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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與問題意識與問題意識與問題意識與問題意識 

一一一一、、、、低低低低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效能效能效能效能感感感感的台灣民眾的台灣民眾的台灣民眾的台灣民眾 

台灣解嚴之後，民主政治的體制在九○年代逐漸鞏固成形，選舉成為社會及

媒介最關注的政治活動之一，每次進行大型選舉，社會及媒介均會陷入一片政治

狂熱，選舉新聞在媒介中佔據了大量的版面或時間，政論性談話節目也有民眾踴

躍 call-in。以 2004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選情空前激化，「泛綠」陣營及「泛藍」

陣營分別在選前發動大規模的「二二八牽手活動」和「三一三大遊行」動員選民

支持，首次將台灣的集會運動人數拉抬至六位數（王慧馨，2005）；之後的「三一

九槍擊事件」以及當選爭議等問題，更持續引起社會與媒介的高度關注。 

 

但這股熱潮實際上卻可能只是一時的激情、或媒介放大報導的效果，甚至是

「水面沸騰，水底冰冷」。孫天龍（2006）的研究彙整了數份對於台灣民眾政治觀

感的調查，結果發現不論是選舉期間或非選舉期間，台灣民眾對於政治其實並不

如想像的那麼有「參與感」，而是處在一種「政治效能感」1低落的氛圍之中，多半

認為「政治太複雜，難以理解」或是「政府官員不會在乎一般百姓的看法」；而在

選舉以外的期間甚至還會覺得「一般百姓對政府作為沒有影響力」。而從年輕族群

的態度來看，這種低落的政治效能感未來還可能會更加惡化： 

 

政治亂象頻生，讓年輕人對政治人物的的認同，大幅下降。…遠見

雜誌的 20 世代競爭力調查指出，20 至 29 歲的年輕世代，崇拜成功的企

業家，但對政治人物非常冷感。在問到「最嚮往哪一領域的成功人物」

時，30.4%的受訪年輕人選擇了企業家，只有 9.4%選擇政治人物。…遠見

民調也發現，政治人物愈來愈不能吸引年輕人。… 

（聯合晚報，2006.07.11） 

                                                 

1      所謂的「政治效能感」，是指個人認為自己對於政治過程能夠有所影響，因而覺得行使公民

權利具有價值，此概念在之後章節將有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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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中，學生都扮演前鋒的角色，但

如今學生的熱情退燒，成為政治的冷眼旁觀者，甚至放棄人生第一次投

票權。…過去學生為了選舉而在宿舍、福利社搖旗吶喊的景象已不復見，

造成現今大學校園政治熱度逐漸降低，與「政治與我何干？」、「不滿又

能怎樣？」的心態有關。因此，縱使學生對於政治現況頗有怨言，但是

卻又感到自己的無力，於是便充耳不聞、極度冷漠。… 

（就業情報雜誌第 335 期，2004.03.01） 

 

台灣人民會形成這種政治冷漠的態度，可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因素便是

人民認為自己難以參與、影響政治。國內外許多政治學者曾經批判當代的代議民

主，認為代議制度使一般人民參與政治的方式僅剩下選舉投票，民眾容易對政治

體制感到冷漠失望（Baber, 1984；引自郭秋永，2001；彭芸，2001）；孫天龍（2006）

的研究指出國內民眾政治效能感低落，尤其在選舉以外的期間會覺得「一般百姓

對政府作為沒有影響力」，也印證了這樣的觀點。 

 

二二二二、、、、網際網路與政治網際網路與政治網際網路與政治網際網路與政治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然而，一般民眾要參與政治並非只有選舉投票這一種方式。所謂的「政治參

與」較簡單的定義是「人民以各種途徑，努力影響政治過程」（彭懷恩，2003: 204），

不過其實在學術上，對「政治參與」概念的界定相當分歧而複雜，從不同的政治

觀出發，偏重的政治參與形式也會不同（在第二章將會詳述）。以目前政治學的研

究趨勢來說，投票選舉是最重要的參與形式，其他參與形式則包括了參加政治集

會遊行、接觸政治人物、接觸媒介中的政治資訊、參與政治性的討論等等（郭秋

永，1993；McLeod, et.al., 1999；彭芸，2001；彭懷恩，2003）。 

 

