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七期 
2008年10月 頁45-81 

 ‧45‧ 

一般論文

 
 

網際網路公共領域角色的反思： 
以東海劈腿事件與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為例* 

 
劉慧雯** 

 

 

投稿日期：2007 年 12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08 年 7 月 16 日。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數碼傳播與社會轉型：中華社會及其他地區之經驗」研討

會，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中心 2006.12.15-17。本文為作者國科

會計畫部分研究成果，計畫名稱：「反對運動中的電腦中介科技—在現象學場

域中討論科技的意義」；計畫編號：NSC 95-2412-H-239-001，執行期間：95 年

8 月 1 日至 96 年 9 月 30 日。 
** 作者劉慧雯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moskito@mail2000.com.tw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七期  2008 年 10 月 

 ‧46‧ 

《摘要》 

自網際網路普及以來，對於網際網路取代傳統大眾傳播媒

體，成為公共領域的談法就經常出現。傳統上理解網際網路的

公共領域功能，主要著眼於網路進入門檻低，篇幅無限制，所

有人皆可暢所欲言。網路本身的技術性質保障了其作為新一代

公共領域的特殊地位。 

然而我們若以現象學所提示的「存而不論」方法，將人們

希望網路達成的公共領域功能，與實際上網路如何發揮公共領

域角色兩者區分開來，就可以發現，網際網路的公共領域角

色，顯現了多重意涵。 

本文以「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以及「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

件」兩個實例，說明網際網路之所以能夠扮演公共領域這個角

色，其實受到能見度極大的影響。這兩案例的分析將顯示網際

網路扮演公共領域角色的過程。 

 

 

 

 

 

 

關鍵字：網際網路、公共領域、現象學、「存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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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網際網路與公共領域 

1990 年代，網際網路在歷經二十年溝通技術整合與發展，以及圖

形化介面成就使用者友善的環境後，成為地球村成員在跨越千禧年之

際，最重要的溝通與訊息傳輸工具。每個領域的全球化論述，為網際網

路的能力做了各式各樣的闡述（如：Beck, 1992; Castells, 1996∕夏鑄

九、王志弘等（校譯），2000; Castells, 1997∕夏鑄九、黃麗玲等譯，

2002; Castells, 2000 ∕ 夏 鑄 九 、 黃 慧 琦 等 譯 ， 2001; Levinson, 1999

等），已經無人能否認網際網路在模塑新興社會模態中的指標地位。 

當此之際，人類對溝通科技所抱持的民主懷想，卻並未隨著科技代

代替換而稍減。從 Habermas（1990∕曹衛東等譯，2002）對「公共領

域」的歷史說明來看，自新聞紙在十六世紀因應海上貿易的興起而在港

口出現起算起，對公共領域的討論依著報紙、廣播、電視到網際網路等

各類溝通器械，開展出一條看來是柳暗花明又一村的路徑。每當一個媒

體因「使用不當」失去公共意涵時，新的媒體便被賦予擔任公共領域的

重責大任。在 Habermas 的分析中，新聞紙在十六世紀的出現，揭示了

「閱讀報紙的群體」與國家形成的對立關係，因而造就了公共權力的抽

象對立面。接著，1980 年代創造收視熱潮，以電視為首的大眾傳播體

系，被 Webster（1995∕馮建三譯，1999）說成是眾人得以集結，並監

督當代國家的輿論活動。然後，電視因為被全球化資本所壟斷，不再因

為科技本身的中立性格，而帶著清純可人氣息的性質，於是遭我們將之

從公共領域名單中除名。網際網路此時的出現，便承接了溝通媒體（

media）與公共領域一脈相承的密切關係。 

自此之後，網際網路由於其兼具「媒體」的身份 1，與公共領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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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在一起。透過其技術性質，網際網路被賦予更多期待，透過各領域研

究者未能釐清的無數個超連結，描繪出通往民主自由的終極殿堂。日常

生活或學術界，對於網際網路執行公共領域功能的期待，呈現整體而一

致的趨勢。（如：林靖珠，2003；鄭德之，2001；胡敏琪，2002 等） 

在《公共領域的結構轉型》1990 年再版的序言中，Habermas 為新

時代描繪了歷史中不同形態公共領域的展現。新的讀書會、次文化公共

領域（包括特定階級公共領域或大眾文化）、父權受到的挑戰及其現代

化，以及理想模式必須小心僵硬化等，都是 Habermas 認為自 1962 年以

來，「公共領域」概念所必須面對的時代變遷。於是 Habermas 為三十

年來的變化，提出了結構轉型的觀點修正。 

在 Habermas 的修正之中，我們清楚看見這樣一個社會史的習作，

在面對歷史中漸次呈現的實然時，特別謙虛。由此，本文想討論的是，

若將網際網路視為新的社會現象，那麼，在面對此一新的歷史實然時，

網際網路所扮演的公共領域角色，究竟執行哪些工作？相對於期待，

「公共領域」一詞，在網際網路活動中，表現出什麼樣的面貌內涵？ 

本文的提問前提在於，網際網路實際承擔的公共領域角色如何？一

方面藉文獻回顧整理「網際網路」與「公共領域」的關連模式，另一方

面則以「東海劈腿事件」及「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為例，以現象學

方法所揭示的「懸置」（epoché）2 方法，指出當代網際網路使用，就

其在實然上的展現，如何形塑「公共領域」的實質意義。 

本文緒論將說明研究問題；第二部分則首先整理 Habermas 公共領

域概念在 1990 年代的轉折，然後回顧將「網際網路」以及「公共領

域」聯繫起來的研究傳統，以說明兩者關連起來的一般模式。由第二部

分的說明，本文將還原出「人們意念中的網際網路公共領域角色」，這

也就是對應然的整理。本文第三部分則在懸置了「意念中的網際網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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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領域功能」後，重新由兩個實際案例出發，以說明「公共領域」一詞

在網際網路世界中所呈現的事實樣貌。這兩個案例，正好代表社會事件

在「賽伯空間」與「大眾傳媒空間」中流動的兩個端點。藉此，本文想

說明「網路在『公共領域』概念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所選兩個案

例，是為了反思「做為公共領域的網際網路」這個概念。本文認為，這

個 概念乃出自於邏輯，而非經驗。 3 此時，本文的討論正恰成為

Habermas 在 1990 年所提出的「次文化公共領域」，以及「私領域地位

變化造成公共領域結構轉型的差異」等概念的經驗論述。本文從經驗出

發，正好與 Habermas 著作作為一社會史習作的角度相符合。 

本文第肆節則將為全文論述提出結論。第肆節的結論將說明，本文

為文目的並非檢證 Habermas 理論的正確性，反倒是要回歸社會史，為

1990 年代之後資訊社會中的公共領域結構，提供論述得以憑藉的經驗

事實。 

要先說明的則是，作為一個反思性的研究，本文選取案例並非作為

概括（generalization）的起點，而是要說明在繁雜的網際網路活動中，

網際網路所扮演的公共領域角色可能相當多元。當研究者選擇不同案例

時，自然可對公共領域的內涵在網路上的表現有不同說明；本文兩例是

釋例，提供反省思考的切入點。 

貳、「網際網路」與「公共領域」的關連模式： 

文獻回顧 

網際網路在 1990 年代之後突然崛起，除了技術與經濟問題外，最

常見的討論模組就是將這個新興媒體與 Habermas 意義下的「公共領

域」（public sphere）關連在一起，說明網際網路由於其技術條件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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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溝通工具不同，因而（在理論上）能夠肩負的民主責任。 

