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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討討討討論與建議論與建議論與建議論與建議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研究場域描述描述描述描述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一一一、、、、討論區討論區討論區討論區開放程度開放程度開放程度開放程度 

在前章中，本研究已逐層分析要進入「PTT 政治類看板」發表意見所必須克

服的關卡、以及所受到的規範限制；從這些關卡與限制，可以觀察一般民眾進入

這個場域發表意見、參與討論的「可能性」。 

 

在「進入」討論區的層次上，比較明顯的限制僅有「數位落差」的問題。前

已述及，我國目前數位落差的情況是集中在「40 歲以上、低教育程度、低都市化

地區、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等族群，顯示符合這些條件的民眾，由於在網路媒

介近用上較為弱勢，因此也較無機會使用 BBS進行政治意見的表達與討論。 

 

不過，這樣的隔絕似乎不根屬於網路科技或是 BBS 討論區。事實上，在很多

層面上（例如受教育、就業、擔任公職等）這些族群均處於弱勢地位，可見這是

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資訊近用只是他們整體弱勢地位的一環而已。若從結構層

次徹底改善其處境，可預料他們也可進一步擺脫「資訊隔離者」的困局；文獻指

出目前數位落差問題不在於經濟能力或硬體建設，而在於「資訊素養」，因此或許

落實基礎資訊教育是可努力的方向。然此部分已在本研究焦點之外，故不再贅述。 

 

除此之外，要「進入」PTT政治類看板幾乎沒有任何的身份限制。 

 

接下來，在「參與」討論區的層次上，則出現相當多的規範需要遵守。以本

研究所分析的看板來說，由看板管理者（板主）制訂、公告、執行的看板內部規

範可概分為七大類： 

1. 討論內容須符合看板宗旨 

2. 須注意禮節，避免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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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章內容須維持一定品質 

4. 須注意保持看板秩序 

5. 須尊重個人隱私與智慧財產權 

6. 其他一般規定 

7. 特殊規定 

 

哈伯瑪斯所勾勒的理想公共領域，應該是一個排除任何強制力介入的理性論

域，參與其中的公眾皆可不受限制的進行溝通。在此標準下，PTT 政治類看板規

範如此龐雜、並可能透過刪除文章、禁止發言等方式影響溝通進行，離公共領域

理想尚有相當程度的差距。 

 

然而哈伯瑪斯也曾表示，「公共領域」和「理想言說情境」均帶有強烈的規範

色彩，是現實中可能難以完全實現的理想「幻構」（fiction）（Habermas, 1973；轉

引自黃瑞祺，1998）。實際上，現實中參與政治討論的一般民眾未必能保持理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完全不加諸任何規範，討論可能流於各說各話、甚至是謾罵攻

訐，更加無法落實溝通。由此可見哈伯瑪斯在理論預設中所欲擺脫的「強制力」，

乃指會阻礙理性討論的力量（例如商業或官僚體系），至於排除、過濾負面資訊、

不理性討論的規範則不在其中。 

 

由此角度出發，則可發現上述各項 PTT 政治看板的內部規範，均為維持一定

的討論品質、以及對其他溝通者的尊重所設；至於理性討論的範圍，則未加諸明

顯的限制，例如議題種類、立場等，堪稱相當自由。在各看板的龐雜規範中，研

究者僅發現「『陳水扁板』禁止簡體字、中國新聞或評論文章」這一項是可能會影

響到理性討論空間的規定；簡體字非台灣通行文字，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會妨礙閱

讀，禁止尚稱有理，然而「中國新聞或評論文章」的部分，若因資訊來源為中國

便直接斷定該訊息無討論價值而予以刪除，不免有過度武斷、以偏蓋全之嫌。 

 

除該項規定外，這些規範中仍有隱憂存在，就是前一章所提到的，由於規範

的內容與執行頗繫於板主的素質，因此會有不甚穩定、人治色彩較重的問題。這

部分問題的解決方案，以現階段的 PTT 政治看板而言，乃是賦予使用者權利，可

對於板主不適宜的管理行為，向更高階的群組管理者提出申訴，甚至對不適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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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提出罷免。然而有時處理上緩不濟急，對於理性討論空間仍會造成若干傷害。 

 

