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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18運動是臺灣社會罕見以占領國會議場表達訴求的抗爭運動，同時也是大

規模群眾透過傳播科技的中介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包括在社交媒體分享即時新

聞、上傳現場目擊照片、創作歌曲在 Youtube流傳，甚至透過直播科技 24小時

不間斷地轉播占領現場狀況。

為了瞭解此一運動的樣貌，本研究選取 Twitter做為資料收集平臺，藉由社

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即時收集與事後分析，探討臺灣 318運動期間 Twitter各種語

言相關推文（tweets）的趨勢變化，研究發現當運動發生直接衝突時，公民目擊

及直播頻道會帶來瞬間大量的訊息擴散，另外透過超連結分析發現，公眾透過在

社交媒體轉發或評論即時新聞，做為即時參與運動的另一種形式。

關鍵詞：網絡化社運、社交媒體、超連結、即時直播、公民參與

DOI: 10.6123/JCRP.2016.005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探索社交媒體之民意形成過程》（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364-004-MY2）與《尋找媒體創用者的數位足跡：社交媒體研究之新方法探索─
社交媒體重大事件之傳播模式比較分析：鉅量資料數位人文分析取徑》（計畫編號：MOST 102-
2420- H-004-048-MY3）合作研究之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施旭峰先生、盧易詩小
姐協助資料收集與分析，以及水火團隊成員參與討論與文獻閱讀之貢獻。

 ** Email: colisa@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年 8月 25日
 接受日期：2015年 11月 8日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17 2015/12/29   下午 09:34:25



JCRP, 6(1), January 2016118

壹、前言

2014 年 3 月 18 日臺灣社會發生了學生占領立法院事件，共計占領立法院議

場長達二十多日。透過網路直播占領運動，國內外網友紛紛在社交媒體關注與表

達意見。大規模線上公眾的分享與討論，不僅引起海內外新聞媒體的報導，也實

際促成公民於線下實際參與運動。占領運動從國會議場延伸到立法院周邊，不分

白晝黑夜，在占領期間每天有數百至數千人在議場四周靜坐支持運動，亦有許多

大專院校學生以罷課方式聲援，教授則在街頭開設民主講堂聲援學生罷課行動。

由 318 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被稱為 318 運動或是太陽花運動。

這場學生占領立院的抗爭事件起因於民間團體的反服貿運動，在 318 事件發

生前已有數個民間團體反對總統馬英九強行推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

當時並未引起多數人關注。直到 3 月 17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國民黨籍召委張慶

忠在排案討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僅用 30 秒宣布該協議送立法院審

查已超過 3 個月期限，因此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晏山農、

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張慶忠 30 秒通過服貿協議成為 318 事件的

引爆點，反服貿團體將「反服貿」訴求轉變為「反黑箱服貿」，抗議馬政府通過

服貿程序不合法，藉由占領立院行動引起全國關注。

這是臺灣社會罕見以占領國會議場表達訴求的抗爭運動。3 月 18 日當晚學

生衝入立院之後，有位同時跟著進入立法院的 longson 隨即透過 iPad 直播，將封

閉議場內的情況轉播給場外的群眾，讓關心此事的人們可即時觀看並參與運動，

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訊息與動員群眾到現場聲援。人們創造了各種解釋性文章、懶

人包、口號（如：「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歌曲（如：「島嶼天光」）、專屬

網站（如：「自己的服貿自己審」、4am.tw）等，透過社交媒體的快速擴散與分

享，短時間內引發社交媒體上百萬人次的關注，最後帶動數十萬人於 3 月 30 日

上街要求政府「退回黑箱服貿」。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是臺灣少見的大規模群眾透過社交媒體即時參與運

動，在最高峰時有高達十多個線上直播頻道轉播運動實況，包含大眾媒體或自主

公民架設頻道，有些頻道是靜態直播、有些則穿插主持人說明、有些則讓線上群

眾與現場占領者對話，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群眾，即使人不在立法院、也能在社

交媒體關注立法院，社交媒體將全臺民眾及國外關心人士都捲進這場社運之中。

在這場網絡化的抗爭運動中，人們經常一邊行動、一邊使用社交媒體，無論

是抗爭現場的群眾更新消息或拍照上傳，或是不在現場的人們在線上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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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即時新聞、觀看實況轉播、甚至直接到線下參與，社交媒體串連了線上與線

下公眾，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參與了這場社運。本研究關注的是公眾如何透過社交

媒體即時參與這場抗爭運動，特別在這場抗爭時間長達數十日的占領運動中，公

眾使用不同社交媒體參與的動態變化。

面對大規模群眾參與的網絡社會運動，許多公眾在線上公開討論並分享

訊息，研究者如何迅速收集到廣泛的群眾公開意見，成為社交媒體資料收集上

的一大挑戰。本研究團隊評估了幾個社交媒體平臺資料收集的可行性：其一是

Facebook，做為臺灣地區滲透率最高的社交媒體平臺，每月活躍用戶達 41%1，

但 Facebook API 僅能以粉絲專頁（Facebook pages）做為資料收集單位，無法透

過關鍵字收集貼文資料，亦即研究者必須事先取得所有參與運動的相關粉絲頁清

單，才能依此收集相關粉絲頁內的討論貼文，由於 318 運動涉及層面太廣，研究

者不易在第一時間內找出參與運動的粉絲專頁，需另外發展出一個系統性收集參

與運動的粉絲頁清單方法，才能開始收集資料；另一個考量則是以 Twitter 做為

資料收集平臺，Twitter API 可用關鍵字做為資料收集依據，方便在第一時間收集

大規模公眾討論貼文，雖然 Twitter 在臺灣的滲透率為 9%，不到 Facebook 的四

分之一，但 Twitter 平臺可在國際社群間快速交流即時訊息，得以瞭解不同語言

社群對於臺灣 318 事件的關注程度。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選取 Twitter 做為資料收集平臺，它具有以下二個特

點，第一，Twitter 對突發事件的反應快速，即時消息最先在 Twitter 曝光後，

不僅迅速擴散到更多用戶，也擴散到 Facebook 等其他社交媒體平臺，在突發

事件發生時許多人傾向選擇 Twitter 追蹤即時訊息，根據 Spasojevic, Li, Rao, & 

Bhattacharyya (2015) 研究，Twitter 用戶在貼文 30 分鐘內，就會累積五成的用戶

參與，Facebook 的反應時間較長，大約兩小時才會累積五成的用戶參與；第二，

Twitter 平臺方便全球不同語言社群的用戶交換訊息 (Bruns, Highºeld, & Burgess, 

2013; Cheng & Chen, 2014)，臺灣的 318 抗爭獲得國內外媒體與網路社群的關注，

透過 Twitter 資料分析，可比較國內外社群之間的訊息連結與交換。

本文目的在於探索臺灣 318 運動期間，線上公眾透過社交媒體即時參與情

況，研究者藉由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即時收集與事後分析，蒐集 Twitter 各種語

系的相關推文（tweets），藉此瞭解此一抗爭事件發展中的各種動態過程。

1 根據 Statista (2015) 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根據每月活躍用戶計算，臺灣地區 2014年第四季的
社交網站滲透率為 71%，亦即全國人口有 71%的人有使用任何一個社交網絡服務，其中滲透率
最高的為 Facebook的 41%、其次為 Line的 33%、Twitter的滲透率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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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絡化社運與線上公眾參與

一、網絡化社會運動的興起

在社交媒體普及之前，就有學者開始談論網絡化的社會運動（networked 

movement），典型的代表是 Manuel Castells，他看到資訊社會在網際網路崛起之

後，產生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現象，它一方面是大眾傳播，

透過點對點傳播及網際網路的連結，每個人播送的訊息都有潛能觸及更廣大的訊

息，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多樣性的，它可能是任何內容、以任何形式，增加它在

網際網路的擴散，因而它會自我生產內容、自我決定擴散方向、自我選擇以多對

多的方式被接收 (Castells, 2007)。

Castells 當年指陳的現象體現在今日由社交媒體帶動的社會抗爭，一小群人

抗爭的訊息被發布在社交媒體上，連當事人都無法事先預期它會捲動多少群眾參

與其中，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東的茉莉花革命、臺灣 318 抗爭亦如是。

Castells (2012)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之後，進一步提出網絡化社運的特徵包含