本節首先將回顧 Habermas 公共領域概念在他自己手中的轉變，然

後討論應用公共領域概念說明網際網路角色的文獻。本文在此也將建立

經驗研究中所意欲觀察的「公共領域」的概念。 

一、Habermas 的挑戰：公共領域的轉型與多元變化 

Habermas 公共領域的概念，自 1960 年代起，就是聯繫媒體與民主

關係的重要中介概念。一方面，Habermas 在說明資產階級公共領域從

初步確定、政治功能，到政治轉型時，便已說明了「資訊交換」與媒體

是資本主義取代舊的生產方式很重要的因素（Habermas, 1990∕曹衛東

等 譯 ， 2002: 19-20, 87-96, 245-253 ） ； 再 方 面 ， 面 對 科 技 科 學 （

technoscience）自工業革命以來的長足發展，人文理想若無法對科技有

所掌握，就很容易落入單向的科技決定，藉科技器械思索人自身的意義

（Dreyfus, 1993: 96-107），最終甚至導致存有的退卻∕遺忘 4。（Ferry 

& Renaut, 1988/1990: 31-43; Heidegger, 1927: §21, §27, §43） 

科技科學發展的脈絡，以及人文意象試圖在其中發揮作用，使得公

共領域一開始便帶有人文的色彩。Habermas 在《公共領域的結構轉

型》一書中，直接指稱這是一個「社會史著作」（Habermas, 1990∕曹

衛東等譯，2002: xxvi），這個聲明同時也表示，探討公共領域，雖有

建立理論架構的企圖（這畢竟是個「馬克斯韋伯式的」社會史著作，

Ibid: xxv-xxvi），但社會生活的實然面貌，卻是構成此一歷史作品的基

礎。 

也正因如此，當 Habermas 為 1990 年版次寫序言時，雖不改 1960

年代的基本架構，但也對所謂「科學外部的當代經驗語境」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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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指，在理論與科學之外，生活世界中的具體經驗，以及每個時代特

有的話語脈絡，構成了 Habermas 在第二版的依據（foundation）。 

有鑑於此，本文討論焦點，是希望回歸 Habermas 這個回到經驗語

境的精神，對 1990 年代網際網路開展之後，「公共領域」概念在網際

網路上的呈現，有所反省。首先，本文將先討論 Habermas 在第二版序

言中提到的新脈絡，藉由 Habermas 自己的修正，為本文後面的實證研

究，提供「當代經驗語境」在資料收集上的關鍵位置。 

（一）當代經驗語境中的創造想像 

Habermas 為他所說的「科學外部的當代經驗語境」，提供了四個

理解的脈絡。 

首先，Habermas 延續第一版所討論的 18、19 世紀公共領域，繼續

往歷史時間推移，他發現，由於書籍出版的緣故，「閱讀公眾」在私領

域中形成了新的公共交往網絡。（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iv）同時，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下，公共領域也朝向政治化發展。（

Ibid: vi）如此一來，「公共領域」一詞就不再是單數詞。這一點顯示了

雖然現代社會使我們（the mass）整體而一致地隨著大眾傳媒改變流行

文化的方向，但在「創造『平等交往，自由討論，決策依照多數原則』

（Ibid: iv）的空間」的一貫理想上，卻呈現了由不同階級、不同利益乃

至於不同交往網絡形成的複數公共領域。Habermas 也認為，達成共識

是重要的課題。 

Habermas 這樣的延伸稍慢了些。早在 1972 年，Negt 與 Kluge 便

已為文說明布爾喬亞之外的「對反公共性」（counter-publicity: Negt & 

Kluge, 1972/1993: 60）。Habermas 在第一版書中以很長的篇幅（第五、

六兩章）處理新聞媒體在新時代公共領域結構轉型中的地位，Neg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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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uge 則進一步直接將媒體、廣告、公關等這類活動，統稱為「意識工

業」（consciousness industries），而稱其為「假的公共領域」（pseudo-

public sphere, Ibid: 63）。他們認為，倘若不將媒體與公共領域之間的自

然存在的關連打破，就不可能脫離布爾喬亞公共領域的範疇，公共領域

的內涵也就不可能因為涵納人類的各式經驗而多變且具能動性。（Ibid: 

65） 

Negt 與 Kluge 直言，Habermas 意義下的「公共領域」已經變成一

種限定的用法，「代表的是公共領域中的分配脈絡，這使得公共領域

變成一種永恆不變的概念，而且現象形式掩蓋了實際的生產結構。」（

ibid: 66，粗體是原文） 

在這個架構上，本文提出「網際網路上的活動彰顯了甚麼樣的『公

共領域』的內涵」這個研究問題。這一方面是回應 Habermas 對媒體在

公共領域轉型結構中的角色，同時也從 Negt 和 Kluge（1972/1993）所

批判的「假的公共領域」出發，試圖透過經驗資料，來看看資訊時代的

「假」公共領域究竟意指為何，其假如何能亂真。 

另一方面，不論是 Habermas 或者他的馬克斯主義式評論者，雖強

調經驗與歷史變遷的重要性，但仍側重「發言」以及「能動」這兩者。

由此，本文所稱「公共領域」是指「在當代經驗語境中對於發言與能動

的想像與創造」。 

Habermas 為 1990 年版所著序言中，還提到了對次文化公共領域（

或 某 一 階 級 的 公 共 領 域 ） 以 及 大 眾 文 化 的 特 別 重 視 。 有 趣 的 是

Habermas 對這種型態的公共領域，卻自承是一種因為遭到統治的資產

階級公共領域的排擠，所形成的妥協而不太激進的公共領域。（

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vi）在此，Habermas 一邊強調資

產階級公共領域所獨有的在公私之間的交錯與辯證，另一方面，卻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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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了「大眾文化顯然絕不僅僅是背景」。（Ibid: vii）接下來，透過對