二二二二、、、、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互動程度互動程度互動程度互動程度 

從前章的資料可知，在本研究選取的看板中，合計每天有將近三百篇的新增

文章，由大約 150 位不同的使用者所發表，每篇文章末尾另有平均將近四則的推

文簡短回應；這樣的數據僅是五個看板的總和，尚未採計 PTT 中未納入研究範圍

的政治類看板。與目前國內最熱門的幾個 WWW 介面網路政治論壇相較，不論在

參與人數、或包含資訊量上，均能並駕齊驅、甚至略勝一籌，堪稱是國內目前規

模最大的政治討論區之一。35
 

 

使用者所發表的訊息中，有 36.8%的比例是開啟新討論串的「單向訊息」，其

餘接近三分之二則是回應之前資訊的「回應文章」；而在「回應文章」之中，能夠

和之前的資訊有明確交集互動的比例，又高達了 87.4%。由此觀之，PTT的政治看

板中「各說各話」這種缺乏交集的情況並不多。 

 

再從「標題相關程度」來看使用者間的互動，也可以發現偏離標題的發言並

不算多，全部樣本中「文不對題」的比例僅佔 16.7%；不過如前章所分析的，由於

「單向訊息」幾乎均能文題相符，所以若僅計算「回應文章」的部分，「文不對題」

的比例則高達四分之一。 

 

整體而言，從參與人數和包含的資訊量來說，PTT 政治看板堪稱一個相當熱

絡的言論場域，承載了相當多政治意見的互動溝通，溝通者之間也大多能夠有所

交集回饋；不過在對他人的訊息進行回應時，卻偶會出現偏離原本主題的情形。 

 

然而很可惜的是，本研究在抽樣的選擇上，是以「單篇文章」為基本單元，

                                                 

35     國內目前較熱門的網路政治論壇，其中兩個是「與媒體對抗」和「南方論壇」。研究者統計

了這兩個論壇的政治性討論區在2007年4月份新增的資訊量，前者計有88篇新增標題、4356篇回

應；後者則有184篇新增標題、3021篇回應，計算為每日平均後，數量均不及PTT。再以夏家安

（2003）研究中的四個網站為例，平均每日文章數量最多的是「核四問題討論園地」網站，每

日新增的文章數約在8~9篇左右，其餘網站則各約為2~6篇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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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系統隨機抽樣，而不是以「討論串」為抽樣基本單元。因此從樣本中並無法

得知各篇開啟新討論串的「單向訊息」，引起了多少的回應文章；也就是說「單向

訊息」可能引發大量的回應激辯，也可能無人搭理，在本研究的資料中無法得知，

在「互動程度」的評述上有所缺憾。 

 

三三三三、、、、意見訊息意見訊息意見訊息意見訊息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為了要描繪出 PTT 政治看板中的政治意見訊息之形貌，本研究以「篇幅字

數」、「言論形式」、「政黨傾向」、「發言語氣」、「發言情緒」、「論證程度」、「牽涉

議題」等七個項目，對樣本進行編碼統計，詳細的分析結果參見前章，此處僅簡

短描述概略的性質： 

（一）篇幅字數：整體而言篇幅不長，近四分之三的訊息字數在 200以下。 

（二）言論形式：純粹事實陳述者甚少（4.9%），其餘文章中「夾敘夾議」和

「意見抒發」的比例大約 2:1；可見訊息幾乎均會包含意見的成分，其

中又多會輔以事實陳述。 

（三）政黨傾向：以傾向不明確者最多（33.7%），其餘各傾向分佈平均，僅

「反綠」立場比例稍高。 

（四）發言語氣：「質疑批判」（58.5%）語氣明顯多過「肯定讚許」（6%）。 

（五）發言情緒：有一半的文章能保持平和冷靜，但也有近一成的文章包含

強烈的個人情緒。 

（六）論證程度：多數文章均能包含論證（79.2%），但達到嚴謹程度者僅佔

全部的 18.8%。 

（七）牽涉議題：91.5%的文章都能和公共事務相關，另有 5%是以看板管理

事務為主的文章；單篇文章多牽涉數項議題，牽涉比例最高的議題依

序是「公眾人物」、「政治組織」、「法令治安」、「認同與體制」、「選舉」。 

 