以下幾點：網絡化的傳播科技（手機與網際網路）提供了社運動員的平臺，除

了訊息連結，也包含線上線下的人際網絡連結、運動內部的網路、與其他社運連

結的網絡，這些運動一開始是自發性生成的立即社群，YouTube 是運動早期最具

潛能的動員工具，影像的力量在此很重要。這些具延展性的網絡改變了社運的實

踐，可多對多進行協作、互動，不需要正式的領導人或垂直控制的組織（如：政

黨），且參與人數眾多可降低被壓迫的威脅，他認為網路空間與實體空間的占領

交織出第三空間—自主，自主空間是網絡化社運的空間型式。

政治學者 Bennett & Segerberg (2012) 提出網絡化運動中的連結性行動

邏輯（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強調數位傳播促成抗爭政治的個人化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由數位促成的行動網絡（digitally 

enabled action networks）產生了兩種社運組成的新型態，第一種是由議題宣導組

織構成的網絡在幕後進行協調，利用互動性高的數位媒體將主題個人化，透過個

人化網絡的方式將公民訊息傳播出去，號召更廣泛的公眾參與網絡，如：西班牙

的「憤怒的人群」（Indignados）運動；另一種則是由技術平臺及應用取代了政

治組織的角色，政治訴求與不滿以非常個人化方式在網際網路上被快速分享，如：

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的口號，

夾雜個人故事和影像快速地在全世界的 Facebook、Twitter、Tumblr 分享。

相較傳統社運的集體性行動邏輯，以身分認同為號召，領導者由上而下動員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20 2015/12/29   下午 09:34:25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卷 第 1期．2016年 1月 121

群眾參與，如：工會領導的社運，以工人階級的身分認同為號召，工會幹部扮演

主要領導角色，組織群眾參與；Bennett & Segerberg 提出連結性行動邏輯的這二

種型態都是沒有具體領導者、也沒有組建傳統組織。這二種連結性行動的差別在

於第一種仍然由組織（或是組織的網絡）做為鬆散平臺倡導議題，將主題予以個

人化，透過社交平臺擴散給更多公眾，放在臺灣脈絡的例子 2 像是 318運動的「反

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第二種則是完全沒有組織協助，

由技術取代組織的角色，讓個人故事快速擴散，如：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透

過批踢踢 BBS 站喚起許多當過兵群眾的個人經驗及不滿，從網路聲援進而走上

街頭。

318 運動前身可追溯至 2013 年起民間團體發起的「反服貿訴求」，在 2013

年 6 月底行政院院會通過「服貿協議」後，以賴中強律師為代表的「反黑箱服貿

民主陣線」持續批判馬政府的服貿協議，亦有學者專家及社會人士聲援其主張，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則是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社運團體，當中幾位主要成員如：

魏揚、陳為廷、林飛帆曾參與「反媒體壟斷」、「反苗栗大埔農地徵收運動」，

與許多公民團體皆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他們聲援「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訴

求，並共同組織多次抗議行動，但自 2013 年 6 月以來這二個團體倡儀的反服貿

主張除了在社運圈及公民團體間獲到重視外，並未引起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直

到 2014 年的 318 占領立院行動之後，才開始獲得廣泛公眾關注為何行動者以占

領手段來表達訴求，甚至有不少公眾自發性參與行動。透過這二個社團的粉絲專

頁做為訊息擴散與連結平臺，行動者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做為個人化的行

動框架，號召更多人聲援占領國會的行動，並引起更多公眾關注黑箱服貿協議可

能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問題，因而在 3 月 18 日之後參與的大量群眾並非是由這些

組織動員而來，而是透過社交平臺的訊息擴散吸引更多自主參與的公眾，他們未

必隸屬於特定組織，也不完全受這些組織指揮，至於其他理念相近的 NGO 團體

則是透過組織間的網絡協助占領運動的進行。

Castells (2012) 強 調 網 絡 化 社 運 與 傳 統 社 運 的 不 同 在 於 個 體 化

（individuation）與自主性（autonomy），個體化強調個體做為引導行為的原則，

個體的投射是朝向集體行動與共享價值；自主性指的則是社會行動者有能力變成

一個主體，根據社會行動者的價值與興趣，定義其行動目標是獨立於社會體制之

2 在318運動之前，更早的2012年士林文林苑都更事件及2013年苗栗大埔徵地事件亦屬於此類型，
前者由「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協助議題倡議與擴散，後者由「農村陣線聯盟」和「捍衛苗
栗青年聯盟」協助倡議與串連線上與線下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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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個體化過度到自主性是經由網絡化的操作，網際網路做為組織化的溝通平

臺，內含了自由與去中心化的精神，它允許個別行動者在其選擇的網絡中相對於

連結的他人，建立他們的自主性。換言之，參與社會運動的每一個個體仍保有其

自主性，他們對運動方向有不同意見，沒有領導者可以由上而下決定方向，必須

透過協商由下而上產生共識；因此在共識凝聚的過程中，會有多方意見出現，這

在 318 運動中也可見到議場派、社科院派、賤民解放區等不同主張的衝突。

二、線上公眾的即時參與

網絡化社運的參與者向來不是單一、同質性的組合，而是多樣、變化性高

的群體，加上科技的介入，提供許多雲端協作工具，讓個別參與者可用不同方

式參與運動。Rheingold (2012) 提出了網絡化運動參與的冪次法則（power law of 

participation），他認為網絡社運參與的群眾，每個人貢獻程度不一，經常由少

數人負責領導、協調、協作、編寫網站內容等高投入的工作，多數人則以分享、

留言、標籤、閱讀等低投入方式參與，這當中是一個參與者由少而多的歷程，亦

是由「協作智慧」（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轉變為「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318 運動中亦發現類似現象，少數人撰寫的解釋性內容透過多數

人分享而擴散。

Meikle (2010) 指出行動者使用網路聲援抗爭運動有四種主要方式：（一）相

互創造的文類（intercreative texts），意指對既有文本改造與重新想像，如：改造

執政者的頭像；（二）相互創造的戰術（intercreative tactics），透過既有抗議戰

術的變異以時間換取空間，如：數位公民不服從，再次詮釋政府文本；（三）是

相互創造的策略（intercreative strategies），建置更為開放、使用者為中心的空間，

例如：建置受害者的臉書粉絲頁、探討服貿對各行各業影響的網站；（四）相互

創造的網絡（intercreative networks）創造出新的媒體網絡模式，利用開放原始碼

進行線上媒體運動，例如：海地災難的開放街道計劃。在 318 事件中「g0v 零時

政府」帶動的群眾參與及線上共筆即是第四種，屬於這四種當中困難度最高、參

與共同創造的使用者最多。

在這個過程中，網路上可能產生無窮的訊息量，誰來決定哪些訊息該流傳？

Bruns (2005) 認為網路的群眾參與使傳統新聞的守門機制（gate-keeping）變成集

體監看（gate-watching）；Singer (2014) 則稱為「使用者產製的可見度」（user-

generated visibility），也就是網路公眾做為作為再次傳播（re-dissemination）的

監看者，他們進行內容評價的審議，把有價值的資訊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擴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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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些訊息被擴散的新聞價值是由產製者們（原作者、傳播者、評價者）的互

動所決定，觀眾不再是傳統媒體中的被動接收者，而是個性化（personalizing）

且能重新分配（redistributing）內容的傳遞者，人們透過交換連結分享社會經驗，

並推薦社交網絡中的文化流動形式；他指出，在這當中使用者偏好的經常是新聞

網站，其中一個因素是分享新聞網站的內容很方便，對於小型媒體而言，愈多分

享更可以創造流量。

過去社會運動的衝突必須透過新聞媒體的拍攝與報導才能傳遞給大眾，但近

年來，年輕人在抗爭事件採取「目擊戰略」（witnessing strategies）愈加普及。

Allan (2013) 稱它為「公民目擊」（citizen witnessing），年輕公眾利用智慧型手

機見證並產製經典影像（iconic images），以象徵出抗爭事件之意義，並透過社

交媒體擴散出去，與當局控制的官方媒體產生抗衡，如：希臘抗議、新疆暴動、

倫敦暴動，及占領華爾街運動，這是年輕世代作為數位公民浮現的形式，這些年

輕人（通常少有公民議題的經驗）主動將社交媒體作為可能性的互動資源，既維

持個人參與的形式，又能透過公民目擊的多元策略將聲音傳給了無聲大眾。

Andén-Papadopoulos (2014) 認為攝影手機提供承載見證的新展演儀式（new 

performative rituals of bearing witness），例如政治異議群眾的肉體迫害紀錄，透

過全球無線傳播網絡，有效地把這些素材動員成可製造政治團結感受的影像式見

證（graphic testimony）。一般人透過手機這個可攜帶的自我延伸工具，把自己

連結到全球數位網絡，有機會避開主流媒體既有的編採與審查流程，將自己對某

事件之紀錄轉化為一種大眾證言（testimony），擾亂那些精心打造、專門提供給

大眾新聞媒體的「官方」觀點，享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網絡組建能力（networking 

power）。這種「公民攝影見證」打破公與私、自我與他人、身體與機器、在地

與全球、公民與記者之間的界線，也改造了我們以往對「再現」之認知。

對於新世代來說，以手機拍照／影片與即時分享已成為他們經歷事情的方

式之一，攝影手機的廣泛使用讓人們重新形塑自我，並進行即時傳播 (van Dijck, 

2007)。社交媒體在社運中扮演即時協作與群眾動員的角色，例如：得知警察部

署位置、或是標籤街道的最新情況等，它同時是替代性連結的資源，讓新聞記者

有不同的連結，除了現場照片之外，社交媒體平臺也有抗議的卡通漫畫、剪輯抗

爭的影片 (Allan, 2013)。

除了攝影手機的目擊見證，近年興起的網路直播科技也在社運中扮演重要

角色。Thorburn (2014) 探討即時影像直播（live streaming video）對占領運動的

重要性，她以 2012 年加拿大魁北克學生罷課運動為例，原本是校園與社區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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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的 CUTV 在運動期間成為網路直播頻道，持續播放學生的占領行動。她描