當代女權運動挑戰的說明，Habermas 進一步確定了（父權的、資產階

級的）公共領域的排他性質，以及不斷被排擠的「他者」（即，女性）

在歷史進程中，展現的自我轉化潛能。（Ibid: vii） 

由此，文化與反文化、遭排擠者的他者所展現的歷史能動力，成為

1990 年論述「公共領域」時，Habermas 特別去檢討的目標（他的第四

點提醒，一致地提示了公共領域太過僵硬的問題）。 

換言之，本文若要展現當代經驗語境中的公共領域，必須嚴肅面對

過去研究者大量忽略的反文化、遭排擠者，才能在 Habermas 已然更新

反省的脈絡下，提出以當代經驗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這一點，將展現在

本文分析對象的選擇上。 

（二）喪失權力的公共領域 

Habermas 的討論題旨既然是「公共領域的結構轉型」，因此 1990

年面對歷史進程遷移，修正理論框架，便成為說明公共領域轉型的關

鍵。 

Habermas 首先將「交往行動理論」納入討論框架。Habermas 認為

起初的討論夾帶了意識型態批判的特徵，將造成資產階級公共領域的理

想化。這個修正為本文經驗研究的部分，提供了重要的理論基礎：正由

於意識型態批判真正主導了「公共領域」這個概念在 1960 年代發展之

初的主要內涵，使得各種各類媒體工具一從實驗室裡釋放出來，就立刻

透過人文的想像，被賦予破解意識型態的責任。然而，正如 Habermas

所言，「沒有必要在各個時代特有的公共領域結構中去尋求規範」（

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xxvi）。因此，從結構轉型的角度

來看，公共領域不應該是一個泛道德化的詞彙。本文所進行的經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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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正是要透過現象學方法懸置此一道德性，希望取得資訊時代的「公

共領域的操作模式」。這正是本文與其他媒體領域研究公共領域（參見

下文）能夠區隔之處。 

再者，Habermas 透過對整體論的批判，指出民主的價值不在於

「『消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官僚統治體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擋

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預。」（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

2002: xxviii）與此同時，Habermas 因為側重不同生活方式各自擁有的

傳統與利益，因此認為民主生活中重要的討論，將是「（將）市民道德

轉變成民主意見和意願形成的過程」。（Ibid: xxxi）這裡，將時間設定

在網際網路普遍之後，去討論這個形成過程的條件與模式，成為本文的

題旨。 

Habermas 對廣告的說明，指出了公共領域在近代商業模式與組織

機構結合之後，造成的權力喪失。 

隨著個人的新聞寫作向大眾傳媒的轉變，公共領域因私人

利益的注入而發生了改變。……但是，由於公共領域在某種程

度上被用來作商業廣告，作為私有財產所有者的私人也就對作

為公眾的私人產生直接的影響。…… 

……（由於需要）長期銷售戰略，……市場的透明性越來

越差…… 

（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244-247） 

然而，即便說明了大眾傳媒、廣告轉化了公共領域的結構與能力，

但媒介是否直接等同於公共領域，卻並非 Habermas 的論點。弔詭的

是，有許多媒體研究卻經常無條件地借用 Habermas 的概念，直接指陳

報紙（特別是民意論壇版）、電視（特別是有線電視限定在社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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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以及網際網路（特別是留言回應的功能與匿名參與的特色）就

是公共領域（例如：林靖珠，2003、胡敏琪，2002）。Habermas 對大

眾媒體的關注，與他呈現在第一版書中的「意識型態批判傾向」有直接

的關連。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形式的大眾傳媒將私人利益注入到公共領域

中，「致使公共傳媒的批判功能不斷受到侵害」，才引出了「公共領域

政治功能的轉型」──政治與經濟兩個領域徹底地融合在一起。（

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244-249） 

換言之，媒體不是（理想的）公共領域，卻是說明公共領域結構轉

型的一個環節∕表徵。那麼，現在的問題是，作為媒體的溝通工具，諸

如網際網路，在轉型過程中，發揮了甚麼作用？本文試圖以經驗分析資

料來回答這個問題。 

二、網際網路與公共領域的關連模式 

（一）網際網路與民主素養 

Bimber（2001）結合政治理論與資訊科技的談法，是此類討論中非

常典型的一種。對個人來說，足夠的資訊是政治生活的判斷依據，因

此，資訊科技越是能承載完整、多樣、豐富之資訊者，便是越有助於民

主發展的。這個角度考察的是資訊科技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經濟模

型（以成本解釋資訊與政治參與之間的關係。Down, 1957; Aldrich, 

1993）、行為主義模型（個人先判斷付出代價才決定是否參與。Berry, 

1984;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 

Leighley, 1996; Cogler & Loomis, 1998）是談論資訊科技與民主政治最主

要的兩類討論。這類討論多半單向地表現出網際網路提供民主政治所需

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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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網路聯繫於民主」的架構之下，Bimber 其實是對「網路

有助於民主發展」這個說法有所批判的。以 Bimber 的討論來看，這個

模型認為人們總是會尋找與自己原先信念相符的訊息來確認自己的想

法，因此當資訊科技的近用程度越高時，人們就越容易從其中獲得與自

己相似的意見（Bimber, 2001: 58）。 

強調網際網路「提供資訊」的強大功能，凸顯了網際網路在公共生

活中的角色。不過，這個談法首先必須面對閱聽人選擇性暴露的機制，

然後要面對網際網路本身發展的階段時間問題。這裡，我們已看出這個

聯繫所說明的公共領域，其實夾帶了太多忽略與預設。在這些預設中，

「網際網路的公共角色」，很可能是一種理論高度，與生活世界中真正

實踐的活動有落差。 

（二）網際網路與民意製造機 

相對於正向肯認資訊科技（或直言為網際網路）對民主生活的貢

獻，Hurwitz（1999）的看法顯得有些猶豫。Hurwitz（1999）指出，

1990 年 代 開 始 ， 網 際 網 路 在 學 術 圈 （ 「 .edu 」 ） 以 及 軍 事 圈 （

「.mil」）採行，使人們注意到網際網路對於西方民主制度的可能貢

獻。網路空間被想像成一個「電子新疆域」（electronic frontier），在

這個新疆域中，人人思想自由、集會平等，可討論各種議題，並擁有個

別影響力。「網民」（netizen）一詞在 1994 年的出現，成為網路參與

者政治社會身分的新代名詞。透過這種自由、共同的概念，網際網路非

層級式的結構，使得過去政治參與路徑的地理條件限制都被快速、幅員

廣大、花費降低以及全球可達的網際網路打破。人們開始信任網際網路

將帶來民主契機。 

然而 Hurwitz 卻指，網際網路的流行不但不能證成它對民主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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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相對地，網際網路提供的是一個利益團體與遊說組織很容易在其

中製造民意的空間。透過小規模討論區塊、各類電子郵件、線上投票機

制，政治活躍份子很容易從網際網路得到「民意」。Hurwitz 指，在傳

統政治生活中，有一套相對完整的語言、討論程序、表決確認等機制；

但這些在網際網路所製造出的「民意」裡，幾乎完全不存在；Hurwitz

認為，政治活動變成「向電腦諮商」的活動。 

Hurwitz 的談法指出「網際網路上的立即反應」，與民主所需要的

「審慎思考」之間極大的落差，光是這落差，便指明了網際網路科技形

式與公共領域之間的距離。當他進一步將「強大資料儲存能力」與「平

等發言機會」割離開來，等於是確定了網路科技不可直接等同於公共領

域交流平台。 

這個談法為本文提供了問題的切入點：人們經驗中的網際網路活

動，確實與公共領域理論有著落差。 

（三）網際網路之意義是人們意圖的展現 

Hurwitz 的說法在 Webster（1995∕馮建三譯，1999）那邊也曾出

現過。 

Webster 引用 Habermas 對公共領域的談論指出，當資本主義全面

佔據資訊內容時，我們便不得不注意網際網路上的各種言論，這是一種

說服化的傾向。當我們對網際網路所承載的大量訊息投以愛慕眼光時，

我們其實是看向網際網路的技術性質，而未能看出公共領域在技術條件

中的呈顯樣貌。這也就是說，是我們對技術特質的延伸，為我們指出了

網際網路具有公共領域性格這件事。 

Dahlberg（2001）對電馭空間（cyberspace）的說明，明確凸顯了

是我們的「意圖」（intention）5 為「網際網路-公共領域」這組關連，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七期  2008 年 10 月 

