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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媒介時代的來臨，改變了人們之間互動的方式。訊息的流通不再是單一

方向，而是藉由網路媒體達成兩者互動的特點。自從 Dmitry Medvedev 使用臉書

以來，就經常發布各式各樣貼文、照片與資訊，試圖與民眾達成線上溝通。本文

藉由政治溝通理論檢視現今俄羅斯政治人物使用大眾媒體得到的效果。 

 

    相較於傳統媒體，網路的花費比較昂貴。雖然比較自由，但是無法像其他傳

統媒體，例如：電視或報紙，可以直接影響大眾。根據歷史的爬梳，可以發現俄

羅斯深受歷史所影響，以至於可看見法律條文中政府的干預，如此一來，可能會

影響俄羅斯網際網路的發展自主性。 

 

    端看 Medvedev 的臉書，可以發現內容的多樣性以及豐富性。議題從政治方

面、經濟、社會至文化層面，利用影片、文字、網址連結以及照片呈現不同的內

容；而網友的回應也包含著啟發、轉換、強化及激化這四種特色。透過分析臉書

上的互動，本文發現俄羅斯在媒體使用環境上的限制著實讓線上的政治溝通有難

以實行之面，導致網際網路的使用人口不廣泛，進而使得訊息發送的範圍不廣泛；

此外，政治人物是否視臉書為其重要的訊息傳播工具也將是影響能否達到有效溝

通重要因素。 

 

 

 

 

 

 

 

 

關鍵字：第二媒介時代、俄羅斯媒體、網際網路、政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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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media age has changed the way people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 one-way flow of media messages turns into a two-way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et media. Since Dmitry Medvedev has used the Facebook, he 

regularly posts a bunch of post, shares pictures and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make an 

online communication with his follower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o examine uses and effects of mass media that nowadays used by 

the Russian politicia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dia, costs of the internet is more expensiv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ternet is more free, it’s difficult to make a deep influence 

directly on people like television or newspaper. The study shows that Russia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ir own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the using of the media is 

intervened by the law. Therefore, it might restrict th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re is a variety of the contents in Medvedev’s Facebook.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includes of policy, economy, society and even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a short film, words, links and photos. Responses for his post are filled with 4 

kinds of characteristics: initiation, conversion, reinforcement and activation.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ian and his followers, the limitation of 

the internet makes the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to practice, which 

causes the users unequally distribute in Russia, and makes the message hard to widely 

spread. Furthermore, the politician’s attitude toward the medium is the main key to 

influence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second media age, the media in Russia, the interne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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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十年來，城市生活的科技與新傳播科技之間的匯流越來越明顯。這種情況

甚至導致一些評論家認為世界情境脈絡的私有化集中，他們的電子化、結構或是

自動導向，實際上也等同於「網絡空間」(cyberspace)。這種匯流或許不像網際網

路所呈現的強烈，但他本身就是一個網路，也是「網絡空間」關係的模式。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裡，全球性互動科技出現，例如網際網路，使得先進資本主

義國家的日常生活領域中，傳播媒介的本質與範圍產生劇烈轉變。這些改變象徵

著「第二媒介時代」(second media age) 1的來臨，被視為一種廣播形式媒介主導

地位的轉移，而這些廣播形式媒介如報紙、廣播和電視。很明顯地，第二媒介時

代的來臨，幾乎完全是以互動性媒介為主，尤其是網際網路，而非沒落的廣播電

視。一些人以過去經驗指出，大眾廣播技術形式的衰落或分眾，將有利於「小眾

市場傳播」，雖然這並不常被認為與互動性傳播的發展有所關聯，而第二媒介時

代的典型代表則是互動形式傳播的快速發展。 

    根據 Manuel Castells 的說法，「互動性社會」取代了既有世界，象徵「多媒

體」(multi-media)這個轉變時代的來臨，帶來「以數位化、網路整合的多樣性傳

播模式為基礎的新傳播系統」。2
Castells 認為只有在整合系統中，才能使訊息得

以傳播、社會化；除此之外，所有其他訊息，則只能成為個人創作，或是被社會

邊緣化的面對面次文化。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以電子化為基礎的傳播(印刷、視

聽、或是電腦中介的傳播)，才能算是傳播」。3並提到，雖然非電子化為基礎的

傳播也許仍然存在，但逐漸失去原有地位。這使得「互動性社會」成為一個相當

重要的議題。 

                                                      
1
國立編譯館 主譯，David Holmes 著，《媒介、科技與社會─傳播理論的面向》，台北，國立編譯

館，2009 年，6 頁 
2
 同上註 

3國立編譯館 主譯，David Holmes 著，《媒介、科技與社會─傳播理論的面向》，台北，國立編譯

館，2009 年，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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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總統 Dmitry Medvedev 上任時間(2009-2012 年)以來，便透過俄國的

VK(В Контакте)，推特(Twitter)和照片分享網絡(Instagram)或是臉書(Facebook)等

網路平台來向自己的選民發表各式各樣的政見發表、照片分享等等。選民不分政

黨、不分自己的社會階層地位，皆可透過網路這個交流平台，得知最新的消息或

是在平台發表個人的言論。透過網路快速發送訊息的功能，試以達到領導人與選

民雙方之間的政治溝通效能。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是指國家領導階

層、媒體和國民之間，交換和傳達有關公共政策行為意義訊息的過程。大眾傳播、

民眾、政府決策者，三者之間形成一個互相影響的互動體。而互動的過程，也就

是政治溝通的內容。三者間的互動越是頻繁，政治溝通所能達到的效能，也就是

所謂的「政策」也越是能夠體現在公共政策上，其國家之民主程度也就相對越高。

現今的政治溝通有別於以往，除了透過報章雜誌，網路上的興起也是近幾年來的

趨勢。 

    因此，本文將藉由分析 Medvedev 總統在臉書上所有的貼文以及民眾回覆的

內容以及回覆歸類，並應用政治溝通理論探討下列問題： 

1.  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使用環境為何？政府所抱持的態度又是如何？ 

2.  Medvedev如何透過臉書和人民互動？是單向訊息傳遞，還是雙向資訊網來？ 

3.  社群媒體是否能在俄羅斯發揮政治溝通的效能？ 

    本文認為，雖然網路相較於其他傳統媒體在花費上較昂貴，但是俄羅斯的網

路使用人口仍然是增加的趨勢，因此政府透過網路傳達政治理念以及廣告宣傳也

是不可避免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需端看政府對於媒體所抱持的態度，才

能從而得知政治溝通的效能對於雙方是正向還是負向。本文將藉由探討集權國家

之下，政府─社群媒體─人民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希望對於日後有關集權國

家之社群媒體研究能夠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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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中為研究的應用工具，為研究者提供合乎邏輯的

科學方法，為所欲探討之現象找出客觀合理的理論解釋。筆者採用「文獻分析法」

和「內容分析法」來進行本論文的相關研究與撰寫：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是課題，透過蒐

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掌握所

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再將收集來的資料，經

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是從事研

究工作最為普遍的方法，也是必經之步驟 。因此，就本篇論文相關的國內外相

關書籍、期刊、論文、章節法規等等加以分析、比較與歸納來檢驗事件的前因後

果和未來趨勢。 

    其次，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種有系統的量化及質的分析，以客

觀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及其意義

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網際網路時代，內容分析法從發掘事實的描述性研究到闡述

性與推論性的分析，開始與電腦科技相結合，使得內容分析研究更有深度。因此，

本文將利用內容分析探討Medvedev在臉書上所發布的文章與網友們所回覆的貼

文，藉由類目的歸納，探討出政府所關心的社會國家層面以及藉由網路這個媒介，

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政治溝通效能是否能達到作用。 

 

二、研究途徑 

    本文將使用的研究途徑為政治溝通理論。政治溝通包含了政治溝通和政治社

會化、大眾傳播和民意以及政府和媒介的關係。其研究途徑有：系統研究、語言

研究、符號研究、功能研究、組織研究以及環境研究。而政策決策者、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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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眾三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也就是政治溝通的內容。政府越是頻繁地與民眾溝通，

那麼成為實際政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本文分析結構與詳細說明請參照第二章。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俄羅斯國內的網路媒體發展不僅受到國內政經因素，

同時也與西方國家媒體文化的發展有關；筆者將討論政治人物以及俄羅斯廣大民

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故將內容著重於其中間的傳播媒體─網路平台。Dmitry 

Medvedev 上任以後，實施的政策已民主化、現代化作為主要的號召，也是第一

個活用網路世界的俄羅斯總統。擔任總統期間，更是帶動起其他地方行政首長使

用社群媒體的風潮。至於其所擁有的個人社群媒體包括了 Facebook、 

VK(ВКонтакте)、Livejournal、Twitter 以及 Instagram。筆者首先比較 VK 與臉書

上網友回應的部分發現，臉書上的網友發文率高於 VK，因此以臉書(Facebook)

作為最主要的分析媒介；其次，相較於 Livejournal 部落格較傳統的書寫方式，

臉書的書寫方式則趨於簡短及口語化，透過手機隨時可以得到最新訊息及回應，

寫作模式接近即時聊天模式，社交功能深受喜愛，目前臉書活躍使用人口高達

12.3 億人口，佔有全球人六分之一，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除此之外，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由於內容重複或是回文字數限制的機制(例如 Twitter)，因此，本文

希望針對 Medvedev 使用的 Facebook 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而本文當中的研究案例將以發文連貫性、按讚次數、回應多寡作為挑選的衡

量。第一則案例為 2010 年的森林大火事件，第二則為警察法改革，第三則為老

年人福利議題。就時間範圍來說，以 Medvedev 任職總統期間(2009-2012 年)為主

要研究時間。 

    在研究限制上，筆者蒐集了各國學者及相關議題的研究，文獻包括了中、英、

俄的學術論文、網路資料、期刊論文以及相關書籍等等。主要是以前任總統

Medvedev的個人臉書貼文內容與網民的回覆資料作為分析對象，次要是參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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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相關文獻及書刊。此外，Medvedev 的貼文，可能會由其掌管網路發送訊

息的團隊代由操作，網友當中也有可能有網軍的疑慮，而使得最後的研究結果有

偏差的部分。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政治人物是否能夠有效透過網路媒體傳達政治溝通給選民，

故蒐集之文獻多以新聞學及社會學為主，政治取向的為輔；專門研究關於俄國政

治溝通方面的相關資料仍然不多，自然增加了筆者資料蒐集的難度。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林維國所著作的《新媒體與民意：理論與實踐當中》提出網路時代的全面來

臨對於民意與民主的影響日漸深遠。以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搭配國內外重大事

件實例如台灣 PTT批踢踢論壇、阿拉伯之春、美國總統大選網路化等實例，提供

相關實證研究資料，以期更完整地論證網路新媒體與民意互動發展不可逆轉之趨

勢。其中， 歐巴馬(Barack Obama)被視為是最會社群行銷的總統，其成功使用

臉書進行動員以及募款，雖然當時經濟不利的狀況給予競爭對手一大挑戰機會，

但藉由網路社群和社交媒體上的累積，最終仍是幫助 Obama在這場選舉當中獲得

執政權，此外，美國人民逐漸將網路視為最主要的蒐集資訊來源，使用媒體的習

慣改變，更是使得利用網路選舉的途徑更為成功。 

    邱瑞惠教授所著作的《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一書當中，詳細說明

了俄羅斯平面媒體的發展、俄羅斯電視體系的變遷、俄羅斯大眾傳媒法規與新聞

自由、俄羅斯網路媒體及法規政策以及俄羅斯新聞專業教育的改革。其中，對於

俄羅斯網路媒體的分析又更是區分成網路發展和使用、網路媒體發展以及網路法

規政策作為探討的主題。作者認為，俄羅斯現代媒體制度及系統呈現紛雜多樣的

面貌，過去對蘇聯等共產國家自由與不自由的二分法已不再適用；在分析傳播體

系的各層面後，歸結並印證出蘇聯自解體以來的媒體模式、《工具─傳統》模式、

《第四權》模式、《新威權─財團》模式、《金權政治媒體》模式、《獨立新聞媒

體》模式、《國家控制的媒體》模式、《地區政府控制的媒體》模式、《商業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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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模式；而 2000 年後媒體模式則為四種模式的混合。本書提供在不同政治

經濟環境下，現代俄羅斯傳播發展清楚的分析架構和完整的論述。 

    胡逢瑛與吳非共同著作之《政治傳播與新聞體制》一書，內容除了講述轉型

中的俄羅斯媒體與政治、蘇聯解體後之俄羅斯傳媒轉型特點、俄媒體政治功能轉

型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等等有關媒體與政府互動方面的主題，更是結合台灣與美國

的時事，使用俄國的案例來探討發生在台美的事件。關於俄國的案例，作者認為，

俄羅斯媒體在蘇聯解體之後經歷了巨變：媒體一開始是個人恩怨與政黨鬥爭的工

具，儘管媒體角色更加多元化了，使得媒體成為較為專業化與獨立性的一個特殊

階層，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那就是媒體已經強大到成為了西方國家和金融工

業寡頭影響選舉以及干預決策的工具(例如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的顏色革

命，親西反對派媒體與親俄政府派媒體對政權之爭)，這時在俄羅斯新聞界流行

的自由主義風潮已經不利於俄羅斯的強國目標，Putin 要防堵顏色革命在俄羅斯

爆發。因此，Putin 上任之後首先起訴寡頭，媒體開始了國家化進程，媒體運作

在專業化的同時還必須負擔維護國家安全、護航政府政策與保護國家利益的責任。

儘管俄羅斯媒體經過專業化發展的同時，只是使媒體管理更加合理化與有效率，

最重要的是媒體還是要回歸國家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自由化的媒體在俄羅斯重

建多極國際體系(俄羅斯－歐盟－聯合國－美國)對抗美國單極主義之際是不被

Putin 政府所提倡的。 

Sarah Oates 所撰寫的專書《革命的停滯：後蘇聯網路的政治限制》(Revolution 

Stalled: The Political Limits of the Internet in the Post-soviet Sphere)寫道，社群網路

在中東推動了政治的改變，並且讓專制的政權也開始對網路的興起加強控制。本

書提出了五個網路空間和社會連接的五個重要因素：內容、社群、催化、控制和

收買。本書闡明了網路在何時以及如何引發政治行為。除此之外，本書討論了在

俄國網路所發起的抗議行為，指出必須存在一些關鍵先決條件才能利用網際網路

來挑戰非自由的政府。同時，俄國網路觀眾正快速的增加，因此比起觀看國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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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更多人轉向較自由開放的網路平台。作者還整合了其他抗議活動，例如關於

健康問題和殘疾兒童，證明俄羅斯已經開始從個人的不滿轉換變成通過網路表達

逐漸升高的政治意識。她的研究顯示，俄國為了應付新訊息傳播路徑的改變和網

際網路的運作，一直在改變對於資訊流通的控制。網路的革命仍然停滯不前，這

本書提供了證據表明，一個新興的網路時代和新一代的網路用戶正是改變俄羅斯

公共領域的開端。 

Wei-Chun Wen 所寫的期刊論文「台灣臉書上的政治溝通：在選舉前後的第

一、第二手消息」(Faceboo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aiwan:1.0/2.0 messages and 

election/post-election messages)當中，認為透過 Facebook 的政治溝通已經在世界

各地上越來越普遍。儘管許多研究已藉由不同的內文來分析，但是相關的華人研

究卻是不多。本篇的研究對象是台灣的總統候選人，時間範圍是在 2012 年總統

選舉期間與其後。考慮到了臉書當中的互動性，本篇還比較了第一手訊息(候選

人所發布的貼文)和第二手消息(透過「粉絲」所強調的訊息)。比較分析顯示了，

當第一手消息的內容強調政策的內容遠多於描述候選人本身特質時，第二手消息

的內容就會與之相反。除此之外，本文也發現政客會隨著他們在競選和執政時的

職位轉換，也跟著改變他們在自己的臉書所發布的內容。4 

    Natalia Moen-Larsen 所撰寫的期刊論文「與政府溝通：俄羅斯政治人物 online」

(Communicating with the Nation: Russian Politicians Online)文中提及，在歐洲，俄

國具有最大的網路市場，且使用者也逐漸大量的增加當中。利用社群媒體的管道

變成參與反對行為的最佳途徑：但與之同時，執政者也逐漸認知到網路的重要性，

並將其關注力延伸到上網(online)。俄羅斯聯邦的前任總統 Medvedev，活躍的利

用網路達成其政治目的，並且促使其他州的官員也開始進入網路的世界。本篇探

討俄國政治菁英對於網路的使用，其中更是關注於 Medvedev的個人官方部落格。

藉由觀看網路使用者的留言，作者評估了執政者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文章內分成

                                                      
4
 Wei-Chun Wen, “Faceboo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aiwan: 1.0/2.0 Messages and 

Election/Post-Election Messag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 Jul., 2013),pp. 19-39. 



 

8 
 

俄羅斯的政策決策、網路的政治使用、Medvedev 影音部落格、以及包含了對於

Putin 接任之後，網際網路的政治溝通形式與發展勢將會有如何的走向。5
 

    Peter Dahlgren 所撰寫的論文「網路、公共領域和政治溝通：分散和審思」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當中指出，網際網路和公共領域這兩個主題在近年已進入研究政治

溝通的主流當中。本篇的第一部分將一些主要的關鍵要素帶入公共領域的觀點，

強調三個主要的分析：結構、代表性的和互動。接著，用公共領域的角度提出面

對民主時所面對的核心主題。尤其是，以政治溝通系統的不穩定性用來理解網際

網路所扮演腳色的研究背景。同時，不穩定性的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舊有模式已

失去其效用。此外，文章更提出藉由網際網路，公共領域的範圍更是延伸與擴大。

因此，研究重點著重於公共領域的互動層面，特別是關於在現代環境之下，網路

公共領域的政治溝通如何進行。6
 

    在 Antonio MOMOC 所著作的期刊論文「羅馬尼亞社群媒體：左派或右派？

─以 2009 年總統競選為例：部落格和臉書」(Social media in Romania: Left Wing or 

Right Wing? The Case of the 2009 Presidential Campaign: Blogs and Facebook)指出，

在羅馬尼亞，Facebook 首次被總統總統候選人的使用是在 2009 年的選舉當中。

社群網站以及 Web 2.0 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從前互動的方式，所以政客們必須改變

他們與選民的互動方式，以適應正在改變的社會。即使羅馬尼亞的人民在過去幾

年已逐漸熱絡發展其社群網站，但政治人物的對於社會轉變仍然是措手不及。這

篇文章的主旨是在於解釋當羅馬尼亞的政治人物們面對網路上所產生的輿論與

交流時所採取的相對應行動。左派或右派候選人受否有運用社群媒體去表達選舉

的消息? 左派或是右派的激進分子是否也有利用社群媒體傳播訊息？這兩個問

題意識便是其文章最主要探討的。文中，應用了內容分析法去分析候選人的個人

                                                      
5
 Natalia Moen-Lars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Nation: Russian Politicians Onlin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23, (21 February 2013), pp. 10-12. 
6
 Peter Dahlgren,”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 August 2006), pp. 14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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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和臉書當中的貼文。這項研究所試圖要探討，羅馬尼亞的左派或是右派是

否在 2009 年的選舉當中，是否適應快速變化的網路環境並且達到溝通的效果。7
 

     Nicoleta IONESCU所撰寫的期刊論文「線上政治溝通：臉書上的圖像意義」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Image Upload on Facebook)的主旨是

在於研究上網(online)和非網路媒介(offline)是如何反映到政治溝通上。媒介的變

化也導致溝通的方式產生變化。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與發展，重視視覺的社群媒

體市場變成了新趨勢，而視覺形式的通訊變得越來越重要。除此之外，本篇比較

產業媒體和社群媒體由於潛在的優勢和低生產成本等經濟方面因素在未來將會

發展的走向。社群媒體改變了我們溝通的方式。因此，使用者所撰寫的內容將會

大大的影響溝通的本質。這就是為什麼充滿視覺效果的溝通方式以及透過視覺上

所傳達的訊息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篇研究當中，作者想要透過比較羅馬尼亞

有名政治人物們的臉書內容，驗證含有影像的內容將會更吸引人的關注以達到雙

方之間的溝通與交流。8
 

在 Anna Popkova 所撰寫的論文「從蘇聯廚房辯論到網路的政治批評：2011

年 12 月選舉抗議的俄羅斯媒體新聞報導比較分析」(Political Criticism from the 

Soviet Kitchen to the Russian Interne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ssian Media 