述政治行動者與數位科技在此形成特殊的組合，它運作雙重的權力機制，對警方

而言，它是監視的科技，但它同時開啟了反對力量的節點，破壞了國家監看，反

而用來監看警方自己，它提供了街頭政治行動者一個建構主體性的位置。她認

為，線上直播科技在社運中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參與者和觀察者在多樣化的行動

中，透過監看與被監看形成了反霸權的監看組合（counter-hegemonic surveillance 

assemblage）之可能性。

三、社交媒體與線上新聞的關係

在社交媒體普及之後，新聞傳布與社交媒體產生密切關係。社交媒體中的新

聞傳布主要透過用戶主動與新聞記者或媒體組織成為「朋友」（friending），建

立自身與外部媒體環境連結，社交媒體用戶的新聞接收（reception）便是自動地

曝露與消費這些由新聞記者「朋友」所發送的內容，再經由用戶個人社交網絡進

行分享，產生新聞傳布的過程 (Weeks & Holbert, 2013)。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5 年 7 月發布的最新報告，有 63% 的美國人使用 Facebook 與 Twitter 收看

新聞，特別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有 59% 人會用 Twitter、31% 的人用 Facebook 追

蹤事件的最新發展，主因是 Twitter 在即時訊息的傳遞比 Facebook 更快，以時序

而非演算法來篩選訊息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因此，當前的線上新聞成為一種網絡化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它是

全天候、即時、無處不在的新聞，新聞內容可增加或刪減、頭條可更換、可增

加或更改照片及其他多媒體素材，新聞變得更加液態與流動，線上新聞的即時

性在於它是持續並不斷變換，創造了飄忽不定的資訊流 (Beckett & Mansell, 2008; 

Karlsoon, 2012)。

這樣的新聞產製過程形成了新聞液態性的特色。將社會學者 Bauman 提出的

液態性（liquid）概念引至新聞學領域，可追溯至 Deuze (2008) 在「液態新聞學

與監視的公民參與」（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這篇文章中指

出新聞工作的脈絡改變了，愈來愈受到使用者與產製者之間的互動所決定，因而

新聞工作必須持續的編輯（continuous edits），也就是新聞內容必須更液態與流

動才能應付當今使用者對即時（in real time）接收新聞之期望。

Karlsoon (2012) 討論線上新聞的液態性，認為超連結（hyperlink）是構成新

聞液態性的另一個重要元素。Matheson (2004) 描述，以往的新聞報導將「知識作

為產品」（knowledge-as-product），線上新聞則是將「知識作為過程」；傳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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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是把事情固定下來（pinning down），線上新聞則是連結的新聞學。Singer (2008) 

認為，透過即時的超連結與使用者參與，記者所報導的新聞故事成為流動、不間

斷、參與式和相互連結的新聞媒體世界之一部分；新聞故事的持續發展已是無法

控制的集體過程，超連結讓使用者能無限、自由地瀏覽，儘管可能仍在某種架構

之中（如：從一則新聞到另一則新聞，一個網站連到另外一個網站），但總是打

破了原本是分割事物之間的關係。

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分析中東茉莉花革命中，社交媒體

Twitter 上的新聞表現型式，浮現了四個特徵：（一）即時性（instantaneity）：

社交媒體的新聞比主流媒體更即時且不受限制，但可能和傳統新聞價值不相容，

如：未經查證的訊息在網上流傳，且每秒都在更新狀態，一直重覆出現的內容可

使更多人看見訊息；（二）參與群眾外包的菁英（crowdsourced elites）：由新聞

記者、菁英和事件中特殊意見領袖身負傳布訊息的重要使命，後兩者雖不符合傳

統新聞價值（如：夾敘夾議），但他們的意見會溢散到主流媒體，事件中往往出

現特殊的「有機意見領袖」，他們通常是親身參與，也較注重情感訴求，相形之

下，記者則試圖在主客觀價值中找到平衡；（三）團結 （solidarity）：這類訊息

由於情感性濃厚，難以分殊事實陳述與情感呼籲，他們會多重發布、參照、協調，

目的是希望能團結群眾，以對抗當局；（四）環境氛圍（ambience）：社交媒體

的特性使人們得以不分晝夜、無時差地發布訊息。

簡言之，社交媒體使得新聞價值產生了混雜，同時也浮現了新文類—情感新

聞（affective news）。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認為，由於參與者

多半在事件中具有近身性，因此融合客觀事實、自身經驗、情感與意見表述的文

類即是情感新聞。這些參與者可以是記者、意見領袖、目擊者等，當政權控制媒

體時，Twitter 提供一個有效率、具能動性的發聲管道，使人們可以跳過傳統守門

機制來發布訊息。情感新聞出現的進程，原本是普通的訊息公告，當意見領袖出

現對訊息公告加以註解，主流媒體跟進，進而可能造成世界各地響應，這使得情

感新聞的內容經常主客觀並陳、夾敘夾議，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雖然這些

訊息常常重複或模仿主流媒體訊息，但最受歡迎的 tweets 通常都是情緒性的，也

因此事件可能沒有多少進展，情感積累卻很濃厚。

Meraz & Papacharissi (2013) 進而分析 Twitter 促成的網絡化守門及框架過程，

Twitter 上的群眾容易透過分享轉推（retweet 或 RT）、指定對話對象（mention）

來幫忙宣傳、傳布菁英的影響力，群眾藉由過濾、協作、分享資訊進行網絡守門，

並由不同的人不斷協商、對話和參與形成訊息框架，有助進一步闡釋成為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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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對話，使資訊蒐集的實踐更加合理與可信，因此網絡框架與守門是並行的，

既維持了資訊流，亦不斷重組新聞實踐。

在抗爭運動期間，群眾在社交媒體上藉由分享新聞參與運動，他們參與對

話、在不斷互動協商中形塑新聞的意義，並將新聞透過人際網絡擴散出去，因而

社交媒體的新聞傳布不單取決於新聞機構或記者的個別意圖，亦包含訊息接收者

與傳遞者如何改寫、重新定義新聞的意涵。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文目的在於瞭解網路社群對於臺灣 318 運動的關注情況，及線上公眾即

時參與的動態變化。研究者選擇 Twitter 做為社交媒體平臺資料收集來源，參

考國外大型抗爭的 Twitter 資料收集方式，透過 Twitter Search API 以中文、日

文、英文關鍵字收集 318 運動期間的相關推文，經過資料清洗後 3，比較不同語

言社群的傳播模式與推文類型，並找出在整體社群中具有影響力的用戶與超連

結引用（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鄭宇君，陳百齡，2014；Bruns et al., 2013; 

Choudhary, Hendrix, Lee, Palsetia, & Liao, 2012）。

318 運動在學生占領立法院之後，隨著抗爭運動的發展，隨時有一些新概念

或重要人物浮現，研究者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隨著事件變化不斷新增資料收集的

關鍵字，因而本研究在 318 運動所使用的關鍵字依序為：服貿、立法院、立院、

CongressOccupied、サービス貿易、国会、台湾　国会、太陽花、學運、學潮、

國會、馬英九、行政院、罷課、ExecutiveOccupied、taiwanoccupy、#sunΩower、

sunΩowermovement、318 學運、318、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仰寧，共 24 個

關鍵字。資料收集開始時間為 3 月 18 日晚上 8 點，實際收到的推文內容為 2014

年 3 月 11 日到 4 月 29 日的推文，共計收集到 705,628 筆推文，以及 155,470 不

重複的發文者 4。

透過本研究團隊開發的語言辨識軟體 5標示每則推文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將整

3 本研究原本收集資料總筆數 828,473筆貼文，然而在 4月 8日到 10日間，日本發生國會議員的
爭議事件，故關鍵字「国会」收集到與 318事件無關的貼文，研究者利用這幾位日本國會議員姓
名為關鍵字，清除日文雜訊。