從以上性質的描述，已經能大略勾勒出 PTT 政治看板及其中訊息的形貌。首

先，觀察這些項目的性質，可以發現有兩種因素會對看板中的討論產生影響：一

是「看板規範」，另外一種則是「時事議題」。 

 

明顯受到看板規範影響的項目，是「發言情緒」和「牽涉議題」這兩項。前



 94

章已述及，「注意禮節，避免爭端」是各看板內部規範的重點所在，因此人身攻擊、

謾罵、挑釁等文章都是被禁止的，若有違反則會遭到刪除，故在發言情緒這一項

目呈現的應是一個已經過濾後的結果，強烈情緒涉入的比例自然會較低；「牽涉議

題」部分亦為異曲同工，既然規範中明訂「討論應符合看板宗旨」，那完全無涉公

共事務的文章自然也容易被過濾掉。 

 

至於時事議題部分，作用痕跡比較明顯的則是在「政黨傾向」和「牽涉議題」

這兩項。前章已列出樣本分佈期間內的重大時事議題，發現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

議題的內容和取向，使得「反綠傾向」、「法令治安議題」、「認同與體制議題」、「選

舉議題」等選項的比例偏高。 

 

其次，我們可以透過這些項目來思考理想意見論域應該具備的特質，並據以

衡量 PTT 政治類看板作為意見論域的品質優劣。依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公共領域概

念，一個理想的意見論域，必須能以兼容並蓄的態度對於公共事務進行深刻的討

論、接納各種聲音和議題。因此在「政黨傾向」部分，應該要能夠多元而不偏向

任何一方；在「牽涉議題」部分，應該要能夠以公共事務為焦點，並涵括各種議

題。在這些項目上，PTT 政治類看板的表現還算不錯，確實能夠在政黨傾向和牽

涉議題上兼顧公共性和多元性。 

 

另外，哈伯瑪斯在溝通行動理論中也指出，在溝通過程中，參與溝通者應以

四種有效聲稱為基礎，設法獲致共識，若在任一聲稱出現歧見，應採取相對應的

處置方式，若涉及的是真實或正當聲稱，更應以包含論證的「理性討論」設法化

解歧異。因此在「論證程度」上，若發表的資訊為需要論證者，則應該力求嚴謹；

在「發言情緒」上，應該保持平和冷靜、就事論事，摒除個人情緒，才能有利於

獲致共識。在這兩個項目上，PTT 政治類看板的表現則差強人意：雖然有論證的

文章佔多數，但「嚴謹論證」者不及二成；另外儘管涉入強烈情緒的文章僅約一

成，但也僅有一半的文章能完全保持平和冷靜，皆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至於其他各項目，則未必有一定的標準。就「篇幅字數」而言，篇幅太短固

難以言之有物，長篇文章亦未必能夠字字珠璣，太過冗長反而不便閱讀；「發言語

氣」方面，批評或讚美之間原本就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端視討論的對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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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言之有據、就事論事，讚美和批評的語氣均有價值；至於「言論形式」項目

也是類似情形，陳述事實和抒發意見兩種形式也沒有高下之分，只要能對於自己

的言論負責，在應該論證的環節提出事證或推論，那表達個人主觀看法亦無不可。 

 

在這些政治意見訊息的性質分析中，有一個重大的「遺珠之憾」，便是看板中

的「推文」。推文在性質上，也屬於回應文章的一種，只不過是直接附於原文之末、

且通常較為簡短，其內容同樣也是政治看板包含資訊的一部份。可惜因為抽樣上

的困難，並未納進訊息性質的分析範圍，成為這部分分析的一個重要缺憾。 

 

四四四四、、、、各看板特色彙整各看板特色彙整各看板特色彙整各看板特色彙整 

本研究所選取的各看板，在前述諸項性質上各有不同，成為該看板的特色（參

見表 5-1），可見雖然是在同一個 BBS站台下，卻可能由於看板宗旨、看板管理者、

看板內部規範等條件的不同，而形成風格迥異的討論空間。各看板的特色，彙整

如下表： 

 

 

 

