體服務，不僅可供使用者免費下載，使用者也可

根據不同需求自行開發相關的外掛程式，並且提供給其他的 Gephi 使用者利用，目前 Gephi 上有眾多使用社群開

發的外掛程式供研究者選用（Bastian, Heymann, & Jacomy, 2009）。 
15 社交媒體資料網絡分析的基本邏輯為，假使一則推文屬於 RT 或 @reply，則可建立為發文者與對話者具有一

筆關係(edge)，如：發文者 user1 發送推文「@user2 馬英九勝選」，這樣 user1- user2 就建立為一筆關係，或是

user3 看到上述推文加以轉發(Retweet, RT)，則結果是 user3: 「RT@user1@user2 馬英九勝選」，則「user3-user1-user2」
又算是一筆關係，以此類推。研究者在所有的 2.8 萬筆 tweets 中，篩選出 RT 或@reply 類型的推文，總共有 5655 
個 Node，以 Edge 數 5 以上過濾後，還有 783 個 Node（13.85%），所繪出的網絡分析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2012 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的 Twitter 社群的社交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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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中可以發現有一獨立的網絡在左下角，並以 Kaokaokaokao 為核心，這名使用者為

福島香織（https://twitter.com/kaokaokaokao），以日文為主要發表語言，根據她的個人檔案與

維基百科資料，她自述為新聞記者、中國問題觀察家，曾擔任日本產經新聞駐中國總局記者、

常駐北京，也曾擔任過產經新聞駐香港支局長，她於 2009 年退出產經新聞，成為獨立記者及

專欄作家，目前 Twitter 上約有共有 32000 名追蹤者。 

出現在這個網絡群組中的其他顯著節點還有 Asahi-shinsen:（朝日新聞中文網）、NHK_news
（NHK 新聞台）等日本主要的新聞機構。透過網絡分析可以證實本文先前的推論：我們撈取

的 tweets 中有大量日文，主要來自 Twitter 圈的日文使用者，當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後，日

本新聞媒體的報導透過 Twitter 帳號發送，其他日文使用者再轉發這些推文。 

因此，左下角形成一個獨立於整體網絡關係之外的日文使用者網絡，在這個網絡當中，日

本新聞機構或記者帳號是重要節點，顯示日文使用者之間並未直接針對台灣大選進行討論，而

是透過新聞報導來關注此一事件。此外，從圖中看來，這個日文網絡與華人社群網絡沒有太多

密切的交流互動，而是因為日文報導中顯示總統候選人姓名的漢語，才使這些日文 tweets 被研

究者撈取到。 

除了日文社群的網絡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左方較小的網絡是台灣的 Twitter 使用者社群，

以 gjtaiwan（台灣幹得好新聞社）、aboutfish（關魚，台灣好新聞電子報總編輯）為核心節點；

中間及下方的幾個網絡都屬於中國大陸社群，包含 mranti（中國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安替，目前

人在美國）、wenyunchao（中國新聞工作者溫云超，當時人在香港《陽光時務》工作）、aiww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這些顯著的節點都是經常在 Twitter 發表意見的重要使用者，他們的

意見會被許多人轉發，他們也經常在 Twitter 上與其他網友互動對話。 

進一步對照表三與圖十二來看，可發現同時出現在兩種分析當中的重要使用者皆屬於個人

使用者，他們的追隨者人數眾多，且經常與他人對話互動，所以才會成為網絡分析中的高度連

結者。至於新聞機構帳號雖然經常發送相關訊息，但不會是使用者密集對話的互動對象，而兩

位主要候選人（馬英九@presidentma19、蔡英文@iingwen）所發出的訊息雖然被很多人轉發，

但因為鮮少與其他使用者互動回應，所以betweenness centrality並不高，在網絡中的節點大小並

不顯著。16 

然而，不像日文社群網絡獨立於整體網絡之外，台灣及中國大陸的 Twitter 社群在圖中雖

可辨識為不同的網絡，但當中有綿密的連結互動關係，由此彰顯了台灣社群與大陸社群之間有

密切的互動關係，這也是我們要持續深入探索的目的。 

 

                                                   
16我們使用 Gephi 的繪圖原則：節點大小是根據 betweenness centrality（同時計算接收和回應 reply 次數），節點

越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越高，也代表該節點扮演中心連結或資訊中介者的角色，節點的顏色深淺是根據

indegree 與 outdegree 愈多，則顏色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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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研究透過關鍵字收集 Twitter 上有關 2012 台灣總統大選的相關討論推文，共有 2.8 萬筆

tweets，主要使用語系的前三名：最多的是繁體中文（13,646 tweets，49%）；其次為日文（9,548 
tweets, 36%），第三為簡體中文的（4,342 tweets, 16%）。本文主要目的便是在探討這三種主