雖然選舉、投票是政治參與最主要的方式，但對一個民主社會來說，如果只

有選舉而缺乏意見的交流溝通，尚未臻理想。米勒（David Miller）等學者曾提出

「論證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 discursive democracy，相關探討將在後面章

節敘述）的概念（轉引自黃瑞祺，1998: 340-341；彭芸，2001: 12-20），指出除了

投票之外，民主程序亦應包含各種觀點經由公開討論而達成共識的過程，這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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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概念不僅鼓勵人們表達他們的政治意見，更鼓勵人們透過公共場合的辯論來形

成那些意見（黃瑞祺，1998；彭芸，2001）。有學者將此視為政治學上的典範轉移，

由首重投票為參與形式的「理性選擇典範」，轉移至更重視意見討論的「溝通典

範」，這樣的轉變與電子科技及媒介的發展可說是密切相關（Kim, 1999）。 

 

「網際網路」的發達，可說是為這樣的觀點帶來了希望的曙光。2007 年 4 月

15 日，以年輕學子為主力的數千民眾走上街頭，為了捍衛新莊樂生療養院免於拆

遷的權利，而以集會遊行的方式表達訴求。這個活動沒有政黨動員，沒有主流媒

介的推波助瀾，純粹靠民眾自發的集結。要匯聚數千民眾的力量當然絕非偶然，

事實上，樂生療養院的議題就是透過網際網路這個非主流的媒介通道，進行資訊

的傳遞、討論，並激發出了實際行動的力量。參與串連的部落格超過數百，BBS

公開討論板中的相關訊息與討論文章一個月內就超過數千篇，更有不計其數的參

與者利用 MSN、Email 等方式傳遞意念。在 415 遊行後，行政院做出了延後拆遷

的決議，整起事件也引起社會更高程度關注，帶出了贊同和反對兩方的更多討論。 

 

樂生療養院最後拆或不拆，不是此處的重點。重點在於這是一個透過網路而

醞釀、發起的社會運動。網路扮演了提供資訊、承載討論的角色，並且打破時空

的限制，讓許多人能夠親身的接觸、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甚至影響政府的決策。

由這個事件來看，或許「網路」正是前述政治冷感的一帖良藥。 

 

事實上，近十年來網際網路的興盛，對各種傳播行為造成了衝擊性的影響，

對「政治傳播」領域亦復如此，例如「虛擬民主」（virtual democracy）、「網路民主」

（cyber democracy）、「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等名詞，就是學者用來指涉

一般公民使用網際網路等新傳播科技，對政治進行討論、參與的過程（轉引自彭

芸，2001: 50；王佳煌，2001）；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概念，就是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簡稱 CMC）打破了政治參與在時空及成本上的限制、增

加資訊普及程度、使傳播過程去中心化等。甚至有論者力主網路能夠承載並促進

理性的討論，有潛力成為「公共領域」2的實際體現，落實前述的「論證民主」（Hacker 

& van Dijk, 2000；黃學碩，1997；王佳煌，2001；黃啟龍，2001；胡敏琪，2003；

                                                 

2      意指一種理想的理性意見論域，此概念將在後面章節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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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鈞，2003）。 

 

就我國網際網路的發展現況來說，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06）調

查顯示，我國 10 歲以上的上網人口數已經接近六成大關（59.1%）；而交通部統計

處（2005）公布的每千人上網人口數資料中，12-40 歲人口上網比例均已超過七成，

30 歲以下甚至高達九成左右，且性別間已無明顯差異，顯示網路已成為民眾生活、

溝通的基本介面之一。 

 

網路上政治資訊的來源相當充足，也不乏發表交流政治意見的空間，包括新

聞媒介、政治組織、政治人物的網站、留言板、討論區，以及政治性電子報、BBS

政治討論板等。在彭芸（2004）以大學生為樣本的調查研究中，經常、有時看報

紙政治新聞的受測者有五成一（51.0%）；經常看電子報、BBS 或網路政治新聞的

近一成（9.8%），有時看的佔近三成（29.5%），合計達到 39.3%；經常看、有時看

政論性談話節目的不及三成（29.4%）；經常、有時看政論雜誌的佔不到二成（18%）。

另外，只有很少數（2.5%）的受訪者曾投書報紙表達政治意見，及曾經叩應表達

政治意見（2.6%）；卻有約一成五（14.8%）曾在網路上表達過政治意見。由此可

以看出，對年輕族群（大學生）而言，網路作為「吸收政治資訊」的平台，重要

性已隱然超過電視政論節目及政論雜誌，直追報紙；而就「發表政治意見」的管

道來說，網路更是比投書、叩應更常被應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即企圖探討網際網路是否能夠承載、容納政治性的言論，