4 根據 Twitter Search API的限制，透過關鍵字搜尋可以收集到前七日以內的 tweets，Twitter會提
供約 1%的 tweets。

5 本研究團隊經人工檢視後發現，Twitter官方使用的語言辨識工具對於拉丁語系（例：英文、法文）
的判斷準確，但對於亞洲語系，如：中文、日文、韓文等辨斷並不準確，被 Twitter標示為中文、
日文、韓文的推文可能都會混雜中文，因此吳君孝（2014）根據東亞語言的特性開發了語言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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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推文區分為不同語言的子資料集，結果發現多數推文集中在繁體中文、簡體中

文、日文、英文這四種主要語言，這四個子資料集的推文數量及所占比例如表 1。

就 Twitter 全球用戶發文使用各種語言的比例而言，根據 Semiocast 於 2013

年的分析數據顯示，全球 tweets 使用語言比例最高的是英文占 34%，其次為日文

占 16%，第三為西班牙語占 12%，中文推文則未進入排名前十名的語言；另一

份 GNIP 的調查資料則顯示，在 2012 年 Twitter 使用的語言中，簡體中文排名第

17、繁體中文排名第19，兩種中文語言的發文量皆不到全球推文量的1% (Lehman, 

2014;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13)。因而，就全球用戶的使用人口而言，日文

用戶的數量遠多於使用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的用戶數量，這點是日文推文的發文

數量遠高於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日本社會確實相當

關切臺灣的國會占領行動 6。

此外，本研究也透過短網址還原技術（unshorten URL）將大量推文中帶有

的超連結還原為原始網址，進行超連結分析。由於 Twitter 每篇發文有 140 字元

限制的特性，字串很長的網址必須要縮減其長度才適合放置於貼文中，縮短網址

（URL shortening）即成為網路上一個能符合限制的新技術與網路服務，以一個

簡短的網址代替原來的長網址，當使用者點選縮短網址時，會被導向原來網址。

本研究採取的短網址還原技術，即是利用資訊程式逆向操作，將原來縮短

網址還原為原始連結的方法，此技術可用於社交媒體的內容分析上，特別是大量

工具，可進一步辨識為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廣東話、日文、韓文等，本研究即是使用該工具進
行推文語言辨識。

6 在 2014年秋天發生的香港雨傘運動，本研究團隊也以同樣方式收集了香港雨傘運動的 Twitter資
料，結果發現香港雨傘運動Twitter推文中只有 7.77%是日文推文，而英文推文則高達 53.18%（鄭
宇君、陳百齡，2016年 1月），這個結果顯示並非是因為 Twitter日文用戶多，使得它在臺港兩
地占領運動的 Twitter討論量就會占高比例，而是日本社會對於臺灣事件格外關心的緣故，相較之
下，日本社群對於雨傘運動關注較少。

語系 代碼 Tweets 數量 百分比

日文 Ja 518,097 73.42%

繁體中文 zh-tw 151,087 21.41%

簡體中文 zh-cn 17,983 2.55%

英文 En 16,625 2.36%

其他 others 1,836 0.26%

表 1：臺灣 318 運動 Twitter 資料的使用語言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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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witter 推文分析，使用網址還原技術取得每一則短網址的原始連結，進行網

域分析（domain-based analysis），計算每個網域名稱的出現頻率，並可將探勘

（mining）技術與人工編碼結合，找出特定網域在資料集中的出現頻率（鄭宇君、

施旭峰，出版中；Suh, Hong, Pirolli, & Chi, 2010）。本研究透過短網址還原技術

結合超連結分析，探討 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社群分享不同社交媒體的情況，並

比較臺灣新聞媒體被社群所引用的情況。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經由上述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流程，以下將從時間趨勢變化分析、推文類型分

析及超連結分析進行四個面向的探討：第一、不同語言社群在 318 運動期間的社

群聲量變化，二、各語言社群參與討論及推文趨勢分析，三、社交媒體之超連結

分析，四、臺灣新聞媒體被社群引用情況。

一、318 運動期間的社群聲量變化

透過時間趨勢分析呈現整體推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推文在

318 運動期間的時間變化趨勢，藉以比較各語言社群與整體社群之社群聲量高峰

之差異。

從圖 1 來看，在 318 運動期間有幾波社群聲量高峰，第一個高峰 3 月 18 日

深夜學生衝入立法院到隔天 3 月 19 日成功占領立法院，單單 3 月 19 日的推文量

高達 10,000 則以上，主要是繁體中文推文，來自臺灣社群的發文，此時尚未獲

國際社群關注；隨著學生占領國會期間拉長，自 3 月 21 日開始引起國際社群關

注，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特別是日本新聞媒體以速報來報導臺灣學生占領國會

情況，日本網路社群亦大量參與轉發訊息，包括同步直播臺灣國會占領實況，讓

推文量快速升高，這點從超連結分析可以看到許多日本新聞媒體網站及日本直播

頻道的超連結成為網路社群發送推文的主要內容；反觀臺灣社群，在 3 月 20 日

到 22 日，由於占領學生「退回服貿」的訴求未獲馬政府具體回應，學生不願撤

離立院議場，警方也未強制驅離，沒有新的進展，占領情況膠著，新聞媒體失去

了報導的焦點，使繁體中文社群聲量略為下滑。

第二個高峰則是 3 月 24 日的行政院衝突，當學生占領國會情況陷入膠著，

部分行動者於 3 月 23 日晚間突襲進入行政院，希望拉高抗爭層級，卻在 3 月 24

日清晨遭到警方以強力水柱、警棍驅離群眾，衝突中有不少民眾濺血、遭警方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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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待，現場目擊者以手機拍下照片或影片即時上傳社交媒體，這些影像在社交

媒體上快速流傳，不僅提醒在現場的其他群眾小心安全，號召更多人關注此事；

行政院的暴力衝突引起國外媒體報導與社群關注，因此 3 月 24 日的日文與英文

社群聲量都達到最高峰。

第三個社群聲量高峰是 3 月 30 日群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遊行，聲

援反服貿運動，施壓馬政府，主辦單位估計近 50 萬人參加，參與人數多於占領

者及政府預期，很多群眾在現場上傳照片或打卡，不僅引起國內外媒體報導，亦

引發不同語言社群關注，使當天成為另一波社群聲量高潮。

最後一波社群聲量高峰在於 4 月 7 日與 10 日兩天，黑島青等公民團體及學

生代表陳為廷、林飛帆在 4 月 7 日宣布占領立法院行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占領

者將於 4 月 10 日全部退出議場。這二個時間點都引發了一波討論或訊息轉發，4

月 10 日退場當天更有許多支持者到現場聲援，使得這二天引發了一小波社群媒

體聲量高峰。在學生退出議場之後，儘管服貿爭議未歇，馬政府與立法院並未明

確宣布其後續處置方案，但整個社群對於 318 運動引起的討論聲量已逐漸消退。

二、各語言社群參與討論與推文趨勢

從圖 1 的推文變化中，研究者發現不同語言社群的傳播模式有所差異，因此

圖 1：不同語言推文的討論聲量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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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統計各語言社群的每日推文量與不重複發文人數，以及每人單日平均發文

量，透過這幾個指標的變化來比較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四個主要語

言社群之間的差異。圖 2(a) (b) (c) (d) 四個子圖，分別代表離事件發生所在地由

近而遠的四個社群：繁體中文社群（臺灣）、簡體中文社群（中國或海外華人）、

日文社群、英文社群，在 318 運動爆發前一周到爆發後一個月的每日發文量及發

文人數。

圖 2(a) 繁體中文社群（臺灣）做為抗爭的在地社群，最早關注此事，發文

量高峰從 3 月 18 日起一直維持高聲量直到 4 月 10 日學生退出立法院議場，每日

在 4,000 則到 12,000 則發文間，高低相差三倍。在事件的幾波高潮，特別是占領

立法院、衝進行政院這二個時間點是發文量最多與參與發文人數最多的時候，

(a)：繁體中文社群（臺灣）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b)：簡體中文社群（中國）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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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深夜學生衝入議場，3 月 19 日的發文量達 10,722 則，共有 4,172 不重

複用戶發文，每人平均發文 2.59 則；第二個衝突點是 3 月 24 日行政院與警方對

峙的衝突中，3 月 23 日深夜有 9,959 則發文，3,363 位不重複用戶發言，每人日

均發文量是 2.96，很多都是更新現場最新狀況，並召喚支持者到場聲援，3 月 24

日則是 11,830 則發文，4,231 位發出，平均發文為 2.8 則，多屬於情緒激動且重

複發言的情況。

圖 2(b) 代表的是簡體中文社群，包括中國網友翻牆使用 Twitter 或是海外中

(c)：日文社群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d)：英文社群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圖 2：各語言社群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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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他們對於 318 事件的討論，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持續在高原期一段時間。