表 5-1：各看板特色彙整表 

看板看板看板看板 特特特特            色色色色 

陳水扁板 

• 平均每人發表文章數最多（亦即同樣文章數計算，發表人次最少）。 

• 推文平均數量最多且數量落差最大。 

• 單向訊息比例最低。 

• 純粹意見抒發的比例最高、純粹事實陳述的比例最低。 

• 「反綠」傾向比例次高。 

• 「質疑批判」語氣所佔比例次高 

馬英九板 

• 平均每日新增文章最少。 

• 純粹意見抒發比例最低。 

• 傾向「泛藍」和「反藍」的比例最高。 

• 「肯定讚許」語氣的比例最高。 

• 情緒涉入程度最低。 

• 「板務」文章比例最高。 

• 牽涉議題數量最少、「經濟民生」與「兩岸事務」議題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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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板 

• 互動不明確的比例最低。 

• 50字以下的文章（含全文轉載）的比例最高。 

• 「泛綠」和「反綠」的比例最高、傾向「不明確」的比例最低。 

• 「質疑批判」語氣所佔比例最高。 

• 情緒涉入程度較高。 

• 論證程度分佈極端（「未論證」和「嚴謹論證」皆最高）。 

• 「板務」文章比例最低、「未涉公共事務」文章比例最高。 

國民黨板 

• 平均每日新增文章最多。 

• 200字以上的文章所佔比例最低。 

• 純粹事實陳述比例最高。 

政治板板 

• 平均每人發表文章數較低（亦即同樣文章數計算，發表人次最多）。 

• 推文平均數量最少且最平均。 

• 互動不明確的比例低。 

• 與標題無關比例最低。 

• 200字以上的文章比例最高。 

• 論證程度較高。 

• 單篇文章平均牽涉議題數量最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五五五、、、、公共領域的理想與現實公共領域的理想與現實公共領域的理想與現實公共領域的理想與現實 

綜合以上討論，PTT 政治類看板作為一個意見論域，是否有潛力實現公共領

域的理想，其表現其實是優劣互見的。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曾歸納出「理想意見

論域」的條件： 

（一）開放性：意見論域須對所有公眾開放，在其中溝通者可自由選用各種

言說行動，排除強制力的影響與限制。 

（二）公共性：討論內容須為公共事務，但不侷限議題與立場，沒有禁忌或

不可批判的對象。 

（三）理性：溝通過程中，參與者均能保持理性、充分溝通，對於討論事項

進行辯論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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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條件，PTT政治類看板表現比較出色的部分包括： 

（一）開放性部分： 

1. 沒有設定進入及參與的資格限制。 

2. 實際參與人數和資訊量的規模，在國內的政治討論區中名列前茅。 

3. 看板雖然均設有內部規範，但幾乎都是為了保障理性討論、排除負面

資訊而設立，並未限制理性的討論空間。 

（二）公共性部分： 

1. 看板中的言論，和公共事務相關者佔絕大多數。 

2. 看板中的言論，牽涉的公共議題相當多元。 

3. 各看板中言論的政黨傾向雖不一，但整體看來並未成為偏向單一陣營

的一言堂。 

（三）理性部分：使用者之間互動頻繁，且多能聚焦於彼此討論的主題，較

少流於各說各話的失焦或離題情形。 

 

相對而言，PTT政治類看板表現較差的部分則有： 

（一）開放性部分： 

1. 電腦與網路的軟硬體需求，會受到數位落差的影響，使某些族群居於

近用上的弱勢。 

2. 看板內部規範不夠穩定，太過倚賴管理者的素質與表現。 

（二）理性部分： 

1. 雖然比例不甚高，但是在對於他人意見進行回應時，還是偶會出現偏

離主題的情形。 

2. 論證的嚴謹程度普遍不佳，難以針對議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 

3. 僅有半數發言能保持冷靜、完全不涉入個人情緒。 

 

 

整體觀之，PTT 政治類看板在「公共性」上的表現較佳，但在「理性」的面

向則與理想有較大的落差；至於「開放性」，BBS討論區雖然須面對「數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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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然而此係「數位民主」和「網路政治參與」的共同基本問題，非 BBS 所

獨有，故非本研究聚焦所在，除了此項之外，BBS 討論區在開放性上的表現優多

於劣，已堪稱開放性甚佳的討論空間。 

 