Coverage of the December 2011 Election Protests)提及，2011 年 12 月在莫斯科所舉

行的大選抗議活動象徵著俄羅斯社會重要的時刻。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從前都是

在自家廚房當中私下討論，但現在卻可以拿到俄羅斯的網際網路(RuNet)上，甚

至是進入到俄羅斯的街頭。就像抗議者所說，政治討論(和行動)在俄羅斯的政治

和私人領域當中一直都有著長期的緊張感。本篇透過兩個親政府和兩個對立的俄

羅斯媒體對於抗議報導內容的文本分析，端看其媒體與 RuNet 的互動關係。目

的是要更深入了解 RuNet 在公共領域以及其在俄羅斯新聞業中所扮演的腳色。9 

                                                      
7
 Antonio MOMOC, “Social Media in Romania: Left Wing or Right Wing? The Case of the 2009 

Presidential Campaign: Blogs and Facebook”, Journal of Media Research, (2012), pp. 78-95. 
8
 Nicoleta IONESCU,”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Image Upload on Facebook”, 

(2013) pp. 53-58. 
9
 Anna Popkova, “Political Criticism From the Soviet Kitchen to the Russian Internet: A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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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文獻皆可發現，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與發展，重視視覺的社群媒體

市場變成了新趨勢，而視覺形式的通訊變得越來越重要。網際網路上所形成的公

共領域變得更加複雜，相較於傳統間接參與方式，網路提供弱勢族群或是普通大

眾有發聲的管道來挑戰主流的價值觀，使網路成為具備公共領域實踐場與的條件。

因此利用社群媒體的管道變成參與反對行為的最佳途徑；同時，國內外政治人物

也逐漸認知到網路的重要性，並將其關注力延伸到上網，並藉由社群媒體試以文

字、影像或是照片吸引民眾的目光。在這較寬廣的公共領域，政治人物如何利用

社群媒體的優勢和民眾互動以及大眾對於媒體使用的習慣以及政府對於媒體的

管制，皆會影響雙方溝通與交流的結果。 

 

第五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提出：在全球化之下，俄羅斯的政治人物透過網路媒體來傳

遞個人理論亦或是政治宣傳。網際網路的出現給資訊快速爆發的年代帶來更快速

的交換與傳播並且成為了政治人物新的政治溝通管道。筆者於第一章說明研究動

機與目的，提出研究範圍及限制，提出研究方法以及對文獻進行評述與回顧。 

 

第二章筆者欲將第一章所提出的社群媒體與政治溝通的關聯於第一節提出詳細

的分析架構並說明。於第二節討論俄國的社群媒體使用環境、政治溝通的運用、

網路使用人口、Medvedev 臉書貼文的總類及撰寫方式做為接下來的背景脈絡。 

 

第三章以 2010 年森林大火作為個別案例。首先將為森林大火的發生背景做一概

述說明，並將 Medvedev 從呼籲救災─發布緊急命令，下達懲處─災後重建以及

檢討部分所發布的貼文以表格方式呈現，其次，針對貼文以及網友回應的內容做

                                                                                                                                                        
Analysis of Russian Media Coverage of the December 2011 Election Protes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 pp. 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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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比對，進而解釋面對突發事件時，Medvedev 將如何透過臉書與民眾互動。 

 

第四章以警察法改革作為個別案例。本文將概述俄羅斯警察制度的成立與改革過

程，並藉由貼文的內容帶出 Medvedev 如何呼籲民眾一起透過網路參加首次的全

民討論活動，最後，透過觀察網友的回應觀察 Medvedev 是否有針對內容最一回

覆。 

 

第五章以老年人社會福利作為個別案例。首先將簡單敘述俄羅斯福利改革過程，

並對現今俄羅斯老年人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作扼要概述，此外，透過觀察

Medvedev 貼文與網友回應，進一步討論領導人物與網友們所關心的面向，最後，

針對其政治溝通效能做評估。 

 

第六章呼應論文問題意識加以說明與解答，透過文獻回顧當中的美國總統 Obama

作為簡單的比較案例，並總結三個個案的研究發現並評估臉書的政治溝通效能，

最後對於日後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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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析架構 

 

    根據 2014 年 1 月的統計，在俄羅斯使用網路的用戶已超過總人口 53%(相當

於 75,926,004 人)，甚至超越了德國、英國和法國。10透過網路來交換最新消息、

與人溝通或是做線上娛樂，很有可能會變成未來的趨勢。因此，利用虛擬社群較

能凝聚意識的特性，政治人物也將社群媒體當作訊息傳遞的一種平台。本章首先

概述社群媒體與政治溝通兩者關係，並對研究途徑做一說明，其次是簡述俄羅斯

媒體的發展、網際網路的發展與使用，最後是對 Dmitry Medvedev 的臉書做使用

者分析與貼文內容歸類，作為之後個案分析的研究背景。 

 

第一節 社群媒體與政治溝通 

 

一、社群媒體的興起 

    Community 一詞在英文解釋當中大部份是指居住環境，在中文則多譯為「社

群」或「社區」。11虛擬社區具體而言，包含著三種概念：“1. 重視地理或結構的

概念，為居民共同生活的地區；2. 側重心理或互動的概念，為居民生活中相互

關連與依賴的共同體；3. 重視行動或功能的概念，是居民互相保衛與共蒙福利

的集體行動”。12而現今社會中，越來越多的虛擬社群出現，改變人們在實體社

會中的互動行為。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又可稱為網路社群(Network Community)，為

有別於實體生活中的一個社群，意指在數位化的環境中，透過網際網路的聯繫，

將才華或興趣相近的一群人集合在一起。13早期虛擬社群的定義，是指透過電子

                                                      
10

 Digital EastFactor, <http://www.digitaleastfactor.com/numbers-internet-social-networks-russia/> 
11

 林瑞欽(1995)。〈社區意識凝聚之道〉。社會福利，118，頁 8-17 
12

 內政部(1995)。〈從社區發展的觀點，看社區、社區意識與社區文化〉。社區發展季刊，69，頁

1-4 
13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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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如電話、傳真、電視、廣播、或電腦等)的方式，相互溝通與聯絡的一群人。

就定義而言，不同學者提出相異的定義，綜合而言，虛擬社群就是有別於現實社

會，是一個可以自由進入的空間，成員透過相同的興趣、嗜好、政治偏好、喜愛

的社會活動等等而聚集在一起，藉由分享資訊、相互學習強化彼此關係，因此較

容易溝通與整合。14因此，虛擬社群想要經營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即為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並非只是單向的訊息傳遞，透過其互動性進而讓社群成員都能夠針對

相同的主題與興趣進行資訊交流，彼此溝通及共同合作，15如此一來才不枉費社

群網站成立之目的。而虛擬社群成立之目的，乃基於滿足人類的四大需求，包括：

興趣、幻想、人際關係以及交易。16 

    而社群媒體就是為集合了這些虛擬社群能在一個共同空間討論與分享，在長

久的溝通互動以及訊息的交換之下，成員就會發展出一種忠誠與信守承諾的社會

關係。17因此，被視為適用於政治傳播，既可以傳送訊息又能和民眾建立情感。

除此之外，使用社群媒體的方式日益更新，從傳統的部落格到現在流行的微型網

誌(microblog)，都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瀏覽最新的資訊，介面和搜尋功能，可以

使個人的社交圈快速擴大；對於政治人物而言，可以更親近大眾，接收民意的方

式也更快速，也可以從文字堆疊和照片影像的輔助，塑造個人的形象。 

 

二、政治溝通理論 

    本文將使用的研究途徑為政治溝通理論。要知道何謂是政治溝通，必須先了

解何謂是政治？至今，政治學廣泛運用的是 David Easton 對於政治所做的定義。

他認為政治是指對於社會有價值事務的權威性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在

                                                      
14

 針對虛擬社群的各種定義詳參楊雲竹(2011)，〈粉絲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業成功關鍵因素之探

討〉，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資訊管理研究所 
15

 方瑞華，〈虛擬社群網站之使用者評估─以 TaipeiLink 為例〉。2011 年，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16

 J. Hargel& A. Armstrong, .”Net Gain: Expanding Markets Through Virtual Communiti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97 
17

 J. Raacke& J. Bonds-Raacke, “My Space and Facebook: Applying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to Exploring Friend-Networking Sit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2007, 16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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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Bealey 所編撰的《布萊克威爾政治科學辭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Science)所指出，政治溝通是指「依賴資訊流通的政治過程」。又美國克

里芙蘭州立大學(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教授 Richard M. Perloff 明確地對政治

溝通下了定義：「政治溝通是指國家領導階層、媒體和國民之間、交換和傳達有

關公共政策行為意義訊息的過程」。18另有學者 Austin Ranney 對溝通所下的定義

是：「溝通是指運用符號，從事意思的傳遞。」(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through 

the use of symbols.) 。也就是說，溝通是可以透過圖畫、音樂、姿勢、臉部表情

等等來傳達，甚至運用數學符號。但是，在人類社會當中最重要的，以及最普遍

的便是使用「語言」(language) 。除此之外，溝通是一種基本的社會過程。人類

社會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生活在同一空間就必須採取相同的行為來達到共同的

利益，如果不能藉由溝通，了解各自所需，那麼這個生命共同體就並不存在。       

至於政治溝通的要素，Austin Ranney 認為要包括以下五點：19
 

1. 溝通者(the communicator) 

任何一人有意識地想改變或影響政策，就可以被稱為是政治溝通者(political  

communicator)。從另一角度看，政治部門也是政治溝通者，他們企圖影響每一

個人能夠支持政府的決策，這是為什麼幾乎個個國家的政府都會設置新聞單位或

公共關係部門，對外發布有關政府決策的資訊。 

2. 訊息(the message) 

政治溝通者運用各種場合和機會傳送訊息，這些可以是包括符號、說詞等等，

意圖將理念或想法傳送給接受訊息的人。Stuart Hall 對於訊息中所乘載的符號學

研究表示，「訊息的論述形式在傳播交換中有其特權地位」，20也就是說，這些訊

息都是經過編碼，將制度、政治意識的型態編入於訊息當中。 

3. 傳播媒介(the medium) 

                                                      
18

 Richard M. Perloff ,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s, Press, and Public in Americ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8),p. 8 
19

 Austin Ranney, “Governing: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8
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2001), pp. 88-90 
20

 Stuart Hall, “Encoding, Decoding”, in S. During(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1993,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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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有人稱為政治傳播，也有人稱之為傳播政治。在政治溝通和訊息接收者

之間必須藉由媒介物，也就是所謂的媒體，包含了電子媒體，例如：電視或網路；

以及傳統的平面媒體，如：報章雜誌、文宣海報等等。 

4. 接收訊息者(the receivers) 

    凡是接收溝通者傳送訊息的人皆稱之，由不同職業、性別、教育程度等人們

所形成。接收的訊息可以是直接來自媒介，抑或是透過「二手傳播」(second-hand 

reports)。訊息會發生什麼作用，全看訊息接收者的興趣、知識背景以及既有的

理念，才能對溝通者放置於訊息中的符碼加以解讀。 

5. 回應(the response) 

   政治溝通者傳遞出去的訊息後，從訊息接收者所得到的回應。Stuart Hall 認

為訊息接收者可能在解碼的過程中，挑戰媒介訊息的意義，而非被動地接受它們。 

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的詮釋可能包含了支配性霸權(dominant hegemonic)立場、協

商(negotiate)立場以及對立(oppositional)立場。21一般而言，有以下四種回應是受

政治溝通者較為喜歡的回應： 

(1) 啟發(initiation) 

    當政治溝通者所傳遞的訊息能夠使訊息接收者能夠開啟或產生一系列相關

性的想法，這種念頭便是受到歡迎的回應。 

(2) 轉換(conversion) 

    訊息溝通者傳送訊息的目的，就在於可以改變接收者的想法。如果能夠將接

收者的想法改變，這就是一種轉換的回應。 

(3) 強化(reinforcement) 

    訊息接收者收到訊息後，強化原先的想法或立場，便是訊息「強化」的功能。 

(4)激化(activation) 

    訊息接收者在接受訊息後，由原先中性的立場轉為激動的態度，進而採取行

                                                      
21

 詳細名詞解說請參見 Paul Hodkinson 著，黃元鵬、吳佳綺 譯，《媒介、文化與社會》(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國基教育研究院，2013 年，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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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話，便稱此為「激化」。 

除此之外，政治溝通理論的建立，可以從以下六種研究途徑加以理解 ：22
 

1. 政治溝通的系統研究途徑(System Approach)。溝通不僅是訊息之流(flow of 

message)，也是系統內組成分子之間的互動。溝通是一種社會控制，政治權力乃

是整個操控系統的核心，試圖要對社會勢力進行控制，或者是有所回應。 

2. 政治溝通的語言研究途徑(language approach)。語言被看作是控制社會的一種

工具。決策圈中的菁英者們通常會使用較為白話的說法使一般民眾可以知悉其政

見內容，使其話語可以得到交集或共識。因此，政治溝通成為決策者和社會菁英

間的互動過程，也進而導致政治的穩定性。 

3. 政治溝通的符號研究途徑(symbolic approach)。政治即是溝通，皆被當作是大

規模的符號交換(symbolic interchange)。社會成員就是靠著符號串聯起來，形成

一個社會網絡，每種符號讓接收者能夠聯想起不同的政治意涵。 

4. 政治溝通的功能研究途徑(functional approach)。功能研究途徑不僅包含社會控

制層面，也強調大眾傳播媒體和政治系統間的關係。 

5. 政治溝通的組織研究途徑(organizational approach)。所謂的政治溝通的組織理

論，指的是政府內部組織之間的溝通。 

6. 政治溝通的環境研究途徑(environment approach)。政治現象所構成的政治環境，

束縛或者促進了溝通的環境。 

    而政治傳播的效果通常指政治社會化、政治參與、投票、層次的效果。以競

選活動為例，通過大眾媒介或人際傳播以創造候選人的知名度，則屬認知效果，

選民如何形成對候選人正或負的態度，則屬情感效果，而選民如何投票決定，則

屬行為效果。此外，可以由皮下注射理論(Hypodermic Needle Model)、媒介效果 

有限論(Limited Effects Model)和議題設定功能(Agenda-setting Function)來說明。23

皮下注射理論媒體是在 1930 年代由歐美社會學家提出，透過強而有力的領袖或

                                                      
22
鄧中堅 高永光 黃奎博 編著，《政治溝通與談判技巧》，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2012，頁 17 

23
 彭懷恩 編著，《新政治學 Q & A》，台北市，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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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者的傳播、宣傳，老百姓就會無條件接受，這種觀念由於受到歐洲法西斯主

義興起，以及納粹大肆利用宣傳技術的影響，在二○年代相當流行，但已不適用

於當今的社會模式，大量的研究並未證實媒體所具有的特殊效果。媒介效果有限

論也因傳播學者認知到傳播的力量不僅在於說服效果，以及媒介之所以能發揮認

知架構的影響力是由於媒介內部的組織結構和訊息處理的過程而飽受批判，因此，

目前較為通用的是議題設定功能。1960 年代後，傳播學者重視的是媒介所提供

的「認知功能」（Perceptual Function）。大眾傳播媒介往往扮演「守門人」

（Gate-Keepers）功能，以選擇的方式將部分事件報導出來，使人們加強對這些

事件的暸解。大眾傳播媒介可能無法成功的告訴人們「怎麼想」（How To Think），

卻可以成功的告訴人們「想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這也就「議題設定

功能」（Agenda-Setting Function）。學者 Lasswell 所強調的「偵視環境」功能，

即大眾傳播媒介所發揮的「議題設定功能」，會促使人們注意到社會、政治、經

濟等某些特定問題的發生，進而產生事先預防或及時補救的效果。24 

關於效果測量所需的證據的本質與性質，總的來說，有三個方法用以衡量政

治傳播的效果。第一是民意調查。以民意調查為例，這項起源於 1930 年代商業

上的樣本調查，是以抽樣樣本代替母體，並推估、預測母體。民調舉行的時間也

是考慮的因素之一，其調查的結果解釋也必須很小心並考慮誤差的可能。民調不

只是一種測量政治態度和意向的方法而已，很多研究者認為民意調查本身可能成

為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第二是投票行為。此方法是觀察研究實際投票行為的模

式，此一方法所獲得的資料比民意調查更加確實有效。最後則是實驗研究。此種

測試政治效果的方法與第一種一樣，皆是建立在受訪者的回答上。實驗法分別要

求不同的目標群回答某一政治訊息，將之記下並做成結論。25 

 

 

 

                                                      
24

 Daniele Caramani,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5 
25

 Brian McNair 著，林文益 譯，《政治傳播學》，台北市，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1 年，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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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媒體與政治溝通 

 

    Manuel Castells 將線上溝通稱之為「大眾自通訊」(mass self-communication)，

26群眾溝通可以藉由在 youtube 上傳影片，在部落格分享網路連結或是由一對多

的電子郵件發布訊息讓全世界的用戶人都可以接收到最新最快速的資訊。溝通的

三個形式：人際關係、大眾傳播和大眾自通信共存、相互作用與彌補而非對立的

獨立體。Castells 觀察到網路可以改變傳統的政治溝通方式以及選舉活動所舉辦

的方式。27當政治人物在競選活動期間利用線上溝通時，黨派的作用並不像從前

努力嘗試著藉由電視、報章雜誌去宣傳政見，而是透過更快速的方式去傳遞他們

的政治理念。28在 Web 2.0 的時代，只要一個人便可以使用網路，水平方向的動

員所有人去從使政治行為，而非垂直式的，從上至下去讓民眾參與。除此之外，

藉由個人臉書或是討論群組也發起了各式的政治活動或是新的黨派。 

    雖然臉書的創立，最初衷的目的並非用於政治上，但他的創立者早已發現臉

書在將來的用途也會和政治連結在一起：「臉書於 2004 在哈佛大學創立的第一個

禮拜後，學生們便紛紛在自己個人資料下面多加了一個文字框，並寫下自己的政

治聲明和觀點。」29
 

    社群媒體，像是臉書，在新的時代變成組成政治組織很有影響力的途徑。臉

書的功能讓資訊變得像病毒具有傳染性。所有的想法或意見透過臉書可以傳遞到

各個群組並且藉由使用者的分享讓同一件訊息可以一傳十，十傳百，讓在身在不

同地區但同樣使用臉書的人都可以得到訊息。30
 

                                                      
26

 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

 Manuel Castells .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8

 Momoc, Antonio. „”Fabbrini despr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a tim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Jurnaliştii şi politicienii gândesc la fel” (“Fabbrini o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a tim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ists and politicians think alike”) Retrieved May 25th, 2011 from 

http://www.antoniomomoc.ro/fabbrini-despre-political-leadershipin- 

a-time-of-technological-change/ 
29

 David Kirkpatrick, “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3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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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賦予了每個人，不論國籍，更多的力量可以更能參與社會行為，而這

也可能導致顛覆性的變化，有可能使固有的社會動搖；也或許我們仍一陳不變，

但是臉書的存在，仍然對非民主國家或是權威性社會構成一個挑戰。臉書讓人民

可以更容易的組成群體並且凝聚力量。」“31 

綜合第一章在研究途徑上對於政治溝通的概述以及在本章節將其與社群媒

體的相互關係確立之後，本論文試以將分析架構設為下圖 2-1： 

圖 2-1 本論文分析架構 

 

 

 

 

 

 

 

 

 

 

 

 

說明：箭頭代表訊息傳遞的方向，      代表訊息是由政治人物傳遞給使用者；      

         代表是使用者將訊息傳遞給政治人物。最後外框為藍色虛線的箭頭代 

     表政治人物是否有採納意見付諸於實踐 

    利用政治溝通研究途徑中的環境途徑，將於下一節討論俄羅斯媒體使用的環

境以及網際網路的發展，並於第三及第四章分別討論 Medvedev 透過臉書欲傳的

                                                      
31

 Kirkpatrick, David. “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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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資訊分享給民眾以及民眾對於此資訊的反應為何。透過語言、符號、功