要語言社群有那些不同的傳播模式，研究發現即便像 Twitter 全球社交媒體，使用者的傳播模

式仍受到在地脈絡的影響，以台灣總統大選的個案來看，在地脈絡的面向至少包括：使用者與

事件位置的鄰近性、使用者與社群關係的緊密程度。 

一、使用者社群與事件位置的鄰近性 

本研究發現，做為台灣總統大選事件的在地社群，Twitter 的台灣使用者從選前到選舉當

天，所採取的言語行動都是「實質討論」，因為大選結果的高度不確定性，引起眾多參與者關

注，使用者每天發送二到三則推文相互討論，但在選後，由於結果底定，很難再引起多數群眾

的興趣，參與討論人數及發文量在選後二天即快速下滑到平日的水準。 

其次為鄰近性中等的中國大陸社群，在選前到選舉當天的傳播模式產生動態改變，選前主

要是少數使用者透過每日轉發一、二則推文表達「關心」，到選舉結果出爐當天，則有大量使

用者加入對話討論，每人日均發文量由選前的 1.46 到選舉當天的 1.98，大幅增加 36%，顯示

中國大陸 Twitter 社群的傳播模式從選前的「關心轉發」轉變到到選舉當天的「實質討論」。  

至於鄰近性最遠的日文社群，發文數量及參與人數高度集中在選舉當天，顯示日文社群不

參與討論，但關心選舉結果，因而在大選結果出爐當天會轉發一則新聞快訊，且從網絡分析的

結果來看（圖十二），相較於繁體中文或簡體中文社群的網絡重要節點皆為 Twitter 上著名的

意見領域或部落格，日文社群網絡中的主要節點則是新聞機構或記者，這意謂日文使用者對於

台灣選舉事務不熟悉，無法進行直接討論對話，必須透過媒體機構的新聞或專家評論才能瞭解

此事對於日本的影響性，因而日文使用者在總統大選期間的傳播模式屬於「訊息告知」。 

二、再思考社交媒體之「社群」（community）概念 

本文在先前分析將社交媒體中使用相同語言討論的使用者，視為同一社群，如：繁體中文

社群、簡體中文社群、日文社群等，但若仔細區分，可以發現社交媒體當中至少有三種不同組

成方式所構成的社群： 

第一種社群是指同一時間在社交媒體上針對相同事件進行討論的人，例如：本研究所收集

的全體發文者。由於即時性電子媒體的發達，眾多群眾可以即時觀看同一則事件的進展，並同

時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評論，他們之間也許會有短暫的交會討論，例如：在同一則蔡英文敗

選演說的 Youtube 影片下發表意見，但不會有太多討論，甚至互不相識，這一類社群類似黃厚

銘所稱的「群聚（mob-lity）」，他們透過同一事件聚在一起討論起鬨，達到共感共應的效果，

但彼此之間缺乏長久的凝聚力，在事件結束後，立即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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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由 RT 與@reply tweets 的交互關係所構成的訊息流動社群，它是由一些高連結度

節點及其眾多追隨者所構成的網絡，這些追隨者會轉發這些高連結度節點（名人、記者、意見

領袖、新聞機構帳號）所發的推文，構成一個訊息快速流傳的網絡關係，但在這個網絡中的成

員不見得會相互關注，許多是單向關注，即一般粉絲轉發名人的推文，但名人未必會關注這些

粉絲，例如：圖十二即為 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的訊息流動網絡，可以看見名人、新聞機

構是網絡中的重要節點。 

第三種是由@reply tweets構成的對話社群，這類社群的特徵是規模較小，但成員彼此認識，

相互關注率高，使用者經常會對話討論，也就是在tweets中會以@user方式指定對話的對象，

但他們之間不見得是立場一致，有時是兩派陣營相互對戰，但是彼此對話討論或採取集體行動

的頻率極高，例如：在社交媒體上共同發起事件，由少數成員集體協作貢獻內容，並號召其他

人以不同方式來參與事件。許多中國大陸的Twitter使用者便是如此，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起集

體聲援行動，例如：集體捐款給艾未未繳交政府要求的不當稅金、集體以戴墨鏡的個人圖像突

顯對於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支持。17 

上述這三種社群的凝聚力由低至高、連結的人數由多到少。在社交媒體的各類型事件中，

我們可發現這三種類型的社群同時存在，因此很難用單一定義判斷何種才算是社交媒體中的社

群。這三種社群之間也是流動的，人們隨時可能從一種社群參與形式轉換為另一種，例如：在

莫拉克風災期間形成的災情網站，變是結合這三種形式社群的集體力量所致（鄭宇君，2012）。 

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社交媒體串連起數百萬人的超大網絡所具有的潛能，它可以讓一個

事件瞬間湧入上萬人的關注，形成一個浮現的社群對事件產生具體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希望持

續透過不同重大事件的個案研究，探討社交媒體中各種形式的浮現社群，以瞭解並探索當代社

交媒體對於形塑集體力量的潛能與限制。 

三、研究侷限： 

本研究做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初探性嘗試，仍有許多未竟之處，但是希望這樣的嘗試能幫助

我們瞭解社交媒體鉅量資料分析的可行性及其侷限。本文僅先就不同語言社群發送推文的數量

及人數，在時間面向的動態變化進行探討，未來將進一步分析兩岸三地華人社群的 tweets 的實

質內容，以瞭解不同社群對於個別候選人的討論內涵。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建立社交媒體鉅量資料分析研究的幾種可能指標及其代表的意涵，

像是本文中所提及的每人每日平均發文量，以及計算整體推文中，原始推文（original tweets）、
轉推（retweets）、回應推文（@reply tweets）的比例，並且希望進一步分析使用者的類型與

發言模式，這些都是目前社交媒體研究仍有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17 根據香港知名記者閭丘露薇的觀察指出，Twitter 在中國大陸雖然被屏蔽，但應該有十多萬用戶翻牆使用，對

於中國大陸的推友來說，除了線上討論，他們更是從 Twitter 虛擬空間走向現實生活，透過實際到現場圍觀方式

來參與公共事件（閭丘露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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