簡體中文的社群聲量自 3 月 19 日起維持每日 800 則左右的熱度，直到 3 月 24 日

行政院衝突事件達到 1,200 則的高點，之後討論的熱度略為下降到 400 則，到 3

月 30 日遊行時發文量達 1,300 則，又是另一波高點。對於簡體中文社群來說，

顯然 50 萬人上街抗議比起數十人被警方暴力對待更具討論性。整體而言，簡體

中文社群雖然沒有明顯的特別高峰，但討論熱度延續頗長的一段時間。

圖 2(c) 代表著日文社群的討論，他們對 318 運動的討論高峰始於 3 月 21 日，

數量快速攀升，到 3 月 24 日達到單日 57,000 則的高峰，24,906 人發文，日均發

文量為 2.29。在學生占領議場期間，日文直播頻道亦同步轉播議場內實況，不

僅有許多日本網友關注，他們也與臺灣或日本網友對話並擴散訊息，加上日本

Twitter 用戶遠比中文社群為多，這使得日文推文量位居整體社群中的最大量，共

占 73.4%。

圖 2(d) 代表了英文社群的討論，有一小個小高峰及二波大高峰。第一個小

高峰出現在 3 月 21 日，較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的第一波高峰皆出現在 3 月 19 日

慢了二天，顯示英語世界對臺灣學生占領立院的關注晚了二天，直到學生占領立

院成為確定事實後，有外媒跟進報導。第一個大高峰則是在 3 月 24 日行政院衝

突當天，抗爭群眾流血照片成為外媒報導焦點；第二個大高峰出現在 3 月 30 日

凱道遊行當天，外媒報導重點在於此事背後隱含的臺灣與中國關係。英文社群相

較前三個語言社群的最大差別在於，每天的每人日均發文量皆為三個社群中最

低，顯示英文社群對於臺灣 318 社運的傳播模式僅為關心，每日每人轉發一則推

文，而非實質參與討論。

整體而言，同時比較繁體中文社群（臺灣）、簡體中文社群（中國）、日文

社群、英文社群這四個語言社群的時間變化趨勢，可以發現討論聲量的高峰有遞

延效果，本地社群最早進入討論高峰，地域愈遠的語言社群則是直到 3 月 24 日

抗爭及衝突規模擴大，新聞媒體報導及國外社群也同時加入討論；在 3 月 19、

23、24 日這幾天抗爭激烈抗爭時，每個語言社群的日均發文量皆比其餘日高，

特別是抗爭所在地的臺灣社群，3 月 23 日的日均發文量接近 2.96，顯示遇到衝

突現場狀況不明時，線上公眾將不斷更新狀況、轉發訊息做為參與行動的另一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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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媒體之超連結分析

除了時間趨勢分析之外，本研究接下來進行推文類型分析，Twitter 使用者

發文可分為四種類型：（一）原創推文（original tweets）：用戶自己發文，不帶

任何標記；（二）轉發推文（retweet, RT）：用戶轉發其他人推文，推文最前方

為 RT；（三）轉發推文並加個人註解（retweet with comments）：用戶轉發他人

推文，並在 RT 前加註個人意見；（四）與特定人對話（mention/reply）：用戶

發送推文與特定人對話，推文內不含 RT，且出現 @user。每一種推文類型代表

不同類型的用戶互動，研究可透過資訊程式分辨並計算大量推文中是否出現 RT

或 @user 符號 (Cheng & Chen, 2014)。因此，本研究計算整體資料集及各語系推

文中不同類型推文所占比率，如表 2。

透過推文類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整體推文中，使用者最常轉發他人推

文來參與行動，整體比率超過一半以上，其餘則是原創推文的比率達四成，原創

推文可能是使用者自己發文，也可能是從其他網站貼上網址並加註意見。研究者

進一步進行超連結分析，在整體資料集 70.56 萬筆貼文中，有 396,690 筆推文帶

有超連結，占整體數量的 56.22%。若比較各語系推文所帶有的超連結比率，則

可發現繁體中文推文帶有超連結的比率為 68.55%、簡體中文為 56.68%、日文為

51.85%、英文則為 77.93%，各語系推文皆有超過一半比率推文帶有超連結，因

此進一步分析這些超連結指向哪一類型網域（domain URL），以探討不同社交

媒體被引用情況。

研究者透過計算機程式從帶有超連結的推文中，共計抽取出 448,849 個超連

結，按照網路的冪次分布定律，為了找出最常被分享的網域為何，因此篩選出超

過整體超連結數量 0.5% 的網域，意即分享次數超過 2,244 次的網域，共計 24 個

網域。研究者進行人工編碼逐一標示其網站名稱、所屬國別、網站類型等，扣除

其中一個網域與 318 運動無關，剩餘 23 個網域的詳細資訊如表 3。

推文類型 all ja zh-tw zh-cn en

original tweets 原創推文 40.10% 35.10% 56.80% 46.50% 35.60%

retweet 純粹轉推 53.70% 59.10% 36.40% 42.70% 55.00%

retweet with comments 轉推加註解 0.60% 0.50% 0.50% 2.90% 0.30%

mention or reply 與某人對話 5.70% 5.30% 6.20% 7.90% 9.20%

表 2：318 運動各語系推文類型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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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3 結果，可以發現 23 個網域主要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是社交媒體，

在此意指可促進社群分享之各種網路平臺，共計 9 個；第二類為新聞網站，包含

專業新聞機構及入口網站新聞，共計 10 個；其餘 4 個為個別的內容網站，如：

綜合型網站的個人部落格、獨立記者的個人網站中。以下研究者分別針對社交媒

體及新聞網站的引用進行討論。

隨著網路工具更加多元，社群在 318 運動期間使用不同社交媒體工具進行

社會運動的即時參與，在表 3 的 9 種社交媒體平臺網域中，最大宗是 Twitter 平

排名 Domain URL 次數 網站名稱 國別 類型 備註

1 twitter.com 50,346 Twitter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2 youtube.com 28,372 Youtube global 社交媒體 影音分享平臺

3 t.co 26,730 Twitter 短網址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4 facebook.com 12,339 Facebook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5 plurk.com 10,148 Plurk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6 appledaily.com.tw 9,711 臺灣蘋果日報 TW 新聞

7 hosyusokuhou.jp 8,909 保守速報 JA 新聞

8 sankei.jp.msn.com 7,106 MSN 產經新聞 JA 新聞

9 instagram.com 5,850 Instagram global 社交媒體 圖像分享平臺

10 47news.jp 5,842 47news JA 新聞

11 news.ltn.com.tw 3,610 自由時報 TW 新聞

12 live.nicovideo.jp 3,467 niconico 生放送 JA 社交媒體 影音直播平臺

13 taiwannohannou.com 3,444 taiwannohannou JA 內容網站 介紹臺灣

14 asahi.com 3,293 朝日新聞 JA 新聞

15 ameblo.jp 3,075 Ameda JA 內容網站 綜合型網站

16 xinwennews.wordpress.
com

2,975 中國新聞 CN 新聞

17 ustream.tv 2,775 Ustream gobal 社交媒體 影音直播平臺

18 tw.news.yahoo.com 2,751 雅虎臺灣新聞 TW 新聞 入口網站新聞

19 matome.naver.jp 2,707 Naver JA 內容網站 綜合型網站

20 iwj.co.jp 2,360 岩上安身責任編

輯

JA 內容網站 獨立記者

21 ettoday.net 2,347 東森新聞雲 TW 新聞

22 chinatimes.com 2,235 中國時報 TW 新聞

23 slideshare.net 2,203 Slideshare global 社交媒體 簡報分享平臺

表 3：318 運動中最常被 Twitter 社群引用的網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註：斜體字加粗表示為臺灣的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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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本身的引用（含 twitter.com 與 t.co 二個網域）7，這表示 Twitter 社群轉發其他

Twitter 用戶內容，這是最方便的引用，因此數量也最大，所呈現的波段高峰接近

圖 1 的結果，但社群分享其他社交媒體連結的引用情況則更令人好奇。因此，圖

3 先扣除掉 Twitter 平臺本身的引用，方便觀察其餘 7 個社交媒體平臺被引用次數

之時間變化。

綜合表 3 與圖 3，我們可以歸納出社群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工具為以下四種

類型：

1. 社交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以人際網絡做為訊息擴散的

基礎，包括 Twitter、Plurk、Facebook。圖 3 顯示的 Facebook、Plurk 曲線

代表的是 Twitter 社群引用來自 Facebook 與 Plurk 的內容，包含意見、圖

片、超連結等。雖然 Twitter、Plurk 臺灣用戶遠不及大眾化的 Facebook，

但這些用戶多為社交媒體早期採用者，且多半同時擁有 Facebook 帳號，

遇到 318 這類重大事件時，這些使用多重社交媒體用戶會傾向在不同社

7 t.co為 Twitter本身的短網址服務，在正常情況下，透過網址還原工具，每一則 t.co的網域應被還
原為 twitter.com網域下的單一網址，但因每則推文有 140字元的限制，當用戶在轉推（Retweet）
時加上自己的註解後，若總長度超過 140字元，則原推文末端的超連結可能被截去部分字元，成
為不完整的 t.co，無法經由網址還序找出特定的單一網址。