能研究途徑試以剖析臉書在兩者行為者(Medvedev 和民眾)之間的互動以達成本

論文之研究目的。 

 

第二節 俄國實例 

    關於媒體制度理論的重要著作是由 F. Siebert 等四位學者所著作的《傳播媒

介的四種理論》中提出，最古老的是威權主義，其哲學根源可以回溯到希臘哲人

柏拉圖的共和國，其媒體便是由上至下(from the top down)的運作方式。而蘇維埃

共產主義是起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觀點，他們認為西方國家媒體是被商業

所控制，無法報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因此不是真正的自由，它由國家或政黨指

揮，以教育大眾認識共黨的真理。在 Я. Засурский 的著作中，32他將俄羅斯媒體

發展階段和幾個主要的新聞業出現及發展的模式相結合。他認為，不同的演變階

段和不同的模式是相對應的，但在階段之間是有連續性，且每下一個階段皆保留

著上一階段的部分或全部特徵。新的制度的出現仍然保有舊的特點，並在其基礎

上加以修改。若是要探討現今俄羅斯網際網路的發展，便有必要在其大眾媒體的

發展上加以爬梳以及探討，以便為其發展的走向做一剖析。 

 

一、俄羅斯大眾媒體的發展 

    俄羅斯沙皇時期，雖然有出版法的制定，但其制定卻完全是為了限制而不是

保障新聞自由。蘇聯憲法當中，雖然規定保障言論、新聞、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但實際上，在共黨一黨專政的領導下，這些條文只是徒具形式而已。1990 年，

第一部《新聞法》的通過，為新聞自由帶來新的開啟階段。33俄國立法與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 А. Г. Рихтер 所劃分的俄國發展階段為基準，來觀察各個階段的俄國

                                                      
32

 Засурский Я. Н., Искущение свободной, -M., 2004, c.221-222 
33

 邱瑞惠，<俄羅斯大眾傳媒法與新聞自由之探討>，《俄羅斯學報》，2007年 12 月，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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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政策；Рихтер 認為俄羅斯媒體發展和媒體法律的制定有相當密切的關係。34
 

    第一個階段(1986-1990)─新聞業從黨領導解放的階段。1986 年 4 月的車諾比

核電廠發生意外災難之後，前蘇聯的各媒體卻沒有任何報導，直至四天之後，蘇

聯媒體才坦承有「輕微」的核能意外。蘇聯媒體在事件處理過程中違反了「公開

性」的原則，因此戈巴契夫決心從傳播媒體著手。35《新聞法》的通過與生效，

意味著蘇聯共黨掌權幾十年來，第一次明確界定大眾傳播媒體地位的法律，同時

確定了新聞從業人員的權利與義務，對於媒體和政府的關係也有較明確的劃分，

同時禁止新聞檢查，使蘇聯走向較為開放的社會。  

    第二個階段(1990-1991)─俄國新聞業的「黃金年代」。第二階段的開始是在

1990 年三月，廢除了蘇聯憲法關於政府中央共產黨的領導角色，在這之後共產

黨機關在社會生活的各層面、尤其是在大眾傳媒領域中的影響急遽下降。而 1990

年 8 月 1 日蘇聯制定了《新聞法》，36在實務上這個法規的意義，第一，是廢除

了新聞檢查制度：第二，給予私人創辦媒體的可能性；第三，給予記者特殊的權

力。第三個特殊權力首先是在出版法中，建立了全面性取得政府資訊的可能性，

不像過去只能侷限在蘇共中央檔案室，而是建立在取得廣泛資訊的權利，同時還

在保護消息來源的保障之下。除此之外，新聞法也給予媒體編輯部獲得經濟自主

地位的可能性；制定了比蘇聯新聞法更自由的《大眾傳媒法》。特殊性是在於新

聞業己脫離意識形態的控制，但仍未能脫離市場經濟的壓力。37
 

    縱觀蘇聯時期時的發展，基於馬克思主義之上，蘇聯的大眾傳播媒體維持以

下之特點：38  

                                                      
34

 Рихтер А., Свобод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авах :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 

само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л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доктор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2005, c.70，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

遷與發展》，台北，2009 年 
35

 轉引自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2009 年，頁 135 
36

 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2009，頁 13 
37

 Рихтер А., Свобод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авах :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 

само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л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доктор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2005, c.60，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

遷與發展》，台北，2009，頁 13 
38

 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Wilbur Schramm 著，戴鑫譯，《傳媒的四種理論》，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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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為工具的大眾傳播 

在蘇聯的概念中，傳媒並不能獨立自主的對時事作出評估或批判。大眾也從未想

過要賦予大眾傳播機構引導輿論，或是推動國家決策的責任。也就是，蘇聯的傳

播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樣，其存在是為了完成國家領袖特別分配的任務。言簡之，

蘇聯的大眾傳媒本身並不具有完整性，其作用也只是促成國家的整體性。 

2. 大眾傳播與其他工具結合在一起 

蘇聯政府認為，街道的小組會議、學校的青年會議、以及工會、黨的基層組織等

等都是一個為了達到相同目標的不同工具。宣傳、鼓動、組織和強制代表了他們

思想上的連續統一性。就實現共產主義而言，媒體確實是發揮了其作用，但相對

於人民大眾而言，重複宣傳純粹的共產主義是起不了作用的。 

3. 作為維護統一工具的大眾傳媒 

媒體是他們在國內達到共同認識的最快速工具。其領袖對於國內出版物、廣播電

視和電影等，都已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加以檢視，不讓外國出版物、廣播電 

視等等進入蘇聯。 

4. 作為揭露工具的大眾傳播 

藉由媒體去透過現象來看到本質，例如因物資缺乏導致關閉某間工廠，來證實帝

國主義馬歇爾計劃的失敗。透過大眾傳媒將具體問題上升到一般理論意義的層

面。 

5. 作為鼓動員、宣傳員和組織者的大眾傳媒 

鼓動員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源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具體不公平，以這根據去

激勵群眾對這極端不公平現象的不滿和憤怒，並讓宣傳員全面去說明這矛盾。因

此宣傳員主要是動筆，而鼓動員則是動口。基於此，蘇聯的大眾傳媒主要有三項

任務：將指示通俗化，以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解釋理論，宣傳領袖的思想；大

量報導官方訊息，以有利於工人組織順利工作。 

                                                                                                                                                        
國人民大學，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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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為負責任的工具的大眾傳媒：責任與自由 

在蘇聯認為西方所鼓吹的自由是消極的自由，即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而蘇聯人

民享有在國家允許的界線內表達自己觀點的自由。回顧於蘇聯憲法第 125 條所述，

相對於蘇聯，西方國家側重於自身具有抽象性的表達自由權，除了國家安全或其

他人權方面的重大事件外，一般是不會為了滿足勞動人民的利益，鞏固其政體。

這一點也就是蘇聯當政所說的責任。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正式解散。總統 Yeltsin 針對 1990 年《新聞法》加

以增訂修正，成為 1992 年俄羅斯的《大眾傳媒法》。39這個法條實行之後，開始

了重新審視新聞媒體和整個社會結構之間展新的互動關係。後蘇聯時期制定的法

律基礎，整體來說逐步走向多元化。 

    第三個階段(1992-1995)─媒體的制度化階段。1995 年 1 月 13 日、6 月 6 日、

7 月 19 日、12 月 27 日分別對原先的傳播法進行增修。除了憲法和俄羅斯聯邦《大

眾傳媒法》之外，至 1999 年間俄羅斯政府制定了 30 多條直接或間接的規範傳媒

活動的法令。Boris Yeltsin 認為修法即可以發揮媒體第四權的作用，但實際上這

些新的法條當中有些和《大眾傳媒法》形成矛盾，此外，由於 Yeltsin 所實施的

震盪療法，衍伸出的寡頭收賄問題，也因沒有任何條文可以遏止傳媒收賄的事實，

也造成了寡頭獨佔媒體的一個現象。此時的媒體在各方層面都已成為政權全面性

的反對者，媒體充分討論國家中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電視廣播系統發生去

中央化的情形，40這個時期媒體經濟情況迅速惡化，媒體成為無法營利的事業，

在社會中大眾對媒體的概念，也並非將之作為政權工具，而是做為對抗國家權力

的武器；因此葉爾欽的新政府為了尋求和媒體的合作，給予相當多的媒體補助。

此階段最大的發展特性便是，在經濟敗壞的情況之下，維持政治力量對媒體的影

響，並制定保障媒體發展獨立的相關法律。 

                                                      
39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сь-89》, 2006；邱瑞惠，<俄羅斯大眾傳媒法規與新聞自由之探討>，《俄羅斯學報》，第七期，

2007 年 12 月 
40

 胡逢瑛，吳非，《政治傳播與新聞體制》，台北，2006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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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階段(1995-1999)出現了大型資本企業介入媒體。政府經濟改革的私有化

影響，導致民生不濟，造成消費能力的降低，由於無法達到人民的期望，使得民

眾對於政治方面不感興趣。另一方面財經工業集團則在受惠於私有化的結果下壯

大。媒體變成選舉上的鬥爭工具，41之後則演變成在控制媒體的不同企業之間為

了自身利益的交戰。 

    第五個階段(2000 年開始)─這個階段是「政權轉為攻勢」。 2000 年 Putin 執

政後，國會開始制定一系列使政府得以對媒體施加壓力的法律。42第一種法律是

對於任何可能有叛亂嫌疑的資料傳佈，施加更嚴格的處罰。第二類限制新聞自由

並加強政府控制的法律中，包括了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使媒體獨立的法律。第三

類政府試圖控制媒體的法律，則是在於政府未能保障人民取得資訊的權利。首先，

政府擁有控制資訊的權利在原則中十分明確，個人在不違背「維護主權及俄羅斯

的領土完整，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法律與秩序，平等和互惠的國家合作的發

展」的前提下，取得並運用資訊的權利將被保護。俄國政府在發展、同時也是保

衛適當的資訊基礎設施過程中，被定義為具有支配性的一方。其二，對於法律的

相關條文增加與修改也讓政府以各種的政治訂單、資助、即直接針對性的補助提

供忠實於政府的媒體，等於是回到了 1992 年時期的媒體狀態。其三，在《大眾

傳媒法》中的第五章，提及聯邦廣電委員會的成立，但到了 2004 年大眾傳媒法

的這些條款不是被廢除，就是將條款改成將發放執照機關改為政府機構來執行。

而取得頻率的競賽是由聯邦競爭委員會來執行，對照於 1999 年給予這個唯一的

聯邦政府機構的權力，是可以取消俄羅斯聯邦行政主體中的廣電機構的執照，也

就是說，廣電媒體就直接由總統命令及政府決議來管理。除此之外，2003 年初

俄羅斯經濟發展部更進一步提出《民眾取得國家機關及地方政府機關資訊的權利

法》的草案，其重點著重於人民可以在相關單位的網站上，以匿名的方式和極少

的金額，就可得知想要的資訊，且被詢問的機構絕對不可以回絕。但是對於俄國

                                                      
41

 David Hoffman. Powerful Few Rule Russian Mass Media, Washington Post, 1997. 31 March 
42
 轉引自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2009 年，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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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來說，透露各部門運作資訊並非容易的事情，他們既不習慣且有深怕失去對

人民的控制。從一開始俄國人權機構就不斷對政府施壓，希望促成此草案之通過，

但至目前為止，俄羅斯政府仍未加以批准。此階段的發展性便是，擴大對新聞自

由的限制。同時大眾傳媒在相當多的指標失去其社會制度的地位，轉為一般的商

業機構。43 

 

二、俄羅斯網際網路發展與使用 

 1980 年代在蘇聯國內已開始討論網路，獨特的資訊交換系統越來越吸引不

同的俄國新聞業注意。從 1990 年初開始，俄國政府對網路使用的兩個層面表現

出特別的重視：新科技的防禦和安全性(延續過去冷戰時代的思維)以及國家認同

的問題(避免任何媒介受外國文化侵略，因而影響俄羅斯民族對俄國本身的認同

及向心力)。從這兩個俄國關心的議題發展出的法律規章中，其中受到學界和人

權組織討論最多的是《關於通訊網路使用的偵查行動措施系統之實施》

(Обоперативно-розыск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44基於這項措

施而來增加對網路的控制方式─COPM(偵查行動措施系統)的採用，經常被他國

引用為對 IT 干預的最蠻橫政府作為的代表例子。此可參見於通訊法第 64 條「關

於通訊操作員在進行調查行動措施和實施偵訊行動」所述：45
 

    第 1 款：「在進行調查行動措施的情況下，通訊操作員應提供授權政府機構

關於使用通訊服務使用者的資訊，以及其他對於這些機構被賦予任務在旅行上必

須的資訊」。第 5 款：「授權政府機構在進行調查行動措施時，通訊操作員必須提

供協助以合乎於刑事訴訟法的要求」。以上皆和憲法第 23 條第 1 款所聲明的「每

個人都享有私人生活、個人和家庭秘密不受侵犯、維護自己名譽和榮譽的權利」

互相矛盾。 

    1999 年，COPM2 出現─它是 COPM 的修正及更新，2000 年的法規中，聯

                                                      
43

 同前註 
44

 Право и Интернет ,<http://www.medialaw.ru/> 
45

 轉引自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2009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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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安全局要求全部網路服務業者(ISP)輸入和輸出資料都必須通過聯邦安全局的

電腦。不合作的那些 ISP 都會被強制斷線，聯邦安全局同時以許可程序申請的合

法性與否來控制 ISP。換句話說，聯邦安全局的調查員可以隨時掌控各家網路服

務業者連線服務的使用情況，甚至能夠隨意的中途攔截所有的電子郵件以及他們

感興趣的資料。46
 

    2001 年杜馬考慮打算增加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並決定制訂電子簽名法，而

在 2002 年，通過了電子簽名法。不過在 2001 年底前，最立即且最直接對網路實 

行的便是因應通訊部的要求，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要支付監控他們的客戶電子郵

件的硬體費用。當局將網際網路的規範看作是電子商務發展的工具，並可為俄羅

斯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提前的準備。國家杜馬也很清楚的表示─藉由發展國家 IT

部門，來激勵經濟發展。47
 

    關於網際網路使用情形，《社會輿論》(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基金會自 2002

年開始進行全國網路使用的調查，48
2002 年夏季(第一次調查)到 2008 年春季俄國

網路使用人口出現持續成長，甚至連夏季俄羅斯人普遍的休假時間都幾乎未顯現

出太多的下降幅度。2013 年夏天公布針對成年人上網率的調查結果發現，有

45%(相當於 52.2萬人)每天都會上網一次，而使用網路的人口也有年增長的趨勢，

至少每個月上網一次的用戶占了 11%，而一星期會上網的人口佔了 44%。49目前

使用者用戶最多的仍然以大城市較為普及，由基金會的統計資料顯示(下圖2-2)，

俄羅斯西北區域─網路用戶人數佔所有用戶的 11%(760 萬人)，中央區域─28%(1

億 9 千 3 百萬人)，南區─15%(1 千萬人)，西伯利亞區─14%(930 萬人)，烏拉爾

區─9%(630 萬人),遠東區─4%(300 萬人)。由此可見，網路用戶集中在莫斯科市、

俄羅斯中央及西北區域，這和經濟、文化、技術因素有關，若直接從教育程度和

網路使用上相關性的統計數據來看，35%使用者擁有高等教育學歷，37%則是專

                                                      
46

 Засурский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оссии: масс-мед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в 90-е М.: Изд-во МГУ, 

2001.C.195-199,邱瑞惠，《俄羅斯傳播體系：變遷與發展》，台北，2009 年 
47

 BBC News, <http://news. bbc.co.uk/2/low/europe/1198603> 
48

 FOM, <http://www.fom.ru> 
49

 FOM, <http://runet.fom.ru/Proniknovenie-interneta/1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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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歷，而下圖 2-3 也可以看出使用網路網路者的就業情況以及分布的城市。此

外，2014 年有一報告顯示，每天平均利用桌上電腦或是筆電上網的人大概會花

將近五小時在網路上，而利用手機的人大概會花 1 小時 22 分鐘。至於使用智慧

型手機搜尋當地新聞的人佔有 93%；百分之 82%民眾會搜尋物品，而有 39%的

人會利用手機購物。至於利用手機上 Facebook 的人，有 68%的人表示有申請自

己的帳號，41%的人表示最後一次使用 FB 是前一個月。50至於使用臉書的年齡

層平均為 25-34 歲；男女性別比例為 43:57；平均的學歷為大學畢業；14%用戶

是住在莫斯科，而月收入有 900-1700 美金的人佔了 23%。51
 

 

 

 

 

 

 

 

 

 

 

 

 

 

 

 

                                                      
50

 Digital EastFactor, <http://www.digitaleastfactor.com/numbers-internet-social-networks-russia/ > 
51

 Digital EastFactor, < 

http://www.digitaleastfactor.com/vkontakte-vs-facebook-russians-consume-social-networks-infograph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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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014 年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分布 

 

資料來源：Интернет в России: динамика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Лето 2014 

 

圖 2-3 使用者就業情況以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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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rnet in Russia: Framework,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Effects, Moscow, 2013 

 

三、Medvedev 的臉書 

    根據媒介豐富度理論，一媒介呈現越多不同形式訊息供閱聽人從不同管道接

收瞭解則具有高度豐富性，倘若一則資訊包括各種形式的表現則有較高的媒介豐

富度。也就是，如果媒體上呈現的訊息包含了視覺、聽覺等影像聲光效果，閱聽

人在處理此訊息時就可以從多重管道接收，因此訊息就具有高豐富性的特質；相

反地，若媒體上僅呈現單一形式的訊息則其豐富性較低。而網際網路的特色正在

於多管道的資訊呈現方式，從 Medvedev 臉書貼文可以將其如何撰寫貼文分成： 

1.純文字 

 

    文字內容最主要是以俄文為撰寫的語文。偶爾以英文作為輔助。使用的情況

大致上是用以祝福他國總統生日快樂或是討論國外事務時才會使用。例如下圖內

容是祝賀英國王子威廉婚訊的消息，左邊以俄文撰寫，而右邊又以英文撰寫相同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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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字+影片 

 

    影片內容從會議情況、參與典禮、視察甚至跨年影片、新年祝賀詞皆有。通

常都會以簡短的文字加以敘述描寫。 

 

3.文字+連結網址 

 

最常見的連結網站是: 

1)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http://blog.da-medvedev.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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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站是將每周最重要的一篇新聞內容以影片方式呈現。除了可以依照不同主題

留言討論也可以直接連接到 Medvedev 臉書看當週期其他新聞。 

2)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kremlin.ru/ 

俄羅斯總統網站包含了總統個人簡介、行政管理、國務委員會、安全理事會的新

聞、組織結構和總統簽署的法令。照片和影片內容通常是各式會議簡短的內容，

並搭配文字加以輔助。除此之外，可以藉由此網站觀看當年的「與總統熱線」。

此節目每一年邀請現任總統上節目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在電視頻道《第一頻道》

(Первый)，《俄羅斯 1》(Россия 1)，《俄羅斯 24》(Россия 24)以及廣播節目《燈

塔》(Маяк)、《領導頻道》(Вести FM)和《俄羅斯廣播電台》(Радио России)撥放。 

3)twitpic：http://twitpic.com/photos/MedvedevRussia 

通常是分享照片並搭配文字敘述，並開放給民眾在下方留言討論。通常藉由

twitter 所分享的照片都會有一張縮小圖，可以不用點進聯結網就可以先一窺其全

貌。例如下圖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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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純分享照片 

 