因此，若要將 BBS 的討論空間作為公共領域的實現場域，則改善的焦點可能

在於建立並落實健全、完整的討論規範。規範的制訂，一方面須保障論域開放程

度，避免對於言論進行過多限制，另一方面卻又必須控制言論的品質，避免情緒

性或無關公共議題的言論排擠了理性、公共性的言論，如何在兩方面取得平衡相

當困難。 

 

此外，PTT 是非營利的學術網路，板主一職也屬義務服務性質，因此儘管已

有「連署」、「試閱」等監督考核的配套措施，但畢竟缺乏實質強制力，易因個人

因素造成板主素質不一、更替變動頻繁，連帶使得規範缺乏穩定性與執行效率，

也影響討論區的言論品質。 

 

至於發言時能否忠於原主題、保持情緒平和冷靜、以及在需要論證時嚴謹為

之，除了制訂並落實適宜的討論規範之外，更有賴網路使用者的自律；長遠而言，

則可由落實資訊素養教育來著手，使網路空間中的所有溝通參與者能夠進行素質

更佳的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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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政治意見各性質間關係政治意見各性質間關係政治意見各性質間關係政治意見各性質間關係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第二章已述及，本研究將針對與「理想言說情境」關係最密切的三項政治意

見性質—「論證程度」、「發言情緒」與「議題公共性」—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

檢視這三項性質與其他性質之間有何相互「關連性」或「趨勢」存在，並據此對

於如何在 BBS網路空間發表政治意見提出建議。首先，將前章所得結果彙整如下： 

 

發言情緒發言情緒發言情緒發言情緒：：：： 

◎  與「篇幅字數」的關係：長篇意見較能保持情緒平靜，而在情緒強烈的

情況下所發表的訊息篇幅較短。 

◎  與「言論形式」的關係：意見所佔成分越多，亦越容易涉入情緒。 

◎  與「政黨傾向」的的關係：「政黨傾向」越明確，發表文章時便越難以維

持冷靜情緒，其中持反對態度者尤甚於持支持態度者。 

◎  與「標題相關」的的關係：在激動情緒下回應他人訊息時，較可能偏離

原本的焦點主題。 

◎  與「發言語氣」的的關係：情緒涉入高者，較易採純粹批評的語氣，而

語氣褒貶參半或是不明顯者，則較能保持冷靜的情緒。 

 

論證程度論證程度論證程度論證程度：：：： 

◎  與「篇幅字數」的的關係：字數越多，舉證亦較嚴謹，太短的文章舉證

能力通常不佳，而越嚴謹的論證通常也需要花較大的篇幅來進行陳述。 

◎  與「言論形式」的的關係：「事實」需要舉證的程度比「意見」為低；論

證常須以「事實」為基礎，「嚴謹論證」尤為如此，「純粹意見抒發」論

證程度偏低。 

◎  與「標題相關」的的關係：越能在文章中舉出論證的使用者，也越能避

免離題失焦的問題。 

◎  與「發言語氣」的的關係：越能舉證支持自己主張的使用者，語氣上就

越不會採純粹批判口吻，而較可能褒貶參半或是持平而論。 

◎  與「發言情緒」的的關係：情緒的涉入不利於提出論證、而越能舉證者

情緒亦越能維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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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公共性議題公共性議題公共性議題公共性：：：： 

◎  在全部樣本中，有 91.5%都能與公共事務相關，而另外兩種文章（「板務」

與「未涉公共事務」）則有以下特徵： 

 

共同點：篇幅短、政黨傾向不明確、語氣多質疑批判。 

 

相異點 

 

 

 

 

 

 

由以上彙整可以發現，PTT政治類看板在「議題公共性」上的表現普遍甚佳，

也因此在這部分比較難以觀察出具實用價值的特殊趨勢。而在「發言情緒」和「論

證程度」上，則有較為明顯的趨勢出現。 

 

前節已述及，討論規範的制訂與執行，對於網路政治討論區的品質至為重要，

但在規範制訂時卻往往遭遇兩難的問題：如何才能既保障論域開放程度，避免對

於言論進行過多限制，又能控制言論的品質，避免情緒性或無關公共議題的言論

排擠了理性、公共性的言論。本研究在此所觀察出的趨勢，或可有助於在規範訂

定時取得兩方面的平衡，並可作為使用者自律的標準參考。 

 