 ‧58‧ 

創造了完美的預設條件。 

Dahlberg 說，有關民主議題的討論指示出網際網路只是民主完成的

途徑（via），而不是民主本身。在 Dahlberg 的分類之下，前述 Bimber

與 Hurwitz 等人的網際網路民主研究，充其量只是「自由個人主義式」

（liberal individualism）的民主，這種民主模式最重視的是個人獲取資

訊的自由與範圍。Dahlberg 卻批評這是一種將公民「消費者化」的民主

模式，而且認為既然將公民消費者化，就難免受到私有化的內容供應者

的影響，當然也就會有 Hurwitz 所批評的「製造意見」的情況發生。 

相 對 於 此 ， Dahlberg 認 為 「 審 議 式 民 主 」 （ deliberative 

democracy），較能凸顯網際網路對民主參與的積極影響力。Dahlberg

明確指出，審議式民主不同於自由個人主義民主，它強調「政治互

動」，所謂「民主」應該是指將私領域中的個人，透過強而有力的民主

對談，轉變為主動的公民；因此，應該要著重新媒介「組織、提供會談

（meeting）的能力」。如此，網際網路作為工具，其核心價值不是容

納大量訊息的記憶空間，而是組成群集會談的互動功能。「互為主體

性 」 （ intersubjectivity ） 因 而 才 是 民 主 所 賴 以 奠 基 者 （ Dahlberg, 

2001:168）。 

網際網路雖保有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相當不同的技術條件，但要能

與公共領域聯繫起來，關鍵其實在於「意圖」。也正因為如此「意圖」

轉介的重要性，所以即使我們在社區中裝置公用電腦，但只要個人沒有

感覺到自己有使用的自由與需要，這種設置就等於無意義（Selwyn, 

2004: 346）。 

於是，同樣的經驗問題再度出現：到底在網際網路上的活動∕互動

的實際樣態究竟如何？ 

銜接網際網路與 Habermas 公共領域的討論多不勝數，中英文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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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Poster, 1995; Heng & de Moor, 2003；胡敏琪，2002；林靖珠，

2003 等），而且集中火力在討論網際網路是否有可能實踐 Habermas 公

共領域。透過典範問題的設定，公共論壇、民意論壇以及各式網際網路

討論區、發言區、留言版乃至於連署等機制，便成為研究者的主要觀察

對象。 

Habermas 的分析隨著歷史開展，到了 1726 年 Bolinbrooke 開辦的

《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成為反對派的長期時事論壇，

大眾傳播媒體才獨立於人，成為「公共領域」的新內涵。 

這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在此之前，所謂「公共領域」，必定由人組

成，不管是封建貴族或國際貿易商，是人的活動開展出一個有別於政府

與家庭的「公共」範疇。但到了《紳士雜誌》，媒體在自己所具有的版

面空間、發行範圍等意義下，獨立於參與者，成為我們論述公共領域的

對象。也是此時，當代討論網際網路能否實踐公共領域的討論，取得了

他們與 Habermas 的聯繫。6 但弔詭的是，既然 Habermas 已經賦予媒體

獨立於參與者（人）的公共領域地位，為何有關網際網路公共領域性格

的討論，仍要大量參考留言版、討論區的發言內容？是否，參與者對某

種媒體器械的「應用」才使之成為「公共領域」？從文獻回顧看來，對

網際網路的討論，將公共領域其實是直接附著在機器裝置上。 

由此，公共領域與網際網路的關係，從技術本身所揭示的近用特

質，到大眾社會化之後使用模式（創造民意），轉向了「究竟我們想要

網際網路是什麼」的意向討論。這個轉折顯示，想要考察「網際網路」

與「公共領域」的關連，必須從具體事例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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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劈腿與新聞自由：兩個例子的啟發 

本文以「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網路」以及「鴻海打壓新聞自由」

兩事件作為分析案例。 

〈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網路〉是《中國時報》2005 年 3 月 2 日

的頭版頭條新聞標題；《中國時報》記者陳洛薇引用台大 BBS 站 PTT

上一篇「黑特文」（hate article），將東海大學一位男研究生對女友的

抱怨寫成了新聞。接著，《中國時報》編務會議在當天眾多國際與政治

要聞中，挑選這則八卦，成為當天頭版頭條。在後續一週內，網際網路

與大眾媒體上大規模湧出對該事件的各層面報導；PPT 參與者稱之為

「新二二八時報殺人事件」（http://webbbs.yzu.edu.tw/show.php?type= 

post&board=ReadPeople&pageno=2724）。〈鴻海打壓新聞自由〉則是

臺灣記者協會協助《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對抗鴻海精密集團對其執行

假扣押，進而以製造「孤狗炸彈」（google bomb，http://zh.wikipedia. 

org/w/index.php?title=Google%E7%82%B8%E5%BC%B9&variant=zh-tw 

），在網路世界中抗議鴻海打壓新聞自由。曾參與孤狗炸彈的網路寫手

阿 孝 稱 「 Google 為我舉牌，長期抗議報閥」。 7 （http://ashaw.org/ 

2005/04/google.html） 

「東海」事件肇始於網際網路參與者的貼文，後來因報紙記者的報

導（以及報社層層編輯的選擇），成為廣受討論的事件；「鴻海」則正

反過來，是報紙記者在線下生活中的遭遇，以網際網路技術手段尋求解

決。在這兩個對比的例子中，暗示出網際網路議題在大眾媒體上的「能

見度」才是說明網際網路公共領域不同樣貌的關鍵。 

雖然這兩個例子在事件重要性、意義顯著性、討論篇幅等方面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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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距，但不約而同地展示出，當網際網路在發揮其接受各方意見、