    此類通常是藉由臉書直接發布照片分享。照片總類從巡視船艦、與國外總統

總理會晤照片、參與頒獎典禮到國內外風景照片皆有。 

    Medvedev的臉書自開通以來截至2015年已達到1,315,929的按讚粉絲人數。

臉書的內容從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佳節祝賀到帶有情感的個人抒發皆

有。以 2010/7/15─2012/5/7 臉書內容可以發現，利用臉書上傳照片功能的貼文占

了第一名，大約有 25％；排名第二的政治類發文，包含國內外政治、國防、參

與各種會議、與各國總統會面占了 24％；文化層面包含了參加宗教典禮、頒獎

儀式、或是對於佳節的祝賀詞等占了 18％；排名第四的社會層面，包含老人問

題，學校教育問題、住宅問題等佔了 17％；俄羅斯經濟現代化、各區域發展、

與他國經濟合作等經濟類占了 8％，運動類、科技發展以及其他類別則分別占了

2％；1％、和 5％。其中其他類是指 Medvedev 抒發個人情感的貼文，感謝網友

的生日祝賀或是即將前往他國參訪的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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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Medvedev 貼文總類比例 

 

資料來源：Medvedev 臉書，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貼文總計有 1158 則(100％)，時間為 2010/7/15─2012/5/7 

 

第三節 小節 

網路因其特性，相較於傳統媒體來說，當局較難實行檢查制度，也就是相對

的較自由。另外，網路的花費也相較來說較昂貴，使得他只能侷限於少部分以及

社會菁英人士才能夠使用，不能像其他傳統媒體可以直接的影響大眾，這也使得

不被認為需要以嚴格的規範來管理。而一個國家健全及完善的網路發展，和其網

路法規與政策密切關係，根據歷史的爬梳，仍可發現俄羅斯深受歷史所影響，以

至於可看見法律條文中政府的干預，如此一來會壓迫媒體發展的自主性。而從

Medvedev 的臉書上可以觀察到，其媒介豐富性相當高，利用文字、影片、照片

以及連結網址豐富其貼文內容，此外，內容的主題性相當廣泛，政治外交、經濟、

社會問題到個人的抒發接有，讓閱聽者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訊息，而政治人物給人

的觀感親和力也較十足。 

政治 

24% 

社會 

17% 

經濟 

8% 

運動 

2% 

科技 

1% 

文化 

18% 

照片分享 

25% 

其他 

5% 

貼文總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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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臉書政治溝通效能分析─以森林大火為例 

 

     擁有大片森林的俄羅斯，在 2010 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森林大火事件，正逢

Medvedev 執政的時期，此次俄羅斯森林大火發生頻率高、規模大、危害之重、

衝擊也很強，為世界森林火災之罕見，不僅造成森林資源和居民生命財產的巨大

損失，而且給國家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生態等各方面帶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此次對於國內外造成嚴重影響的天然災害，從Medvedev的臉書當中可以觀察到，

他對於此事相當的重視。因此，本章將透過有關 2010 年森林大火的災害作為個

案研究，並藉由 Medvedev 在臉書上張貼的相關訊息及民眾所回覆的貼文當作最

主要的研究對象，並且以當時的新聞報導輔說明，從中觀察 Medvedev 與民眾兩

者之間的互動，是否能達成政治溝通效能。 

 

第一節 2010 年森林大火事件背景與臉書貼文 

 

    俄羅斯 2010 年夏季出現罕見高溫和乾旱天氣。6 月以來因氣候炎熱引發莫

斯科州森林大火，煙霧籠罩莫斯科市，並於 7 月 31 日氣溫達到 40℃，創歷史新

高，各地氣溫平均達到 37℃左右(見下圖 3-1)。受持續高溫和乾旱天氣影響，俄

羅斯 9 萬平方公里的農作物被毀，該國穀物聯合會表示這是 130 年來最嚴重的旱

災。俄糧食出口至少銳減 30%。從 7 月 30 日起，俄境內森林火災形勢更加嚴峻，

起火點超過 7000 個。52火災發生後，總統 Medvedev、總理 Putin 組織指揮滅火，

投入了 24 萬多人、60 架飛機和 12 萬台滅火機械參與撲火。俄羅斯總統 Medvedev

宣布多處地區進入緊急狀況，他說：「我們的國家有許多地區正遭受到熱浪帶來

的悲劇。人們正與大火搏鬥。這場重大的自然災害嚴重影響了梁贊(Ryazan)、莫

斯科、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弗拉基米爾(Vladimir )、沃羅涅日

(Voronezh )、莫爾多瓦共和國(Mordovia)以及俄羅斯其他地區。14 處大火正在我

                                                      
52

 The age world： 

<http://www.theage.com.au/world/a-smoky-curtain-falls-on-moscow-20100807-11pc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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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國家境內肆虐，廣大的地區被火焰所吞沒。」。53
 Medvedev 還說：「緊急應

變部門與其他單位正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控制火勢，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拯救

生命」，並已指示國防部以及其他執法、國安與保全單位參與這項工作。54另外，

內政部派出 5000 名警察和 400 輛機動車加強災區治安管理。火災直接造成 53

人死亡，500 多人受傷，近 2000 幢房屋被燒毀，3500 多人流離失所， 8.6 萬名

受到森林大火威脅的民眾被疏散。因火災造成嚴重汙染，莫斯科空氣中一氧化碳

濃度和懸浮顆粒含量分别高於標準範圍 3 倍和 3.3 倍，期間居民死亡率增長了一

倍，由每天 360-380 人上升為 700 人。55
 

圖 3-1  2010 年 7 月 31 日俄羅斯各地氣溫 

     

資料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0_Russian_wildfires 

 

 

  

                                                      
53

 Environment news service:<http://www.ens-newswire.com/ens/aug2010/2010-08-09-02.html> 
54

 同前註。 
55

 中國森林防火網：http://www.slfh.gov.cn/slfhw/Item/171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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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生命財產權的損失，國家經濟遭受嚴重影響。根據分析，森林火災造成

的直接經濟損失可能達 150 億美元，相當於俄羅斯 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1%。

火災燒掉了全國 1/4 的農田，糧食減產 20%，俄政府禁止糧食及糧食產品出口，

專家預測俄羅斯將損失約 30 億美元的出口收入。56受此影響，俄羅斯大部分地

區的糧食和飼料價格開始上漲，總理 Putin 要求有關部門採取措施抑制價格上漲。

此外，軍事安全遭到嚴重威脅。森林火災發生後，俄羅斯多處秘密軍事設施甚至

核設施被暴露。森林火災直接燒毀一處大型海軍基地（200 架飛機報廢，價值約

7 億美元）、一個隸屬俄總參的機密通信樞紐，並先後威脅到一個絕密核研究中

心和兩個核武庫的安全。57最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火災造成的土壤侵蝕、

空氣汙染、水源汙染等生態災難難以估量。專家表示，火災區域生態系統要恢復

到災前水平至少需要數十年的時間。俄羅斯和歐洲部分地方的一氧化碳，每天增

加 70 萬噸，火災產生的濃煙嚴重污染了空氣，空氣中的氧氣含量低於正常標準

的 27%。此外，森林火災已在北半球上空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污染雲層，火災所產

生的煙霧已經蔓延至芬蘭，引起首都赫爾辛基、南部沿海地區以及東南部地區的

空氣品質明顯惡化。58
 

 

    根據俄羅斯綠色基金組織，森林大火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兩點：59
 

第一，在歐洲或是俄羅斯，一個世紀裡會發生兩至三次的乾旱。二十世紀最嚴重

的乾旱是發生在 1936 年和 1972 年。這兩次乾旱都是伴隨著激烈的森林和泥炭

火災。從天氣情况看，2010 年俄羅斯遭遇了持續酷暑高溫乾旱天氣，導致森林

處於極易發生火災的機率極高。從植被情况看，林區多為針葉林，長時間高溫乾

旱使松樹分泌大量的松脂，極易燃燒，加上火災時風速高達每秒 20 米，約 8 級

風力，使得救災工作困難。從林相情况看，俄羅斯林區多為原始林，林下腐殖層

                                                      
56

 Top stories,<http://www.dw.de/heat-wave-could-cost-russia-almost-1-percent-of-gdp/a-5887442> 
57

 CNN, < 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europe/08/04/russia.wildfires/> 
58

 Katri Leino, Laura Riuttanen, Tuomo Nieninen, “Biomass-Burning Smoke Episodes in Finland 

From Eastern European Wildfires”, Boreal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4, p.276 
59

 Green peace,< http://www.greenpeace.org/russia/ru/campaigns/forests/fire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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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加上缺少林間道路等隔離帶，一旦起火後容易失控。特别是在森林内沼澤地

區，由於日積月累，深達幾米的植物腐蝕物形成的泥炭極易燃烧形成地下火，難

以徹底撲滅，容易出現復燃，加上人為的隨地拋棄菸蒂，均易引發大火。第二，

缺乏國家森林保護。原先關於森林安全由國家森林保護局(Гослесохрана)負責，

約有 70 萬名森林巡查工，以及約 130 萬名其他林業工人。專業的林務員是不會

讓具有起燃的物體接近林木，他們經常巡邏，迅速撲滅火災或是避免村民居住的

地區受到火勢影響。然而，2006 年通過新的森林法(2007 年生效)，將國家森林

保護局撤除，其功能被地方當局和私人租戶所替代。現在，只有 12 萬名負責森

林防火，但大多數人員主要從事文書處理。因此，俄羅斯世界自然基金會表示，

現有的森林法使局勢更加惡化，它把昂貴的防火措施，交在森林內以及附近的承

租者手中。根據這項備受環保團體嚴厲批的，「出租林地的消防安全視承租者對

森林的開發計畫而定。」如果森林沒有出租，其消防安全則由地方當局負責。這

些措施包含了供消防車行駛的道路，供直昇機降落的場地，設置防火帶以及消防

器材的保養維護。60
 

 

    對於採取滅火行動當中，Medvedev 首先於 8 月 2 日宣布全國有七個區域由

於強烈的火勢與泥炭火災而造成包括莫斯科及其他城市有數十人死亡，留下數千

人無家可歸，進入緊急狀態，因此簽訂了緊急狀態命令，限制受災地區的活動與

進出，並且呼籲軍隊幫忙打火。根據該聲明，地方當局被授予擁有決定緊急狀態

的權力。透過圖 3-2，我們可以看到 Medvedev 發布了即時訊息並附上連結點。

透過連結點可以看到完整的命令內容 (參見附錄一)。 

 

 

 

 

                                                      
60

 Environment news service,<http://www.ens-newswire.com/ens/aug2010/2010-08-0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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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Medvedev 針對 2010 年森林大火第一時間所發布的臉書訊息 

 

資料來源：Medvedev 臉書 

 

    針對遭受火災波及而損毀的海軍軍地，Medvedev 在主持俄聯邦安全會議緊

急會議時指出，俄羅斯不是第一個遭遇類似災難的國家，消除火災後果的所有命

令和决策早在 7 月初就已下達，政府也採取措施，援助災民，重建社會基礎設施，

聯邦預算為此撥款 65 億盧布。而協助平民滅火的國防部竟然不能保護自己的安

全，莫斯科州軍事設施内發生了損失嚴重的火災。其所指的是海軍航空兵第 2512

中心航空技術基地 7 月 29 日爆發火災，導致指揮部、財務處、俱樂部、2 個車

庫、13 個航空物資倉庫、17 個露天儲存庫連同汽車全部被燒毀。因此，Medvedev

當場宣布免去多名負有領導責任的海軍高官的職務，主要是海軍後勤部副主任、

海軍航空兵司令、海軍航空兵副司令、海軍航空兵後勤部代主任和第 2512 基地

司令。61當日 Medvedev 隨即貼出了三則譴責海軍及免除官職的相關貼文。並在

八月底時提出，必須對現在所有的林業相關法令重新審視並檢討。 

    從 Medvedev 的臉書我們可以觀察到自當年 7 月 30 日開始，Medvedev 所發

布關於森林大火災情超過了 40 則，此外，依照貼文的內容，可以發現循著時間

的推演，事情的脈絡也是有跡可循：從事件發生→Medvedev 對於火災的救難→

簽署命令，下達懲處→感謝大家對於受災戶的幫助→展現對於受災戶的關心、災

後重建(學校、房子重建，補助)→救災進度，可以顯示出他對於災情的關心以及

重視。(見表 3-1) 

 

                                                      
61

 Pravda.ru, < http://english.pravda.ru/russia/politics/05-08-2010/114497-dmitry_medvedev_nav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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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森林大火相關貼文進程 

 時間 內容 

 

2010/7/30 現在首要

任務便是

滅火以及

幫助受災

的人們 

 

2010/7/31 滅火災害

後果會議 

 

2010/8/2 對於七個

區域簽訂

火災緊急

情況命令 

 

2010/8/5 下令免除

五名高階

軍官職務 

 

2010/8/10 感謝大家

幫助受災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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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2 食品價格

漲幅管制 

 

2010/8/24 救災進度 

 

2010/8/25 重建學校 

 

2010/8/27 森林立法

需要重新

審視 

資料來源: Medvedev 臉書，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政治溝通效能分析 

    檢視 Medvedev 臉書，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貼文都可以得到 20-40 次的按讚次

數，最多的按讚次數為 122 次，回覆最多的貼文則高達 82 則。找出了受到最多

關注的貼文以分析民眾如何回應 Medvedev 的臉書內容，以分析其貼文所帶來的

政治溝通效能。  

一、呼籲救援 

    8 月 2 日首先貼出的「讓我們一起幫助需要援助的人們。不可以忽視這些受

災的人們」帶有宣傳用途以及宣導作用的貼文後，隨即又張貼「誰都不可以忽視

這些受災的人們」。由於火災之後導致許多人死亡或是無家可歸，因此 Medvedev

就貼了以下兩則貼文可以呼籲大眾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以藉此希望人們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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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互助的行為替別人帶來希望。 

點入第一則貼文所連結的網址之後可以直接連到 Medvedev 的視頻部落格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影片內容提及：「由於這場天然災害已經波及

到許多地區，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弗拉基米爾、沃羅涅日地區等等 14 區，

僅情況不以及其他機關正在採取滅火的行動，最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地挽救生命。

依照目前的情況仍十分險峻，火勢也難以預測。我已指示國防部並且簽署了一項

法令，宣布緊急在全國多個地區必須小心謹慎。而我們現在主要任務就是要幫忙

災民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其中有很多是孩子、老人以及生病的人，而地方當

局將會撥款給每個受害者。至於住宅問題，雖然棘手，但我們政府會改在寒冷天

氣來臨前完成。」62，強調當局為這災害負責，而身為俄羅斯人民，就像其他世

界各國的人民一般，幫助那些已失去家園和一切的人們，共同救火，扶手相持。

觀看網友對於 Medvedev 貼文所回應的內容，有人讚成，有人隨後附上救災相關

的網址，也有人用反諷揶揄的口吻寫下自己的看法。    

          「自願幫助救災的網址→Http://i-cherski.livejournal.com/1157455.html」 

       「撐住啊!俄國!-」」 

          「我已經幫助需要的人！畢竟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畢竟助人助己。 

            還等什麼?！就讓我們幫助失去所有的人吧!」 

           「最重要的還是人民! 為了幫助他們可以在新的房子裡迎接 2011 年!」 

           「幫助當然是必要的，但我也希望人們現在可以多多想想有關生命的價值， 

            停止酗酒，這才是與生命相關的。」 

           「我們當然是要互助，整理一些物資，食物並且自己載去給他們，這些都是不需             

            要你來提醒的…」 

            「我認為，親愛的總統，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社會團結。馬上成立救災基金會是 

           不可或缺的…」 

           「拜託可不可以不要事後才呼籲要幫忙，而是先前就要預防,,,」  

                                                      
62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95/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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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當中，許多人受到貼文的啟發，提供了願意協助的網站以供其他人可以

自行連結，也有人鼓勵俄羅斯人民從災害當中重新振作，此外，也有不少人利用

字母大寫來加強自己說話的語氣以及想要強調的重點，可見其接受訊息後得到了

激化。 

    同一天(8 月 2 日)，在一個名為 Ushahidi's Blog 的部落格上發出了一篇文章，

內文寫道：「俄羅斯線上社群包含 Livejournal.com 的部落格格主不僅非常積極救

援活動，且自行組織一個團體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一個名叫 Pozar_Ru 的社群

也非常歡迎有自願性的人參加。」63《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於 8 月

17 日報導：「在梁贊火災地區，從 7 月 31 日開始招起的救災活動，每天大約有

170 名自願者加入。」，「這些志願者，因為他們缺乏經驗，但是仍然光憑藉著鏟

子、水和沙桶成功地將幾個村莊從火災裡保留下來。雖然灌木叢往往繼續燃燒，

一陣風可以將它點燃並衍伸成再次的大火。」64
 對於網友正反兩面的意見，

Medvedev 還是在臉書上寫下， 

(緊急情況部做了很大的

救難工程，但要不是人們

珍惜地球，可能情況會更

糟。) 

 

(我看到很多人發揮

自己的力量發起救助

火災受難者的活動。

謝謝你們。) 

(我非常感謝一起

戰勝火場的所有

人，最有意義的是

─人們的援助) 

                                                      
63

 Ushahidi’s 

Blog,<http://www.ushahidi.com/2010/08/02/russia-crowdsourcing-assistance-for-victims-of-wildfires/

> 
64

 The Moscow Times,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volunteers-take-fires-into-own-hands/412473.html> 

 

http://www.ushahidi.com/2010/08/02/russia-crowdsourcing-assistance-for-victims-of-wildfires/
http://www.ushahidi.com/2010/08/02/russia-crowdsourcing-assistance-for-victims-of-wildf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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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達懲處與災後重建 

    針對海軍遭受火災破壞，Medvedev 下達免除高階軍官職位，從這則發布懲

處的貼文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人贊同其作法，也有人覺得只是免除職位實則太

輕，也有人提出必須重新檢視森林保護法的重要性。 

          「做得好。為了讓這個國家可以改變，讓那些該受罰的人得到懲處。」 

          「為什麼不懲處國防部長 Cердюков？為什麼只有免除執行人員？」 

          「我尊重你 Dmirtry，在這些日子您做了很多政治根本的改變。但有些許的遺憾是 

             有些制度早已實際上停滯不前，而現在才開始領悟到這點。請繼續您的理念。 

             俄羅斯需要行政上面的改變,,,,,,,,」 

    Medvedev 提出救助村莊的貼文當中，這篇得到最多的迴響。這則所得到的

貼文大致上都是批評的意見居多，重視森林保護以及重視並回復同樣遭受火災的

地區的意見大概佔了所有貼文的 70％。 

 

(在大部分受災的村

莊，從前的生活是不

甜美的。我們必須重

建他們新的水平。) 

 

 

          「說的是，人們都需要感到驚慌時，才會意識到事情的輕重。」 

          「對，在鄉村幾乎沒有糖。」 

          「言下之意，還有些錢沒被偷走…」 

          「很有趣的是，何謂“新的水平”？」 

          「要復興我們的鄉村難道就必須要先經歷過一場火災之後才能有所改變嗎? 