圖 3：不同社交媒體在 Twitter 社群中被引用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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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體平臺上收集最新消息或重要資訊，並積極把相關訊息透過各種平

臺擴散出去，造成跨媒體平臺的相互引用行為。

2. 影音分享平臺（visual social media）：此類別包含一般大眾普遍採用的

YouTube，社群透過 YouTube 分享行政院衝突警察打人的目擊影片（特別

是在 324 暴力衝突當晚，有二則影片被廣泛流傳 8，使得 YouTube 分享次

數在當天遠高於其他社交媒體）、新聞報導影片、歌曲 MV（最經典的是

滅火器樂團為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島嶼天光」，這首歌曲 MV 在 3 月

30 日凱道集結的前一晚上線，共被分享了 618 次，成為本次學運的藝術

創作代表，也讓 YouTube 被引用次數在 3 月 30 日那天達到另一波高峰）；

另外，在年輕族群裡盛行的圖像社群平臺 Instagram，也成為參與者分享

現場目擊照片的主要管道，從 Instagram 被分享的數量來看，數量雖然沒

有其他社交媒體多，但高峰集中於 3 月 19 日、3 月 20 日二天，推論可能

是在 3 月 18 日第一波學生占領之後，後續二天有更多學生前往現場聲援

並拍照上傳。

3. 影音直播平臺（Live streaming video）：本次學運的最大特點之一在於直

播平臺的運用，第一時間隨學生進入立院的網友 longson 用 ipad 架起了

Ustream.tv 直播頻道，這個未中斷的直播平臺使外界可隨時監看議場內情

況；日本 niconico 生放送（live.nicovideo.jp）也在 3 月 21 日加入直播臺

灣國會占領現場 9。這類直播平臺不僅可以讓群眾透過網路觀看實況，也

提供聊天室功能，讓同時上線的數百人或千人可即時在聊天室中針對現

場實況進行互動。除了上述這二個網路直播頻道外，後來進入議場報導

的各家新聞媒體，也都在網站開設直播畫面供網友觀看，只是被引用次

數不若前二者來得多。

4. 簡報分享平臺（Slide sharing）：另一個被引用次數較多的社交媒體工具

則是簡報分享平臺 Slideshare，主要用於解釋性目的，在 318 立法院占領

事件發生後，引發許多公眾對服貿議題感到好奇，不解抗爭者為何採取這

8 民眾上傳壹電視現場畫面「警察驅離民眾　打很兇」，被分享 815次，網址為 http://www.
youtube.com/watch?v=rYiKKd8bVjA&feature=youtu.be；民眾上傳三立電視現場畫面「警察用盾
打人跟學生踢警盾的誰對誰錯請自行判斷⋯⋯」，被分享 751次，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pgXYrkShwJs&feature=youtu.be

9 網友 longson透過 http://www.ustream.tv/ channel/longson3000網址對外直播立法院內的實況，
這個網址共被分享 374次。日本 niconico生放送（live.nicovideo.jp）直播頻道的網址為 http://
live.nicovideo.jp/watch/lv173117558，共被分享 3,02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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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手段來阻擋該條例的通過，人們會尋求並分享解釋性的資訊。特別是

臺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的簡報「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http://

www.slideshare.net/hungchengtu/ss-24730814 ），被引用 187 次，另一個

日文簡報解釋臺灣國會占領事件（http://www.slideshare.net/noexcuse/ss-

32581194），被分享 1,762 次。Slideshare 的高峰只出現在 3 月 23 日，當

多數人都瞭解此事件緣由後，便不再繼續分享。

除了透過超連結的網域分析之外，研究者同時進行單一網址的分析，發現最

常被社群引用的單一網址除了新聞、直播頻道與影片外，經常是手繪或改作的圖

像，在最常被引用的前十名網址中即有三張圖片，如圖 4(a) (b) (c)。

這三張圖片都出於一般用戶的手繪插畫或對現有的相片改造，4(a) (b) 以溫

馨、可愛方式表達聲援與支持學生的訴求，4(c) 則以反諷方式表達支持之意。這

也是近年網絡化社運常見的視覺表達方式，將抗爭訴求以淺顯明白口號或諷刺方

式繪製成圖像，更易於在社交媒體流傳。

公眾除了利用現有社交媒體平臺透過分享擴散來參與社會運動之外，亦會架

設專屬網站做為社運資訊彙整及宣傳之用，典型例子像是太陽花運動國際組架設

的 4am.tw 網站及 Twitter 帳號，藉由英文報導及圖片呈現占領者訴求，向國際社

群發聲，此一網域及 Twitter 帳號被引用了 903 次，在英語系推文中具有影響力。

另外，「g0v 零時政府」社群架設的多人共筆 10 也協助社群將有用的資訊彙整，

甚至有志工協助將立法院實況轉播內容過錄為文字版，供群眾觀看。

四、臺灣新聞媒體被 Twitter 社群引用情況

表 3 中最常被網路社群引用的 10 個新聞網站中，有 4 個是日本新聞網站、

一個是海外的中國新聞網站，其餘 5個為臺灣新聞網站，依照被引用次數依序為：

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雅虎臺灣新聞、東森新聞報、中國時報。圖 5 顯示這

5 個新聞媒體在 318 運動期間，每日被引用的數量變化。

在這 5 個新聞網站中，除了雅虎臺灣新聞為入口網站新聞外，其餘 4 個皆為

原生新聞網站，東森新聞報是純粹的網路新聞，其餘的臺灣《蘋果日報》、《自

由時報》、《中國時報》為臺灣 4 大主要紙本新聞媒體的其中 3 家。從時間趨勢

來看 5 家新聞媒體在學運各個階段被引述的情況，可以發現臺灣《蘋果日報》是

10 在 318運動期間，g0v零時政府開設的多人共筆達數十個，面向包含科技線路、媒體報導、服貿
資訊彙整、實況轉報等，事後將各個共筆清單彙整於以下網址 https://g0v.hackpad.com/ep/pad/
static/4AKHvZRwM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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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本網友 mamalolly 製圖聲援臺灣服貿運動（4,447 次引用）

資料來源：mamalolly（2014）。

(b)：日本網友繪製「吼吼熊要求退回服貿」（1,156 次引用）

資料來源：Hamusoku（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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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網友改圖諷刺「以往臺灣國會混亂，今日學生占領國會井然有序」（2個網址合計 1,156次引用）

資料來源：阿敏（2014）。

圖 4：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常被引用之三張圖片

圖 5：臺灣新聞媒體在 Twitter 社群中被引用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39 2015/12/29   下午 09:57:19



JCRP, 6(1), January 2016140

最常被引述的新聞來源，它在 318 服貿抗爭中，不僅立場鮮明站在抗爭者這一方

（晏山農等，2015），更是大量以即時新聞搶占網路族群的眼球，整體被 Twitter

社群引用的次數也高居國內外新聞媒體之冠，達 9,711 次，是第二名的 2.69 倍，

臺灣《蘋果日報》的報導在不同階段亦製造了幾波的新聞高潮，例如：被引用次

數最高二則的臺灣新聞就是學生攻占行政院長辦公室及 330 凱道 50 萬聚集 11。

被引用次數第二名的是《自由時報》，立場偏向支持學運的一方，同樣製造

了好幾波新聞被引用的高潮；第三是雅虎奇摩新聞，由於它是入口網站，本身不

產製新聞，僅彙總各家新聞於該網站供網友閱讀；第四是東森新聞報，為純粹的

網路媒體，沒有特別突顯的高潮，被引用的次數較平均出現在 3 月 19 日到 4 月

11 日間，與該網路媒體較注重事件周邊花絮相關，如：學運領袖的個人新聞會

引起一定聲量討論，但不一定會有大波段的起伏；第五位則是《中國時報》，它

被視為立場偏向政府的新聞媒體，亦有一定的引用數量，但未達到很大的高潮。

進一步比較這 5家新聞媒體被引用的情況（圖 5）與社群討論的聲量變化（圖

1），可發現社群討論的聲量變化緊密扣連著運動的發展，當抗爭事件有具體行

動時才會出現社群發言的高潮，主要集中在 4 個時間點：3 月 18 日占領立院、3

月 24 日行政院衝突、3 月 30 日凱道集結、4 月 10 日學生退出議場，即使不同語

系社群的討論起伏不同，但亦集中在上述 4 個時間點。

然而，新聞媒體在被社群引用的高峰卻未必等同社群聲量的變化，這 5 家新

聞媒體被引用的高點皆不盡相同，因而本研究推論新聞引用的變化趨勢，除了與

事件進展情況相關，亦與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相關，在學生占領立法院的數周期

間，當抗爭者與政府間的對峙無明顯進展時，新聞媒體為了營造報導焦點，會設

定不同的報導議題，希望獲得網路社群討論或引用，以擴大其新聞媒體在社交媒

體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以臺灣《蘋果日報》為例，它被引用的波段高峰多達 5 次，除了前述抗爭事