以產生能動力為目標的公共領域功能時，似乎仍無法脫離大眾傳播媒體

的牽繫。藉由這兩個例子，本文想說明的是，網際網路若能發揮公共領

域角色，並非如過往研究者所言，是一種基於其技術性質的必然。相反

地，網際網路從來就未曾脫離大眾媒體環伺的社會環境，不管對網路使

用者、大眾媒體使用者，或者任何一種閱聽人來說，這兩者之間的關

係，根本不是由論述所建立起來的，而毋寧是一種在經驗中不證自明的

狀態。每一位閱聽人，在其生活場景中，可以自由地在這兩種媒介中穿

梭；這跟網路的技術特徵，不一定有直接的關連。 

也就是說，本文選擇這兩個案例，是要反省「透過網路技術特徵指

向網路公共領域功能」這個說法的必然性。 

值得說明的是，本文討論兩個案例，雖並非在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

蒐集資料，但網際網路上的強大搜尋引擎「Google」號稱「所有翻閱過

的網頁都可以找得到」，因此與一般媒體內容研究很不同的是，如果我

們循此技術上的可能性進行研究，幾乎可說不會有時間上的落差。尤其

是，本研究蒐集兩個案例，從未發生「找不到網頁」的情況。依照

「Google」的搜尋模式，以及「ie」對網頁連結成功的要求，這也等於

證明了網路研究在「時間」這個向度上的特殊性。 

（一）東海事件：大眾媒體拉抬下的公共領域 

東海大學劈腿事件起因於 2005 年 2 月 28 日，一名暱稱為 apions

的網路參與者，在 BBS 站 PTT 上的「黑特版」（hate）上，貼文指責

女友「腳踏兩條船」（「劈腿」），甚至與其他男子發生性行為的事

件。文章貼出後，PTT 上的 BBS 參與者，俗稱「鄉民」，出現四處搜

尋男女主角姓名、照片等資料的行為。張貼文章的 apions 在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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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點左右張貼第一篇文章摘指女友劈腿；但不到一小時，apions 驚

覺閱讀此文的網友人數是平日在站上瀏覽人數的十倍（由平日的四、五

百人暴增到四、五千人）；在網友的提醒下，apions 發現這事件很有可

能被平日潛伏於 BBS 的大眾媒體記者拿去大做文章。當日下午六點，

apions 張貼第二篇文章，指第一篇文章完全出於他的杜撰，並向網友道

歉。3 月 1 日凌晨，apions 要求版主封版清文章，以免「上報或上新

聞」，沒想到「隔天……記者甚至前去學校採訪這個事件」。至此，東

海劈腿事件，在人數上的確已經引起 BBS 使用社群的注意，8 但人數約

在萬人之譜。 

3 月 2 日，長期潛伏在 PTT 上的《中國時報》記者陳洛薇將這則純

屬網友情緒發洩的文章 9 寫成新聞稿，並通過該報層層編輯會議，一路

過關斬將，成為當日《中國時報》的頭版頭條，標題下的是「東海大學

劈腿事件喧騰網路」。於此之後，包括東森新聞、《聯合報》在內等廣

電與平面媒體，陸續以該貼文為中心，大規模製作新聞特輯。大眾傳播

媒體（包括廣電與報紙）在這個事件中，創造出多種議題。10 經由大眾

傳播媒體的報導，閱讀此事（並且以「頭版頭條」方式面對此事）的

人，至少有《中國時報》所號稱的八十萬發行量∕人數。這個數字，已

非 BBS 藍爆所能顯示。 

自 3 月 2 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起，「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佔據

大眾傳播媒體版面長達一週，《中國時報》與《聯合報》兩大報之間為

新聞倫理引發的互相叫罵，簡直比連續劇還具可看性。從今天遺留的資

料來看，真正使得「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起來的，其實是《中國時

報》的報導。「東海事件」的討論規模，主要的能量在於傳統大眾傳播

媒體的報導。也因此，匿名為 taicomjp 的網友才會在該文後的討論說

「ptt 出名了  有的新聞還講 ptt 是目前 bbs 第一大站喔…好像在幫 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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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廣告…ptt 這次應該提升了不少知名度」。 

在「東海劈腿事件」中，網際網路被 BBS 鄉民說明為具有特殊言

論規範的空間（wuliaude，http://reset.dynalias.org/blog/2005/03/post_203. 

html）；wuliaude 的說法相當典型。網友鄉民們認為，BBS 不是一個缺

乏規範的言論空間，相反地，為了保持 BBS 做為言論空間對言論自由

的保護，網友鄉民創造出像是「黑特版」這樣的機制，將過度的情緒豢

養在一定的範疇中，以保障其他範疇不受不理性言論的影響。這個空間

被說明為公共領域，其彰顯的特質就在無顧忌地發表。 

考察東海劈腿事件中 BBS 參與者對自我的說明，可以領會出公共

領域此刻的意義。 

首先，對於 BBS「言論形式」的討論，彰顯了網際網路參與者對

「公共領域」黏著在這個器械上時的想像。本文先前提過的 wuliaude

的談法相當典型。wuliaude 認為，立基於學生社群與學術教育網路的

BBS 站，在言論自由度、參與者階層關係以及受影響程度三方面，表

現出屬於 BBS 的言論特色。11 開放接納眾人參與（降低參與者門

檻）、容納高度歧異的言論、以及不受政治商業利益影響，成為表述這

個空間之「公共領域」性格最重要的說明。這與 Habermas 論述 1800 年

前後出版品大量出現，創造有別於國家與私人領域的言論空間，有些許

相似：BBS 似乎是開啟了討論的平台，參與的空間。 

在東海劈腿事件中，《中國時報》記者陳洛薇在新聞見報當天起，

便接到大量騷擾與要求道歉的電話或電子留言，逼使她在第二天貼出個

人聲明，警告「……不斷轉寄、騷擾、漫（謾）罵（原作者寫錯字）與

不實指控我（陳洛薇）的『網友』……」（參見 http://www.socialforce, 

org/phpBB/post_248327.html，「網友」二字是本文所強調）。顯然，這

些騷擾多半來自網際網路。而網際網路對大眾媒體的指責，則又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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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陳洛薇不懂黑特版特有網路文化，不了解網際網路上對言論尺度的

尊重，擅自擷取留言寫成報導，是對網際網路發言的不尊重。很明顯地

東海劈腿事件中 BBS 參與者對大眾傳播媒體記者的批評，集中在

「BBS 做為一種特殊文化形態，而記者不尊重此文化的內涵」的論述

上。PTT 鄉民的指責，是陳洛薇對論壇文化不熟悉，以及對此公共領

域的不尊重。 

不過，我們若仔細看待網際網路所扮演的公共領域角色，卻發現公

共領域的內涵其實因為網際網路理論而遮蔽，形成了「特定樣態的公共

領域」。 

例如，在東海劈腿事件中被網路參與者強調的「發言門檻低」以及

「容納言論自由度」，其實將公共領域說明為特定的樣貌。當公共領域

立論中的「多元發言」等同於「參與門檻低」時，公共領域在網際網路

中的表現其實不是一種「作為」，反倒是一種藉由技術所保證的性質。

同樣的狀況在說明「網際網路的近用（access）度」時，將重新出現。

特別是，相對於大眾傳播媒體所需要的開辦資金，以及參與大眾傳播媒

體機率之低，網際網路就其技術而言，的確解決了資本與進入公共場域

之「機會」兩個大問題。 

弔詭的是，當網友自稱 BBS 具有特殊文化形態，並非一般大眾傳

播媒體記者斷章取義撰寫新聞所能彰顯時，「近用」與「降低參與門

檻」等能力，顯然就非技術所能保證——「言論文化」反倒是揭示參與

門檻與近用限制的真正標準！ 

於此，我們看到的是「網際網路的公共領域功能」乃是一種文化的

樣態，是一種經由「使用特殊器械或媒體，因而產生的規範性用法」，

而非因為技術，或網際網路作為一種媒體，所自然帶有的功能或性質。

這與我們借用 Habermas 對報紙的評述，直接將電視、網路「公共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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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討論中，從未能出現的議題！ 