              這二十年我們古老的木製房子都飽受大火的侵擾，而直到今日這些遭受火災 

              地方也都沒有得到改善。您的意見很好，我沒有要批評。但林木業保護的問題 

              也應該要受到重視。」 

    點入下則貼文所附上的連結網站後，會進入俄羅斯總統(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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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頁，隨即可以看到一篇名叫做「俄羅斯企業將會參與大火受災點重建」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 примет участие в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селё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от пожаров)的文章。65
 

 

(當人們要攜手幫助受

災戶的時候，這個給予

了希望。) 

 

文章內容提及，Medvedev 強調，他將給予受災戶財產以及金錢的損失補償，

並且重建其家園，支付國家災害遇難者的家屬。而股票金融公司 Systema(АФК 

«Система»)企業的經理 В.Евтушенков 則向總統表示，企業已經開始採取行動。

除此之外，他還表示，公司已經擬定幾十種無償保證書給受災戶。為此已經花了

10-20億美元。而天然氣公司Novatek(ОАО «НОВАТЭК»)主席Л.Михельсон則說，

該公司股東決定提供慈善援助，分別在下諾夫哥羅德地區和莫爾多瓦各蓋 25 所

房屋。大部分的民眾，對於公司投入慈善救援活動不以為意。 

          「若是政府肯花錢在有經驗的志願役身上，我相信在打火上會更有效率。」 

          「你所指的希望是什麼?」 

          「請聆聽並實踐人們真正想要的，這樣才能看見我們國家的和平。」 

    也有人，接著 Medvedev 的貼文，諷刺地說到： 

          「當人們要攜手幫助受災戶的時候，這時就會給官員們帶來希望， 

               不得不去偷懶。」 

    除此之外，Medvedev 也提到關於學校的重建。關於此類的貼文大致上有四

篇，提及為了學生新的學期，必須加緊重蓋學校，或表示已在其他地方設有臨時

學校，設有齊全的配備以供學生上課。而這篇是其中得到最多的回覆。 

 

 

                                                      
65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8653#sel=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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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校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品質。必須符合現代化標

準以及具備齊全的設施。) 

     

          「希望這個可以有實際的作為。我也是這樣認為，但重點還是在錢。」 

          「現在也只是說說罷了…」 

          「最現代化且設備完善這點很好。更好的是，教師們可以得到相得的薪水， 

              甚至是創新的教學方式。老師一邊口述，學生一邊抄寫的教學方式並不是學習 

              最好的方法。」 

             「希望這可以解決長久以來從學生身上募款修理學校的弊病。」 

             「那其他那些超過十年沒有重建的學校該怎麼辦？」 

    這篇回覆的貼文大致上沒有得到太多批評的意見，但有許多人聯想到其他教

育的問題，因此接收到訊息後得到啟發的網友占了多數的比例。 

 

三、災後檢討與反省 

    最後在檢討與反省的過程當中，這三則最可以做為貼文的代表：第一則為 

 

 (這個夏天我們經歷了

沉重的經驗。我們各地

區所發生的大火顯示著

有重新檢討森林法的必

要性。) 

 

第二則則是內容為「所有的森林法必須詳細的檢視。而林業署將直接隸屬於

俄羅斯政府」(原文請參見表 3-1)。上述兩則談論到了重新檢討森林法的必要與

重要性。這則可以回應到前面有網友在回覆當中所提及再次重新審視森林法的重

要性。而對於這兩則貼文，很多人所擔憂的部分大多是對於金錢的花費是否合宜，

而也有部分人對於 Medvedev 的內容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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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第一則的回應則有： 

          「嗯對….錢如果不花在這，那要花在哪」 

          「錢應該要花在提高人民生活上，而他們只會把錢花在這些沒用的地方， 

              像是只是把警察的頭銜改個名字。這樣森林法就會變得…。」 

          「終於要改變了。」 

          「我們不應該只重新檢視森林法，而且也要重視林木業將來的走向！以及滅火 

              的技術！因為現今的林木業毫無疑問地需要更好的發展！」 

            「非常想要相信您可以將森林還給原本守護森林的林務員，並且讓他們可以繼續 

              從前的工作…非常感謝您。」 

    針對第二則的回應則有： 

          「很高興看到執行人員可以再次檢視。希望這樣因乾旱而引起的災害不再會有。 

            但重要的是我們撐過這場火災了。」 

          「這是很好的主意！決定出解決的辦法和避免將來的錯誤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請讓俄羅斯成為更好的國家！」 

          「如果改變能夠使現況更好，那麼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很久之前就必須重視森林的問題…在森林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也沒有任何 

              一個救災的水庫。我們總是因為擁有一整片森林可以呼吸乾淨的空氣而感到 

              自豪。但現在我們只聞的到那些還未燃燒殆盡的煙味。希望重新審核過的森林法 

              可以對於保護森林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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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第三則是附上影片連結的貼文，在下面貼文當中，Medvedev 上一個訪

談節目談到現在的森林缺乏專業人員保護的話題。 

 

 

(數十億公頃的森林無法得到

專業技術人員的保護) 

 

 

 

內容提及，當前的森林法取代了國家森林保護，所以缺乏了國家管理和監督，在

這個問題上需要進行討論，現在的森林法並不適用。並提出俄羅斯所出租轉讓的

森林大約只有 13％，因此超過十億公頃的森林缺乏任何保護，因為它是一個還

沒有被轉移到法人實體和私人的森林，他們隸屬於國家的基金，但沒有任何管制。

最後提出如何改變森林法以及其困境。66網友的回覆當中，有人同意，也有人質

疑人民共同的財產─森林，其保護的人員居然只有林務員，是否可以雇用配有許

可證左輪手槍的人員作替換。更有人提出那下一步是要如何進行等問題。並未貼

出發布。值得注意的是，發布文章的這天剛好是 Medvedev 的生日，所以不少網

友直接在下面祝賀其生日快樂。而隔天，Medvedev 也在臉書上謝謝大家的祝賀

詞，在每年生日時都可以在臉書上看到這有趣的互動。而至於 Medvedev 所提及

必須重新審視森林法這一點，根據筆者後續蒐集森林保護法相關條文時，發現於

2010 年 8 月 27 日簽訂了「關於聯邦林業」命令(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二)，67
 但

是在臉書上並未提及，此外，於 2012 年 12 月，轉任總理一職的 Medvedev 確實

有提出並批准國家方案《林業發展》(Развитие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68內容提出，

                                                      
66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105> 
67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http://www.rosleshoz.gov.ru/docs/president/3> 
68

 BaltInfo, 

<http://www.baltinfo.ru/2012/12/30/Medvedev-utverdil-gosprogrammu-Razvitie-lesnogo-khozyaistva-

32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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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該項方案的是俄羅斯天然資源和生態部(Минприроды России)，計畫是從

2013-2020 年，其方案包括四個子計畫：《守護並保護森林》、《保障森林的利用》、

《再造森林》以及《保障發展林業》。國家計畫的項目提供了以下主要目標：減

少森林火災、蟲害和非法伐木的損失，創建可持續和集約化的森林管理條件，同

時保持其生態功能和植物多樣性，改善森林管理的效率等等。計畫總共分為三

期。 

 

第三節 小結 

 

  Medvedev 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貼出有關森林大火的貼文後，頻繁地告訴

大家救火進度、簽訂緊急命令、災後重建以及檢討部分，透過即時的訊息讓網友

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首先，透過新聞或是網友們回應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的確

是有民眾自主性參與救難的意願與動作，不過無法直接了解自願投入滅火行動的

民眾，是透過何種管道號召活動，也無法得知他們當中是否有人是因為看到

Medvedev 的貼文所以才一起加入行列，所以無法直接判斷臉書在這場火災救援

是否有發揮其政治宣傳的效果。其二，最後檢討與反省部分，臉書上貼文只有提

到要修改現有森林法的想法，但實際上於 2010 年 8 月 27 日所簽訂的命令消息，

卻在臉書上不見其蹤影，至於 2012 年 12 月所提出的《林業發展法》的內容大致

上有和 Medvedev 張貼的貼文有相呼應的地方，總的說，Medvedev 在傳遞訊息

給民眾時，確實有資訊不完善的地方，不過連貫性以及大量性的訊息，確實是容

易引起民眾的注意進而關心訊息內容，並對之產生聯想、批判或是贊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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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臉書政治溝通效能分析─以警察法改革為例 

 

    在距 1991 年《俄羅斯聯邦民警法》頒布實施 20 年後，2011 年俄羅斯修改

制定了新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在經過為期半年的全民大討論之後，新的《俄

羅斯聯邦警察法》於 2011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新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在立

法内容上均有諸多重大改變，是適應俄羅斯改革的形勢需要所作出的現實反映。

因此，本章節首先透過有關 2010 至 2011 年內政部警察法改革作為本章節個案研

究背景，於第二節以 Medvedev 在臉書上張貼的相關訊息及民眾所回覆的貼文當

作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並且以當時的新聞報導輔說明，最後觀察 Medvedev 與民

眾兩者之間的互動，是否能夠在警察法革新以及條文修改方面達到一定的影響。 

 

第一節 警察法改革背景與臉書貼文 

 

    俄羅斯是歷史上的強國，在當今世界上也仍然具有較大影響力。綜觀俄羅斯

警察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作為負擔維護國家社會秩序的警察，一直在俄羅斯

國家的權力結構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領域發揮著重

要作用，相應地，警察立法一直很受重視。69
 俄羅斯警察始創於俄羅斯帝國時

期，即 1718 年，沙皇彼得一世效仿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進行改革而建立警察

組織。初始時期並没有統一的警察法，而是通過以沙皇「命令」、「法令」等形式

發布一些警察立法，對警察組織以及警察活動進行調整。當時的警察（полиция）

機關與司法機構混合在一起，被賦予共同對社會進行嚴格的國家管理責任，具有

並行使著極大的國家權力。後來，歷經警察機構與司法機關分開的發展階段，70

警察權從司法權中分離並獨立出来，警察的職權逐漸被界定於維護社會治安秩序

                                                      
69

 И. Т.Тарасов,Полиция Росси и История законы реформы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и редакция В. С. 

Чижевский-М.:Книжный мир,(2011),стр,P18 
70

 И.Т.Тарасов, Полиция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законы реформы,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и редакция В. С.Чижев 

ский М.:Книжный мир ,(2011), стр,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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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於刑事案件的偵查等兩個主要方面，與司法權相區分。這一時期的俄羅斯

警察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警察法有很多相似之處，在立法形式以及警察職

權等立法内容上，較多借鑿了歐洲國家警察法。 

    1917 年，沙俄被推翻，新政權蘇維埃建立新的警察機關，廢除了原沙俄時

期有關警察的法律規範，重新進行警察法立法，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新的警察法律

規範。在形式上，為與沙皇的警察機構相區別，將警察名稱改為「民警」（милиция），

意即「人民的警察」，強調警察權屬於人民。這一時期頒布實施的有關警察立法，

主要包括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蘇聯大民警機關維護公共秩序和同犯罪作

鬥爭的基本職責和權限》以及《蘇聯工農民警條例》這兩個基本法律文件。民警

的職責定位上發生了一些變化，即強調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宗

旨。71由於前蘇聯奉行與西方自由主義相對立的國家主義政治理論與法律哲学，

國家至上，其政治在非憲政主義的道路上運行，對形成和約束權力的制度安排則

完全忽視。相應的，作為國家權力的警察權内容廣泛，職權强大。警察享有拘留、

强制送往醫療檢查、人身物品檢查、扣押物品和證件等廣泛的權利，而較少受到

來自外部其他權力機關的制約和来自公民權利的制約。自由、權利被視為源自於

國家和法律的賦予，而法治則無人問津，警察權濫用以及侵害公民權利的現象較

為嚴重。 

    20 世紀 90 年代，受國際國內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俄羅斯社會政治、經

濟進入空前動盪時期。受西方民主自由法律文化影響，俄羅斯社會思想和政治出

現多元化，俄羅斯開始反思不受制約的權力體制，重提建設法治國家問題。作為

具有國家強制力，關係到公民生命、健康、自由等重大權益的警察權問題，無疑

備受關注。而無處不在的警察權以及濫用的警察權力，也早已廣受詬病。在這種

背景之下，1991 年 4 月 18 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代表大

會和最高委員會通過並實施了《俄羅斯聯邦民警法》，率先對警察法律關係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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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榮，<蘇聯民警機關權限與社會主義法制>，<<環球法律評論>>，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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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活動進行規範。這是俄羅斯史上第一部統一的警察法法典。該法強調對警察權

的制約，重視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例如，明確民警機關權力的同時，規定了民警

機關的活動與公民權利的關係。規定民警機關應當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禁止

對公民刑事逼供，禁止使用暴力、虐待或者損害公民尊嚴的行為；未經法律規定

的程序，不得限制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等等。同年 12 月，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

斯社會開始對於警察的問題逐漸重視。由於政府配給的經費以及人力的不足所衍

伸出來的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進而導致公眾─警察之間的關係處於不信任與不

滿緊張狀態之中。一些國際的研究，包括國際犯罪受害調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新歐洲晴雨表(New Europe Barometer)、歐洲社會調查、蓋

洛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以及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一致針對公共在警察信任和滿意度調查中，將俄羅斯列為低滿意度國家。72之後，

開始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等諸多方面進行激烈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也大規

模展開，開展了一系列法的制定、修改等立法活動。 

而法律改革的方向，則是在原法的基礎之上，借鑿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1993 

年 12 月 12 日，俄羅斯聯邦憲法頒布並實施，憲法規定了俄羅斯是共和制的民

主聯邦法治國家，並規定，人和人的權利與自由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承認、遵

守和維護人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國家的責任。73在這種背景下， 《俄羅斯聯

邦民警法》也歷經多達 46 次的頻繁修改，以不斷地適應變化的社會現實需要。

這些修改随著立法權力機關的改變，分别是由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俄羅斯

聯邦最高委員會，以及俄羅斯聯邦立法委員會通過，並以「決議」、「補充和修改」

以及聯邦法律的形式出現。但儘管法律條文的修改，俄羅斯經歷經濟轉型的初期，

很少人關心到警察的重建，當局和新興的企業對於私有化、穩定的金融和通貨膨

脹的控制感興趣。因此，蘇聯民兵開始發起地下的市場化。當時，他們在市場提

供保安服務，並和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去勒索新成立的商業集團。這時當局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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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ga Semukhina, Milwaukee, From Militia to Police: The Path of Russian Law Enforcement 

Reform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151, 30, June 201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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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от 12.12.1993.Стать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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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犯罪組織崛起的問題，進而開始注重法律的力量以及開始擴大警察的數量。

74與此同時，蘇聯民兵把敲詐勒索得到的財富花費在奢侈品上。然後在 1990 年

代中期，他們開始投資，首先在零售貿易，例如開放市場、小商店等和其他行業。  

這對於當局試圖要控制警方來說，是一項潛在的打擊，因此也採取了一下的

措施，試圖削弱這種額外有利的部門：1, 將監獄系統從內政部移動到司法部。

2, 將消防員移至緊急情況部門。3, 發動政治運動和刑事起訴。4, 發起反腐敗的

政治運動。然而，這些行動的主旨不在於向公眾提供更好的服務或是削減犯罪，

而是希望保持組織結構調整，並透過媒體批評腐敗官員，並根據政治需求去懲罰

特定的對象。在 2000 年，警方沒有為市民提供更好的安全服務或改變自古以來

所承襲的壞現象。警方仍然是一個軍事化，不透明的系統，忽略了大眾的需求。

75其面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如何合理定位警察權的範圍，如何平衡警察權與公

民權利的關係，如何有效調整規範警察執法活動，改善警察的形象與民眾關係，

以及適應新形勢要求應對諸如恐怖活動日益嚴重等新問題，提高警務活動效率等

等。為此，2011 年俄羅斯再次修改了警察法。在經過為期半年的全民討論之後，

2011 年 1 月 28 日俄羅斯國家杜馬正式通過了《俄羅斯聯邦警察法》，並宣布廢

除 1991 年《俄羅斯聯邦民警法》以及與該法相關的全部法律文件。76
 並於 2 月

7 日修訂了對警察，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法律作出了修訂，自 3 月 1 日起開始生

效。 

    有別於舊的《俄羅斯聯邦民警法》，新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在立法起草，

以及最終通過的過程中，廣泛徵求社會意見，吸收民意，實現立法民主化，提高

立法水平。為此，俄羅斯國家杜馬採用了多種方法，包括正式立法前充分利用網

路、電視、報刊等多種媒體形式進行宣傳，調動公民積極參與，廣泛公開向社會

徵求各種形式的立法建議，並就立法草案的内容邀請警察界、學術界以及普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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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nid Kosals, Police in Russia: “Reform or Business Restructuring?”,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84, 19 October 2010,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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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發表意見，召開若干次立法聽證。77
 

由於警察法所涉及的内容事關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財產等諸多基本權

利，廣受社會及民眾關注，因此，社會各界及民眾參與熱情度較高，積極發表意

見、提供建議、參與討論比較踴躍。在經過為期半年的充分的全民討論，經過反

覆討論和修改，吸收民意後，才將新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最終定稿。而警察

改革最主要的條文內容和目的就在於：第一， 名稱改變。根據改革方案，俄羅

斯執法人員的名字從蘇聯時代沿用下來的民兵變更為世界通用的警察。78
 第二，

減少人員並增加薪資。警察的數量將減少 20％，也就是到 2012 年為止，人數將

從 128 萬人下降至 110 萬人。該項評估從 2011 年 6 月份以前進行，沒有通過考

核，或是曾經接受過行政懲處或是曾經與黑社會接觸過的人員也將會被解僱。79

而通過考核的人員，薪資將會增加 30％。第三，集中化。俄羅斯警察制度將會

以聯邦級機構作為最主要中心，也就是所有的資金將來自於聯邦預算。在舊體制

之下，負責治安和輕微犯罪的民警單位是隸屬於區域和城區管轄，預算是來自區

域預算，且區域州長比起聯邦中央需要負起更大的責任。80因此，新的改革條文

便是將本來下放的權力收回中央，一切以中央作為最主要的發號司令台。第四，

改變警察和被拘留者的權利。根據新的法律條文，被拘留者在 3 個小時的居留時

間內將獲得一次撥打電話的權利。自從被拘留的那一刻，被拘留者有權利可以申

請辯護律師或翻譯，而警察也必須告知被拘留者其權利和義務。除此之外，警方

將無法要求公司展示其財務情況以及經營活動。警方也無法居留任何一個公民只

為了要驗證其身分。81
 

    觀察 Medvedev 的臉書貼文，我們可以發現自 2010 年起至俄羅斯聯邦警察

法案的推出為止，有關於警察貼文以及法案改革的貼文有 25 則。透過這些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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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aMedia.ru, <http://primamedia.ru/news/09.08.2010/13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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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難看出 Medvedev 想要改變舊有警察法的決心(參見表 4-1)，除了透過分享

連結網址，讓民眾可以更方便的上網註冊後，針對 11 章節草案發表關於警察法

案的建議或是提出法案的漏洞，82亦或是提出自己對於更正警察稱謂的目的與重

要性，更是在這期間對於莫斯科街頭社會事件(蓄意謀殺雜誌記者以及莫斯科發

生的街頭衝突)表達重視以及給予警方的鼓勵。文字的敘述加上影片內容當中所

提及的警察改革法的重要性，再再可以看出 Medvedev 希望人民可以踴躍的參與

這次的全民討論活動，為俄羅斯注入新的社會氣象。 

表 4-1 警察法改革之相關臉書貼文 

 時間 內容 

 

2010/7/22 

 

擰緊螺絲帽─事情

是不適宜的，但如

果制度無法運

作，那麼就是必要

的。內政部的運作

是需要做調整的。 

 

2010/7/22 有關於民警工作

範圍更詳細的新

法律條文(並附上

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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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n Prfile.org,< http://russiaprofile.org/experts_panel/a1282921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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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6 有關民警新法律

條文草案的會議

開場白。(並附上連

結網址) 

 

 

 

2010/8/7 將民警改稱謂為

警察，這是意義上

的轉換。是由蘇聯

體制朝向現代

化、正當的且有活

力的體制。 

 

2010/8/8 希望關於法條「有

關警察」的草案有

建設性的討論。(並

附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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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0 問題和想法是非

常多樣的。可以自

己看看(並法案的

連結網址) 

 

 

2010/8/20 在關於內政部體

系的重建最重要

的是能夠避免錯

誤。也因此我們將

新的警察法拿出

來廣泛的討論。 

 

2010/9/23 法律草案「關於警

察」的討論結果。

在不久的將來，法

律將最終定稿並

提交議會。(並附上

連結網址) 

 

2010/9/24 「關於警察法」法

案的社會議論結

果。(並附上影片連

結網址) 

 

2010/11/6 將任務交給了總

檢察院而內政部

將對蓄意謀殺雜

誌記者 Кашин 的

事件負起監察的

責任。罪犯必須繩

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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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6 昨晚莫斯科街頭

發生的事件，民警

處理得相當專

業。他們需要休

息。你們也休息

吧！晚安！ 

 

2010/12/29 何不試著想像利

用網路進行全民

公投？(並附上影

片連結) 

 

2010/12/30 俄國的守法概念

仍薄弱(並附上影

片連結) 

 

2011/2/7 簽訂了關於警察

的條款。謝謝大家

參與了這個重要

文件的討論。這個

條文是對於內政

部革新的第一步。 

 

2011/2/7 誰有興趣的，這是

完整法條的內容

(並附上連結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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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 3 月 1 日警察法案

將正式上路 

 

資料來源 Medvedev 臉書，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政治溝通效能分析 

 

     回顧 Medvedev 臉書，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貼文都可以得到 20-40 次以上的按