件的 4 個時間點之外，另有一波高點發生在 3 月 27 日，其他新聞媒體在同一時

間並未呈現引用高峰，唯獨《蘋果日報》有此波高潮。研究者檢視當日的新聞事

件為：上午 9:30「朝野協商三度破局　王金平說『方法我來想』」，下午 3:00「學

11 臺灣單一新聞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二則皆是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第一則是 2014月 03日 23
日 21:30發布「行政院長辦公室　遭學生攻占」，（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politics/20140323/365582），這則即時新聞在 Twitter社群被引用 322次，在蘋果日報
網站上顯示有 5275人在 Facebook按讚。。第二則是 2014年 3月 30日 15:42發布「凱道湧
50萬人　林飛帆：馬總統立即出面回應」（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
politics/20140330/369857/1/），這則即時新聞在 Twitter社群被引用 316次，在蘋果日報網站上
顯示有 5,649人在 Facebook按讚（以上 Facebook按讚數據截取時間為 2015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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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代表林飛帆宣布 330 凱道大集結」（晏山農等，2015：337），抗爭者在當天

並未與警方發生具體衝突，故研究者推論當天蘋果日報被引用數量升高，是新聞

媒體的報導數量增加，及被網友引用量二者加總的效果，亦即蘋果日報在當中成

功發揮了議題設定的效果，帶動網路社群關注「立法院協商破局、學運社團號召

社會大眾上街抗議」之議題。

伍、結語

一、研究發現

根據上述資料分析與討論，我們瞭解網絡化社運中公民的即時參與，實際上

是透過各種傳播科技的中介得以完成，總結本文共有三項主要研究發現。

（一）網絡化社運不同階段的社群參與情況

網絡化社會運動的開端，經常是少數人先採取行動，透過社交媒體倡議及擴

散訊息，帶動關心此議題的線上社群與線下社群連結；這些訊息擴散會引起第二

波參與者關注原先的參與者為什麼要進行抗議，因而主動尋求資訊，無論他們支

持或反對，這些主動的資訊尋求活動會使更多人加入社運的參與和討論。然而，

成功的網絡化社運必然是線上與線下社群的連結，不僅需要線上公眾的發言與轉

發訊息，以衝高社交媒體討論聲量，同時需要線下公眾以身體占領實體空間，犧

牲部分的行動自由，以對抗當局，並號召更多人參與。

倘若抗爭的另一方政府當局，不願回應抗爭者訴求，抗爭者可能採取更激

烈舉動，若發生現場衝突，這些衝突促使行動者頻繁地重複發文，表達情緒或

動員更多群眾，同時創造更多現場目擊影像在社交媒體流傳，其傳播模式接近

重大災難的瞬間鉅量。然而，長期的占領行動不可能一直維持在高強度的社會抗

爭，在平緩期可以有較多的對話與討論，但可能由於社交媒體上的群體極化效應

（polarization），事件的參與者慢慢形成兩極化的群眾，如：反服貿 vs.反反服貿，

最終未必能達成真正的對話與共識。

對於網絡化運動而言，跨國社群的參與亦十分重要。大規模占領運動的出

現與持續，經常起因於政府當局不願回應抗爭者的訴求，因此抗爭者除了引起國

內社群的討論，亦希望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正如在 318 運動期間，運動團體透過

群眾募資購買紐約時報廣告，並由專業設計師協力完成 4am.tw 網站，用英語向

國際社群表達訴求，在超連結分析中發現白宮請願網站的連結獲得很多群眾分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41 2015/12/29   下午 09:34:34



JCRP, 6(1), January 2016142

享 12。這些行動目的一方面透過外國媒體報導擴大社群認同，並正當化自身行動，

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跨國網路社群影響外國政府，進而對本地政府產生壓力。

 然而，根據 Bruns et al. (2013) 對阿拉伯之春的跨語系使用者研究發現，在

抗爭事件發生初期，英語推文所占比例相當高，但事件中後期則是阿拉伯語推文

所占比例較高，這意謂重大社會抗爭在短時間內可吸引大量外國媒體報導及國外

社群關注，但隨著抗爭時間拉長，國外媒體及社群的關注消退，只剩在地社群持

續關注與討論此事件。因而，在地抗爭者如何持續吸引全球社群關注，值得進一

步思考。

（二） 公民目擊（citizen witness）與直播科技（live streaming video）對

網絡化社運的影響

網絡化社運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公眾可透過各種傳播科技即時參與，個體化

又使每個人會選擇自己熟悉且擅用的工具，而非由組識統一命令使用某一特定平

臺擴散訊息。因此，在探討網絡化社運時，必須考量社交媒體的多種應用，除了

Twitter、Facebook、Plurk 等社交網絡服務將訊息透過個人社交網絡擴散，參與者

也使用 Instagram、Flickr 散播抗爭中的圖像，用 YouTube 分享影音報導、目擊影

片或創作歌曲，透過 Ustream.tv 直播頻道同步監看抗爭現場狀況，利用簡報分享

平臺或專屬網站提供解釋性與彙整性資訊，如：Slideshare、g0v 零時政府的多人

共筆、運動英文網站（4am.tw）等。

公民目擊意指一般人在衝突當下所拍攝的影像，儘管照片會受到當事人主觀

意識的影響，但當抗爭者、記者、軍警各自透過目擊影像或直播頻道呈現現場畫

面，各方都希望掌控線上敘事的話語權，以影響更大範圍的群眾。Allan (2013) 

認為公民目擊的出現，對新聞記者是個挑戰，他們在不同媒介形式中游離（包含

目擊證人、視覺影像、推文等），必須要重新定位「目擊」，如何有特殊視角並

選擇其範圍進行報導，以維持他們的專業。

進一步來看，即時直播科技相較於現場目擊影像，更有機會使社運關注者

（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成為社運的行動者。透過即時互動的傳播科技中介，公眾

擁有即時參與社運（real-time civic engagement）的可能，這正是大眾自我傳播與

網絡化社運連結性行動邏輯結合之具體展現。在臺灣 318 運動長達數十天的占領

12 反服貿群眾於 3月 18日在美國白宮網站請願，獲得 18.7萬人連署，白宮官方亦在網站回應，該網
址（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oppose-trade-agreement-between-taiwan-and-china）
在 Twitter社群獲得 450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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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行動，一開始透過 longson 的 iPad 直播封閉議場內的占領情況，場外觀眾

監看議場內警方會不會對占領學生採取暴力行動。隨著占領時間的拉長，後來新

聞機構也加入直播行列，其他行動者亦在立院外其他角落利用簡易手持裝置進行

直播，同一時間最多有十幾個頻道直播社運相關畫面，線上有上百至千人在觀看

與討論。直播科技使得行動者不必依賴主流媒體，便能進行大眾自我傳播，其他

公眾即使未到現場也能即時參與，他們在網路直播頻道的聊天室討論、監看直播

現場狀況並轉發即時動態，現場行動者亦可透過直播頻道跟螢幕另一端參與者對

話。運動的關注者正如Anstead & O’Loughlin (2010) 指出的「浮現觀眾」（emerging 

viewertariat），他們一面監看即時頻道轉播的社運場景，一面群集在各個社交媒

體平臺評論，遇到特殊狀況也能隨時衝到現場，從線上參與轉變為線下行動。

直播科技對網絡化社運形成多重的監看（surveillance），一方面讓抗爭現場

訊息透明化，警方不敢在直播鏡頭前公然施暴，也避免新聞媒體刻意剪接畫面扭

曲現場情況，但它也對抗爭者形成壓力，他們必須兼顧直播螢幕的另一端有無數

群眾關心他們的一舉一動，於是占領議場學生不敢任意嬉笑或獨斷行動，他們在

鏡頭前實施民主體制與公民審議，這些畫面透過社交媒體傳散亦是另一種形式的

展演。

（三）即時新聞與社交媒體的相互滲透

公民目擊影像與直播科技的出現，挑戰了傳統新聞記者在抗爭中的角色。新

聞機構採用公民拍攝影像做為新聞素材，公眾在社交媒體協助分享新聞機構的即

時報導，這些情況雖然不只出現在社會抗爭的場景，在災難或社會事件中，新聞

媒體引用一般民眾偶然拍到的影像亦有所聞，但大規模社運促使更多公眾採用策

略性拍攝與分享訊息，使得社交媒體與即時新聞的相互滲透情況更為顯著。

Facebook 與 Twitter 成為近年來人們收看新聞的主要管道，透過社交媒體訂

閱新聞，用戶更容易獲得自己想看的新聞，並方便轉發給自己的人際網絡。本研

究透過超連結分析探索 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社群分享的新聞連結為何，找出最

常被分享的 5 個臺灣新聞媒體為：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雅虎奇摩

新聞、東森新聞報、《中國時報》，令研究者訝異的是臺灣 4 家主要報紙中唯有

《聯合報》未上榜。

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這 4 大報在

臺灣社會的政治新聞與社會抗爭中經常扮演影響輿論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傳播領

域中，也經常以這 4家報紙做為主要研究對象。然而，《聯合報》的線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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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UDN）在 318 事件中的引用程度遠較其他三報偏低，未進入前五大