也因為如此，這麼一來我們也不該滿意於「媒體=公共領域」的論

述方向，因為「媒體」並不等同於參與者說明的公共領域。相對地，

「媒體文化」才是網際網路之所以能夠發揮「公共領域」角色的關鍵！ 

（二）鴻海事件：網路串連中的公共領域 

相對於「東海劈腿事件」的無厘頭，「鴻海打壓新聞自由」在事件

性質上顯得嚴肅而直接；「新聞自由」一詞對應出的「公共領域」從一

開始就圍繞著這個事件，一路從線下世界轉移到網路上，不斷提醒我們

注目他的公共性。 

鴻海打壓新聞自由起因於 2004 年年底，「上市公司鴻海董事長郭

台銘因不滿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報導，以該公司損失三千萬為由，向法

院聲請假扣押獲准。」（記協聲明稿）臺灣記者協會認定鴻海此舉將對

新聞記者造成寒蟬效應，曠文琪的同事李怡志發起「孤狗炸彈」，作法

是：在個人網站、Blog、MSN Spaces 或個人新聞台加上一個「打壓新

聞自由」連結，將這個連結連到鴻海的台灣網站。如此，一個月後，上

Google 查詢「打壓新聞自由」這個關鍵詞時，就會連結到鴻海網站。

李怡志為曠文琪發起的孤狗炸彈被認為是繁體中文世界最為成功的一

次，因為在 2004 年 12 月 17 日發起後，只短短一天，在 18 日晚間九

點，鴻海已經成為查詢「打壓新聞自由」搜尋結果的第 3 個網站、第 5

筆資料、臺灣地區網頁第 1 筆；隔天，鴻海已經正式登上「打壓新聞自

由」第一名（陳曉藍，2004 年 12 月 24 日）。 

從社會運動的角度來看，利用孤狗炸彈將「鴻海」等同於「打壓新

聞自由」自然是達到了達成了原先的目標，所以才會被稱為繁體中文世

界最成功的一次。不過，這個事件的能見度，相較之下卻遠不及「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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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腿事件」。大眾傳播媒體篇幅有限的報導，使得絕大多數社會大眾沒

有意會到這個事件。即使在網際網路中的討論者，也顯得十分有限。根

據整理在書籤網站 del.icio.us 的相關連結，被標定為書籤的，僅有 33

篇文章。若以社會網絡分析所提示的概念來作分析，12 則可以獲得這個

事件的網絡如下圖（空間距離表示意見距離）： 

 

 

 

 

 

 

 

 

 

 

 

 

 

圖一：鴻海孤狗炸彈社會網絡圖 

 

從 del.icio.us 以及網絡分析空間圖看出鴻海事件的兩層意義。 

首先，雖然孤狗炸彈成功將「打壓新聞自由」的搜尋結果連接到

「鴻海精密集團」網頁，但依照李怡志的說法，「這六個字很少人會有

連結，所以很容易達成既定目標」。但這同時也表示，「在孤狗查詢排

序第一名」並不表示這個事件的能見度高、參與人數多。於是，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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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弔詭地指出了反向意義（能見度不高）的產生：正因為少有人

這麼連結，所以更容易排上 Google 查詢排行榜的第一名。如果進一步

看，del.icio.us 這類社會性網頁書籤是由網路參與者主動標定的行動，

與 Google 自動計算網頁翻閱次數不同，使用網頁書籤的人可以主動蒐

集相關網頁標定書籤。但在主動搜尋的情況下，只有 33 筆資料，指示

出這個事件就其參與而言，並未創造言論交流。 

再由能見度來看，網絡分析空間圖的製作是由本文作者在網際網路

上，透過網網相連的方式找出的聯繫網絡。由於本文寫作時間與鴻海事

件已有一段距離，因此許多網際網路上的討論、連結已經消失（如：馮

建三的評論文章便已無法取得），這使得本文繪製網絡分析圖有可能遺

失了討論熱頭當時許多訊息。然而，即使從遺留下來的網頁討論來看，

目前可以找到的資料相互指涉的程度極高，李怡志的 RichyLi.com、臺

灣記者協會的聲明稿（包括為曠文琪代發聲明稿）、設置在苦勞網的連

署、馮建三的評論稿、阿孝的評論稿，可以說是贊成此次孤狗炸彈的網

路使用者，用來連結的僅有資源。而真正產生連結協助製造孤狗炸彈

的，目前看來似乎也僅有十數個網站。 

但更詭異的是，包括阿孝札記、Richy’s 減肥部落格在內，推動這

次孤狗炸彈的主要網頁卻又記錄了大量的留言。而這些留言在九成左

右，並非支持「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言論，反倒認為「該有人來修理

記者」、「記者向來膽大妄為，只有財團才可以與他們對抗」。這恐怕

是該事件發起人始料未及。 

也正是這麼一來，在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中，網際網路的公共領

域性質，展現為兩個面向：一是包括李怡志、阿孝、苦勞網、記協、馮

建三在內的小型討論團體在有限聯繫網絡中的串連與相互指涉。網際網

路公共領域功能的內涵，雖然接受各種身分參與者發表意見，但技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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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的低門檻，在這顆孤狗炸彈中，並未帶來更多發言者。換言之，以

技術來保證公共領域的可參與度，只是保證了這個可能性，卻不一定說

明實際參與的狀況。 

 

 

 

 

 

 

 

 

 

 

 

 

 

 

 

圖二：鴻海事件超連結示意圖 

 

圖二顯示網際網路上對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的超連結方向。其中

「苦牢之最後一年」對該事件採取的態度，與李怡志等人正好相反，認

為記協未能為曠文琪提出「反假扣押」，可能別有意圖。由圖可看出，

這個網站因而沒有與其他支持此事件的網站連結。相反地，網際網路對

這件事情的主要消息來源（連結目的地，圖中箭頭終點所示處）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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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yLi.com、臺灣記者協會以及馮建三的評論。絕大多數網站所謂

「參與」此事件，其實並未對該事件發表言論，多半只是製作連結而

已。 

以圖二所示，發言者實為少數人士，甚至，持相反意見者（苦牢之

最後一年）根本不與這些發言人士相連結；這與公共領域的要義在於社

群成員可以自由進出，並且發表言論，在具有理想溝通情境的環境中發

言，且在理性交換中達成共識的預設，相去甚遠。 

更有甚者，做為連署網頁的苦勞網，本應是透過網際網路反抗鴻海

打壓新聞自由的人數指標，但連結至此的，卻僅有阿孝札記而已。從圖

二可以看出，在本事件中，網際網路的公共領域功能比較像是少數幾人

對網際網路發揮功能的「盼望」。就實際情況而言，鴻海事件中，網際

網路所發揮的公共功能看來僅在少數人之間，甚至不包括持相反意見的

雙方。於是，我們可以說，在網際網路中透過串連形成的公共言論範

疇，似乎圈限於有限群體（以本例觀之，只有十數個網站）。「公共領

域」的概念在此，實質上乃是運動發起者的想像與願景。 

由這兩個例子，我們看出的是「公共領域」一詞在這兩個事件中不

同的意涵。 

肆、結論：網際網路公共領域功能的實質內涵 

一、東海劈腿事件中的公共領域文化 

在「東海大學劈腿事件」中，BBS 參與者說出的「網際網路公共

領域」，雖然特別指向網路降低參與門檻，參與者之間階層化程度極低

等等特質，但所謂「BBS 特有（或黑特版特有）文化」，卻是相同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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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用以反對大眾媒體介入 BBS 討論的理由。從這理由，我們看出