讚次數，最多的按讚次數為 432 次，回覆最多的貼文則高達 232 則，除此之外，

其中有一篇更是被分享了 11 次。為了分析其貼文所帶來的政治溝通效能，找出

了受到最多關注的貼文以便於分析民眾如何回應 Medvedev 的臉書內容。 

    在《俄羅斯聯邦警察法》當中，最顯著的改革莫過於職稱上的改變。Medvedev

於 2010 年 8 月 7 日提出將自從前以來使用的民警稱謂改為警察，認為這是一種

朝現代化、正當且活力體制方向的象徵。而網友的回覆當中，有人贊同其作法，

有人認為名字的改變實質上並不會有任何作用，名稱的改變只不過是換個詞稱呼

罷了，也有人呼籲 Medvedev 回顧警察法歷史並著重於改革應以服務社會為最終

目的。 

            「我不喜歡這個意見:( 為什麼我們要跟著西方腳步?俄羅斯─是偉大的國家， 

              我們不需要這個，而 милиция 這個詞是屬於我們的。」 

          「是誰說，現代的內政部體制會比蘇聯時期來的更公正?如果將稱謂民警改為警察 

              的話，我們體制就會馬上變好嗎?」 

            「我很久以前就認為必須將民警的稱謂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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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意見。我認為很久以前就應該稱他們為警察，自蘇聯解體後就必須改變。 

              雖然實質上並不會有太多的改變，貪汙的情況也不會減少。」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民眾對於警察改革最大的關心還是在於其嚴重貪汙以及實質

上是否能夠突破現今的狀況，並提升人民對於警察的信任。 

    隔日 8 月 8 日，Medvedev 貼出了這則貼文，文字下的影片是其參與 8 月 6

日的會議影片，片長長達 12 分鐘。內容提及自 7 月 2 日後，內容是希望對於警

察法案有建設性討論的期許。此次是以警察法改革為名的會議所召開。表示第一

次會議只有提及了最基本的概念而已，本次會議召開目的是希望為了可以讓全民

都可以共同參與討論法案做準備。讓他們可以吸收全民的意見、專家的意見並將

本草案送至國家杜馬。並再次重申，警察是社會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機關單位，明

確的法律框架不僅是權利的保護，公民的權益也是規範了警察的工作條件。除此

之外，Medvedev 更在會議當中提出六點看法，第一，必須詳細確定公眾對於內

政部事務以及官員公務規則的監察權力。第二，為了確切保障警察在法律上的權

益，必須制定明確且詳細的大綱。內容應包含內政部職員必須遵循該有的法律行

為，而這項規範，只能透過改變法律本身的程序。第三，我們必須改變民警當前

所賦予的權力，因為不具有明確的內容規定，造成未經法定程序或者違反其他規

則來實現個人目標。第四，內政部本身素質水平的提高，為了提高警務人員的個

人素質，將不排除測試的可能性，其中，有藥物、酒精成癮以及精神疾病的警察

將無法繼續任職。除此之外，為加強警察對於法律該遵守的原則，有必要將制度

考試納入考慮中。第五，必須改變不合宜的警察職務，並將其轉交給其他行政機

構。最後，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把法律草案交給公眾，開放網站

www.zakonoproekt2010.ru 讓公民參與討論，83並給予足夠的討論時間。這不僅是

全國上下的責任，且是重要的一步。俄羅斯政府第一次將法律交給人民討論，期

望將能作為將來決定重要議題時的經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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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http://blog.da-medvedev.ru/post/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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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是 25 則貼文當中唯一被轉貼 11 次的文章，可以看出網友對於此篇的貼

文相對於其他篇來說，擁有較高比例的關心，且回應的篇幅也較長。但事逢前一

章節所敘述的森林大火，所以也有人更提出現在關心的重點應該要放在災後重整

上面。不少人也從中聯想到俄羅斯其他尚未解決的問題。 

          「Medvedev 不是星星，他是我們的總統！」 

            「解決大火的問題才是一件很酷的事!!!!!而不是警察的問題!!」 

            「總統何時才要開始解決在俄羅斯的生態問題，或是絕種了才是一件好事?」 

            「我的想法：我認為改不改名稱都無所謂，但又想到，為了改名稱，需要 

              花費經費在警車身上? 而這是否會變成預算的大漏洞?」 

    9 月 24 日「關於警察法」法案的社會議論結果出爐。影片內容提及，開放

給民眾討論的網頁已收到三萬三千則回覆，人民對於新的執法系統、如何捍衛自

己的權力與自由、如何打擊犯罪以及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方面並不是無動於衷的。

不僅是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在媒體以及網路上也在熱烈討論警察法案。對於

民眾的討論，Medvedev 提出了若干點看法。第一，針對警察有權力進入任何住

宅這點來說，有人認為這是不合宜，但警方行使相關權利時通常是為了解救人質

或是逮捕罪犯，因此這項權力仍有存在的意義，但對於居民住宅應該被更徹底的

規範。第二，民眾都期望內政部可以開放一個申訴號碼，以便人民可以直接向上

級主管部門報告警察的疏失，因此，將不排除內政部和交通部建立一個單一的呼

叫中心，除了國家機關，地方政府也可以創建一個熱線。第三，網路上很多人都

不喜歡警察臨檢的方式，認為他們的態度都不太妥當，而總統則認為，警察勳章

代表了他們的職責與應盡的責任，因此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第四，我們可以效

法美國在拘留罪犯時所行使的權力法案。除此之外，提及了內政部職員本身的社

會福利議題並表示還會針對警察法案的提案進行逐項分析。84針對此影片，大部

分的網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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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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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草案審核的這段時間，Medvedev 的兩則貼文提及莫斯科街頭的社會事

件。第一則是：內政部將為蓄意謀殺雜誌記者 Кашин 負起監察的責任。這一起

蓄意謀殺雜誌記者的事件發生於 11 月 6 日於莫斯科凌晨街頭。85而記者在街頭

被打的案件自葉爾欽時期到現在便不斷的發生，86因此 Medvedev 也在此呼籲內

政部必須嚴格承辦此事件。此貼文得到的按讚次數相當的高，且回應的篇幅也相

當多，大部分的人認為贊成 Medvedev 所敘述的，也有部分人表示自己不喜歡這

些雜誌記者所撰寫的文章，更也有一部份人認為住在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城市當中

是令人恐懼的。 

          「全部的罪犯都必須被懲罰，包括他們的靈魂。」 

          「非常的正確…這麼的殘酷，應該要被懲治的。」 

          「瘋掉了，可憐的雜誌記者，因為真相而受折磨。」 

          「重要的是，這件事情必須有個完整的落幕，而不要像從前輕易的結案。」 

            「Dmitry Anatolyevich 為什麼您只針對此事做特別的監督，而非所有的刑事案件?」 

    而第二則是發生於 12 月 16 日在莫斯科街頭的社會事件。87
 警方逮捕了 200

名民眾，並阻止了俄羅斯族人和高加索族群之間的衝突。警方查獲了非致命性的

武器、刀以及電擊棒。大部分被捕的男子是來自北高加索地區。而後續警方也加

強了城市的街道巡邏以及佈署警力以防後續的衝突再發生。針對此貼文，大部分

的網友也向 Medvedev 道聲晚安，也有不少人針對警察的專業化做出反思與檢

討。 

          「所有人晚安~~~」 

          「對，可以安穩地睡覺了。在莫斯科以及俄羅斯全都在控制下。」 

          「希望這是您自己寫的貼文 希望大家明天都是個好日子!!」 

            「做得好，但更好的是不要發生這種事情，想要新的一年趕快來到，想要聽到 

           好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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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ta.ru,< http://lenta.ru/news/2010/11/06/ka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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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Ex,< https://www.ifex.org/russia/2009/06/24/partial_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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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europe/12/15/russia.ar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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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民警應該保護大部分人的利益，政治家也是。」 

            「我們的民警大致上是專業的，但也並不總是是合乎法律規範，也不是總是正確… 

              但仍是需要休息的。」 

    隨後 29、30 日，Medvedev 貼出了兩則含有影片的內容。第一則內容談論的

是利用網路進行全民公投的話題。Medvedev 提出這個題目必須要回歸到民主本

身，並回道這並不是只有對於法律草案的討論才能開放給公民。人民擔憂的並不

是只有警察法或是法治，當局在談論的教育問題也是民眾在關心的。今天，民主

並不只有表現在聯邦立法機構或是地方會議的選舉上，而是表現於人民可以直接

表達自己的意見。任何一個使用大眾媒體或是全球網路的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意

見獨樹一格，儘管這言論有可能是不對的。因此，Medvedev 認為任何一政治家

都必須重視大眾的民意，取得資訊並與人溝通。最後在結尾，他提及當民眾達到

一定水平共識時，何不想像也許會用網路進行全民公投的一天?
88

 

    網友的回應大部分是稱讚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但同時也提出俄羅斯網路覆

蓋率的問題，除此之外，也有人擔心駭客問題或是如何避免遭操作的選舉結果。 

          「很棒的想法！利用網路我們早晚都可以建立一個沒有官僚的世界…」 

          「您的想像只能建立在所有人都樂意的情況之下，恐怕這是非常難以實現的。」 

            「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偏遠地方無法使用網路的人民將無法透過網路投票。」 

            「那還在等什麼？快開始進行吧。」 

            「我們的安全系統與辨識問題將交由誰負責?將如何避免人為操作的選舉結果?」 

    而另一篇影片則是在討論俄羅斯人民對於守法概念的薄弱。影片中提到，這

個現象並不是現在才有，也並非從蘇聯時代開始，而是從更久以前就如此了。因

此必須告訴人民守法的重要性。必須告知人們遵守法律並非是臣服於法律的威信，

而是要相信法律是建立於所有文明社會的系統之上，遵守它比打破它容易得多。

除此之外，Medvedev 還提及社會上腐敗賄賂的行為很嚴重，因此必須加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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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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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方面的懲處。89
 

    大部分的人皆認為不守法的不是人民而是貪汙腐敗的官員。所以談論守法應

該先對他們談起。 

          「魚都是從頭部開始腐爛。我們必須從頭開始改變。」 

          「為了要改變人和法律之間的關係，所有的世代都要活得長久一點。」 

            「我們何時有法治了？沒有看到…我認為我一定是錯過了什麼！」 

            「這並非俄國對於守法態度的薄弱，不可以張冠李戴。如果官員不是只有無視於 

              法律而只看到$$$$$的話，那我們是在討論什麼法治???」 

    到了 2011 年 2 月 7 日，Medvedev 簽署了警察法法律，這一天他發了貼文謝

謝大家參與了重要法案的討論，這是對於內政部革新的第一步。由網友的回應當

中可以看到，不少的民眾對於改革還是抱有一定的期待以及信心，同時也有人反

問 Medvedev 是否也相信這次的改革。 

            「非常的期待！真的非常想要相信(這次的改革)。」 

            「俄羅斯將會更好。」 

            「從一開始我就不喜歡關於警察這個主意。但現在沒有不滿意的。」 

            「那什麼才是第二步？可不可以從警察賄賂開始?」 

            「這些錢還不如花在幼稚園和病患身上，畢竟結果是可以預想得知的…」 

            「各位先生小姐，就讓我們靜觀其變，以後再來分析其好壞，哪有改變是 

              一下子就會達到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感謝大家參與的貼文，當日還貼出下載出處，以方便民眾可以自行

下載新的警察法條文來參閱。從網友的回應當中可以看出，即使新的法律內容出

爐，人們對於警察需要改進的地方仍然是有很多想法。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在敘述

自己的想法，真正讚同的人占少數。 

            「是否可以直接提出要點，才可以具體地讓俄羅斯公民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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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идеоблог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blog.da-medvedev.ru/post/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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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是不感興趣的…」 

            「聽著，人們，每個人都是想要被尊重的，包括我們，民警以及總統，可不可以 

              按照事實批評？畢竟為了我們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重要的是什麼才是有幫助的，不管它稱為警察還是民警。」 

     爾後，新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正式於 2011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第二天

Medvedev 貼出了兩則內容。第一則內容提及了 Medvedev 對於新法律的看法以

及期許在法律實施之後能夠改善現況，能夠創造一個更現代化、高效率且更加關

注公民需求的法治結構(參見附件二)。 

            「很複雜，但還是能夠習慣。」 

            「道路指揮警察監察員─非常的好!」 

            「當然對於這個抱與希望，不過還是希望 Medvedev 可以不是只有改變 

              他們的稱謂，其服務品質的改變才是要擺在第一順位。」 

            「最難的是要想起自 1917 年遺忘的單字 господин，以後可能都要用 

              господин полицейский 來稱呼他們了。 

    第二則內容則是附上與內政部 Рашид Нургалиев 的會晤影片。影片內容提及，

所有的服務都是為了要定義警察的地位，他將決定未來幾年警察在內政部的發展。

Medvedev 所敘述的內容就是上一則貼文所寫。影片可以參照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0470 網友的回應大多是褒貶參半。褒的部

分是希望新警察法能夠為俄羅斯帶來新的氣象，而貶的部分也有人寫道對於內政

部部長的不滿及不信任。 

          「希望一切都能夠有收穫…老天保佑!」 

            「和喬治亞一樣，全部被解雇然後聘請新的。這叫做乾淨的改革。」 

            「http://www.police-russia.ru/showthread.php?t=36156&page=4 

請閱讀看看，Нургалиев 是如何看待員工。我認為這個部長是警察的垃圾…」 

            「我真是受夠這個把戲了。想要有法治的話，必須從頭改起而不是 

             幫這些土匪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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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你們的會晤。說得很好，也很贊同。重要的是希望在六月都可以達成既定 

             目標，而不要中途踩剎車」 

第三節 小結 

    沙皇彼得一世效仿歐洲國家進行改革而建立警察組織。1990 年代，受國際

國內各種複雜因素以及西方民主自由法律文化影響，俄羅斯開始反思不受制約的

權力體制，重提建設法治國家問題。1991 年 4 月 18 日，實施了《俄羅斯聯邦民

警法》，經過不斷的修改之後，2011 年，Medvedev 因應時勢與社會的改變，開

始著手於警察法案的改革。在改革的初期，透過各種媒體希望民眾可以踴躍的參

與全民討論，發表意見，由新聞的報導上便可以看出參加討論的民眾提出了各式

各樣不同的見解，Medvedev 也說：「我認為針對警察法律草案的第一次公開討論

的經驗是非常有趣且正面的，而我們還要在等什麼？謝謝你們想出這麼多有關警

察法案的想法，而我們也感到很高興。」90從臉書的回應當中，得到啟發的回文

相當多，從警察改革的例子讓民眾可以聯想到還要關心生態問題，將預算用於幼

稚園或是醫院的預期效果比較佳等等。而含有強化和激化特點的例子則表現在反

對或不贊成 Medvedev 的論點，常常以較情緒化的字眼表達己見。從領導者的角

度來說，從一開始表達對於警察法改革的重視，呼籲民眾參與議題討論，給予警

察正面肯定以及整個警察法案確定上路的過程來說，訊息發送的質與量並不算匱

乏。除此之外，更常在影片當中提起民眾的意見是不容被政府所疏忽。總的來說，

透過 2011 年的《俄羅斯聯邦警察法》，可以再次看到 Medvedev 透過社群媒體對

於言論自由以及公眾想法的重視。 

 

 

 

 

                                                      
90

 РиаНовости,<http://ria.ru/politics/20100923/278492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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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臉書政治溝通效能分析─以老年福利為例 

 

    目前俄羅斯65歲的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以上，已達到「高齡化社會」，

因此政府也開始注重此議題。關於老年人的問題包含了養老金、醫療健康、住宅

以及精神生活等層面，而其中政府所配給的養老金，更是決定老年日後生活的水

平，因為其經濟保障的基礎就在於一個完善的退休金制度。除了經濟來源的保障

之外，城鄉之間的醫療缺失、資源分配不均以及醫療品質等，都會影響老年人是

否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顧，而社會的參與也是在老年人福利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章節首先概述社會福利制度以及俄羅斯老年人問題，接著，在第二章節透過臉

書內容以及網友們的回覆做交叉討論，最後針對 Medvedev 利用臉書討論老年人

問題的溝通效能做一總結。 

 

第一節 老年人福利問題與臉書貼文 

 

一、福利制度演變 

    蘇聯時代的社會，由於實施社會主義，因此在國家社會福利的保障包含了許

多層次，齊頭式的平等只保障了最低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福利觀認為，透過

增加生產是對社會總福祉最有利的方法，公用則是要保護那些因為國家經濟發展

利益而受損的人，另一項則是要促進經濟發展，至於福利的多寡則是以工作表現

當作衡量標準。91具體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由 Vladimir Lenin 所提出，認為社會

主義的社會保障應該供應病人、死者、傷殘、失業、老人等援助，範圍須涵蓋所

有的工人以及其家庭，而成本由雇主和政府承擔。Stalin 則對福利制度做了修改，

一是將福利制度和工作結合，以利於經濟發展，第二則是政治態度是獲得福利的

                                                      
91

 John Dixon and Hyung Shik Kim, ”Social Welfare under Socialism,” in John Dixon and David 

Macarov eds., Social Welfare in Socialist Countries(New York: Routledge,1992), p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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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92而蘇聯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由共產黨內部做出決定，然後再由政府機構、

國有企業或者集體農場和各工會來執行，至於政府預算、國有企業和集體農場就

是最主要的財政來源。93
 

    在蘇聯福利制度當中，國有企業不僅是勞動服務的購買者，同時也是社會服

務的提供者。國有企業提供住房和公共設施，發給疾病、生產、家庭和殘疾津貼

等，為了讓婦女可以全心進入職場，還提供了日間照護、幼稚園等等。國有企業

從政府預算中得到支援後，提供廉價的產品和免費的社會服務，而政府財政也是

從國有企業當中得取稅金。除了提供各項服務之外，國有企業也必須擔任地方建

設發展的功能。94
 

    然而，這種追求公平而非效率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面臨了瓦解的危機。第

一，貪污腐敗嚴重，使得人民懷疑政府職權的正當性。第二，家庭和社區的生活

水平下降，包含離婚率上升、犯罪、酗酒和藥物濫用等等。蘇聯制度只追求福利

指標的上升卻忽略了服務品質的提升，因此人民的生活水準無法提高。最後，則

是經濟的停滯，政府財政緊縮。由於福利範圍包含的層面越來越廣，人民的需求

也增加，加上經濟發展緩慢所以使得政府的收入減少。95因此，隨著蘇聯的解體，

蘇聯式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跟著瓦解。 

    Yeltsin 上台後，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轉型，試圖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以及市場經濟，對於社會福利改革亦採行自由化的方式，希望福利提供者由政府

轉向市場，由個人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負擔者。其社會改革可以分成兩階段。第

一階段是 1991-1993 年的開始私有化時期，此時 Yeltsin 採取震盪療法，經濟上

快速轉型成市場經濟，因此社會福利是隸屬於經濟政策之下，強行地推動自由化

                                                      
92
 同前註 

93
 Aleksandra Wiktorow, ”Soviet Union,” in John Dixon and David Macarov eds., Social Welfare in 

Socialist Coun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184-207 
94

 World Bank, Russia Social Protection During Transition and Beyond, (Report no. 