首先，在「發言情緒」的部分，過往文獻就已指出，較多的個人情緒涉入，

往往伴隨著較少的內容與較差的論證品質，且易出現偏離主題的問題，皆不利於

「理性討論」的進行，這部分與本研究的發現相當吻合。不僅如此，根據本研究

的發現，「發言情緒」與「論證程度」這兩個變項，除了彼此即已有顯著關連之外，

更共同與「篇幅」、「標題相關」、「發言語氣」與「言論形式」等變項關係密切。

另外，「發言情緒」尚與「政黨傾向」有關連。 

 

板務文章：多單向訊息、情緒特別平和冷靜。 

 

未涉公共事務文章：互動不明確情形偏高、情緒涉入

較多、欠缺論證情形特別高、文不對題比例

較高、形式上多「意見陳述」少「夾敘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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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幾個變項彼此間的關係如此密切，藉此，已經可以約略勾勒出「理想

網路論域」中的「理想政治意見」，是怎樣的形貌了： 

◎ 沒有明顯的政黨傾向沒有明顯的政黨傾向沒有明顯的政黨傾向沒有明顯的政黨傾向。。。。 

◎ 篇幅充實篇幅充實篇幅充實篇幅充實。。。。 

◎ 切合討論主題切合討論主題切合討論主題切合討論主題。。。。 

◎ 以事實陳述輔助個人意見以事實陳述輔助個人意見以事實陳述輔助個人意見以事實陳述輔助個人意見。。。。 

◎ 不純粹批評而是褒貶參半或持平而論不純粹批評而是褒貶參半或持平而論不純粹批評而是褒貶參半或持平而論不純粹批評而是褒貶參半或持平而論。。。。 

◎ 情緒冷靜平和情緒冷靜平和情緒冷靜平和情緒冷靜平和。。。。 

◎ 論證深入而嚴謹論證深入而嚴謹論證深入而嚴謹論證深入而嚴謹。。。。 

 

 

易言之，在討論規範的制訂上，或是在網路使用者的自律上，這些項目便可

以作為標準的參考。例如，欲在網路發表政治意見時，可以規範或建議使用者保

持冷靜平和的情緒，在篇幅上加以充實，發言過程中增加事實陳述的比例，藉夾

敘夾議方式輔助個人意見的鋪陳，加強論證的嚴謹程度，並以褒貶兼具的語氣取

代一味質疑批判的語氣，且勿表達過度鮮明的政黨立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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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一一一一、、、、量化研究方法的侷限量化研究方法的侷限量化研究方法的侷限量化研究方法的侷限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作為主要方法，檢視台大批踢踢實業坊此一 BBS 站中的

政治類看板、以及其中的政治意見資訊。目的便在於對於這個言論場域進行整體

性的觀察與描述，並且根據觀察所得參酌文獻，評估此一言論場域的品質如何、

是否有潛力實現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想，或是實現海克爾與范迪克所謂的「數

位民主」。 

 

不過，在哈伯瑪斯理論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溝通行動」，其實是非常複雜、

難以研究的。一方面，所有的溝通行動都涉及「脈絡」（context），而不僅僅是最

後表達出來的言說訊息；另一方面，溝通過程中，真正的想法意涵可能會在層層

的轉譯、解讀過程中變質，甚至原本言說者所表達出來的就非其心中真正的意向，

再加上研究者主觀的進行詮釋，溝通過程的真貌可能已經模糊難辨。 

 

雖然內容分析法可以幫助描述傳播過程的外顯樣貌，但是對於前述這些弦外

之音、情境脈絡，要加以描述卻是力有未逮。更甚者，溝通過程的品質，溝通者

的互動過程，都有太多資訊不是量化的資料可以提供，將哈伯瑪斯的「理想言說

情境」化約為數個可測量的標準進行評估，無法避免的會忽略許多應該檢視、分

辨、討論的實質溝通過程，有過度簡化之嫌。建議後續的研究者能多著墨於此，

以質化的論述分析法輔助量化內容分析法的不足之處，進而呈現更完整而深刻的

溝通過程。 

 