主要被引用的臺灣媒體。研究者特別追蹤 UDN 的相關網址在整體資料集中的引

用情況，結果發現在各語系推文前 500 名被引用的網域中，UDN 整體網域合計

被引用 907 次 13，僅是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蘋果日報》的十分之一，離第 5 名中

國時報 2,235 次也有一段距離。

「聯合新聞網」（www.udn.com 或 udn.com）在 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期間，

是 Twitter 社群最常引用的新聞來源（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在 2014 年

318 學運中，被引用最多的臺灣新聞媒體為《蘋果日報》，UDN 反而掉出前五

大臺灣新聞媒體之外。為何從 2012 年到 2014 年短短 2 年間有這麼大變化？本研

究推論有 2 個可能原因：一是世代因素，蘋果日報長期經營社交媒體，方便年輕

網友大量訂閱與引用，318 運動正好是許多年輕人關注的運動，他們會引用自己

最常看的媒體；二是蘋果日報較其他傳統媒體更著重即時新聞的發布，在 318 運

動前，蘋果日報就發送大量即時新聞，儘管充斥著娛樂八卦與社會新聞等瑣碎

消息，內容未必被多數閱聽人欣賞，但它藉此操兵建立即時新聞的發稿與播送流

程，等到 318 運動這種重大事件發生時，它便透過即時新聞的發送在社群間發揮

影響力。

本文同時比較了社群聲量與新聞引用在時間趨勢的變化，發現二者的高峰並

不一致，社群聲量高峰經常伴隨社運的具體行動出現，如：占領、衝突、遊行、

退場，但新聞引用有更多高峰出現，且各家新聞的高峰點也不一致（圖 5）。研

究者認為這正是新聞媒體滲透到社交媒體，在社群間發揮議題設定的作用。當抗

爭者與政府的對峙進入僵持，事件沒有任何進展，但仍有許多群眾關注（新聞網

站可透過點閱率獲知此資訊），新聞媒體必須「創造」出更多的新聞，如：《蘋

果日報》報導許多政治人物私下奔走的小道消息、東森新聞報則是著重在學運領

袖的個人衣著、生活習慣等花絮。這些新聞跟運動的實質進展無關，只是用來吸

收這些群眾過度關注的目光，倘若這些新聞在社群被引用頻率偏高，某種程度證

明了新聞媒體對於社交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

簡言之，社交媒體使抗爭現場訊息得以不斷更新或轉播，公眾可從線上或線

下參與運動，社運參與者不必然要將身體固著在一時一地的占領空間，行動者可

13 UDN的整體網域合計被引用有 907次，依照引用次數多寡排列，包含 tv.udn.com（直播立法院
占領現場）、m.udn.com（行動版新聞）、forum.udn.com（論壇）、udn.com（PC版新聞）、
blog.udn.com（個人部落格）、mag.udn.com（書報攤），後二者其實未必是新聞，可能是一般
個人意見或專欄。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44 2015/12/29   下午 09:34:34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卷 第 1期．2016年 1月 145

進行一般日常活動（如：上班、上課），透過社交媒體或直播頻道即時監看抗爭

現場狀況並參與互動；一旦抗爭現場有需求，透過線上動員，不在現場的參與者

可隨時由上班或上課狀態衝到現場聲援。這種機動的社運參與模式，不僅可擴大

參與抗爭的群眾人數，允許上班族或學生以「剩餘時間」14 參與抗爭，亦能有效

地緩解占領現場抗爭者的身心疲憊，有人可以輪替，並可延長占領運動的時間。

然而，這些參與者可隨時加入，亦可能隨時離開，這是網絡化社運的特點，

它是由下而上形成，沒有人能事先預期一場抗爭運動的規模可以有多大，這不僅

是分散式的公民參與，也是公眾以「剩餘時間」進行的社運參與。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的限制來自於社交媒體即時資料收集的挑戰，運動進行的狀況隨

時有變化，研究者難以有明確關鍵字可以收集完整的推文資料。相較政治選舉有

明確的候選人姓名做為關鍵字，且可預知時間，方便研究者提早規劃資料收集方

向；但網絡化社運往往突然爆發，從一小群人的行動突然轉變為社交媒體的討論

焦點，且 Twitter 資料必須要立刻收集，不然容易佚失，加上中文使用者又不常

使用 #hashtag 做為事件標籤，僅能使用「關鍵字」做為資料收集依據。

研究者在 318 事件發生當晚，立刻啟動 Twitter 資料收集程式，一開始僅以

「服貿」、「立法院」為關鍵字，隨著運動進展新增關鍵字，但為了避免將運動

焦點過度集中於個人，研究者選用占領運動本身或地點為主要關鍵字，而不以個

別行動者姓名做為關鍵字，僅在 4 月 7 日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代表占領團體

發表退場宣言時，用三人姓名收集短暫幾天資料。然而，這種關鍵字收集方式仍

有限制，例如：「国会」這個關鍵字就收集到日本國會在 4 月 7 ~ 10 日發生了

爭議事件，必須事後排除這些日文雜訊。此外，利用關鍵字進行推文資料收集，

許多僅分享網址連結而未加註解的推文無法收集到，這些推文往往直接轉為短網

址出現在 Twitter 上，這使得本研究計算特定 URL 的分享數，會比實際在 Twitter

世界的分享數少。

另一個資料分析的限制主要來自本地社群使用 Twitter 的人數較少，造成本

文分析可能無法全面掌握臺灣網路社群的樣態。在 Twitter 上所收集的日文推文

14 「剩餘時間」借用自 Clay Shirky（2010／吳國卿譯，2011）《下班時間扭轉未來：休閒時間 × 
網路連結 = 改變世界的決勝點》（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一書中的概念，意指人們運用閒暇時間與認知剩餘，在社交媒體時代可發揮無限創意與無
償付出來改變現場，正好適合用來描述 318運動的眾多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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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預期中來得多，遠高於本地社會使用的繁體中文，從全球社交媒體社群的互動

來看，這顯現了日本社群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格外關心，遠高於對於香港雨傘運

動的關注（鄭宇君、陳百齡，2016 年 1 月）。為了彌補此一研究限制，研究者

在後續研究方向將針對另一個臺灣社會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進行 318

運動的資料收集與分析。

318 事件做為臺灣社會數十年來之重要運動，儘管 Twitter 與 Facebook 的臺

灣用戶人數差距甚多，二個平臺的使用族群與互動方式亦不相同，但在規模這麼

大的運動中，研究者觀察到最常被引用或討論的訊息內容十分相近，可推論為當

整個社會都在關注此事時，一個平臺重要訊息很快被擴散到另一個平臺，研究團

隊正在發展一套系統性方法，收集 318 運動 Facebook 上參與討論的網路社群資

料，未來將進一步比較 Twitter 與 Facebook 社群對於 318 運動的討論是否有類似

趨勢。

318 運動所收集的推文資料數量龐大，本文僅針對推文資料的形式與時間趨

勢變化進行探討，並從中篩選出部分內容進行說明。研究者後續將針對推文內容

進行分析，除了推文的文字內容外，也希望針對社交媒體影像與文字的關聯性進

行探討，以瞭解影像社交媒體對網絡化社運的影響。目前各國研究者對於社交媒

體鉅量圖像資料的分析仍在起步階段，但它將是這領域未來的研究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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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318 movement is a rare case of large-scale occupy movement in Taiwan. It is 

also a highly networked movement as its participants were mobilized and coordinated 
by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stant sharing of eyewitness 
photos and news as well as live streaming videos of the occupied sites on social medi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move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weeting extracts from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ovement on Twitter. It was found that when clashes between the 
protesters and the opposing forces took plac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live streaming 
instantly brought about a massiv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hyperlink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preading or commenting on the instant 
news is an alternative way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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