11748-RU)(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ebruary 2, 1994), pp.19-23. Isabel Pla Jul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Social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vol.28, no.1(March 2001), pp.87-104 
95

 Nick Manning, Ovsey Shkaratan, and Nataliya Tikhonova,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New Russia, 

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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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有化政策，使得人民的不滿聲浪越來越多，之後進入 1994-1999 年的第二階

段，由於葉爾欽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政策幾乎被左派國家杜馬否決，因此改革也幾

乎停擺。 

    葉爾欽政府的改革失敗，主要是因為經濟的轉型不如預期，政府和國家杜馬

之間的僵局以及國家治理能力不佳。原本欲藉由震盪療法將經濟帶向自由的市場，

但反而衰退，使得人民必須更依賴政府福利的支援。除此之外，國家能力不彰更

是表現在政府管理稅收失當、缺乏制度和規範以及不對稱的聯邦和地方關係。政

府管理稅收的失當，造成嚴重的逃漏稅問題，致使當時的灰色經濟相當活躍。96

另外，私人企業或者是寡頭常和政府周旋希望拖延支付稅金，因此政府收不到稅

收導致財政無法負荷。 

    當時的俄羅斯缺乏相關法令的制定，行政官員的執法和程序不當，地方政府

又不願意配合，不利於福利制度的改革。加上大部分的經濟產值都部分是來自灰

色經濟，政府無法確切得知家庭收入。最後，葉爾欽政府將醫療和教育的實行權

力下放後，削弱了聯邦政府的責任和管理，使得不同地區的人民所享有的福利也

不同。97
 

    Putin 於 2000 年上任後，面臨 Yeltsin 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福利制度問題，不

得不持續進行福利改革。其實施的原則是以「社會福利共享」和「人人都享受的

起」為主，改革的階段又分為：穩定期、社會責任移轉期和政策執行期三階段。

98第一階段穩定期使於 2000 年至 2003 年，目標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貧

富差距和增進社會福祉，特別是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方面。第二階段是 2004

年至 2005 年的社會責任移轉期，也就是將原本隸屬於聯邦政府的社會責任，轉

移地方政府來負責。根據 2004 年 8 月 22 日所簽訂的《貨幣化法》，99二次大戰

                                                      
96

 謝君宜，「俄羅斯影子經濟與貪污之研究」，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7 年)，頁 40 
97

 Linda J. Cook,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pp.96-97. Isabel Pla Jul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al Policy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pp.92-93 
8
 陳宜蓮，「普丁時期社會福利制度」，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7 年)，頁 36 

99
 轉引自 Alfio Cerami,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il-Led Social Policy 

and the Russian Miracle”, pp.1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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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參戰者和殘疾人士的福利交由聯邦財政負責，而退休勞工、政治受害者和二

次大戰後方工人的福利則是由地方財政所負責。目標是將行政手續簡化、將政府

支出縮短並透明化，並且讓人民可以自由選擇福利項目。100而第三階段政策執行

期行使於 2006 年，此時的俄羅斯政府逐漸退出社會福利的領域，當時石油價格

的攀升，讓俄羅斯的經濟逐漸復甦，使得政府能夠有更多的預算可以推行社會福

利改革。2006 年 7 月 13 日推行了「全民計畫」(national project)，包含了健康醫

療、住宅、教育和農業，其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貧窮現象，而政府提

供基本的醫療和教育服務。101從全民計畫可以看出現階段的普丁政府最重視的問

題是人口危機和貧富差距。 

    普丁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可發現有四個趨勢，分別是：福利供應私有化、風

險承擔個人化、支付方式貨幣化以及管理去中央化。102回顧普丁任職總統的八年

期間，福利改革的第一階段首先是將政府所積欠的工資和退休金發還給人民後，

重新讓人民對政府產生信心。而第二階段實施的福利貨幣化政策，由於在實際運

作上難以實行加上其改革制度內容複雜，涉及的政府部門廣，因此造成國內的反

對聲浪不斷。第三階段，國內社會福利制度法令已趨近完善，保障項目也越來越

廣。103
 

    因此，回顧俄羅斯社會福利制度來看，福利差異的問題可以說是俄羅斯從社

會主義體制轉向市場經濟所經歷下產生的結果。老舊的社會福利已不適用，需要

新的解決方案。福利國家的新模式建立是俄羅斯面臨蘇聯解體後最急迫的任務之

一。由於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俄羅斯的福利結構歷經了不斷的改革，國家社會

責任在各政府層級來回轉移。葉爾欽的混亂時期後，普丁政府越來越強調福利的

問題。促進市民生活品質一直是國際市場上高油價所帶來預算盈餘的主要目標之

                                                      
100

 轉引自 Anastassia Alexandrova and Raymond Struyk, “ Reform of In-Kind Benefits in Russia: 

High Cost for A Small Gain,” p.155 
101

 全民計畫(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ект), http://www.rost.ru/ 
102

 Alfio Cerami,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il-Led Social Policy and 

the ‘Russian Miracle’”, pp.105-120 
103

Основ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Гарантии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gks.ru/bgd/regl/B07_13/IssWWW.exe/Stg/d02/06-17.htm> 

http://www.rost.ru/
http://www.gks.ru/bgd/regl/B07_13/IssWWW.exe/Stg/d02/06-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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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預算盈餘增長至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俄羅斯。然而，俄羅

斯政府仍然繼續其對福利改革承諾。總之，自 2005 年與福利有關的問題一直是

俄羅斯政府的議事日程當中，最主要的議題之一。與此同時，貧困率已經大幅度

下降，不平等的現象已緩和。然而，整體看來，儘管經濟增長，且政府也大量地

談論以社會政策為優先，但俄羅斯仍尚未開發出一個完善的系統和福利以克服現

階段所面臨的社會福利挑戰。 

 

二、俄羅斯老年人 

    在全世界，老齡化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人員預測，全球超過

65 歲的人口到 2030 年將會增加十億人口，這意味著人口的 1/8 將會是老年人。

在這種情況下，將會是老年人口超過未滿5歲的兒童人口的新紀錄。104在俄羅斯，

2005 年的老年人口占了 23.8%，到了 2030 年，小於 60 歲的人口比例可能減少，

而超過 60 歲的人則可能增加。例如，60-64 歲的人口和 70-74 歲的人口預計會增

加 50 萬人。年齡超過 60 歲的人口預計將會增加 85 萬人，總人口則有可能急遽

下降 18 萬人口。105俄羅斯人口老化的趨勢將會改變家庭和勞動力結構、養老金

負擔，並增加醫療保健的需求。 

    此外，老年人的健康惡化問題也是政府必須重視的問題。一些研究發現，社

會轉型對於老年人健康比率的影響不大，人口大幅度的增減趨勢大部分在 20-45

歲年齡人口，而波動最小的則是在老年群體。106。研究指出，1.8%的老年人坦承

有營養不良，而 17.3%則有營養不良的危險。並發現俄羅斯老人患有心理疾病的

比率也較高。107研究結果強調有必要加強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的注意力和資源重新

                                                      
104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Growing Older in America”,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7. 
105

 International Programs,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idb/informationGateway.php> 
106

 轉引自Anna Selivanova, Jane M Cram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y Behaviors and 

Health Outcome Among Older Adults in Russia”, BMC Public Health, 2014, p.2 
10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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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問題。在過去 20 年社會環境因素和經濟動盪的俄羅斯，使得老年人罹患憂

鬱症的患病率較高。 

    酒精和菸草的使用也是導致俄羅斯男人身體健康不佳的主要因素；肥胖和吸

菸則是西歐男性健康問題主因，而俄羅斯女性也有酗酒的問題，因此，大部分俄

羅斯人民都有過度飲酒的習慣。在 15-54 歲的死亡原因有 52%是因為酗酒，而年

齡 55-74 歲的人民則佔有 18%。108在俄羅斯，酒類消費的性別差距的表現主要是

這種飲酒的行為被認為是陽剛的。109大部分因為酗酒問題而死亡的年齡大約是在

45-55 歲；老年人可能因此被認是較不易酒精濫用。然而，醫生則回應 1994 年後

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的關係使得酗酒的老年人口有增加的趨勢。110吸菸也很普遍，

尤其是男性，俄國被視為是香菸消費前五國。111以老年族群來說，男性的比率又

比女性還要高，雖然吸菸比例仍很高，但吸菸的男性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有下降

的趨勢，因為吸菸而患病的女性則是一直以來都很低。112
 

    除了上述吸菸以及飲酒過度而造成健康不良，飲食行為也被視為是不健康生

活型態的主因，尤其發生在男性身上。113具體來說，在前蘇聯國家，水果和蔬菜

的消費不足，2001 年至 2010 每人平均食用水果從 14.9%增加至 31.2%，但蔬菜

攝取量卻從 44.6%下降至 35.5%，在 1990 年代，貧窮問題導致熱量、蛋白質、

蔬菜和水果的攝取不足，尤以中老年人最多。例如，1996 至 1999 年期間，有許

多老年人並未領取到養老金，俄羅斯縱向監測服務(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ervice)的報告便顯示，貧困率呈兩倍的增長，因此未領取到養老金

的老年人，較少機會可以攝取足夠的熱量和蛋白質，利用醫療服務或是服用藥物。

                                                      
10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Report.Reducing risks, promoting healthy life. 

Geneva”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09

 Segal BM, “The Drunken Society: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1990. 
110

 轉引自 William Alex Pridemore, “Vodka and Violence: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Homicide Rates 

in Russia”, Public Health Matters, 2002, p.1922  
111

 Alexander V. Prokhorov, “Cigarette Smoking and Priorities for Tobacco Control in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Premature Death in the New Independent States, pp.275-86 
112

 轉引自 Roberts B, Gilmore A, Stickley A, Rotman D, Prohoda V, Haerpfer C, McKee M, “ 

Changes in smoking prevalence in 8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etween 2001 

and 2010”,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2, pp.1320–1328. 
113

 Cockerham WC, “Health lifestyles in Russia”, Social Science&Media, 2000, pp.1313–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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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上述健康問題以外，老年人生活當中為了因應政府配給養老金不足的現象，

而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解決方案。自 1989 年以來俄羅斯聯邦便存在著公共服務

和老年收入支出的問題。老年金給付的價值逐漸下降而且經常延遲支付，集體醫

療保健體系也變得不那麼可靠，從前幫助弱勢老年人克服孤立和孤獨的社會機構

和服務也逐漸失去其功能。大多數人的個人資產和儲蓄不足以維持良好的生活水

平，而且也無法應付他們所需的醫療服務和藥品。由於沒有任何機構的支持，俄

國的老年人不得不開拓務實的應對機制，最常見的便是以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和多

元化的創收活動(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包含易貨貿易和交換非正式的「灰

色」和「黑色」經濟。許多領取養老金的家庭透過勞動和商品交換的情形日益增

加，且投入這些生產活動的時間也急遽增加。這些資產首先用於避免貧窮和退化，

被許多家庭廣泛地利用和支持。目前的經濟體制和社會保障的不足延續了這項獨

特的應對策略。115另外在老年人照顧方面，在後蘇聯時期的移民和共同居住的模

式在解體後不少俄羅斯老人面臨獨居和缺乏照顧的生活。此外，俄羅斯從國家社

會主義轉向新自由資本主義後，不少私人福利團體成立，通常是由外國人所組成，

承擔更多的責任提供老年人社會保障。因此，提供護理服務的人大部分是外國人，

而非家庭成員。116 

    俄羅斯的經濟雖然正在成長，但老年人的生活品質還沒有得到完善的照顧。

從 Medvedev 的臉書貼文內容和網友回覆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福利改革

的重要性。表 5-1 便是其任期內與老年人福利相關的貼文： 

 

 

                                                      
114

 Jensen RT, Richter K,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failure: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pension cri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pp.209–236. 
115

 轉引自 Natalia V. Tchernina, Efim A. Tchernin, “Older People in Russia’s Transitional Society: 

Multiple Deprivation and Coping Responses”, Ageing and Society, 2002, p.543 
116

 轉引自 Melissa L. Caldwell, “Elder Care in the New Russia: The Changing Face of Compassionate 

Social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07,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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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與老年人相關貼文 

臉書貼文 日期 內容 

 

2010/9/24 對待老人的態度，可

以視為是對人性的測

試，為了我們每一個

人，為了完整的國家 

 

2010/9/24 將會親自針對提高老

年生活品質議題做討

論 

 

2010/10/01 今天是國際老年人

日。是個非常適合展

現對他們關心和照顧

的好日子(附上連結

網址) 

 

2010/10/01 對於老人的照顧─是

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

全社會的責任(附上

影片連結網址) 

 

2010/10/14 老人的照顧，是社會

最主要的工作。今天

討論了這個問題(並

附上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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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5 在這個月我們集中在

老年人的問題上。有

召集了會晤以及區域

的探訪。今天也做出

的總結是(並附上連

結網址) 

 

2010/10/25 有尊嚴的老年生活─

這是國家的任務。但

是預算問題並非幾行

字能夠解決的。家庭

和社會上，關心老人

是非常重要的。 

 

2010/10/25 出席改善老年人生活

品質的聯邦委員會會

議(影片連結網址) 

 

 

2010/10/29 今天檢視了總統交辦

事項執行情形。重要

的議題：公用住宅費

率、國家採購、退役

軍人的公寓(並附上

連結網址) 

 

2010/11/23 今天都把時間花在公

用住宅以及討論上。

議題是複雜的。需要

新的方法，聯邦與地

方積極的參與。明天

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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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3 公用住宅是複雜的議

題：在國務院主席團

上討論到，需要開始

進行著手，為的是品

質可以更好，而公民

可以花合理的價錢。 

資料來源：Medvedev 臉書貼文，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政治溝通效能分析 

 

    啟用臉書後，關於老人議題的貼文於 2010 年 9 月 24 日貼出，前三則貼文內

容不外乎敘述人人都應該照顧及關心老年人，而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創造一個讓老

年人安心舒適的環境。關於第一則呼籲政府及人民對於身邊周遭的老年人給予關

懷以及第三則慶祝老年人日的貼文，大部分的網友表示： 

           「很可惜的是，政府也無法通過這種測試」 

             「政府發給的養老金不應該低於一萬五盧布。難道這是不真實的?」 

             「要用微薄的養老金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對於領取養老金的人來說根本是無情 

               的。老年人都被視為是社會的累贅。」 

             「這是真的，我們的老年人是我們的驕傲。世界其他地方的老年人都比不上， 

               只是我們都沒有珍惜並且拋下了他們。」 

            「在月曆上有標記老年人日，但在生活中卻因為 6000 盧布而不停地接受磨難，用 

              這一點錢無法慶祝今天這種日子。」 

            「若是讓一個人了解到他對於其他人來說仍有意義的話，那怕是只有一點， 

              他的生活也會更好。」 

            「我認為在社會當中多少會對於老年人不友善，或是更正確地說，侮辱人的 

             反映出現。然而這種節日的存在還是必要的。」 

            「請保障老年人的生活！這將會是最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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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網友都點出了俄羅斯養老金的問題。俄羅斯退休金的改革是接受了世界

銀行的建議，以及參考世界各國退休金制度的建構方式，因此將退休金的制度分

為基礎、保險和累積儲蓄退休金三部分，並依其工作性質類別給予不同的優惠，

近年俄羅斯的經濟起飛，整體來說政府對於福利制度的改革有些許的成效，但 M

型社會的差異，讓社會結構中的弱勢族群也有增加的趨勢。117且從上一節俄羅斯

老人社會問題來看，養老金的方法的確是與老人生活品質息息相關。 

    針對 Medvedev 政府將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質當作重要議題時，網友們則是對

於政策該如何實施，對於老年人生活品質上有哪些是值得注意的加以提出，除了

養老金問題，也有很多網友將重點放在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上，例如獨居問題、老

年人精神照顧或是住宅問題等等： 

          「老年人也需要想想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不然只是活著，卻不知道為什麼而活…」 

          「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像其他問題一樣。但我有兩個疑問：1.地方政府 

              針對您下達的命令是否已開始著手? 2.這些革新是否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我很想 

              要相信這些改革可以順利完成。」 

          「照您的說法看來，薪資低於最低生活費用，是一個很普通的事嗎?」 

            「我認為應該要為高齡者建造一個舒適的家。現在有非常多老人獨居……我認為 

              像歐洲國家老年人住宅情況可以當作我們政府加強對於年輕家庭生活保障的範 

              例，而老年人可以得到用藥保障、護理以及同齡者的陪伴等保障………」 

    在 10 月 1 日標題命名為：「對於老人的照顧─是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全社會

的責任」貼文當中，附上了影片，內容講述的是：10 月 1 日，在世界各地都在

慶祝老年人節。這是 20 年前由聯合國大會所成立的節日。許多非政府組織，以

及俄羅斯，都在舉行慈善活動。並呼籲，對於老年人的關心不是只有今日，而是

日後的每一天都必須如此。Medvedev 認為，老年人們經歷了多年的考驗，靠著

自己的勞動力帶動了經濟和工業的潛力，促進俄羅斯的繁榮。除了希望人民可以

                                                      
117

 蔡鈴芳，「俄羅斯老人福利制度」，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97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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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老年人的貢獻，並提到，很多老年人都是孤獨，無助和貧苦的。他們不僅需

要醫療或藥物，但有時只是需要日常生活上的基礎護理。除此之外，政府也必須

解決老年人的社會保障問題，截至當年度 7 月 1 日，養老金的領取大概是八千多

盧布，這已大大超過三、五年前的情況，並提及，將會推出特殊的社會養老金補

貼給收入低於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口，預計到 2012 年將會有 1.5 倍的人口可以超

過最低平均生活費用的金額。118另外分享了參與在庫斯克所舉辦的「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質量」會議的心得，提到了老人的大學，不僅是休閒中心，同時也有附加

的教育學習，希望這樣的經驗是可以值得宣揚與傳播的，其中在俄羅斯有超過一

半勞動年齡的人口，都是具有專業經驗與知識的，所以老年人的再就業也是個不

錯的方向。至於生活在農村地區的退休人員，必須給予他們足夠醫療保健，在一

些較繁榮的城鎮，只有一個藥店或是醫療站，因此更需要對偏遠地區的醫療補助

做更多的配額。最後則是肯定企業家對於社會結構的參與，為他們創造一些特別

的社會商店(социальные магазины)，提供實惠的價格，確保電話通訊服務以及接

收資訊的方法。119大部分的網友對於這則影片的回應是： 

          「對，關懷 http://www.vesti.ru/videos?vid=301588(內容講述有一退休老人住 

              在自己的車庫裡)」 

            「萬歲！瞧瞧我所提的『有關健康補助的法令』祝老年人以及爺爺奶奶日快樂！ 

              這是為所有人提的法案，還沒看的人還瞧瞧！ 

              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163049913712519」 

          「微薄的養老金，交通費，高價房租，難道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補助，這就是 

              您所謂的對老年人的關懷？」 

            「非常遺憾的是這些都是必要的措施，只不過通常只是嘴上說說。行政部門的 

              官員通常只關心自己的口袋，而不是老年人。」 

針對此影片內容，有人是分享了自己曾經看過有關居住在車庫的老人新聞，也有

                                                      
118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9090> 
119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9242> 

 

http://www.vesti.ru/videos?vid=301588(內容講述有一退休老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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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了自己健康補貼法案的想法，大部分的人則是對於政府是否能有效改善現

況的操作層面感到不信任與憂心。 

    爾後，10 月 14 日貼出了當日對於老年人照顧所提出的問題。影片是社會教

育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會議，內容提及三大要點：首先，將決定專門集中於俄羅斯

社會服務的問題，因為其確實應當是國家的優先事項。其次，老年人的問題，不

僅是政府機構，同時也是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商業界的責任。商業活動的

成熟必須在此體現。最後，依照各地區的預算撥款雖然是不同的，但人民奉獻的

精神，使得政府必須克服福利差異的困難。針對提出的三點，與會的社會教育者

與工作表示，發展鄉村老年人健康照顧的困難以及窘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資金

的不足造成當地的復健設備缺乏，而當地的社工人員因為缺乏交通工具、電腦以

及救難設備而造成在照顧老年人方面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此外，莫斯科社會保障

領導人表示，若要改善老人的生活質量必須要有五個要素：創造無障礙環境、老

年人再就業、促進老人積極和健康的生活、社會服務系統以及社會和老年人本身。

120至於網友們認為有必要現在就進行福利的改革，並提出自己應該增加的福利條

款，同時，也有人認為高齡者對於社會活動將不再有任何貢獻： 

          「是該行動了！」 

          「為了使企業可以參與慈善活動，就像西方國家，必須改變立法。世界上沒有一 

              個國家是沒有對慈善援助徵稅的。舉例來說，在美國只要企業從事慈善活動便可 

              以減少部分納稅金額……」 

            「全俄羅斯的企業都知道應負的社會責任，但他們卻從來不行動。總統您真是個天 

              真的人…」 

            「我感到很抱歉！但我覺得老年人就是沒有未來！超過 70 歲的人就不應該參與任 

              何選舉！！！高齡的人就無可避免得會有老化的情形，他們不應該對於國家政策 

              有決定權…」 

                                                      
120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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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退休人員以及退休的殘疾人士免費律師的法案，我認為也是不可或缺的！…」 