的是 BBS 公共領域乃出現於其使用者所創造、同意並且以「文化」稱

呼之的互動模式。就這一點而言，與過往無條件將「網際網路」等同於

「公共領域」（或「公共論壇」）的模式，已有出入。 

在 PTT 鄉民的說明中，網際網路之所以能夠扮演公共領域的角

色，乃是因為參與者同意這種文化模式，而不是因為所有人可以任意進

出，否則《中國時報》記者陳洛薇就不會在報導見報之後，遭到網友的

騷擾乃至於必須發出「保留法律追訴權」的警告聲明。同時，「東海大

學劈腿事件」所造成的社會注意，主要並非來自網路，而是來自《中國

時報》以頭版頭條規模報導該事件所引起的多重議題大規模討論。 

在文化研究學會所舉辦的「網路是新聞製造便利店？性污名是媒體

血庫財源？--網路劈腿新聞事件座談會」中，《重裝》（reset）網路雜

誌編輯朱玉立明白指出，「不是放上網路就叫公然」（朱玉立，參見

「文化研究月報」--「文化批判論壇」第 35 場，http://www.cc.ncu.edu. 

tw/~csa/oldjournal/45/forum_35.htm）。她說「放上網而沒幾個人看得

到，恐怕才是網路殘酷的現實」，在朱玉立不斷強調「公然」與「網路

留言」之間的巨大落差的同時，我們看出的是網際網路距離公共領域的

距離，就在於「能見度」的不確定性。 

也許就在此處，「網際網路」在與公共領域關連起來時，出現了相

互矛盾的兩個特質：一是技術所保證的低參與門檻，另一則是因低參與

門檻製造了大量資訊所造成的低能見度。而這，才是在網際網路上所謂

「公共領域角色」的實然樣貌。 

更甚者，大眾傳播媒體對網際網路事件的報導，使得社會成員對特

定事件興趣大增，乃至於發展多元議題，反倒成了使得百家爭鳴現象得

以出現，更符合 Habermas 在 1990 年以「科學外部語境」所指示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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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豐富的公共領域模式。 

在這情況下，網際網路的公共領域性格，出現了低參與門檻、低能

見度之外的第三重意義：與大眾傳播媒體連結。這使得做為公共領域的

網際網路再也不是因其作為一種新興科技，取得「特別能執行公共領域

功能」的地位。相反地，網路或許是執行公共領域功能的要角，但，大

眾媒體的作用力卻可能是這位主角能有所發揮的舞台。 

二、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中的微不足道 

與此相對的「鴻海打壓新聞自由」事件，則呈現出無法登上大眾傳

播媒體舞台之網路事件的封閉性。 

首先，這個事件由有關「打壓新聞自由」、「孤狗炸彈」等兩個關

鍵詞彙所組成，但在網際網路上對此二者具有闡述能力與意願的，僅僅

十數人；比例實在微不足道。這個人數比彰顯了網際網路低技術門檻所

沒說出的另一個面貌：就公共領域的內涵來看，由此事件所看出的網際

網路公共領域角色，變化為「使用者多，但發言者少」的實然面貌。這

也就是說，所謂「低參與門檻」中的「參與」，在此由「參與討論」轉

為「旁觀」。「旁觀」式的公共領域參與，使得藉由發言討論出結果的

可能性大為降低。網際網路因而退化為資訊集散中心，而不具有公共領

域的商議、決策、賦權（empower）等能動性。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個事件的另一個現象：留言版。在鴻海打壓

新聞自由事件中，就超連結而言，正反雙方意見並未互動。但在阿孝札

記的留言版中出現了「記者應該好好反省」的留言。在留言版的討論

中，包括「連署只限於記者的小圈圈」、「記者應該反省」、「只有郭

台銘才敢反抗記者」等言論，佔了阿孝札記〈抗議臺灣首富 用錢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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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一文的回應超過一半。經營該網頁的阿孝除了要求大家留言

時必須留下名字外，並未阻止留言。由這個現象來看待網際網路的公共

領域，「理性討論」以及「容納各種言論」成為此站對「公共領域」一

詞的定義。這個定義，在這兩個案例中，恰恰是最為貼近 Habermas 自

「公共領域」到「理想溝通情境」理論轉向的最佳實例。 

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清楚看到「公共領域」一詞在網際網路實踐

活動中的實質意涵。在現象學方法所提示的「懸置」之中，過早賦予網

際網路的「公共領域」概念，在這裡獲得了一個經驗與理想之間的落

差。 

從這裡出發，可以清楚看見，以連署、串連為「網路賦權」的行動

模式，其實幾乎無法滿足網路作為公共領域所應建立的對話與意見交換

機制，更別說是要達成共識。即便將「公共領域」僅限縮在為公民提供

完整資訊這個層次上，網際網路實際上執行中的活動，似乎也未能如其

技術所保證的那樣完整。因此，網際網路不論是作為公共論壇，或者作

為社會運動力量集結的核心，都需要與線下世界包括傳統大眾媒體聯繫

起來，才有機會突破包括能見度在內的種種障礙。 

本文以兩個實例分析網際網路在扮演「公共領域」角色上的實然面

貌之後，將網路如何透過技術，將分享理念擴大為公共領域角色扮演的

過程，做了特定向度的開展。網際網路參與活動多元豐富，早已非傳統

社會科學方法整體論透過抽樣方式所能掌握，因此，本文才採取了現象

學式的提問方案，試圖闡述作者體會到的網路經驗；透過懸置既有概念

架構，重新為經驗賦予意義，盼能豐富網路研究的向度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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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若強行區分「網路」與「媒體」，則本文採取的觀點如下：「網

路」可單指其技術性，「媒體」則特指其聯繫傳、受雙方的能力。

因此，網路因為可以聯繫傳受雙方，也就可以在這個向度上稱為

「媒體」。然而，網際網路究竟是否是「大眾媒體」，本文並無定

論。 

2 本文書寫作者在參與網際網路活動過程中，經驗到一種與理論定論

的歧出經驗，為了說明這種「特別經驗」（certain experience），

乃與該經驗在體驗時經常出現的「公共領域」概念比對，以期對此

經驗有所說明、給予定位。因此這是一種高度依賴主體經驗的創作

與構成活動。由於在傳統社會科學脈絡下，期待學術工作需將焦點

優先並著重在理論定義，因此無法凸顯此「特別經驗」在理解活動

中的主導地位，因而本文採取自主體經驗出發，指向客觀現象，然

後又返回主體意識層面如何為事物型塑意義的「現象學式」研究方

案。因此，本文借用現象學「懸置」概念。「懸置」並非取消理論

概念，只是要在進入科學世界之前，讓經驗有機會能夠如其所是地

透過人的描繪展現自身，然後再去看待應然（理論）與經驗（實

然）的落差，如此才有機會對人的經驗作多重意義給予的工作。這

個過程並不在研究者或受觀察者任何一方刪減任何事物或因子，而

僅是將「經驗」轉從「經驗者所體驗到的經驗」說起；這並非「主

觀哲學」，卻毋寧是道地的互為主體態度下的世界構成。對現象學

方法的實踐，可參見劉慧雯（2005）。《電腦中介（科技）傳播意

味著什麼？：人文與科技的遭逢》，pp. 128-141, 19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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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在第貳節與第參節嚴格區分了「人們意念中的網際網路公共領