作為民眾得以參與政治的一個重要管道。而透過檢視網路中的政治意見是如何呈

現與互動，也可進一步評估網路是否可能體現「公共領域」、落實民主過程。 

 

三三三三、、、、BBS 與批踢踢政治與批踢踢政治與批踢踢政治與批踢踢政治類看類看類看類看板板板板 

網路中的各系統（如 WWW、MUD、FTP 等）具有不同的功能，互動程度與

形式有相當的差異，其中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以下縮寫為 BBS）

是頗具特色的一種。其特點簡介如下（林欣若，2003；張元力，2005）： 

 

1. 介面：BBS 以純文字及 ascii 圖碼為介面，資料所佔容量較小，所以在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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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傳輸頻寬上的需求較低，而有傳輸速度快、儲存資料量大（不過僅限

文字與符號圖碼）、操作簡便等優點；但缺點則是表現形式有限，無法呈現

圖像、影音資訊（不過此缺點在與 WWW 系統整合後可顯著改善）。 

2. 功能：BBS 在互動上的功能相當多元，包括看板功能（即公開留言及回應）、

信件功能（即非公開的訊息往來，包括一對一及群組功能）、與即時通訊功

能（即線上聊天功能，可以一對一、多對多的進行即時互動）；不過在搜尋

檢索功能部分較弱，則是 BBS 最令人詬病的一環。 

 

總的來說，相較於其他網路系統，BBS 擁有價廉、快速、便利、多功能、互

動性高等特色，這些特色對於促進討論風氣有正面幫助。瑞古德（Rheingold, 1993；

轉引自彭芸，2001: 84）早在 1993 年就已經提出，BBS 是民主化的科技，可用來

交換想法、動員民眾、強化社會資本；他說：「如果電子布告欄不是個實行民主化

的科技，那就沒電子布告欄這玩意兒。」（If the BBS isn’t democratizing technology, 

thereis no such thing.）；另外范迪克（Hacker & van Dijk, 2000: 40）亦曾在討論資訊

傳播科技於民主政治中的應用時，把電子布告欄列為其中一種應用形式。3瑞古德

和范迪克對於 BBS 的想法與期許，在台灣 BBS 社群的發展過程中有無被落實，值

得深入研究驗證。 

 

台灣的 BBS 在 1992 年首次出現於大學校園，並迅速在大學生之間成為一種普

遍的傳播管道，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都接觸過這樣的平台，BBS

在台灣發展的興盛程度出乎許多軟體與網路研究人員的意料，2005 年 2 月號的

Linux Magazine 
4甚至以 ”Bulletin Board’s Revival”（BBS 的復興）來形容這項成就

（張元力，2005）。 

 

時至 2007 年，全國最大的 BBS 站是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telnet://ptt.cc，

簡稱 PTT）。PTT 在 1995 年成立於台灣大學的學生宿舍，目前則由該校電子布告

欄系統研究社維護運作，大部份的軟硬體是資訊工程學系的學生或校友進行維護

                                                 

3      范迪克（Hacker & van Dijk, 2000: 40）列出四種電腦處理資訊的模式，並應用在政治運作

上，四種模式分別為分配（allocution）、諮詢（consultation）、註冊（registration）、對話

（conversation），BBS（電子布告欄）即屬於對話模式的一種應用。 

4      http://www.linux-magazine.com/issue/51/Linux_World_News.pdf ，引自張元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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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直以來均是非官方的站臺，在經營方式上相當自由。但由於所使用的臺

大網路屬於臺灣學術網路，因此仍需遵守臺灣學術網路使用規定。PTT 註冊的使

用者超過七十五萬（包含 multi-ID，亦即一人使用多個帳號）；每天上站的使用者

達五、六十萬人次以上，最高時一天可超過兩百萬人次上線；同時上線人數平均

超過兩萬人，尖峰時段甚至常達到 PTT 硬體所能負荷的最大人數，超過六萬人；

裡面擁有近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每日有數萬篇的新文章被發表以及閱讀，留存

整理的資料文件數量亦相當龐大。使用者透過 PTT 進行互動，不但留下大量資料，

也創造了許多獨特的文化與溝通語言。5
 

 