二二二二、、、、忽略使用者層面的分析忽略使用者層面的分析忽略使用者層面的分析忽略使用者層面的分析 

本研究的焦點侷限在 BBS 的文本上，但卻未能深入探討產製這些文本的網路

使用者。例如在 BBS 上參與政治討論的使用者具備哪些人口學的特質？這些特質

與同樣使用 BBS 卻不參與政治討論的使用者有何差異？又與雖參加政治討論卻非

透過BBS此一介面者有何差異？他們使用BBS進行政治討論的動機為何？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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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感覺和收穫？在參與討論之後，是否會對其政治態度產生影

響、甚至改變其政治行為？這種形式的政治參與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之間，又

存在什麼樣的關係？ 

 

這諸多問題，僅以內容分析法檢視 BBS討論區中的文本，是無法獲得解答的。

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考慮使用量化的問卷調查法，或是利用質性訪談，從網

路討論區的使用者身上找出答案。 

 

綜合前兩點所述，若能夠以質化的論述分析法找出溝通過程中的脈絡和內在

樣貌，搭配內容分析法對於訊息文本進行外顯特質的量化描述，再加上以調查或

訪談取得關於使用者方面的資料，整個網路溝通過程將能更完整的呈現。 

 

三三三三、、、、研究場域與分析單元研究場域與分析單元研究場域與分析單元研究場域與分析單元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電腦中介傳播的本質，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有著急速的變化，而單一研究場

域更容易因為軟硬體的調整，而在短時間之內徹底顛覆其形貌。本研究選擇以批

踢踢此一 BBS 站為研究場域，在研究尚未完成之際，即有被選取為樣本的其中一

個看板遭到廢除，之後更遭逢 PTT 硬體負載量增加、部分功能與使用規範進行調

整等變動，致使其討論生態亦產生丕變，許多資料與分析結果可能在極短的時間

之內便已失去時效，為研究者所始料未及。 

 

而在分析單元方面，如第三章曾述及的，本研究僅以「單篇文章」作為分析

單元，犧牲了「推文」與「討論串」兩種觀察的角度。兩者皆因抽樣困難，且難

適用同一分析架構，因此不得不有所取捨。 

 

以推文而言，事實上，由於 PTT 政治類看板討論規範中均有發表文章的最低

篇幅限制，因此使用者在欲對於文章進行簡短回應時，往往會選擇使用推文而非

回覆文章，推文的數量以及所包含之密切互動已如第四章所示，其中其實也有大

量具分析價值的資料在內。 

 

至於未能以「討論串」為單元進行抽樣，將造成從樣本中無法得知在某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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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下，該討論串引起了多少的回應文章；也就是說「單向訊息」可能引發大量的

回應激辯，也可能無人搭理，在本研究的資料中無法得知，在「互動程度」的評

述上有所缺憾。 

 

以上問題，可供未來研究者在樣本選取時做為參酌，期待本研究力有未逮之

處能在將來有被探討分析的機會。 

 

四四四四、、、、變變變變項間的關係難以釐清項間的關係難以釐清項間的關係難以釐清項間的關係難以釐清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對 PTT 這個論域進行一完整的描述，並藉由描述的

結果對其進行評估與建議。然而在第三項研究問題，亦即「檢證政治意見各項性

質間關係」的部分，卻未能進行精確而嚴謹的分析。 

 

儘管在統計上已能證明某些變項之間具有顯著的關連，但何者為獨立變項、

何者為依變項，甚至在兩者間有無混淆變項的存在，在本研究的操作過程中卻無

法得知，因此無法對於政治意見各性質間的關係與趨勢進行更加精準的釐清，連

帶也難以對於 BBS上的政治溝通過程提出更具體而恰當的建議。 

 

本研究曾數度述及，網路論域的品質，除了倚賴使用者的自律外，很大一部

份必須透過健全的討論規範來維繫，而理想的討論規範，須兼顧穩定性與彈性、

同時保障論域的開放性和排除妨礙溝通的外力，其平衡非常難以拿捏。由於前述

缺陷，本研究僅能指出概略方向，卻無法明確列出理想的規範做為參考。冀望未

來的研究者，能針對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釐清，以利對於在網路空

間進行的政治溝通，提出更具體允當的討論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