域功能」以及「懸置一般信念後觀察得到的網際網路公共領域意

涵」。從現象學的角度出發，前者代表了一種自然態度，雖然理所

當然，但卻也遮蔽了我們直接經驗到的生活世界，化約為理論話

語，甚至取代經驗所具有的事實性（而這正是 Husserl（1936∕張

慶熊譯，1992）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一書中所要批判

的）。而後者，在懸置了概念與自然態度之後，可以直接以經驗中

體驗到的事物，作為把握世界的起點，因此具有一種明證性。這種

經驗，使得我們不再人云亦云，反倒能在確實的體驗中，直接看出

事物呈現給我們的狀態。後者因此是一種現象學上的「本質直

觀」，讓我們可以暫時脫離理論的綁架，回到生活世界中。 

4 「存有的遺忘∕退卻」是指，我們試圖以概念理論來詮釋眾人所知

覺到的經驗。在一次次想要找出深層意涵的過程中，我們剝除理解

的脈絡場景，試圖「純化」理解對象的內在意義。這使得概念越辯

越明，但經驗、感受、知覺、領會卻都被解釋掉；存有面對科學，

不斷地退卻。最後成就了科學體系，卻遺忘了存有。 

5 此 處 所 指 「 意 圖 」 即 為 Husserl 現 象 學 意 義 下 的 「 意 向 」 （

intention），但為行為順暢，符合中文用法，以「意圖」表示。 

6 在此之後，Habermas 在第六章〈公共領域政治功能的轉型〉中，

一反對大眾媒體擔任公共領域要角的態度，反過頭來分析掌握有大

眾媒體的商業、經濟、技術、與組織因素，稱「（大眾媒體）變成

了社會權力的綜合體，因此恰恰由於他們保留在私人手中致使公共

傳媒的批判功能不斷受到侵害。……一方面大眾傳媒的影響範圍和

力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領域本身也相應地擴展了，另一

方面它們越來越遠離這個領域，重新集中到過去的商品交換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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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Habermas, 1990∕曹衛東等譯，2002: 244，譯文引用曹

衛東等人中譯本文字）雖然 Habermas 對大眾媒體是否能擔任公共

領域實踐者已有修正，但網際網路研究者顯然並不認為 Habermas

的修正應當擴及網際網路。這一點，由方興未艾的網際網路公共領

域研究仍大量產出，可見端倪。 

7 阿孝的「抗議」是指「東海劈腿事件」中的《中國時報》，與鴻海

無關。然本文對「孤狗炸彈」的描述，以鴻海事件為範例。 

8 該文貼出的當天，PTT 上有一股聚集風潮。有些鄉民是為了參加劈

腿事件的討論，有些則僅僅是為了衝高人氣，看看是否能打破 PTT

使用者聚集的最高紀錄。為了打破同時上線的人數，甚至有鄉民傳

言當人數到達一定數值時，會出現「紫爆」的現象，這個臆測更為

該事件引來瘋狂人潮。 

9 這裡所謂「純屬網友情緒發洩的文章」，是 3 月 2 日事件出現於報

端後，參與 BBS 鄉民們對該文章的說明；此說的來由是，「黑特

版」向來就是提供 BBS 參與者宣洩情緒、表達不滿，乃至於大開

國罵之處，黑特版之所以為黑特，即在於它在整個 BBS 架構中，

就是扮演供人發洩的功能。 

10 這些議題包括：兩性交往兩性教育問題、網際網路次文化（黑特版

大量使用國罵的留言文化）、網際網路適用法規、言論自由在網際

網路上的適用問題、大眾傳播媒體採取網路內容撰寫新聞稿件的新

聞專業義理與倫理問題、大眾傳播媒體編輯單位處理煽色腥新聞的

噬血本質、東海大學行政單位的處理問題……等。 

11 「言論自由」方面，指不嚴格設限發言者門檻、對言論歧異度的接

受度較高、訊息得到即時回應的可能性較高。「參與者階層關係」

則指管理者與發言者位置較接近、參與者之間的權力關係較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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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受影響程度」方面，則因為 BBS 屬於臺灣學術網路之一

環，因此受到政治商業利益團體的影響程度降低。參見 http://reset. 

dynalias.org/blog/2005/03/post_203.html。 

12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一種研究社會結構、組

織系統、人際關係、團體互動，並以計量方法發展出來的概念與方

法。1930 年代左右美國心理學家 J. L. 莫雷諾（Moreno）所創。社

會網絡分析認為，由於人際交往是群體成員聯繫的紐帶，是群體得

以維繫之基礎。對人際關係的定量測量有助於對群體結構、功能的

分析和對群體的管理、診斷等。其主要將人際行為、人際關係數量

化，從援引數學中的圖形理論（Graph Theory），呈現人與人之間

互動的方向性、接觸的距離等，把人與人的各種關係化成數值，並

且以點、線等圖示的方示表達。而應用在社會心理學領域中研究人

與人之間「關係」的理論與分析方法，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互

動團體結構，用數值、點、線等表示，這種數量化的結果，可以對

「關係」作更清楚的呈現。參見葉勇助、羅家德（1999）。本文並

未以嚴格社會網絡分析取得相關係數，只擷取社會網絡分析中以圖

形描述方法說明社會關係的提示，以作為表示鴻海事件中網路參與

者之間的聯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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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Role of Public Sphere on Internet: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Hui-Wen Liu* 

ABSTRACT 

Internet has been popular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During all these 

years, people have been expecting internet to work as a public sphere in 

terms of the distinguished technological traits.  Taking the low access 

threshold and unlimited capacity for every kind of speech to focus, internet 

performances indeed reflect a well-constructed framework for fulfilingl what 

Habermas described as Public Sphere.  However, the technological traits 

seem to direct how we think about internet rather than explain i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d reality.  The public focuses too much on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somehow disregards the fact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doesn’t 

always equal to the reality.  Thus, with the help of Phenomenological 

epoché, this paper tried to move back to experience to see what the term 

‘Public Sphere’ really means on internet.  This paper indicated two critical 

cases to explore how the users of internet view the concept.  It is found that 

internet maybe the main character when discussing about ‘Public Sphere’ but 

traditional mass communication, such as newspapers, actually provide the 

stage to perform.  The visibilities degree of speech on internet are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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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threshold that has to be faced.  

Keywords: Internet, Public Sphere, Phenomenology, epo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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