在 PTT 的眾多看板分類群組中，其中有一組名為「政黨 / 政治人物研究院」，

裡面共包括 12 個討論看板（不含非討論性質的群組事務板），包括 3 個政黨看板

（國民黨 [KMT]、民進黨 [DDP]、台灣團結聯盟 [TSU]）、5 個政治人物看板（陳

水扁  [a-bian]、蘇貞昌  [a-chang]、謝長廷  [a-diane]、馬英九  [ma19]、李敖 

[PresidentLi]）、4 個議題討論看板（政治板 [politics]、兩岸板 [CrossStrait]、國際

事務板 [IA]、新中華民國板 [NEW_ROC]），此外，在另一個生活娛樂群組（名稱

為「心情小品集」）中，尚有一個「政治恨板」（[HatePolitics]，是專供發洩對政治

不滿情緒的看板）。6
 

 

這 13 個看板，依照成立宗旨、討論主題、討論風氣的不同，瀏覽人氣及文章

數量也各異，較熱門的看板同時上線瀏覽的人數最高可達上百人，每天新增的文

章達到數百篇之多。各看板討論風格也很多元，理性分析者有之、激情感性者有

之、諷刺嬉笑者有之，甚至也有針鋒相對吵架叫囂的；議題更是含括時事、政策、

政黨、人物、選舉等不同面向。除了張貼文章（包含「單向訊息」和「回應文章」）

之外，PTT 另有獨特的「文章推薦系統」（以下簡稱推文），亦即瀏覽文章的使用

                                                 

5      相關資料可參見 PTT 本站（telnet://ptt.cc）、PTT web 版（http://ptt.cc）、或是維基百科關於

「批踢踢」或「PTT」的條目（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TT&variant=zh-tw）。 

6      以上提及的共計 13 個看板，在 [ ] 之內為其固定的英文板名，而中文說明的部分為研究者

針對該板的英文板名及性質內容所下的註解，非其中文板名，蓋因各看板管理人有權限更改中

文板名，看板的中文名稱經常更換。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兩點：首先，雖然李敖未曾擔任過總

統一職，然看板 [PresidentLi] 確實為關於李敖的討論區，而非前總統李登輝，特此註明；另外，

看板 [NEW_ROC] 的性質較模糊，成立之初是針對國家定位的討論，但現在的實際走向已經偏

向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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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針對此文章進行簡短評論，附加在該篇文章之後，方式包括認同的「推」、

不認同的「噓」、以及不屬於前兩者的「→」。 

 

雖然各個看板有特定主題，風格也各有特色，但整體來說，卻已經可以看出

這些使用者透過 BBS 進行了非常多元的政治意見呈現，不論是在感興趣的議題

上、支持立場上、或是意見表現方式上。這種議題屬性及討論方式的多元，還有

熱烈的討論氣氛，正可以為「網路的政治參與」作一個有力的註腳。 

 

因此承前述，本研究想探究在 BBS 這種特殊的傳播情境下，使用者如何透過

網路表達其政治意見？這些政治意見有哪些類型與特色？這些政治意見的表達是

否能夠讓 BBS 成為瑞古德所說的「實行民主化的科技」？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本研究的目的可分為以下數端： 

一、以台大批踢踢實業坊政治類看板為研究場域，對於此一言論場域及其中

所包含之政治意見的性質，進行客觀的描述；包括此一言論場域的開放

程度如何？使用者之間的互動程度如何？其中呈現的政治意見訊息有哪

些特徵與性質？ 

二、在探討相關文獻後，建立「理想意見論域」的評估標準，並以此標準檢

視前項的觀察所得，藉以衡量研究場域是否為一理想的公開意見論域。 

三、在找出政治意見的各項性質後，進一步檢視這些性質彼此間是否有特定

關係或趨勢存在，並根據這些關係或趨勢，對網路使用者該如何在網路

討論區發表政治意見，提出建議。 

 

接下來，本研究將根據以上研究目的，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之後將結合研

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與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