    透過區域的探訪以及討論後，於 25 日貼出三則貼文，首先將會議的總結與

各位分享，內容大約是：根據專家的研究，在未來十年，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將持

續上升，須確保城鄉之間的生活條件，以確保老年人正常的生活，因此，決定不

補貼低於最低生活水平收入的人口，雖然仍存在，但是非常少部分，所以必須單

獨拿出來討論。對於藥物管理方面，政府採購的藥品應該盡可能地有效果，目前

抬高的藥物價格是必須被法律所管制的，除此之外，必須對區域上對於藥物保障

做詳細的研究。需建造現代化的房子提供給老人，幫助他們遷離老舊的違建。而

老人的護理不一定流於形式，政府應該提供休閒活動以及教育機構，並且需要在

各大學課程當中開發與老化過程有關的專業知識，包含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同時

須加強社會組織的人員結構。針對 Medvedev 所提出的這幾項言論，與會者也提

出各項在實施層面上有可能會碰到的問題。121第二則貼文則道出，由於預算問題

仍尚未解決所以針對老年人的改革仍然未有一個結論，最後附上聯邦委員會會議

的影片。針對 25 日所貼出的內容，網友們則表示： 

          「為什麼比起自己的孩子，老年人從政府上得到的幫助比較多？這就是共產主義 

              的所遺留的錯誤。」 

            「最重要的是，總統，必須保障老年人可以使用網路！第一步，第一步，就是網路。 

              那養老金呢？養老金則是第二順位！」 

            「希望一百年後的俄羅斯，仍然有老年人能夠享受到當今所制定的福利。」 

            「這是很好的！Dmitry Anatolyevich！但萬一有家庭或是社會不想要照顧，而是 

              千方百計想要遺棄他們的話呢？」 

            「在中國，舉例來說，有國家退休體制以及照顧老年人通常都是靠親戚。如果那裏 

              也設置像這樣的體制的話，那們經濟成長很快地就會一落千丈。」 

            「非常好奇，在我這代以後的老年生活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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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А Ореанда, 

<http://www.oreanda.ru/common/events/Medvedev_ozabotilsya_voprosom_dosuga_pojilyh_rossiya

n_Foto/article50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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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住房問題，則是先在 10 月 29 日提出，影片內容是為衛國戰爭老兵提供

住房問題以及其他公共住宅設施問題。122之後，相關的住宅問題則是在 11 月 23

日貼出。沒有具體的結論，只是敘述仍在進行討論解決方案。大部分的民眾對於

公用住宅的重新建設抱持較負面的看法，許多人認為會不會興建了房子，但是到

最後人民不願意住，而導致浪費國家預算。 

          「所以，Dmitry Anatolyevich，可以做得到嗎？」 

      「我感到憂愁！聽收音機說，這根本是搶錢。將會有什麼改變？我不相信。」 

          「說是完成，那就是會完成，問題是如何完成？」 

          「Dmitry Anatolyevich！我們在聖彼得堡的住宅公用問題也很棘手。寒冬尚未開 

              始，而我的家鄉以及您的瓦希里島，因為遭遇事故而被破壞，暖爐一直遭到切斷。   

              然而冬天又快要來臨…」 

            「這是非常需要且重要的議題……」  

     

第三節 小結 

 

    俄羅斯的社會福利制度自蘇聯時期起，便經歷了多次的改革，一直到了 Putin

上任之後，制度以及相關法律才漸漸的完善，加上石油價格的帶動，使得國內有

更多的預算可以解決社會福利制度的窘境。然而，俄羅斯老年人在面臨退休後，

遭遇的現實層面問題仍然尚未無法解決。M 型社會以及城鄉差距帶來了貧富差

距，醫療保障的差異以及老年人的生活也受到了挑戰。回顧 Medvedev 的臉書貼

文，試圖想要提供完善的照顧以及關心的想法是明確的，但是在制度上的構想卻

是比較缺乏。例如：10 月 25 日號前所提及的內容，從健保、養老金、再就業到

精神生活等都有提及，但是爾後的貼文卻只有提及公用住宅問題，接下來的任期

內(在此指研究時間範圍)也並未提及後續的發展或是改革內容。雖然，所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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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9368> 

 



 

81 
 

內容帶有宣傳以及呼籲的意味，但對於政治溝通層面來說卻不夠完整，缺乏了訊

息連續性的特質。而根據其臉書統計，大部分的用戶皆是青壯年，因此，關於訊

息的接收者來說，可能就缺乏了老年者的參與，造成政策的設計或是評估等等無

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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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首先敘述俄羅斯媒體的概況並透過三個案例分別說明Medvedev如何透

過臉書和人民交換訊息以及宣傳個人(或政府)的想法。具體描述了兩者之間的內

容，以及如何使用文字、照片與影片的相互搭配來傳遞訊息。本章將歸納本文的

研究發現和提出對於未來的研究建議。 

 

一、 研究發現 

    回顧筆者於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1, 社群媒體在俄羅斯的使用環境為何？

政府所抱持的態度又是如何？2, Medvedev 如何透過臉書和人民互動？是單向訊

息傳遞，還是雙向資訊往來？3, 社群媒體是否能在俄羅斯發揮政治溝通的效能？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由於政府對於媒體的法律規章相當多且嚴謹，因此政

府的態度相較於西方國家仍為較保守。本文從媒體的環境，進一步對 Medvedev

的臉書溝通效能做一評估。 

 

(一)俄羅斯媒體發展 

    俄羅斯沙皇時期，雖然有出版法的制定，但其制定卻完全是為了限制而不是

保障新聞自由。蘇聯憲法當中，雖然明文規定保障言論、新聞、集會和結社的自

由；但實際上這些條文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一直到 1990 年戈巴契夫實行改革開

放，才有第一部《新聞法》的通過，為新聞自由帶來新的開啟階段。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正式解體。總統葉爾欽將 1990 年《新聞法》加以

增訂修正，成為 1992 年俄羅斯的《大眾傳媒法》。1995 年 1 月 13 日、6 月 6 日、

7 月 19 日、12 月 27 日分別對原先的傳播法進行增修。除了憲法和俄羅斯聯邦《大

眾傳媒法》之外，1991 年至 1999 年間俄羅斯政府制定了 30 多條直接或間接的

規範傳媒活動的法令。2000 年普丁執政後，國會開始制定一系列使政府得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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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施加壓力的法律。2003 年初俄羅斯經濟發展部更進一步提出《民眾取得國

家機關及地方政府機關資訊的權利法》的草案，其重點著重在人民可以在相關單

位的網站上，以匿名的方式和極少的費用，就可得知想要的資訊，且被詢問的機

構絕對不可以回絕。 

 

(二)俄羅斯網際網路發展與使用 

    1980 年代在蘇聯國內已開始討論網路，獨特的資訊交換系統越來越吸引不

同的俄國新聞業注意。從 1990 年初開始，俄國政府對網路使用的兩個層面表現

出特別的重視：新科技的防禦和安全性以及國家認同的問題。 

    至於網路的使用者和大多數國家一樣，目前仍然以大城市較為普及，網路用

戶集中在莫斯科市、俄羅斯中央及西北區域，這和經濟、文化、技術因素有關，

而跟上風潮的 Medvedev 自上任後便開始使用臉書至今，在其任期內所發佈出去

的貼文超過一千則，利用了文字、照片、影片、連結分享等四種組合的搭配撰寫

每篇貼文。媒介的豐富性使得讀者在閱讀上可以有不同感官的接觸。 

 

(三)個案臉書政治溝通效能分析 

     第一， Obama 與 Medvedev 兩位政治人物在使用臉書方面的差異。2008

年總統大選當時身為民主黨候選人的 Obama，身為資歷較淺的伊利諾州參議員，

挑戰資深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並歷經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八年任

內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以及衰退的經濟問題。然而，Obama 知悉網路的潛力，

在其經營團隊之下利用網路打造形象、募款、以及動員等活動，也被認為是打擊

對手的重要原因。儘管當時的經濟不景氣，四年來在網路社群和社交媒體上的累

積，被視為是能夠擊敗對手，順利連任的原因之一。此外，在 Obama 的 Twitter

上，只要以「Bo」為暱稱的發言內容，追隨者便會知道，這並非其經營團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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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而是 Obama 本人親自的發言。123其次，透過網路，Obama 親自上網路著名

的新聞網站回答選民的提問，充分利用網路無弗界的特點，吸引了百萬選民的參

與，也為選舉宣傳的方式開啟網路戰爭的時代。最後，2008 年以及 2012 年的總

統大選，Obama 皆成功透過網路募款，吸引超過 400 百萬名的小額捐款；有別

於其對手羅姆尼接受財團公司的大額捐款，相比之下，羅姆尼顯得相形失色。 

    而 Medvedev 自 2009 年開始使用臉書以來，雖然發文頻率相當頻繁，媒體

豐富度也相當高，但不似 Obama 擁有個人特色發言的文章，能夠讓民眾辨識出

這是否為本人或是經營團隊所撰寫，或是常以臉書作為動員或募款等其他用途的

平台。從本文當中所提出的案例當中，可以發現，在第一個案例當中，透過臉書

即時訊息的功能，讓民眾們可以第一時間了解政府對於火災救難的進程，大量且

連續性的內容，讓議題的延續性以及伸展性可以發揮，除此之外，對於森林防火

的宣導以及解決方案都有一完整交代。對照網友回覆內容以及 Medvedev 的貼文

可以發現，民眾所憂慮的森林保護法案的改革，隨後 Medvedev 都有提出來，雖

然法案的確定是在其任期結束之後才開始生效，但對於此議題有興趣的民眾，仍

是可以透過搜尋引擎找到該法案的相關資訊。第二個警察法案例雖然不像前者具

有相當高的連續性，但是其貼文的時間相當緊密，網友仍然是可以快速地將前後

文連結起來，而值得注意的是，此警察法改革是政府第一次開放網路平台，讓民

眾可以留下個人意見，透過臉書轉貼的影片內容，也可以得知 Medvedev 對於此

事的重視及看法，2011 年 3 月警察法案改革的正式上路也讓人民可以看到政府

的決心與信任。最後一則老年人福利的改革，就不似前兩者具有連續性以及完整

性。雖然有談論到老年人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困境，但在其任期內具體談論到的卻

只有住宅方面，因此不免讓人產生政府對於此議題關心程度的質疑。 

    第二，媒體使用環境的差異。美國著名的研究單位「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資料顯示，美國公民自 2000 年使用的媒體習慣改變，網路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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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維 著，《新媒體與民意；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圖書，2013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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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統大選最具潛力的主要新聞來源，美國人依賴傳統媒體，例如：無線電視新

聞、公共廣播、無線或有線電視等等，獲得的選舉資訊比例不如以往。124此外，

網際網路已成為年輕族群最重要的選舉資訊來源，18-29 歲的選民超過 42%長期

透過網路獲得新聞，其中社交網站如 Facebook、Myspace 的比例最高;同時，研

究也顯示，年輕族群與年老族群的使用習慣差距也正在擴大當中，例如對 50 歲

以上的選民而言，電視仍然是最主要的視聽方式(50%)，網路使用只佔了 15%，

然而世代效應對於媒體使用習慣的改變仍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俄國臉書使用的用

戶大部分是青壯年，且大多以大城市的用戶為主，因此，以訊息接收者的角度來

說，年齡層實在太狹窄，若是以第三個老年人福利改革案例來說，便缺乏了以老

年人的角度為出發的建議或看法。除了年齡的斷層，資訊無法在各地都可以接收

到，造成資訊不對稱的散播，也使得少部分或弱勢族群無法得到最新的消息。 

    總的說，以政治溝通的研究途徑來說，領導人物、傳播媒介與公民這三者最

重要的要素皆有，訊息傳送程度有礙於臉書的功能特性，使得訊息雖然大量，卻

是不連貫，沒有主題性，網友回應的內容大量且多樣，雖然具備了啟發、轉換、

強化及激化的四種特點，而 Medvedev 確實是常常貼文說到各位網友的回應對他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實際上是否真正的接收採納這些意見，本文認為還是要透

過時間的演練及端看媒體在俄羅斯的角色是否能夠有更突破的發展，才能做出最

準確的答案。 

 

二、未來研究建議 

    關於俄羅斯政治溝通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能夠蒐集的資料大部分以英俄

文為主，筆者仍試圖研究 Medvedev 如何使用臉書與網友們做交流。受限於筆者

本身的學識限制，仍有所遺漏和缺憾，盼能延伸為未來的研究建議如下： 

    首先，本文研究的媒體著重於臉書，然而其所使用的社群媒體還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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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ople-press.org/2008/01/11/internets-broader-role-in-campaig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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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journal、VK 以及 twitter 等等。與部落格相比，臉書的寫作模式較接近及時

軟體的聊天模式，訊息較短且缺乏連貫性，又臉書的訊息常常淪於快速的訊息更

新，因此在訊息的蒐集上較為不方便。因此若是比較各個社群媒體之間的差異性

以及獨特性的話，都是相當有趣的研究對象。 

    其次是由於筆者對於媒體研究的缺乏，針對網友們對於 Medvedev 臉書的看

法為何，只能透過官方數據，或是他國經驗來觀察，若是針對此議題，設計出可

以知道臉書溝通效能為何的完整問卷調查的話，那麼對於此研究主題也將會是一

大的發現。 

    其三，在 Medvedev 總統任期也曾經帶動了其他地方行政首長使用臉書或社

群媒體的風潮，因此也可以比較兩者間對於訊息傳遞的手法及內容將會有不同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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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宣布七個聯邦主體緊急情況命令 

Указ об объявлени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связанной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пожар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семи субъект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Объяви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ую ситуацию, связанную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пожар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Марий Эл, Республике Мордовия, Владимирской, 

Воронежской, Московской,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и Ряз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ях (далее — 

субъе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Временно ограничить допуск граждан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орган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на ни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создания 

условий, приводящих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пожаров в лесах и на торфяниках, а 

также к гибели людей, утрате их жилья и имущества. 

 

3. Орга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определи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а которых может возникну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вязанная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пожар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б) временно ограничить допуск граждан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на ни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определить срок, на который вводитс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г) довести информацию,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ую настоящим пунктом, до сведения 

граждан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й. 

 

4. Привлечь к ликвидаци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связанной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пожар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ругие 

войска и воинск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5.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согласованию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обороны,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 ситуациям и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стихийных бедствий и 

орган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пределить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ликвидации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пожаров. 

 

6.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режима противопожар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орган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ерритория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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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рга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приня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по оказанию помощи семьям погибших и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жаров; 

б) оказ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помощь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жильем граждан, лишившихся 

ег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жаров; 

в) выплатить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компенсации за утраченные жилье и 

имущество гражданам,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жаров. 

 

8. 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орга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влеч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к тушению 

пожаров». 

 

 

 

 

 

 

 

 

 

 

 

 

 

 

 

 

 

 

 

 

 

 

資料來源: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8558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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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 1074號「有關林業聯邦部門」命令 

 
Указ №1074 от 27 августа 2010 г. 

«"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агентстве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целях повыш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лес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становляю: 
1. Установить,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 Передать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агентству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функции: 
а)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нормативно-правовому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в области лес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лес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на особо охраняемых природ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б) по контролю и надзору в области лес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лес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на особо охраняемых природ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3. Внести в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 мая 2008 г. N 724 
"Вопросы системы и структуры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8, N 20, ст. 2290; N 22, 
ст. 2544; N 30, ст. 3619; N 37, ст. 4181; N 41, ст. 4653; N 42, ст. 4788; N 49, ст. 5768; 
N 52, ст. 6366; 2009, N 1, ст. 95; N 37, ст. 4396; N 41, ст. 4731; 2010, N 4, ст. 369; N 
10, ст. 1057; N 20, ст. 2435; N 27, ст. 3445) и в структуру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утвержденную этим Указом, следующ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а) в абзаце третьем пункта 9 Указа слова "находятс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ветеринарному и фитосанитарному надзору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заменить словами "находитс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ветеринарному и фитосанитарному надзору"; 
б) в структуре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из раздела II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которых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агентства, подведомственные этим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м" 
слова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сключить; 
раздел III "Федеральные службы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агентств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которых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полнить словами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4.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приня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настоящего Указа; 
б) привести свои акт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с настоящим Указом. 
5. Настоящий Указ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со дня ег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МЕДВЕДЕВ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27 августа 2010 года 
N 1074 
資料來源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http://www.rosleshoz.gov.ru/docs/president/3> 

  

http://www.rosleshoz.gov.ru/docs/presiden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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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警察法自 3月 1日上路 

1 марта вступил в силу закон «О полиции» 

 

Сегодня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закон «О полиции».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службы 

подготовились к вступлению в силу этог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который определяет статус органов полиции, определяет то, как будет жить 

МВД в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о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ыло подписать целую серию указов. Хотел бы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ас, что я эти 

указы подписал. Речь идёт о семи указах, каждый из которых имее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лиции. 

  

Первый Указ так и называется – «Вопрос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лиции». Он 

определяет то, какие службы,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и друг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полиции какие 

ведут дела, то есть определяет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на которые возлагаются 

основные функции полиции. 

  

Второй документ, мною подписанный, – это общий документ, в котором 

утверждаются положение 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струк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Указ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положение 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переработано с учётом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законную силу закона «О полиции», как и 

струк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Надеюсь, что она будет разумной, 

компактно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будет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органам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включая полицию. 

  

Третий документ, который я подписал, утверждает тип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орган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Типов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орган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субъек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то есть 

определяет положение о глав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л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аш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даёт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всем их функциям, задачам, правам и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 

Ещё одним Указом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процедура, а именно процедура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аттест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Указ «О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аттест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татьёй 54 закона «О полици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проведена аттестация. Для этого образуется Комиссия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по 



 

100 
 

проведению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аттест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замещение должностей высш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ую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Руководить этой комиссией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ергей Нарышкин].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с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будут 

доложены мне, и фина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то есть подписа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указов, будет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оту с кандидатурами. На Вас 

возлагается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до 15 март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кандидатуры на долж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длежат замещению, и до 1 июня обеспечить проведение общей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аттест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которые 

претендуют на замещение иных должностей в этих органах, то есть не высши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а всех иных должностей.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процедура. Мы с Вами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о том, чт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аттестации все, кто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себя в качестве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бывшей милиции, перейдут на службу в 

полицию. Все, кто не выдержит испытание аттестацией, вс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ого 

есть сомнения или достаточные данные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это не его работа (я уже 

не говорю о более серьёзных сомнениях, включая нарушения и ведущиеся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н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зачислены в штат органов 

полици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егодня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закон «О полици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службы 

подготовились к вступлению в силу этог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который определяет статус органов полиции, определяет то, как будет жить 

МВД в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о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ыло подписать целую серию указов».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аттестации мы сможем создать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более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более внимательную к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 граждан структуру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се, кто перейдёт на работу в 

полицию, будут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своим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 полагая, что 

высшим законом для них является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граждан,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всей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этому соблюдение 

неотъемлемых прав и свобод граждан является святой обязанностью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органов поли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руг задач остаётся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прежним: это 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и контроль за соблюдение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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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рядка,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учёта. Все эти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остаю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его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Поэтому в структуре, которая также мною утверждена, 

выделяется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ок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занимать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видам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это и полицейский блок, и блок, который связан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следственных функций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прочим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и работ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Я также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который утверждает перечень должностей высш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ующего состава в органа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в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лужбе и других структурах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еречня 

должностей высш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ующего состава в органа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миграционной службе, в Бюро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борьбы с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ю и иными опасными 

видам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государств –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этим должностям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ваний»]. Выше этих параметров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нельзя. 

  

Точно также мною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 предельной штатной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1 января 2012 года предельная 

штатная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органов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которая финансируется за счёт 

бюджетных ассигнований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составляет 1 миллион 106 

тысяч 472 единицы. Это с учётом сокращ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вытекают из одного из 

моих прежних указов, посвящён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м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наконец, один из указов касается признания утратившими силу те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торыми ранее регламентировались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лидный пакет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 дело не в нём. Ещё раз: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бота органов полиции строилась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нового закона,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тем задачам, 

которые стоят перед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полицейски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МВ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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